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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漢字認知、漢字音、漢字詞、漢字字音字義、語言遷移 
  

 為探討韓國學生的漢字音、義認知基礎在其學習華語時的影響，

本文以許喆（2010）所調查之韓語核心高頻漢字 172 字為研究範圍，

選取華、韓同形漢字，設計問卷、測驗與訪談內容，以了解韓國學生

的漢字詞背景在其學習華語字音、字義上的遷移現象。本研究共計

32 名受試者，參與背景資料的問卷填答與測驗，測驗內容包含念讀

韓國常用漢字 40 字，以及選擇韓語的核心高頻漢字詞 30 詞。研究結

果顯示：（一）背景資料裡的「華語程度」和「對韓國漢字的認識」

兩個因素，與語音語義測驗正確率高度相關。（二）華韓漢字字音之

間的關係，與華語語音念讀正確率呈顯著相關，且字音相近字的念讀

正確率明顯優於字音不相近者。（三）語義測驗作答正確率依序為，

同形同義詞＞異形同義詞＞逆序同義詞＞同形近義詞＝同形異義詞。

綜合研究結果發現，華、韓漢字字音、字義之間的關係，確實會在韓

國學生的華語表現上產生正、負遷移的影響。為發揮韓國學生漢字認

知正遷移，同時避免負遷移影響，本文最後根據測驗的分析結果與受

試者的問答回饋，從「語言差異」和「偏誤現象」出發，擬出字詞教

學應用建議及教學排序。在實際的語音應用上，若遇到字音相近字時，

提醒學生盡可能地先利用韓語的漢字發音先推敲華語的語音，再聆聽

華語母語者的語音，並對照其舌位及口型，將華韓語音無差異的字音

直接遷移，而有細微差異的字音就調整成發華語音的。而語義的應用

方面，以「字」為單位時，先提供學生一系列的相關詞彙使其自行猜

測華語詞義，再以韓語釋義之方式給予學生明確解釋；以「詞」為單

位時，則視詞彙的義項、固定搭配用法與語法功能的不同，為學生說

明並加以區辨。至於語音的教學排序為，念讀正確率較高的字音相近

字先於正確率較低的字音不相近字；語義的教學排序，亦從學習者表

現較好的同形同義詞著手，再次為異形同義詞、逆序同義詞，最後才

是華韓語言差異較明顯，且學習者最容易混淆不清的同形近義詞和同

形異義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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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Korean Students’ Language 

Transf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in Chinese Teaching Application 

Abstract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Sino-Korean (Hanja-eum); 

Sino-Korean word;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language transf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Korean students’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meaning and pronunciation on their ability to learn 

Chines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Heo Cheol’s (2010) 172 high-frequency 

Hanja, and selected Chinese and Korean homographic characters to 

design questionnaires, tests, and interviews. With this approach, the role 

of Korean students’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Hanja in language transfer 

for learning 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was analyzed. A total of 

32 subjects were given questionnaires inquiring about necessary 

background data, along with a test containing 40 high-frequency Chinese 

characters 30 vocabularies (Hanja-eo) used in Kore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Chinese Proficiency” and “Familiarity with Hanja” strongly 

influences the accuracy of Chinese character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Korean hanja 

pronunciation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reading accuracy. Additionally, the 

accuracy of reading characters with similar pronunciations is appare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haracters with divergent pronunciations; 3. The 

accuracy rates of semantic tests in sequence are homographic synonym> 

allo-graphic synonym> reverse synonym> homographic 

near-synonym=homograph. Most importan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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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Hanja clearly 

indicates an impact on the positive transfer and negative transfer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for Korean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test analysis results and the subjects’ feedback, this 

study has drawn up teaching propositions and a teaching sequence from 

the starting points  of “Language Divergence” and “Language Error” to 

foster positive transfer in Korean students’ Chinese character cognition 

while avoiding negative transfer.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honetics, 

when students encounter characters with similar pronunciations, they are 

reminded to try their best to guess the pronunciation indicated by the 

charater by comparing it with Hanja’s. Thereafter, they listen to the 

articulation of a native speaker, imitate his/her tongu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mouth, and adjust the Hanja pronunci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s for the semantic teaching application, if the unit is 

the “Chinese character,” a series of related vocabularies are offered to the 

students to guess the meanings before making an explanation that will 

compare them with the Korean meanings.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unit is 

“vocabulary,” the meaning, fixed usage,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are 

illustrated and distinguished. Eventu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teaching 

sequence of phonetics, characters pronounced with greater accuracy with 

similar pronunciations are taught prior to characters pronounced with less 

accuracy with divergent pronunciations. Regarding the teaching sequence 

of semantics, it begins with what the learners perform better; that is, 

homographic synonyms. This is followed by instruction for allo-graphic 

synonyms and contrary-order synonyms. Near-synonym and homograph 

will be taught last as they confuse learners most and differ more greatly 

in Chinese and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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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국인 중국어 학습자의 한국 한자음과 

의미에 관한 전이 현상 및 

중국어교육 응용에 대한 연구 

초록 
허위(許葳) 

국립대만사범대학교 대학원  

제 2언어로서의 중국어교육학과 

 

주제어: 한자 인지, 한자음, 한자어, 중국어 한자발음과 의미, 

언어전이 

  본 논문은 한국어를 모국어로 하는 중국어 학습자의 한국 

한자음과 의미에 대한 인지적 배경이 중국 한자 및 한자어 

학습에 어떠한 전이 현상을 일으키는지 이해하기 위해 

연구되었다. 한국인 중국어 학습자 32 명을 대상으로 설문 

조사 및 한자 테스트, 인터뷰 등을 실시하였다. 한자 테스트에 

쓰인 한자는 許喆(2010)의 고빈도 핵심영역 한국 한자 172 자 

중에서 한국 교육부 지정 상용한자와 중복되는 중•한 동형 

한자 40 자이고, 한자어의 경우 고빈도 한국 한자어 30 개를 

대상으로 하였다.  

  한자 테스트 분석 결과, (1) 설문지 상의 ‘중국어 능력 

정도’와 ‘한국 한자에 대한 인식’ 두 변인이 한자음 및 의미에 

대한 테스트에서의 정답률과 높은 상관관계를 보였다. (2) 두 

언어 간의 ‘한자음이 유사함’이 한자음 독음 테스트에서의 

정답률과 현저한 양의 상관관계를 보였고, 특히 ‘한자음이 

유사한 한자’에 대한 정답률이 ‘유사하지 않은 한자’에 대한 

정답률보다 현저히 높게 나타났다. (3) 한자 의미에 관한 

테스트의 정답률 순위는 동형동의어> 이형동의어> 

역순형동의어> 동형유의어= 동형이의어로 나타났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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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종합 분석 결과, 두 언어 간의 한자음 및 의미 관계가 

한국인 학습자의 중국어 표현 상에 긍정적 또는 부정적으로 

전이 현상을 일으킴을 발견하였다. 이에 본 연구자는 한국인 

학습자의 한자 인지에 대한 긍정적 전이를 최대화하고 부정적 

전이를 최소화하기 위하여, 한자 테스트 분석 결과와 

인터뷰를 바탕으로 한국인을 위한 중국 한자음 및 의미 

교육에 관한 건의를 제시하고 학습 순서를 잠정 설계하였다. 

즉 (1) 한자음 교육의 경우, 두 언어 간 ‘한자음이 유사한 

한자’를 교육할 때 되도록이면 먼저 한국어 한자음에서 

중국어 한자음을 유추하도록 한 뒤, 다시 중국어 화자의 

발음을 듣게 하면서 동시에 혀의 위치와 입술 모양을 대조 

교육함으로써 한국식 발음을 중국어 발음으로 조정해 나갈 

것을 건의한다. 한편 (2) 한자 의미 교육의 경우, ‘하나의 

한자’를 단위로 하여 교육할 때는 학생들에게 체계적으로 

관련 어휘를 제시하여 학습자 스스로 중국어의 의미를 

유추하게 한 다음 한국 한자의 의미와 비교 설명하는 것이 

좋고, ‘단어’를 단위로 하여 교육할 때는 어휘의 세부 의미와 

연어정보, 문법적 기능 차이 등을 설명하여 변별하게끔 하는 

것이 좋다. 마지막으로 (3) 학습 순서의 경우, 한자음을 

교육할 때는 정답률이 상대적으로 높았던 ‘한자음이 유사한 

한자’를 ‘유사하지 않은 한자’보다 앞서 배우게 하는 것이 

좋고, 한자 의미를 교육할 때는 학습자들의 성적이 좋았던 

순서에 따라 1 순위를 동형동의어로, 2 순위를 이형동의어와 

역순형동의어로, 3 순위를 동형유의어와 동형이의어로 정하여 

교육할 것을 건의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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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韓國華語學習者對母語漢字字音、字義的遷移現

象於華語教學之應用，本章介紹研究背景、動機、目的與問題，以及

相關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中國經濟不斷地茁壯成長，在世界舞台上逐漸嶄露頭角，使

得各地學習華語蔚為風尚，當然隸屬於漢字文化圈的韓國也不例外。

為順利與中國接軌，韓國教育界日漸重視漢字的教學，現正掀起自

1945年大韓民國建立以來，新一波的漢字學習熱潮。 

約從高句麗、百濟時期開始（西元前二世紀左右），到朝鮮第四

代君王世宗創制表音的韓語拼寫系統（한글 hangul，西元 1446 年頒

佈施行，又稱「諺文」）為止，韓國一直借用大量漢字作為文字記錄

的工具，不過漢字的中原古音都被轉換成了韓語讀音1。雖因時代的

不同，受到政府語文政策2的影響，韓國人們使用漢字的能力及數量

有所消長，然而根據許喆（2008）調查韓國國立國語院《標準國語大

辭典》（1999）的統計資料顯示，純漢字詞占韓語總詞彙 49.48%～

58.01%，且其中不少詞語的組成結構跟華語詞彙完全相同；若再將

篩選標準放寬，含有漢字的詞彙比例則提高到 66.70%至 71.83%之間，

支持金珍我（2005）和朴智仁（2008）的調查結果3。此外，雖然在

韓國國內的華語學習以大陸的簡體中文為主流，但韓國官方使用的漢

字形態與台灣地區的大致相同，為仍保有古代漢字風貌的繁體字。  

                                                 
1嚴翼相（2005）主張，現代韓國漢字音保留中國中古音的痕跡最多，採用鄭錦全

（1988）的計量方法來看，與現代韓國漢字音最接近的是客家語。  
2金愛英、尹智榮（2011）指出，1894 年以前為漢文中心期、1894-1947 年為國漢

混用期、1948 年迄今為韓文專用時期。 

3據統計，漢字詞仍占了目前韓國人平日所使用的韓語詞彙總量約 60~70%左右。

朴智仁（2008）調查李熙昇（1961）編纂之《國語大辭典》所收的各類詞彙比例

為：韓文固有語 25.9%、漢字語 67.02%、外來語 7.08%；而金珍我（2005）考察

《標準國語大辭典》（1999）的數據資料則為，現在韓國人使用的詞彙中，漢字

詞約占韓國語詞彙總量的 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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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於韓語和華語有著如此密切的聯繫，所以韓國學生在剛接觸

華語時，對漢字的原有認知必然會對其認讀漢字、了解詞語意義和口

語表達等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母語中和華語詞彙字形相同、讀音相

近的漢字詞，可能帶給韓國學習者在學習上的優勢，比方說能以漢字

與華人溝通，或是能迅速掌握華人的談話內容等，但亦也許會導致一

些負面的影響，像是說話時有「韓腔韓調」的語音問題、誤以韓語漢

字字義來理解或選用華語詞彙的情況發生。因此，在對韓國學生的華

語敎學中，要如何善用其母語影響的正遷移並克服母語帶來的負遷移，

是値得系統性地全面進行探討的。嚴翼相、朴庸鎮、李玉珠（2005）

亦於《中國語教育論》一書開宗明義地表示，在教授韓國學生華語之

前，教師應具備基礎的華、韓語知識，才能協助學生避免易犯的錯誤，

以及確實注意並掌握好華語特點。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本身在學習韓語的時候，一接觸到新的漢字詞彙，便會在

腦中將韓語漢字與母語華語進行連結，所以對於韓國華語學習者看到

漢字出現在華語時的反應如何，亦很是好奇。而在與韓國友人接觸的

經驗當中，也觀察到韓國人運用母語的漢字認知來分析華語漢字的情

形，是涵蓋了形、音、義等三個層面的。曾陪著第一次來台旅遊的韓

國朋友四處走走，友人見到路上一個個以繁體漢字寫成的看板，很是

感興趣。便指著其中一個問道：「那邊的那個寫了『健身中心』。『中

心』，是center；『健身』，應該是讓身體變得健康。那麼合起來就是說

給人運動的 'health center'對嗎？所以[kənː s
h
in][tʃuŋː s

h
im]

4的中文要

怎麼念呢？」告訴了推敲出正確意思的友人看板上漢字的發音為

[tɕien51:ʂeŋ55:tʂoŋ55:ɕin55:]，友人表示聽起來和韓語的很像、很親切。

研究者以為，像這樣看到韓語中沒有的詞彙組合時，能夠加以推敲出

意義，係由於韓國友人利用母語中原有的漢字知識；又在聽到華語發

音時覺得有類似韓語的感覺，也是受到韓國漢字語音影響的關係。如

此，兩個語言在漢字上彼此有著對應關係，對於韓國學習者的華語學

習上，必然也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 

                                                 
4文中語音部分皆以國際音標（IPA，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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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柱億（2005），在《韓漢孿生詞5對漢語學習的影響》一文中就

提到，「學生學習漢語或用漢語交際的時候，在理解和表達的過程中

不斷進行跨越語言界線的代碼轉譯（transcoding）。常在理解的過程

中把漢語詞的讀音轉換成韓國語，而在表達的過程中把韓國語詞的讀

音轉換成漢語。」崔胤京（2006）也指出，韓國學習者在碰到不認識

的華語詞彙時，會使用「嘗試發成類似韓國漢字讀音來推敲華語詞彙

語音」的語言產出策略。而鄭秀美（2003）討論了漢字詞對韓國學習

者在詞彙辨識及選擇上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韓國學習者在詞彙習

得上的明顯特徵是，只要找到一個可對應於母語詞義的目標語詞彙，

就不再經過「再釋（retranslation）」過程而直接套用，容易犯下自以

為了解，但實際上並沒有全面把握詞彙準確意義及功能的語言錯誤。 

前人的研究顯示，韓國學生學習華語時，若遇到以同樣形態漢字

出現的生字或詞彙，會覺得學起來比較輕鬆，甚至以為自己已經全面

掌握了該字詞，有時會將韓語漢字的義項或讀音過渡泛化至華語字詞

學習上的傾向。和現代華語相較，韓國的漢字在音節上保留了許多中

古時期華語語音的特點6，隨著時間的更迭流逝，華、韓現代語音的

系統已變得大不相同；至於字義的部分，韓國漢字也是從中古時期借

用當時漢字的基本字義後，經歷長期的發展而衍生出不同於華語的解

釋。雖然韓語裡的漢字可以讓韓國學生在學習華語時，掌握漢字的速

度比非漢字圈的學生來得快，但不見得就能全面正確。而為協助韓國

華語學習者善用對自身母語漢字的認知來學習華語，研究者蒐集語料

並加以分析學習者的語言產出表現，了解其母語字音、字義遷移現象，

且加入華、韓漢字的音、義比較討論，以提出相應的字詞教學對策。 

                                                 
5孿生詞：雖然韓語的漢字詞係和華語採用同樣的漢字所組成詞彙，但由於聲音映

象（sound image）從借用漢字開始時就不同，再加上目前韓國全面採用韓語文字

書寫系統，所以文字符號的視覺概念映象（concept image）也與華語全然不同，

因此孟柱億（2005）主張，應將韓語裡來源與華語詞彙相同的同形詞彙以「孿生

詞」稱之。 
6嚴翼相（2008）《如何進行漢字音研究？》指出，中國隋唐時代的入聲韻尾

*-p,*-t,*-k在現代華語語音中已全面消失，但韓國漢字音仍保留中古音韻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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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已有韓國漢字基礎的華語學習者，在華語漢字字

音及字義上的母語遷移現象為何。首先以韓國常用漢字為研究範圍，

對華、韓漢字字音及字義進行比較，再選取同形漢字，設計發音、是

非題及選詞測驗測試學習者的字音正確度與字義理解度，然後透過問

卷調查及訪談，以了解受訪者在測試過程中運用母語思考的情形。最

後綜合分析結果，為華語教師提供一個能發揮韓國學生母語正遷移，

並避免負遷移之字詞教學排序與教學應用的建議。而根據研究目的，

列出研究問題如下： 

針對已有母語漢字認知基礎的韓國華語學習者， 

1. 其對韓國漢字語音及漢字詞彙意義的原有認知，在其華語語音

念讀及語義使用上的正、負遷移影響現象分別為何？ 

2. 華韓漢字字音或字義（與詞義）的相近度越高，是否學習者的

華語表現就越好？而各類漢字語音念讀與各類漢字詞選用的

偏誤比例，與正負遷移之間的關係為何？ 

3. 從韓國漢字認知的角度出發之華語字音、字詞教學，適當的教

學排序為何？有效的教學應用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 華語 

葉德明（2008）定義，「華語」一詞指的則是對外代表中華民族

的標準語的名稱，以利於外國人學習諸國語言所遵循的語音、語法、

語詞、語用、語意等的語言內容而言。是本國語言在國際上的代表，

華語教學的統稱，與「漢語」涵蓋全中國各民族、各省、各區域地方

語言的所指範圍不同。 

二、 韓國漢字音 

 根據韓國《國語國文學資料辭典》（1998）解釋，「韓國漢字音

（Sino-Korean）」 為中國漢字在傳至韓國後，原本的漢語字音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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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於韓語音韻體系中的語音。而韓語中的每個漢字，在其拼寫系統

中都有對應的音節可用以記錄，而音節由初聲、中聲、終聲等部分所

組成，亦展現出類似漢字形體的架構。例如：「漢」字在韓語漢字音

的呈現即為「한(han)＝ㅎ[h]+ㅏ[a]+ㄴ[n]」。 

三、 韓國漢字詞 

 「漢字詞（Hanja-eo）」，係韓語中由一個以上的漢字所構成，且

以韓語讀音拼寫的詞彙。基本上以雙音節詞彙為主，亦有單音節詞和

三音節詞。詞彙分類中，有直接搬移漢語的詞彙，如"군자"（gunja

君子）；也有韓語所創而漢語沒有的詞彙，如"전답"（jeondab 田畓）；

還有日語傳來的詞彙，如"취급"（chwigeub 取扱）等。相較於純韓語

詞彙常見於指稱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事物基礎，漢字詞彙則多用於陳述

高度文化背景下的思維與活動等範疇內之抽象、概念性的意義。 

四、 語言遷移 

語言遷移（Language Transfer）係指母語在語言習得時加諸於第

二語言的現象，在以既有的語言知識和目標語（target language）互動

時，學習者借用母語知識來產出第二語言，若其結果完全與目標語的

形式一致，就叫做「正遷移（positive transfer）」；相反地，若所借

用母語之語言模式與目標語不同而產生錯誤的話，即為「負遷移

（negative transfer）」。母語對外語或第二語言的學習有雙重影響，

既有干擾作用，也有促進作用，無法完全依賴或排斥母語，可以說語

言遷移是在第二語言習得時必然發生的現象。 

五、 偏誤與錯誤 

 偏誤（error），指的是學習者規律性所犯的系統性錯誤，例如有

的學習者總是將上聲念成陽平，或是經常將去聲讀成陰平，這就是屬

於需要補救的問題。錯誤（mistake），則是指偶發的、無規律的不正

確的情形，舉例來說，有的學習者平時的發音幾乎都很正確，只是由

於突然的某種影響而導致語音不對，所以算是學習者有自我糾正能力

的錯誤情形，教師無須另行加強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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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進行研究測驗與提出教學應用及安排之前，首先要了解韓國漢字

的歷史變遷，並認識華、韓漢字字音、字義之間的差異，再以第二語

言習得理論做為基礎，擬定研究探討範圍與教學應用策略。因此，本

章第一節略述韓國的漢字音與漢字詞之發展與特色，並探討韓國人對

漢字的知音、之義的情形；第二節回顧前人的相關研究，第三節則就

華韓漢字字音與詞彙系統進行對比，第四節論述第二語言習得與漢字

認知理論，以掌握華語教學應用的原則。 

第一節 韓國人學漢字 

 韓國屬於漢字文化圈的一員，所謂「漢字文化圈」，係指歷史上

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過去或現在還持續使用漢字的地區或國家。韓

國雖另行發展出拼寫系統 Hangul，來因應借用漢字無法完全表達自

身語言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漢字在韓語中仍有著重要的地位。 

一、 韓國的漢字音與漢字詞 

 蔡松阿（2003）歸納，漢字引進韓國的確切時期，到目前為止都

沒有定論，而韓國學界公認漢字進入韓語詞彙系統的時期，大約是在

韓國衛滿朝鮮（B.C.194～108）被漢武帝滅亡後，在韓半島設立和四

郡之際。韓國使用漢字的歷史相當久遠，在先秦至漢初，漢字帶入朝

鮮半島的速度和數量都很有限，直到韓國的三國時代（B.C.57～

A.D.935），因著與中原地區頻繁的交流，使得漢字和漢文化在韓國

普及開來。而由於借入的漢字發音與韓國土著詞的固有音系區別漸大，

所以當時採用了漢字的「釋讀」和「音讀」並用的方式，進而創造了

與漢文不同的特殊文字形式──「吏讀」。但吏讀仍然不便於韓國人

進行辨認和發音，有好長一段時間，都呈現在文言不一的混雜局面。

待百濟、新羅、高句麗三國統一後，統一新羅實行接受儒家文化的政

策，又開始直接使用大量標準漢字。而後在高麗時期，全面接受中古

唐音並以唐代的漢字為準繩來規範民間的不太規範的漢字，轉寫中古

唐音的漢字逐漸在韓語中定型，當時的許多漢字音一直沿用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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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韓國漢字詞亦是從三國新羅時期與唐朝文化的交流以來，經過

長時間的積累、使用和韓語化而得的。韓語從漢語裡吸引大量的借詞，

今日漢字詞已是韓語詞彙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鄭秀美（2003）說明，

韓語的詞彙可分為固有詞與借詞兩大類。固有詞是指韓語原來就有的

本國詞；借詞是源於其他語言的詞。韓語的借詞還可再分為兩部分，

其中絕大部分來自中國，通常稱之為漢字詞，它是以漢字為基礎構成，

而讀音是韓語讀音的韓國字，在現代韓語中佔了極大的比例；其次是

由漢語外其他的語言（如日語、英語等）吸收的借詞。而因漢字的構

詞能力極高，能夠簡潔地用以表達抽象概念，且相對於純韓語同音詞

太多、表義不清楚的情況，漢字表義的明確度高。因此在學術用語、

文化詞彙或其他專門領域等不容混淆的規範性文章，亦多半使用漢字

詞彙來表達。  

二、 韓國人的漢字學習 

漢字為韓國所長期借用，但隨著歷史進程的演變，漢字在韓國的

命運有所變化，其實目前韓國使用的漢字情況非常複雜，漢字先是備

受推崇，而後又被棄而不用。認識韓國漢字政策變遷至今的情形，就

可以了解韓國人的漢字學習現況。 

（一） 韓文專用政策 

二次大戰結束後，韓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人們對日本殖民

統治深惡痛絕。為了淨化國語、排除日本殖民思想的殘餘，許多愛國

之士主張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在如此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環境

決定了韓國語文政策的走向，1948年韓國政府公布了《韓文專用法案》，

自此漢字從韓國的書面上逐漸失去蹤影，韓國國內的漢字教育也受到

了影響。韓文專用法案在國民情緒的影響與國家政策的支持下，持續

至今日。在這個過程中，專用韓文的方法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比

方說，韓國固有詞得到純化、文盲率明顯下降等等。不過也帶來了一

些負面影響。陳泰夏在《漢字教育和國語生活正常化》一文中，分析

了韓文專用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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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校不進行漢字教學，學生對課文的理解受到影響；圖書館的大

部分書籍成為「死去的館藏」，傳統古典文化難以保存；年輕人遇到

漢字往往會受阻，導致無法順利完成分內工作；英日語拼音的外來詞

泛濫、不合規範的新詞不斷地增加，語言受到污染；韓國與中日兩國

在經濟、貿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皆受到阻礙。（轉引自全香蘭，2002） 

（二） 學校的漢字教育 

韓文專用政策直接影響了學校的漢字教學。雖然法令禁止公開使

用漢字，但學校的語文政策卻根據法案的規定在「韓文專用為原則，

必要時並用漢字」的原則下繼續進行漢字教育。可是由於社會上對於

隨著韓文與漢字之間爭論的起伏，語文政策也跟著反覆無常。例如，

1957年文教部擬定並推動「臨時限制漢字」1,300個，規定從1964年開

始在中小學進行漢字教育，可是卻在1968年國家發佈總統令刪除了中

小學課本上的漢字，但在1973年的中學教材裡，又重新並用漢字。1972

年文教部頒佈《教育改正法令》，規定在初、高中恢復漢字教育，並

制訂了1,800個「教育用基礎漢字」（初中900字、高中900字），沿用

迄今。當時漢文被列為中學的必修科目，編入正規教育課程，而1995

年又改成為選修課。如此反覆又缺乏一貫性的語文政策，給韓國的漢

字教育帶來了混亂，學生的漢字水準也參差不齊。 

正由於沒有統一的教育方案，不同的老師和不同的學校對漢字教

育重視的程度不一，如此對漢字教育步調的不一致，造成了採用的教

材與教學方式也不盡相同。現今多數的韓國學生第一次接觸漢字，是

在學校所開設的「漢字課7」上：以官方規定的1,800字為依據，進行

傳統式的教學，主要目的是在於讓學生能看懂古典文獻，而非實際的

應用。學生們課外研讀的，多為《千字文》、《訓蒙字彙》等古籍。

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能看到漢字的機會，幾乎是少之又少。因為實

用性不高的原因，再加上漢文科目並非必修，導致學生的學習動機不

高，成效也不彰。韓文專用政策培養出認不得漢字的「韓文世代」，

間接導致了與其他漢字文化圈國家人士進行交流的困難。 

                                                 
7한문수업，或譯作「漢文課程」，即韓國傳統繁體漢字的教學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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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漢字的態度 

然而時至今日，隨著中國的崛起，使韓國人意識到學習漢字不僅

是為了使用韓文中的大量漢字語，更是為了要與國際接軌，所以有其

學習之必要性。雖然官方提倡的教學用漢字僅為1,800個漢字，字數不

算多，但由這些漢字組成的漢字詞在韓國語詞彙中占了大半，顯示出

漢字在韓國語言文字領域裡，仍舊發揮著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而為

了順應國際化的時代潮流，韓國政府亦於1999年頒布《漢字並用推進

法案》，規定在政府公文和新發的身分證姓名皆須同時使用韓文及漢

字。時至2005年，韓國政府更宣布在公共領域（如：交通標誌）全面

恢復使用漢字作為標記，以接軌全世界。官方的推動加上民間的促進，

使得目前韓國人愈來愈重視漢字學習。 

（四） 漢字檢定 

隨著韓國社會重新認識漢字、重視漢字之風吹起，坊間的漢字補

習班便跟著逐年增多，網路上有關於漢字知識的資訊也唾手可得。韓

國國內每年舉辦的漢字檢定更是高達十種之多，參見表 二-1： 

表 二-1 韓國漢字檢定測驗8 

*註：級別數字愈小者愈高階。（最初階級別：9級） 

雖然每個檢定都有不同的政府機構或公司行號機關認可，但最重

要的考試，還是由韓國語文會所主辦之「漢字能力檢定」。每年舉行
                                                 
8
 資料來源：http://www.naver.com/，取自 2013/03/01，研究者譯。 

測驗名稱 主辦機構 級別 

漢字能力檢定 韓國語文會 特級～8級 

商工會議所漢字 大韓商工會議所 1級～9級 

實用漢字 韓國外國語評價院 高級（1、2級），中級（3、4級） 

漢字級數資格檢定 大韓檢定會 師範～8級 

YBM 商務漢檢 YBM時事 1級～5級 

漢字級數認證考試 韓國教育文化會 1級～8級 

漢字資格檢定 漢字教育振興會 師範～8級 

韓國漢字檢定 韓國終生教育評價院 1級～8級 

漢字語能力檢定 韓國情報管理協會 1級～8級 

漢字能力資格檢定 韓國漢字漢文能力開發院 1級～8級 

http://www.na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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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的漢字能力檢定，在韓國設有一百多個考場，近年來參加人數年

年攀升。2011年的漢字能力檢定報考人次高達18萬人以上，參加的考

生涵蓋不同的年齡層及職業身份。而現在有不少的韓國企業招聘員工

時，將漢字能力檢定的級別證書訂為必要門檻，也間接影響了韓國人

學習漢字的熱潮。由下表 二-2漢字能力檢定分級表，可看出通過不同

級別的韓國人所具備之漢字能力概況： 

表 二-2 漢字能力檢定分級表9 

                                                 
9
 資料來源：http://www.hanja.re.kr/，取自 2013/03/01，研究者譯。 

類

別  

級數  閱讀  寫作  能力說明 

公  

認  

級  

數  

特級  5,978 3,500  能無礙地閱讀國漢混用之古典書籍，具有高級研究能力之水準 

 (取自韓中古籍之漢字 共 5,978 字，寫作 3,500 字) 

特級 II 4,918 2,355  能無礙地閱讀國漢混用之古典書籍，具有中級研究能力之水準 

 (含 KSX1001 漢字 4,888 字，共 4,918 字，寫作 2,355 字) 

1 級  3,500 2,005  能無礙地閱讀國漢混用之古典書籍，具有初級研究能力之水準 

 (常用漢字+準常用漢字 共 3,500 字，寫作 2,005 字) 

2 級  2,355 1,817  除一般的常用漢字外，人名地名等基礎漢字亦能自由運用無礙 

 (常用漢字+人名地名用漢字 共 2,355 字，寫作 1,817 字) 

3 級  1,817 1,000  活用高級常用漢字之中級階段 

 (常用漢字 1,817 字—含教育部 1,800 字，寫作 1,000 字) 

3 級 II 1,500 750  活用高級常用漢字之初級階段 (常用漢字 1,500 字，寫作 750 字) 

教  

育  

級  

數  

4 級  1,000 500  活用中級常用漢字之高級階段 (常用漢字 1,000 字，寫作 500 字) 

4 級 II 750 400  活用中級常用漢字之中級階段 (常用漢字 750 字，寫作 400 字) 

5 級  500 300  活用中級常用漢字之初級階段 (常用漢字 500 字，寫作 300 字) 

6 級  300 150  活用基礎常用漢字之高級階段 (常用漢字 300 字，寫作 150 字) 

6 級 II 300 50  活用基礎常用漢字之中級階段 (常用漢字 300 字，寫作 50 字) 

7 級  150 -  活用基礎常用漢字之初級階段 (常用漢字 150 字) 

7 級 II 100 -  活用基礎常用漢字之初級階段 (常用漢字 100 字) 

8 級  50 -  為提升學生漢字學習動機所設的級數 (常用漢字 5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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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表可見，通過韓國漢字能力測驗之學習者，具備了對於漢字

基本的字音、字義認知與書寫能力，想當然爾，於接觸華語時必然是

帶著某種程度的母語漢字認知在進行學習的。研究者認為，學生具備

了基本的韓國漢字認知，在其學習華語時的優勢為：對漢字讀音的類

推能力較高、對漢字意義的理解能力較佳，以及組合漢字的應用能力

較好等等。但如此優勢，亦可能成為阻礙韓國學生學習的絆腳石，常

會出現以為華、韓兩種語言可以完全對應，造成誤解或誤用的現象。 

三、 韓國人的漢字認知 

 鄭昭明（2009）表示，文字的閱讀涉及了三種技能，包含：字形

的辨認（word-shape recognition）、語音的轉錄（phonology recoding）

以及「字彙觸接（lexical access）。「字彙觸接」，是指一個文字符

號被看到後，該符號觸及心理字彙相對應的位址，並且產生字彙或字

義辨識的歷程。而「字彙觸接」的途徑可能有二，一是要透過語音的

媒介，文字符號的字義訊息才會被接觸到，為「間接路徑（indirect 

access）」；二是不需經過語音媒介，字形可直接觸發字義的「直接

途徑（direct access）」。而字彙觸接的「間接路徑」就是字形先轉譯

為語音，再由該語音接觸心理詞典（同「心理字彙」）的位置；「直

接路徑」是由字形直接接觸心理詞典的位置，在得到字義後，才提取

該字位置所儲存的讀音（陳欣進，1997）。而華語母語者對於常用漢

字的觸接與辨識，多採取「形─義」的直接路徑，不太依賴語音。 

 江新（2003）指出，語言知識的不同層面及其相應的加工過程，

可從母語遷移到第二語言中，包括口語和書面語的產生與理解，而母

語的正字法知識和加工機制，也影響著學習者的字詞識別。

Cho&Chen（1999；2005）的研究發現，與不熟悉韓國漢字的受試者

相較，對漢字比較熟悉的韓國受試者在閱讀表意文字 Hanja 的過程中，

字音激發的效應並不顯著；但所有的韓國受試者在閱讀表音文字

Hangul 的時候，都一致表現出了字音是觸接字義的極重要媒介之現

象。Lee&Chard（2000）以偽同音字對韓國母語者進行的實驗也顯示

出，韓國受試者在處理韓語表意文字 Hanja 時，在認知的加工上並沒

有字音促發，對表音文字 Hangul 的加工才有語音的促發。江新（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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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Park（2007）亦支持 Lee&Chard（2000）的說法，且江新（2001；

2003）的研究也證實，對母語為日語或韓語的學習者而言，漢字「知

音─知義」的相關不高，顯示在提取漢字意義的時候，日本、韓國學

生可能不太使用語音線索。 

 然而，人的言語表達，無論是母語或是第二語言，都需要從心理

詞典裡提取並觸發詞彙及其相關知識，以展開話語編制，使要表達的

思想內容與一定的語言型式相配，最後形成口頭說出的或是書面寫出

的話語。Just&Carpenter（1987）表示，心理詞典中的每個詞條都包

括了與此一詞條相對應之詞的語音與語法方面的表徵；而心理詞典也

就是表徵詞的意義在人的心理中的表徵。雖然前人實驗顯示，韓國學

生處理漢字字形到字音之間的連結較弱，韓語中的漢字音仍有一定程

度影響著韓國在學習華語時的發音。馮學鋒、呂菲（2008）指出，第

二語言學習者的詞彙觸發在母語和目標語兩個心理詞典中同時進行，

而學習者對目標語的熟練度及兩種語言的相似度，都影響著學習者的

目標語詞彙學習。當韓國學生要使用第二語言的漢語詞，但對漢語的

熟練度還不夠時，運用目標語的漢語詞必先通過母語漢源詞（包含純

韓語的諺文詞、漢字詞）來完成語義的連結，然後才輸出詞彙，如圖 

二-1 所示。 

             語義      L1 漢源詞         L2 漢語詞 

圖 二-1 韓國學生的漢語詞彙輸出路徑 

        *L1 表示學生的母語韓語、L2 表示目標語漢語。 

 

 魏慧萍（2010）亦表示，學習者帶著來自母語的概念，只是在這

個概念貼上了目標語詞彙的標籤。而標籤化換名的結果是，學習者需

要一個在使用中不斷修正的過程，逐漸以目標語詞彙在目標語中所代

表的概念取代原有的母語概念。概念如下： 

母語詞（母語概念）→目標語詞（母語概念）→目標語詞（目標語概念） 

 

            簡單換名               深層概念轉換 

但是韓語母語者學習漢語的困難點在於，轉換過後的概念，究竟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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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目標語詞還是母語詞？魏慧萍（2010）認為，在韓語母語者習得

漢語的過程中，儘管韓語漢字詞以韓文形式書寫，其讀音也和現代漢

語發音不盡相同，但多數學習者可以通過語音或漢字背景掌握母語詞

和目標語詞的相似性，因此，可以順利完成概念的換名。可是再把貼

著目標語標籤的母語概念轉換為目標語概念時，由於兩種語言的詞彙

形態和語義相似度太高，大大地干擾了學習者，從而影響學習者對目

標語詞彙的完全學習和正確使用。 

第二節 華、韓漢字比較研究 

韓國人對漢字的認知基礎是歷史形成的，跟韓國的語文生活有密

切關係。張光軍（1999）、郭秋雯（2011）指出，在韓國，漢字大致

可分成幾種類型：第一為中國漢字，借自中國的漢字占了韓國漢字的

大宗。由於韓國將中國視為漢字的宗主和正統，因此韓國所使用的中

國漢字，保留了許多自古流傳下來的繁體字。第二是梵語詞彙用字，

隨著佛教系統的流入而普及。第三則是一些日本漢字的使用，主要是

因為在介紹或引進用日本漢字表達的事物而又沒有恰當詞語時，就會

將直接將表達該事物的日本漢字原版照搬，例如「窓」。最後，韓國

人還另外按照形聲、會意等造字原理，自創了一些漢字，稱為「國字」，

像是「媤、凪、畓、乭」等。 

至於韓國漢字詞的來源及分類，郭秋雯（2011）認為可分為五個

方面：一是從中國古典流入的文言漢字詞，例如四書五經中常出現的

詞彙「君子、和睦、百姓、國家」等；二是從佛教經典傳入的梵語音

譯及意譯詞彙，如「南無、菩薩、眾生、苦行」等；三是從中國白話

語系借用的漢字詞，如「多少、自由、空白」等；四是借自日本的漢

字詞，如「科學、寫真、取扱、相談」等；最後則是韓國固有漢字語，

如「田畓」。 

大體上而言，目前在韓國作為官方標準使用的漢字，基本上還是

沿用傳統的繁體字及印刷舊字形，除少數字有細微的筆劃差異，與台

灣所使用的可以說是毫無區別，且不談少數的韓國固有漢字語，韓國

漢字詞彙的組成大致上也與華語詞彙多所重疊。所以可將韓國華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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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對韓國漢字及漢字詞彙的認識，視為其在華語學習上的遷移基礎。

就是因為有了華韓漢字幾乎百分之百「同形」的基礎，學習者就能在

有意識或下意識的狀態下，將所學華語詞彙和慣用語與既有的母語語

言知識進行語際間的對應連結（interlingual identification），成為華

語學習與產出的策略之一。 

 韓信子（1999）亦提到，將韓語中的漢字語進行語音、語義等方

面的對比，並應用在教學中，可以使學生清楚地認知、辨別兩國詞語

的異同，避免可能帶來的干擾，對於韓國學生的漢語詞彙教學也有一

定的促進作用。本研究於下文進行對華韓漢字的字音系統與詞彙系統

的對比，以作為研究分析討論之基礎。 

一、 字音系統對比 

全香蘭（2002）以《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中的 2,905

個漢字對中、韓漢字音進行了比較，將各字分別按韓語漢字音的初聲、

中聲、終聲等，具體地統計並考察韓國漢字音在音節結構與分布上的

對應規律。發現在韓國漢字音節中，出現在初聲位置的輔音有 16 個 

沒有硬音ㄸ[t
ʔ
]、ㅃ[p 

ʔ
]、ㅉ[t ʃ

ʔ
]，見 

表 二-3。朴正俸（2009） 

提到，韓語漢字音初聲為ㄲ[k
ʔ
]的，僅「喫」一字；為ㅆ[s]的，也只

有「雙、氏」二字。而初聲為送氣的ㅋ[k
h
]，就只有「快」字而已。 

表 二-3 韓語漢字音初聲表 

 雙唇音 舌尖音 舌面音 舌面音 舌根音 

障礙

音 

平音 ㅂ[p] ㄷ[t] ㅈ[tʃ] ㅅ[sh] ㄱ[k] 

激音 ㅍ[p
h
] ㅌ[t

h
] ㅊ[tʃh]  ㅋ[kh] 

硬音 ㅃ[p
ʔ
] ㄸ[t

ʔ
] ㅉ[tʃʔ] ㅆ[s] ㄲ[k

ʔ
] 

鼻音 ㅁ[m] ㄴ[n]   ㅇ[ŋ] 

邊音  ㄹ[l]/[ɾ]    

擦音     ㅎ[h] 

至於中聲位置的部分，全香蘭（2002）提到韓語漢字音裡可出現

20 個元音，朴正俸（2009）說明其中[a][ə][o][u][ɨ][i][e][ɛ][ø][y]等 10

個是單元音，[ia][iə][io][iu][ie][ɨi][ua][uə][ue][uɛ]等 10 個是複合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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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表 二-4。 

表 二-4 韓語漢字音中聲表 

單元音 [a] [ə] [o] [u] [ɨ] [i] 

[e] [ɛ] [ø] [y]   

複合元音（j 系） [ia] [iə] [io] [iu] [ie] [ɨi] 

複合元音（w 系） [ua] [uə] [ue] [uɛ]   

全香蘭（2002）的對比調查顯示，在中聲位置，單元音 a[a]出現

的次數最多，複合元音[uɛ]出現的最少，複合元音[iɛ]則不出現。此外，

韓語終聲本來有 7 個代表輔音10，但只有 6 個能用在漢字音裡，且現

代漢語中只保留了 n[n]和 ng[ŋ]兩者與之相應。朴正俸（2009）指出，

如果把中聲與終聲合併視為韓國的漢字音韻母，則共有 75 個。 

若不考慮聲調，漢、韓語漢字音的音節數相差不大，但全香蘭

（2002）2,905 個等級大綱的漢字對應為韓語音節僅 423 個，就是因

為漢語漢字還牽涉到了聲調的緣故。不過韓語漢字音雖無聲調，但有

長短音11之分。例如，「光」、「廣」二字的漢字音相同，但「光」是

短音[kwaŋ]，「廣」是長音[kwaŋː]。朴正俸（2009）指出，韓語的長

短音原具辨別詞義的作用，並與中古漢語四聲有關，見表 二-5。但

由於韓語字音的長短只能在詞的開頭反映出來，且現代韓語中已漸不

區分。本研究在後文中討論漢字音對比時，省略長短音的因素不談。 

表 二-5 中古四聲與現代韓語、現代韓國漢字音之間的關係 

中古四聲 平 上 去 入 

十五世紀韓語 平（低調、

短音） 

去（高調、短音） 上（低升調、

長音） 

朝鮮前期韓語 平（低調、

短音） 

去（高調、短

音） 

上（低升調、長音） 

                                                 
10韓語輔音幾乎都可以放在終聲的位置，但按照七終聲法則，念讀時僅以ㄱ[k]、

ㄴ[n]、ㄷ[t]、ㄹ[l]、ㅂ[p]、ㅁ[m]、ㅇ[ŋ]等七個音作為代表。除了ㄷ[t]以外的六

個音都能用在漢字音節上，例如：覺(각)[kak]、韓(한)[han]、密(밀)[mil]、入(입)

[ip]、範(범)[pəm]、望(망)[maŋ]。 
11

 即「방점（旁點）」，與中古韓語的聲調有關，參見表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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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韓語 短音 長音 

現代韓語漢字音 短音（低調） 長音（高調） 

對比韓國漢字字音系統之後，再來深入觀察華、韓兩個語言的語

音系統，將有助於研究分析韓國學生語音念讀偏誤問題。對比學習者

母語和目標語的語音，在語音教學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母語有而

目標語沒有，或母語沒有而目標語有的語音，很容易引起教師及學習

者的重視，例如華語 zh[ʈʂ]、ch[ʈʂ
h
]、sh[ʂ] 和 j[tɕ]、q[tɕ

h
]、x[ɕ]等聲

母，就是由於韓語中缺乏相對應的音，韓國學生常常犯錯的發音，因

而經常被討論。然而有些母語和目標語都有的語音，就往往會被忽視，

不過其實同一音位但音值卻有細微差異的語音，經常也是導致學習者

發音不到位的重要原因，通常是學習者受到母語的影響而沒有加以細

究所致。例如，華語邊音 l[l]和韓語閃音 r[ɾ]相近，韓國學生在念讀

時，經常出現將[l]以母語方式含糊念成[ɾ]的現象。華、韓語的聲母對

照，詳見表 二-6： 

表 二-6 華、韓聲母比較表 

 雙唇

音 

唇齒

音 

舌尖中

音 

舌根音 舌面

音 

舌尖

後音 

舌尖

前音 

塞

音 

 

清

音 

不 

送 

氣 

b[ p] 

ㅂ[p] 

ㅃ[p 
ʔ
] 

 
t [t] 

ㄷ[t] 

ㄸ[t
ʔ
] 

g [k] 

ㄱ[k] 

ㄲ[k
ʔ
] 

   

送 

氣 

p [p
h
] 

ㅍ[p
h
] 

 t [t
h
] 

ㅌ[t
h
] 

k[k
h
] 

ㅋ[k
h
] 

   

塞

擦

音 

清

音 

不 

送 

氣 

    j[tɕ] 

ㅈ[t ʃ] 

ㅉ[t ʃ
ʔ
] 

zh[tʂ] z [ts] 

 

送 

氣 

    q[tɕ
h
] 

ㅊ[tʃ
h
] 

ch[tʂ
h
] c[ts

h
] 

鼻

音 

濁音 m[m] 

ㅁ[m] 

 n [n] 

ㄴ[n] 

ng[ŋ] 

ㅇ[ŋ] 

   

邊

音 

濁音   l [l] 

ㄹ[l][ɾ] 

    

擦

音 

清音  f[f]  h[x] 

ㅎ[h] 

x[ɕ] 

ㅅ[s
h
] 

sh[ʂ] s [s] 

ㅆ[s] 

發

發 
音

音 
位

位 
置

置 

發

發 
音

音 
方

方 
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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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音      r[ʐ]  

*格菱紋：華韓相似之語音；橫條紋：華語有韓語無 

而語音的表現光只有聲母是無法達到的，必然要有韻母的存在才

有念讀的可能。由於複韻母的組合情形較為複雜，在此僅先針對華、

韓語音中的單韻母比較，若討論談到複韻母分析時，再各別詳細說明。

華、韓的單韻母比較表，見下表 二-7。 

表 二-7 華、韓單韻母比較表 

分類 舌面元音 舌尖元音 

前 中 後 前 後 

不圓 圓 自然 不圓 圓 不圓 不圓 

高 
i[i] 

ㅣ[i] 

ü[y] 

ㅟ[wi] 

 ㅡ[ɯ][ɨ] u[u] 

ㅜ[u] 

-i[ɿ] -i[ʅ] 

中高 
ㅔ[e] ㅚ[ø] e[ɣ]  o[o] 

ㅗ[o] 

  

中低 
e[ɛ] 

ㅐ[ɛ] 

  ㅓ[ʌ][ə]    

低 
   a[a] 

ㅏ[a] 

   

*格菱紋：華韓相似之語音；灰色：韓語有華語無；橫條紋：華語有韓語無 

*取自李頭龍、許葳（2011），表 二-6 亦同。 

全香蘭（2002）也是採用對比華韓漢字語音系統的方法，以《漢

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中的 2,905 個漢字為研究範圍，對韓國

人的漢字認知基礎及其教學進行了分析。文中從韓國漢字字音的認知

單位、音節結構、音節數、語流音變的特點以及中韓兩國漢字音的對

應關係等五個方面入手，對中韓兩國的漢字字音做了對比和比較。發

現漢字的讀音與漢字之間的關係非常固定，漢字即使被轉寫為韓文，

人們也能通過對應規律推測出漢字來。 

文美振（2005）則以中國的常用漢字 2,500 字為基礎，比較了

韓國漢字音的初聲與中國漢字音的聲母，比較結果發現，韓語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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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字ㄴ、ㄱ與中文的聲母[n]、[k]可以百分之百對應，至於ㄷ、ㄹ、

ㅁ等，與中文聲母[t]、[l/r]、[m]的對應比率也頗高，有助於韓國學

生的華語學習。但研究同時顯示，其他的韓語漢字音的初聲部分，一

個就可以對應到多個的中文聲母。例如，韓語 '자[tʃa]' 的音轉成漢

字後可以是「自[tsi]」或「慈[ts
h
i]」，而帶有相同初聲的韓語 '지[tʃi]'

字，可為「智[tʂi]」或「持[tʂ
h
i]」。如此的對應現象，可能會形成韓

國學習者在學習漢字詞彙時的干擾。對此，孟柱億（2005）和崔胤京

（2006）亦持相同看法，指出學生在接觸不熟悉的華語詞彙時，會使

用「嘗試發成類似韓國漢字讀音」的策略。 

而除了以對比字音系統的方式來討論韓國學生的華語語音學習

難點之外，透過前人的實驗，亦可推知學生學生較不容易掌握的語音

有哪些，以便在學生產生語音偏誤之前進行教學準備，也是一種可以

協助學生正確產出語音的方法。毛世楨（2008）即引朱川（1997）對

不同母語背景的華語學習者之中介語音分布情形的探討結果，整理出

韓國學習者之華語語音難點，如表 二-8。而宋時黃（2003）以朱川

（1997）的百字表對韓國華語學習者進行了語音測試實驗，分析韓國

學生的語音偏誤情形，詳見下頁表 二-9。  

表 二-8 韓國學習者華語語音難點 

 聲母難點 韻母難點 聲調難點 

一級 

難點 

f 誤為[ɸ] 

舌尖前後相混 

前後鼻韻母相混 

韻母過鬆 

第 3 聲上升段過長， 

近似第 2 聲 

二級 

難點 

邊音誤為閃音 

送氣不足 

複韻母動程偏小，韻頭、

韻腹、韻尾比例不當 

捲舌時不到位 

圓唇不夠 

韻尾不到位 

 

三級 

難點 

舌尖音與舌面音

相混 

韻尾殘缺 

韻母不穩定 

普遍偏短 

*整理自毛世禎（200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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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9 韓國學習者華語語音偏誤 

聲母偏誤 韻母偏誤 聲調偏誤 

發音

部位 

雙唇音跟唇齒音相混 

舌尖前後音與舌尖音相混 

舌面前音和舌尖後音相混 

前後鼻韻相混、

前後空韻相混 

第一、三聲發得最不

穩定 

發音

方法 

送不送氣相混 

塞音和擦音相混 

其他 丟輔音 

*整理自宋時黃（2003:169~170） 

在語音對比及偏誤情形分析之外的，還有漢語拼音的拼寫方式也

可能會造成外國學生念讀華語語音產生偏誤。例如，「酒[tɕiou214:]」

的漢語拼音是 jiǔ，常會誤導外國學生讀成[tɕiu214:]，而在韓國學生

的認知當中，看到了 jiǔ 還很可能會以韓語拼音的方式被拆分成

지우[tʃi]+[u]。或是即使在學習時，不是先看到漢語拼音而是先聽音

來跟讀的情形，韓國學生以韓語拼音拼寫漢字讀音的方式，也一樣會

導致念讀偏誤。例如前述的「酒」，若以韓語拼音寫出可能變成 

지오우[tʃi]+[o]+[u]三段音拍，影響韓國學生無法將華語念讀準確。 

二、 詞義系統對比 

甘瑞璦（2002）對韓中同形異義漢字合成詞的詞義進行對比，分

析結果顯示，在遇到與母語漢字詞相似的漢語詞彙時，學習者首先會

感受到這似乎一個已知的訊息，於是用母語的經驗直接取了對目標語

詞彙的細部認識。鄭秀美（2003）亦以對比分析與遷移理論為基本架

構，從形式上、語義上的對比，並檢視學習者語料的錯誤，發現華、

韓漢字詞在形式上和語義上的近似性，是造成韓國學生在詞彙學習上

產生難點的可能原因。李蓓華（2004）也提到，雖然華、韓語之間有

許多詞語能夠對應，卻有細微的語意或語用上的差異，例如「問題」

在韓語中可能僅是「題目」，不一定是很大的問題；還有假同形詞如

韓文的「汽車」不是一般乘用車而是火車，亦容易造成負遷移或混淆。 

 金秀荷（2010）將韓國的中國語教材中常出現的基本1,022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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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韓國教育部指定之教育用基礎漢字1,800字加以對照，把中、韓語共

同的漢字詞彙分成單音節詞語多音節詞兩類，以兩個語言在字形12及

字義使用上的差別為基準，探討當韓國學生直接或間接地接觸漢字後，

對其在中國語學習上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即使中國語詞彙的組成

採用了和韓國漢字詞相同的漢字，但仍可能會因為構詞的順序不同，

或是構詞的成分有些許差異，而使得韓國學習者產生混淆而誤用。此

外，相同的漢字詞彙在句子、篇章時的用法和功能如有不同時，亦會

引發學習者的混亂。而尹賢真（2010）則以漢字詞的學習討論為主，

實際對於韓國高中學生進行訪查，以了解學生們對於漢字課程及漢語

課程13關連性的想法。調查顯示，由於漢字課和漢語課所使用的漢字

字形不同，韓國的漢字知識在漢語學習時產生了讀寫上的負面影響，

但學生們也表示，由於漢字讀音和字義類似的部分很多，所以學了韓

國漢字再學漢語的話，容易產生聯想，有助於提高學習效率。 

 回顧前人的研究發現，對比華、韓漢字語音及語義，可以系統性

地得到韓國學生的偏誤表現情形，華語教師若能掌握學生的偏誤情形，

並再進一步地分析可能的偏誤成因，在教學就可以比較容易對症下藥，

協助韓國學生的學習成果更好。而本研究欲針對韓國漢字詞進行討論，

因此，下文分述前人的韓國漢字詞研究分類方式，再加以刪減，以作

為本研究劃分詞彙類別的基本原則。 

韓信子（1999）將《漢語水平詞彙等級大綱》中，甲、乙、丙三

級詞彙與韓國漢字詞語，按照詞義對應的原則進行比較分析，討論了

《大綱》中的甲、乙、丙級複音詞與韓國漢字詞的對應情況，並將詞

彙分類成「同形同義詞」、「同形異義詞」、「同形局部異義詞」、「異形

同義詞」等四類。調查結果發現，同形同義詞和異形同義詞占了詞彙

中的絕大多數，而同形異義詞和局部異義詞僅占了少部分的比例。甘

瑞璦（2002）又進一步地針對韓中「同形異義漢字合成詞」的詞義進

行對比，歸納出「韓義範疇大、韓義範疇小、韓義與中義部分相同、

完全不同義」等四種類型的詞彙。而鄭秀美（2003）則採崔金丹（1998）

                                                 
12金秀荷（2001）的比較範圍為大陸簡體字，因此有字形上的討論。 
13중국어수업，即中國語教學課程，教學內容以簡體漢字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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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將漢字詞分成「同形同素對等詞」、「異形不完全同素對等詞」、

「同形同素異義詞」、「逆序同素對等詞」等四類，以韓國中學用基本

漢字 900 字為出發，對比《漢語水平詞彙等級大綱》中的雙音節詞彙。

詳細詞彙分類定義，茲整理如下表 二-10： 

表 二-10 鄭秀美（2003）漢字詞彙分類 

分類 定義 例詞 

同形同素 

對等詞 

結構形式相同的詞組，語

義、屬性或功能相同或類似 

國家（華）=國家（韓） 

異形不完全

同素對等詞 

共用一或二個詞素，結構形

式不完全對稱，但內容、詞

義卻互相對等 

感冒（華）=感氣（韓） 

同形同素 

異義詞 

結構形式相同的詞組，但語

義及功能已經不同 

約束（華）：限制使其不超出範圍 

約束（韓）：彼此事先講定，以免

失約 

逆序同素 

對等詞 

語素相同但語序顛倒的詞彙 語義和用法皆相同： 

力氣（華）＝氣力（韓） 

意義或功能有差別： 

會議（名）、議會（名） 

動機（名）、機動（動） 

意義相近而功能不同： 

適合（動）、合適（形） 

蔡松阿（2004）將台灣教育部的《八十七年口語語料調查報告書》

與韓國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的《韓國詞素及詞彙使用頻率分析》，

按中韓詞義、詞頻及詞源對比語料後歸納的結論為，台灣地區實際使

用的口語詞彙當中，與韓語漢字詞相關的比例極高，其中尤以「同形

詞」為最。而在中韓同形詞當中，同形部分異義詞與同形異義詞的比

重與使用頻率也都不低。蔡松阿（2004）並闡述了中韓同形詞產生「部

分異義」與「異義」的原因為何，指出詞義會隨著社會發展而逐漸變

化，衍生出不同的意義；且即使是同一個詞彙，在不同的語言文化環

境下， 發展出的軌跡也都不盡相同。加上韓語與中文同形詞的主要

來源是借詞，在詞彙被借入韓語的時候，可能就受到借詞當時的語言

習慣與社會影響，已產生了變化，並不一定將當時的原音及原意忠實

地引進語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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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秋雯（2010）則從語源的角度，對韓中「完全同形異義詞」的

異質化原因進行了考究。發現韓國的漢字詞彙其實多半在借用漢語之

後，便保留了當時的語義並沿用至今，或是一開始的借詞出處就與中

文的不同，所以形成意義的不同；而中文詞彙又因漢字一字多義的特

性，在語義的變動上比韓語漢字詞頻繁，造成了韓中詞義上的差異。 

全香蘭（2004）以韓國學生翻譯出的材料為研究範圍，討論了漢

韓同形詞在學生韓翻漢的表現上所形成的負遷移現象。全香蘭（2004）

指出，漢韓部分同形詞的詞性、詞義（例如，詞義對應範圍複雜、詞

語色彩不同的細微差異等）與搭配習慣，都會影響學生的詞彙使用。

而在教學上，教師給韓國學生提供漢韓漢字的詞義辨析，以及解釋構

成各詞的語素，是非常有必要的。全香蘭（2004）也建議，教學時不

但要教學生清楚分辨詞義與詞性，且無論是在語素和語素的組合，或

是詞與詞的搭配使用上，都必須提醒學生漢韓兩個語言之間的異同，

並讓學生注意漢語的習慣用法，才可以避免產生漢語表現的偏誤。 

本研究大致依據前人對比韓國漢字詞的概念，將韓國漢字詞劃分

為華韓「同形同義詞」、「逆序同義詞」、「同形近義詞」、「同形異義詞」

和「異形同義詞」五類，用以觀察韓國學生在各類詞彙中的表現是否

有所差異，並從對偏誤的分析，討論可能的漢字詞彙教學。 

第三節 第二語言母語遷移 

 Odlin（1989）主張，語言遷移是一種跨語言的影響，而影響正

是來自目標語和學習者語言之間的異同，包含了學習者的母語及任何

已習得或尚未完全習得的語言知識。Brown（2000/2002）亦指出，第

二語言學習時的母語遷移，是學習者最容易發生偏誤的主因。因為在

學習者熟悉第二語言的系統之前，母語是學習者唯一可以依靠的前置

語言系統。因此，本節主要探討關於語言遷移的習得理論，以做為研

究論述的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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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比分析與偏誤分析 

第二語言教學中，對比分析與偏誤分析在討論學習者的語言產出

上，皆佔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兩種分析方法都是以學習者產出的第

二語言為基礎來進行比較，只不過對比分析的著眼點在於與學習者的

母語比較，而偏誤分析的則是與目標語互相比對。本文將以觀察學習

者如何運用既有母語概念為主，描述學習者產出的語言，必要時對比

華、韓兩種語言以進行分析。 

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係將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語言

進行系統化的比對，以預測學習困難的區塊，其根本目的在於判斷第

二語言中的哪些內容該學，但哪些不用另外學。早期的行為主義學者

如 Lado（1957）認為，無論是語音系統、形態構詞學系統、句法系

統，甚至是文化社會系統，皆可透過對比來發現其異同處。而正由於

學習者會把自己母語的知識等轉換到所學的第二語言上，所以比對兩

種不同語言，便可測學習者的學習難易點。Broselow（1987）所提出

的「音節結構的轉換假設（Syllable Structure Transfer Hypothesis）」亦

支持 Lado（1957）的觀點，主張當一個目標語擁有母語所沒有的音

節結構時，學習者容易犯下以自己母語本來所有且近似的音節來取代

這些音節結構的錯誤，形成負遷移。 

然而，隨著轉換生成語言學的興起和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深入，

人們對於對比分析的批評和質疑也越來越多。因為許多的驗證表明，

第二語言學習中出現的錯誤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可以歸結於母語的影

響，且其實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時，經常也會出現向孩童學習母語

時一樣的錯誤，故對比分析僅能解釋第二語言學習狀況的一小部分，

無法提供全面的說明。 

當學者們漸漸發覺到對比分析並不能預測學習者的全部偏誤問

題後，認為有必要對學習者偏誤進行系統性地分析研究，偏誤分析

（Error Analysis）便應運而生。偏誤分析著重於比較學習者產出的目

標語偏誤與目標語語言型式之間的差異。Coder（1967）表示，偏誤

在學習上是自有其重要性的，因為學習者可藉由偏誤，逐漸對目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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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則形成概念。同時也指出，對學習者的偏誤進行分析有三個作用：

（1）對教師來說，如果對學生的偏誤進行系統分析，便可發現學習

者在向目標語接近的過程中已達到了哪個階段、還剩下多少需要繼續

學習的內容。（2）研究者們則能透過學習者習得語言的證據，了解其

在學習過程中所使用的學習策略和步驟。（3）學習者本身也得以從偏

誤中檢視學習過程，獲得正確的目標語知識。 

綜合可知，將學習者的母語和目標語進行對比，以及分析其產出

的目標語之偏誤情形，對學習者和教師而言，都是有所助益的。Brown

（2000/2002）亦表示，教師若具備了學習者母語的知識，有助於察

覺並分析由學習者母語所產生的偏誤，再進一步提供有效的教學。 

二、 語言學習理論 

 Kellerman（1983）提出的 U 型學習理論，即在第二語言學習時，

學習者的語言產出正確率於學習初始之際較高，進入中級階段時降低，

而到高級階段時才又再提升，如下圖 二-2 所示。U 型學習曲線圖，

說明了在學習第二語言的初始之際，學習者可能受到母語的影響，但

因為目標語和母語之間的對應關係單純，所以表現得較好；而進入中

級階段以後，母語帶來的干擾或對於目標語掌握的混淆，造成了學習

者現不佳；最後才會因目標語能力的提升，偏誤情形改由正確的目標

語取代。 

圖 二-2 U 型學習曲線圖 

 而 Asubel（1968）的有意義學習理論（Meaningful Learning Theory），

是指學習者能知覺到新的學習內容和其大腦原有認知結構中的舊知

識有所關聯，並能將新舊知識連結、相互作用，經學習後，內化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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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結構的一部分。有意義的學習必然是立基於個體原有的認知結構上，

學習過程中教師應利用「前導架構（advance organizer）」來引導學生

學習新的材料。且 Asubel 將「前導架構」分為「說明式前導架構

（expository organizar）」和「比較式前導架構（comparative organizer）」

兩種，當學習材料是學生陌生的內容時，可用說明式前導架構提供相

關的背景知識，幫助學生理解新訊息；而當學習材料和學生的舊經驗

有所關連時，便可採用比較式前導架構，以比較新材料與舊知識之間

的異同之方式，協助學生吸收新材料。 

 Krashen（1982）提出的監控假說理論（The monitor hypothesis），

則認為人人都有一個語言監控系統，學習者可利用這一系統來調整自

己的語言行為。也就是對自己所說的語言進行檢查和控制，有意識地

運用學得的語言規則、知識對所使用的語言進行檢查。學習者使用監

控的時機，可能發生在語言輸出之前，亦可能發生在語言輸出之後，

但唯有當學習者注意到語言的正確性，監控方能發揮其效益。Flavell

（1979）談到的「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指的就是對「認知的

認知」，即學習者對自己認知歷程、結果所擁有的知識，同時也意味

著學習者對自己的認知歷程具有主動監控和調整的能力。學習者能藉

由對自己認知歷程的監控，從而達至有效的學習。胡雅寧（2007）亦

表示，協助學習者建構第二語言心理詞典有助於其第二語言的表現。

而建構策略為：辨別學習者母語和第二語言之間的差異，再淡化其母

語的中介作用，將學習化被動為主動，真正地理解並內化後，最後就

能正確地應用第二語言。 

研究者認為，韓國學生的母語就是華語教師可運用的「前導架構」。

教師若能了解各階段的韓國學生，其產出華語時由母語帶來的各種遷

移現象，且能分析掌握遷移現象背後的可能原因，在教學時對比華、

韓語言，從學生的母語出發為其建構學習華語的認知基礎，並引導學

生意識到產出華語時的語言認知歷程，進一步有效地監控、介入之，

便能發揮韓國學生的母語認知所帶來的正遷移，並減低負遷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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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測驗和訪談等方法來蒐集相關資料，以下各

節分別說明本研究限定的研究對象、挑選的研究測驗材料、使用的研

究工具與設計方式和施行的研究程序與步驟。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之方式

篩選研究對象。立意取樣，係研究者依照自己對母群體及選樣單位的

了解與研究目的，主觀地指定樣本的選擇。由於本研究須觀察學習者

之母語背景如何影響其對華語漢字的字音產出及字義認識，受試者除

了對韓國的漢字要有基本認識，還需具備一定的華語能力以進行測驗。

因此，選定自評具有韓國漢字基礎的初中級程度（pre-intermediate）
14華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計蒐集 32 份有效資料，符合量化統計之最小需求15，

然因立意取樣之目的在於求取資訊的極大化，而非統計的推論性。故

本研究蒐集 30 份以上之樣本數，使研究樣本在立意抽樣下具有近似

常態分配的性質，以進行相關之統計檢定。參與研究的 32 名受試者

皆在學習華語前學過韓國漢字，曾接受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至少一

期以上之課程，且於受試時仍在國語中心修習華語。研究參與者初學

華語之平均年齡為 23 歲；來台後才開始學習華語者 22 人，占總人數

68.75%；於參與研究時使用之教科書有《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

冊、第四冊、第五冊及其他中級教材者。受試者背景如表 三-1： 

                                                 
14綜合楊宛妘（2011 年 6 月論文大綱，未發表）對教材級數判定之詞彙統計資料，

與張麗萍、陳鳳儀（2008）〈能力考試與學習之間的關係〉一文分析討論時的分

類，以教材具體界定「初中級程度」的華語學習者為正在學習《新版實用視聽華

語第三冊》（含）以上，不超出《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冊》、《遠東生活華語第

三冊》、《迷你廣播劇》、《今日台灣》之學習者。 
15運用的是「中央極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即任意母體，當抽樣樣本

數 n 夠大時，樣本平均數之機率分配均近似於常態分配。一般為成本及其它因素

考量，n 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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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 受試者基本背景資料表 

編

號 

性

別 

出生

地 

初學華

語年齡 

華語學習

時間 

使用華語

教科書 

是否通過韓

國漢字測驗 

韓國漢字

能力自評 

1 男 首爾 28 1 年半以上 視華 5 否 3 分 

2 女 首爾 23 9個月~1年 視華 3 是（6 級） 2 分 

3 男 首爾 26 1年~1年半 視華 4 是（2 級） 5 分 

4 男 首爾 24 1 年半以上 視華 4 否 3 分 

5 女 大田 23 1 年半以上 視華 4 否 3 分 

6 女 首爾 22 1 年半以上 今日台灣 否 5 分 

7 女 水源 24 1 年半以上 視華 4 否 5 分 

8 女 首爾 24 6~9 個月 視華 3 否 2 分 

9 男 首爾 39 6~9 個月 視華 3 否 5 分 

10 女 首爾 21 6~9 個月 視華 3 否 1 分 

11 女 全州 23 6~9 個月 視華 3 否 3 分 

12 女 首爾 21 9個月~1年 視華 4 否 5 分 

13 女 鬱山 19 1 年半以上 視華 4 是（4 級） 5 分 

14 男 首爾 23 9個月~1年 視華 3 是（2 級） 5 分 

15 女 濟州 19 1 年半以上 遠東 3 是（2 級） 4 分 

16 女 大田 18 9個月~1年 視華 3 否 1 分 

17 男 釜山 25 9個月~1年 視華 3 是（3 級） 5 分 

18 女 釜山 27 9個月~1年 視華 3 是（4 級） 2 分 

19 女 一山 25 1 年半以上 視華 5 否 1 分 

20 女 慶南 20 1 年半以上 視華 5 是（3 級） 5 分 

21 女 首爾 19 1 年半以上 視華 5 否 5 分 

22 女 首爾 20 1 年半以上 迷你廣播 否 5 分 

23 女 釜山 20 1 年半以上 視華 4 是（4 級） 1 分 

24 女 首爾 20 1 年半以上 迷你廣播 否 4 分 

25 男 首爾 24 1 年半以上 視華 5 否 2 分 

26 男 首爾 25 1 年半以上 視華 4 否 3 分 

27 女 釜山 20 1 年半以上 遠東 3 是（5 級） 4 分 

28 女 首爾 23 9個月~1年 視華 3 否 3 分 

29 女 首爾 20 1 年半以上 視華 4 否 2 分 

30 女 清州 19 1 年半以上 視華 5 否 5 分 

31 男 首爾 24 1 年半以上 視華 4 否 2 分 

32 女 盆唐 32 9個月~1年 視華 3 否 2 分 

*自評分數係研究者按受試者選填之選項給分，最低 1 分，最高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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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材料 

 為確保能有效觀察到韓國漢字認知對華語學習影響之目的，研究

材料必須為「韓國經常使用的漢字」，因此，本研究以許喆（2010）

〈從《現代國語使用頻度調查 1‧2》看漢字詞的比重與漢字的活用

度調查〉一文為基礎，進行語音、語義題目之設計。 

 許喆（2010）係以韓國國立國語研究院於 2002、2005 年公布的

《現代國語使用頻度調查》、《現代國語使用頻度調查 2》為研究範圍，

將韓語詞彙劃分成核心領域、高頻度領域、中頻度領域，和低頻度領

域等四大類別。其中核心領域的詞彙為無論男女老少或學識高低，人

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頻繁使用的詞彙，然後再就其所劃分出的核心領域

詞彙選出雙音節以上之漢字詞，考察詞彙中所使用的漢字並計算其出

現頻度，得到現代國語使用頻率最高的漢字共 172個，皆為繁體漢字，

參見附錄。 

一、 語音測驗 

本研究的測試語料設計範圍即以許喆（2010）統計出之韓國國語

使用的高頻漢字 172 字為主，考量到整體測試時間與受測者作答能力

之限制，綜合參考朱川（1997）和毛世楨、葉軍（2002）等人所列舉

的對韓國學生語音測試重點，與金智慧（2009）提出的韓國高中中國

語教育用建議漢字，篩選出許喆（2010）所列的 172 字之其中 37 字

作為發音測驗的研究測試字，並由研究者自行增添 3 字以使測試字盡

量全面地涵蓋華語的聲母和韻母。 

研究測試字篩選條件為，韓國使用字頻高、難度低且為韓國學習

者在念讀華語時，發音偏誤率較高的漢字。測試字皆為韓國中學用漢

字，都在台灣華語中心常用教材──《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到三

冊範圍內；共分為兩類，一類是與韓語漢字音相似的漢字，另一類則

是語音不相似的漢字，各約占一半的比例。相似與否的判斷基準為，

該字的韓國漢字音與華語漢字音 IPA是否接近，及其在聽感上是否接

近，字音相似與否的分類表參見附錄。測驗用字的韓語華語漢字音

IPA對照表，詳見下頁表 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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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 語音測驗材料的韓語華語漢字音 IPA 對照表 

 

中  

聲     終聲 

ㄱ 

[k] 

ㄴ 

[n] 

ㄷ 

[t] 

ㄹ 

[r] 

ㅁ 

[m] 

ㅂ 

[p] 

ㅅ 

[s] 

ㅇ ㅈ 

[ts] 

ㅊ 

[ts
h
] 

ㅋ 

[k
h
] 

ㅌ 

[t
 h
] 

ㅍ 

[p
h
] 

ㅎ 

[h] 

ㅏ[a] (無) 家              

ㄱ [k]              學 

ㅇ [ŋ]      方 相        

ㅓ[ə] (無)        語       

ㄴ [n]       先  全      

ㅂ [p]      法         

ㅇ [ŋ]       性        

ㅕ[iə] (無)  女             

ㄱ [k]    力           

ㄴ [n]  年   面          

ㄹ [l]      別         

ㅗ[o] (無) 高      所        

ㄴ [n]      本         

ㅇ [ŋ] 工  同      從      

ㅛ[io] (無)        要       

ㅇ [ŋ]        用       

ㅜ[u] (無)              後 

ㄴ [n]     文   運       

ㄹ [l]      佛    出     

ㅁ [m]             品  

ㅇ [ŋ]         中      

ㅣ[i] (無)        二       

ㄹ [l]        日       

ㅐ/ㅒ 

[ɛ] 

(無) 開 

個 

內 代            

ㅇ [ŋ]       生        

ㅚ[ø]         外  最     

ㅘ[ua] (無)              化 

ㄴ [n] 關              

ㅢ[ɯi]         意       

*研究測試字未收錄韓語基本母音ㅑ[ia]、ㅠ[iu]、ㅡ[ɨ]、ㅔ/ㅖ[iɛ]、ㅝ[uə]、ㅟ[y]

等的對應字，故未列出於表格。  

初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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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義測驗 

語義部分的測試詞彙，一樣從許喆（2010）所列出的核心領域漢

字詞來挑選，以選取帶有發音測驗字的詞彙為主，並採用韓國漢字字

典顯示的詞彙範例加以進行補充。所使用的測驗詞分為華韓「同形同

義詞」、「逆序同義詞」、「同形近義詞」、「同形異義詞」、「異形同義詞」

等五類，以做為研究操控變項，每類詞彙各設計 6 道題目（是非題 3

題、選擇題 3 題），測驗詞彙挑選如下表 三-3： 

表 三-3 語義測驗材料   

 華語  韓語 

同形同義 方法、要件、個人；專用、機會、意志 

逆序同義 介紹 紹介 

限制 制限 

階段 段階 

設施 施設 

和平 平和 

痛苦 苦痛 

同形近義 出發、學習、關係；關心、左右/前後、計算 

同形異義 試驗、向後、事情；約束、認識、普通（副） 

異形同義 專家 專門家 

代言人 代辯人 

醫院 病院 

面試 面接 

舉辦 開催 

代替 代身 

 

（一） 同形同義詞 

構詞字形 

華語＝韓語 

 

 

 

 

詞彙意義 

華語＝韓語 

圖 三-1 華韓同形同義詞字形、字義重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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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頁圖 三-1 所示，華韓「同形同義詞」即為在華韓語中，構

詞字形相同、詞義範圍也相同的漢字詞彙。例如，研究測試詞彙中的

「方法、要件、個人、專用、機會、意志」等。 

（二） 逆序同義詞 

構詞字形 

華語    韓語 

 

 

 

 

詞彙意義 

華語＝韓語 

圖 三-2 華韓逆序同義詞字形、字義重疊範圍 

 如圖 三-2 所示，華韓「逆序同義詞」為構詞字形顛倒、詞義範

圍相同的漢字詞彙。例如，研究測試詞彙中的華語「介紹、階段、限

制、設施、和平、痛苦」等詞，在韓語中的表現為「紹介、段階、制

限、施設、平和、苦痛」。 

 不過要特別指出的是，華語詞彙中也有「平和」、「苦痛」等與原

本「和平」、「痛苦」字序相反的反轉詞，但反轉詞的意義或語法已與

原本的詞彙變得不完全相同，而研究主要探討的是原本的華語詞彙與

具有相同意義的韓語常用詞彙之間的關係。因此，即使是和華語反轉

詞的形態相同的韓語詞彙，本研究還是分類在與華語原本詞意義相同

的「逆序同義詞」類別之中。 

（三） 同形近義詞 

構詞字形 

華語＝韓語 

 

 

 

 

詞彙意義 

華語≒韓語 

圖 三-3 華韓同形近義詞字形、字義重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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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三-3 所示，華韓「同形近義詞」為構詞字形相同、詞義範

圍相近的漢字詞彙。例如，華韓語皆有「出發、學習、關係、關心、

計算、左右」等詞，詞彙義項中有部分重疊，也有部分獨立。在華韓

同形近義詞中，有些華語詞彙包含的義項範圍大於韓語詞彙；反之，

也有些華語詞彙的義項範圍小於韓語詞彙的。 

（四） 同形異義詞 

構詞字形 

華語＝韓語 

 

 

 

 

詞彙意義 

華語≠韓語 

圖 三-4 華韓同形異義詞字形、字義重疊範圍 

 如圖 三-4 所示，華韓「同形異義詞」為構詞字形相同、詞義範

圍不同的漢字詞彙。例如：「試驗、向後、事情、約束、認識、普通」

等詞，華語的意思分別為「實際察看某種事物以明瞭其功用、朝往後

面、一切所有現象及事物的實際情形、限制束縛、相識認得、一般」，

但在韓語中為「考試測驗、未來、事件與狀況的原因或理由、約定、

認知理解、平常」的意思，相同形態的詞彙在兩個語言中代表了不同

的概念，所使用的搭配詞彙也不同。 

（五） 異形同義詞 

構詞字形 

華語 ≒或≠ 韓語 

 

 

 

 

詞彙意義 

華語＝韓語 

圖 三-5 華韓異形同義詞字形、字義重疊範圍 

 如圖 三-5 所示，華韓「異形同義詞」為構詞字形類似或完全不

同、詞義範圍相同的漢字詞彙。例如：華語的「專家、代言人、面試、

舉辦」等詞，在韓語中的表現為「專門家、代辯人、面接、開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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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與設計 

 本研究兼採質化與量化方法，除了以問卷調查受試者的華語學習

背景、對韓國漢字的認識外，也對受試者進行華語發音與是非、選詞

測驗，以獲得語言材料來釐清並歸納學習者的偏誤現象，檢視已具有

韓國漢字認知的學習者在華語字音正確度（發音測驗）與字義理解度

（是非、選詞測驗）的表現；同時以半結構性的提問訪談，深入了解

受試者對於韓國漢字在其華語學習上的影響之看法。 

 研究分析主要使用 Microsoft Excel 處理受試者原始資料輸入、繪

製圖表，以及統計軟體 SPSS 進行受試者問卷背景資料的描述性統計

與各變項之間的相關值計算。另使用語音軟體 Praat5.3.17 為分析工

具，繪製聲譜語圖觀察描述韓國華語學習者的語音偏誤現象。以下分

項說明各工具使用方式： 

一、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受試者基本背景資料，主要目的在於蒐集可能影響華語

學習表現之相關變項。填答內容包含：性別、年齡、學習華語的時間、

受訪當時使用的華語教材，來台灣學華語前是否曾學過韓國漢字、在

韓國是否參加過漢字能力檢定測驗、韓國漢字閱讀能力自我評估，以

及各類華語詞彙的學習難易度排序，並有開放式問答讓受試者從正、

負遷移的角度切入，詳述自身的韓國漢字認知如何影響其華語學習。

受試者作答資料皆以 Microsoft Excel 建檔統整，進行描述性統計，然

後從中挑選可能的變項用以分析其與語音、語義測驗結果的相關性。 

二、 語音、語義測驗 

 為具體佐證受試者的韓國漢字認知影響華語學習之情形，研究者

參考前人文獻，設計華語語音、語義測驗題目。語音測驗分成錄音及

寫出字音兩部分，錄製而得的韓國學生的華語漢字發音，由三名已取

得華語語音認證、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碩士班之台灣

華語母語者進行審聽，並填寫審聽紀錄表。審聽時不提供語料給審聽

人參考，要求審聽人直接以漢字、國際音標等標記方式詳細描寫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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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習者念讀之華語語音。審聽人所描寫出的語音若與測試字一致，

即表示受試者發音正確。回收審聽紀錄表後，首先彙整三名審聽人的

記錄，給予受試者發音評分，以便了解受試者在華語語音念讀方面的

整體表現。再以語音軟體 Praat5.3.17 為工具，按實驗語音學方法，

針對審聽人描寫與測試字不相符之語音加以分析，對照受試者所寫下

的字音，討論其對華語漢字語音的認識。 

 語義測驗方面，分為是非、選擇兩種題型，主要目的在於測量受

試者對於華語漢字義項的理解程度，按照前述之韓國漢字詞彙分類，

設計不同的句子讓受試者判定各類詞彙在華語句子中的使用是否正

確，或是選出認為最適當的詞彙。分析時檢視受試者對單音節字所衍

生出的雙音節漢語詞彙使用之偏誤率，並與受試者的華語程度和自評

之韓國漢字能力交叉比對，以統計軟體 SPSS 做為工具進行相關係數

與重複量數分析，觀察研究各操控變項之間有無顯著性差異，討論受

試者的韓語漢字詞彙認知與華語詞彙掌握能力之間的關係。 

三、 訪談 

 語義測驗結束後，每名受試者皆需進行錄音訪談。透過回溯口語

（retrospective verbalization）的方式，針對語義測驗內容，引導受試

者逐步回想並陳述自己在使用由單音節字組成的雙音節以上之詞彙

時，腦海中的思考過程。如此，可以避免直接的有聲思考（think aloud）

造成受試者在作答時的干擾，又能觀察較接近受試者實際在處理語言

時的認知歷程(Ericsson & Simon, 1993)，得到較深層的資訊，有助於

探索回答研究問題。 

 接著視研究參與者意願，另外進行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即事先預備好訪談大綱，但訪談細節隨訪談情況與受訪

者作答做彈性調整的提問。訪談主題為受訪者應用韓國漢字認知的華

語課堂學習策略和華語溝通交際經驗，主要從發音、詞彙兩方面來討

論，偶爾會就同樣的問題以不同的形式再次提出，以獲得受訪者的進

一步說明。訪談進行過程中，或有受訪者自行談到新的相關話題之情

形，則順應受訪者思路，從中了解受訪者的語言應用實例，並適時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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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訪談主題。共有 6 名受試者接受後續訪談，錄音由研究者摘錄重點

轉譯為文字稿，以作分析參考。 

第四節 研究程序 

 研究施測由研究者親自進行，施測地點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校區博愛樓十樓 1017 語音實驗室，每次施測一人。施測內容包含

問卷、測驗和訪談等三部分，整體用時約 40 分鐘。 

 在正式施測前，研究者口頭說明研究目的，並介紹測驗題型，帶

領研究參與者快速瀏覽題目。待受試者填寫問卷基本資料後，進行測

試語料錄音，錄音完成，受試者直接按測驗卷上之指導語繼續作答，

依序為：寫出華語字音、判斷句中劃底線的詞彙使用正確與否（是非

題），和挑選最適合填入句中空格的詞彙（選擇題）等部分。受試者

作答完畢後，由研究者引導進行回溯口語及後續訪談，完成即結束施

測，具體流程如圖 三-6。 

圖 三-6 研究施測流程圖 

研究主要的分析材料為受試者問卷填答與其測驗表現，在蒐集資

料完成後，以 Microsoft Excel 分類建檔。受試者的語音表現計分為，

受試者念讀的華語語音由三名審聽人在未知測試字的狀態下直接進

行描寫，研究者回收審聽人的語音描寫記錄表，再統一給予評分。評

分時不篩選審聽人所做之記錄，而是加總三名審聽人所描寫的受試者

念讀正確題數後，再除以語音測驗題數（40 題乘以 3 份記錄）來計

算正確率。語義測驗的部分則是按受試者之填答正確與否來加以計算，

作答正確率為加總受試者在是非、選擇兩種題型上之正確達題數後，

再除以語義測驗題數 30 題而得。受試者各項背景資料與其語音、語

義測驗答題正確率之綜合分析於第四章詳述。回溯口語和後續訪談的

資料亦以 Microsoft Excel 建檔，然僅供分析參考或補充說明之用，不

與受試者測驗表現比對討論。

研究說明 
問卷調查

（約
5mins） 

測驗錄音
（約

3mins） 

測驗作答
（約

20mins） 

回溯口語
（約

12mins） 

後續訪談
（約20～
30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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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呈現資料整理後所得之研究結果，並對照前人研究，進行相

關的討論與分析。第一節為受試者總體答題表現，第二節為問卷調查

的敘述性量化統計，以及受者基本背景資料與其測驗整體表現的相關

性；第三、四節則分別呈現受試者語音、語義測驗表現，並探討其與

各研究操弄變項之間的關係，同時舉出受試者作答偏誤率較高的題目

加以佐證說明。 

第一節 受試者總體答題表現 

 漢字的學習是形、音、義三者一體，不可拆分的感知與理解，但

在實際的漢字辨識及應用上，對語音和語義的提取狀況和路徑又有所

不同。因此，為觀察受試者的韓國漢字認知在華語產出時的整體表現，

及其所產生的語音影響和語義影響分別為何，本節首先將蒐集到的語

料以總體樣貌呈現，再於後節將受試者的測驗表現從語音、語義兩個

不同面向來切入討論。資料呈現如下： 

32 名受試對象的測驗作答資料以 Microsoft Excel 編碼建檔，並

計算其在語音測驗 40 題和語義測驗 30 題的答題正確率表現。所有受

試者的語音語義綜合表現為，平均答對正確率為 66.62%，標準差

11.81，其正確答題數與答題正確率的完整資料，均列於附錄。 受

試者語音語義測驗的總體答題正確率可分為「未滿 55%」、「55%～

64%」、「65%～74%」、「75%～84%」等四個區間，各區間的人數分

別為 5 人、9 人、8 人和 10 人。共有 27 名的受試者答題正確率達 55%

（含）以上，其中正確率達 75%以上的有 10 人，正確率未滿 55%的

則有 5 人，且在此答題正確率最低區間內的受試者中，又有 2 名的正

確率低於 45%，分別為 42.38%和 44.76%。而受試者的語音念讀正確

率、語義答題正確率和總體答題正確率的平均數，見下頁圖 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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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四-1 受試者總體答題正確率和語音、語義測驗正確率的平均數 

 受試者的測驗正確率統計數值，如表 四-1，其中語音念讀正確率

和總體答題正確率的相關係數為.993(p<0.001)，語義答題正確率和總

體答題正確率的相關係數為.994(p<0.001)，皆為顯著正相關，表示受

試者的語音表現和語義表現與其整體表現都有著高度關連性。 

表 四-1 受試者語音、語義及總體正確率的描述性統計 

 平均分數 標準差 人數 

總體正確率 66.62 11.81 32 

語音正確率 71.98 14.33 32 

語義正確率 59.48 11.07 32 

 此外，32 名受試者的語音念讀正確率和語義作答正確率兩者之

間的相關係數為.95(p<0.001)，亦具有顯著相關。顯示受試者在語音

上的表現越好，語義上的表現也就越好，同時代表本研究的兩組測驗

結果呈現可靠的一致性。 

 然而，語音和語義是不同的語言認知成分，也是不同的語言學習

成分，受試者在這兩方面的表現必然會有所差異，故以成對樣本 T

檢定的方式考驗受試者的語音念讀正確率和語義答題正確率之間的

差異，兩者的 t (1, 31)= 13.78，p<0.001，達顯著差異。顯示參與研究

的韓國受試者在華語語音念讀上的表現明顯優於語義作答上的表現，

呼應 Lee&Chard(2000)的研究發現。Lee&Chard(2000)的實驗顯示，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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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受試者處理韓語表意文字 Hanja 時，在認知的加工上並沒有字音促

發，對表音文字 Hangul 的加工才有語音的促發，也更確定了本研究

於分析時，有將語音和語義兩者分開討論之必要。後節首先進行受試

者背景資料與測驗之間的相關分析，而語音、語義測驗表現與組間各

變項的相關度，分別於本章第三、四節說明。 

第二節 受試者背景資料與測驗之相關分析 

 本節整理所蒐集到的 32 份研究問卷資料，量化統計問卷調查之

結果，呈現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料，並分析受試者在語音和語義測驗

表現上的總體答題正確率是否受到其背景資料或先備知識的影響。在

分析受試者各背景變項的組內差異時，若有統計人數過少的組別，則

參酌受試者分組間的屬性後再行合併討論。以下分項敘述： 

一、 出生地與母語 

 參與本研究的受試對象母語全部皆只有韓語，無雙母語者。而來

自北部地區的受試者有 21人（占 65.63%）、中部地區者 3人（占 9.38%）、

南部地區16者 8 人（占 25.00%），如圖 四-2。 

圖 四-2 受試者出生地區分布 

 受試者的母語單一，因此不取做為研究分析的變項。而出生地與

其華語語音正確率的相關係數為.133(p=.469>.05)，未達顯著相關。

                                                 
16

 首爾、仁川、京畿道、江原道等屬於北部地區，大田、忠清道則為中部地區，光州、

全羅道、大邱、蔚山、釜山、慶尚道、濟州道為南部地區。 

北部 

66% 

中部 

9% 

南部 

25% 

出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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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韓國各地區的人士在其國語的發音上皆有各自不同的口音，為探究

不同的韓語口音，是否也會造成受試者在華語語音念讀時的表現有所

不同，因此將分組人數較少的中部、南部地區合併為一組，與來自北

部地區的受試者之語音念讀正確率進行組內比較，計算得到顯著性

p=.191>.05，亦未達顯著。顯示無論受試者的出生地是北部還是中南

部，在其華語語音的表現上都無差異。 

二、 性別與初學華語年齡 

 在參與研究的 32 名受試者中，共計有 9 名男性、23 名女性，見

圖 四-3；受試者初學華語年齡之分布，主要集中在 18～22 歲（14 人，

占 43.75%）以及 23～27 歲（15 人，占 46.88%），28～32 歲以及 33

歲以上者，分別為 2 人和 1 人，參見圖 四-4。由於 28 歲以上兩組的

受試者人數過少，分析受試者的初學年齡與測驗成績相關性時合併。 

圖 四-3 受試者性別分布 

 

圖 四-4 受試者初學華語年齡分布 

男 

28% 

女 

72% 

性別 

18~22歲 

44% 
23~27歲 

47% 

28~32歲 

6% 
33歲以上 

3% 

初學華語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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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Pearson 積差相關計算，參與研究的受試者性別和初學華語年

齡與測驗答題正確率之間的相關係數分別為.086(p=.640>.05)

和.026(p=.888>.05)，皆未達顯著相關，表示受試者的此兩個背景變

項都不影響測驗表現。 

三、 華語學習經驗、時間與程度 

受試者中，在韓國即有中國語學習經驗者共 10 人（占總人數

31.25%），來台灣後才開始學習華語者 22 人（占 68.75%），見圖 四-5。

而下頁圖 四-6 呈現的是受試者的華語學習時間長短資料，學習時間

在「1 年半以上」者最多，共 14 人（占 43.75%）；其次為「6 到 9 個

月」者，有 8 人（占 25.00%）；學習華語「9 個月以上至 1 年」者有

4 人（占 12.50%），為「1 年至 1 年半」者有 6 人（占 18.75%）。 

 

圖 四-5 受試者華語學習經驗 

 

圖 四-6 受試者華語學習時間長短 

在韓國就學過 

中文 

31% 

來台灣才學中文 

69% 

華語學習經驗 

6~9個月 

25% 

9個月~1年 

12% 

1年~1年半 

19% 

1年半以上 

44% 

華語學習時間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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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研究的受試者華語學習經驗和學習時間長短與測驗答題正

確率之間的相關係數分別為.199(p=.276>.05)和.306(p=.088>.05)，皆

未達顯著相關。而比較受試者不同的華語學習經驗，顯著性

p=.510>.05，亦未達顯著。顯示參與研究的受試者在韓國就學過中文

或來台灣後才學華語，在其語音語義測驗綜合表現上並無差異。至於

受試者華語學習時間未滿一年半或達一年半以上，兩者之間的顯著性

p=.785>.05，即受試者的學習時間或長或短，其測驗表現亦無差異。 

 受試者學習華語的時間長短，與測驗成績未達顯著相關，可能是

因問卷設計的選項範圍太少所致。研究者係依受試者為來台後才學習

華語的情況設定，按各大學華語中心的課程安排，以一期（約三個月）

一冊的進度來計算，參與研究的目標受試者應修習過二至五期之語言

中心課程，故擬出的選項在六個月到一年半之間，未考量到受試者可

能於來台之前就曾在韓國或大陸地區學習過華語，或是在台灣華語中

心上課前就可能自修的情形，造成了分組不夠細緻，32 名受試者有

14 名（占 43.75%）就勾選了學習華語時間達「1 年半以上」，可能為

導致學習華語時間與測驗成績未達顯著的主要原因。 

 研究受試者的華語程度皆為初中級以上，本研究按語言中心主要

使用之華語教科書再加以區分──較初階的為學習《新版實用視聽華

語》（亦簡稱「新視華」）第三冊者 12 人（占 37.50%），進階一點的

為第四冊者 10 人（占 31.25%），程度最好的為學習第五冊及其他中

級教材者各 5 人（佔總人數共 31.25%），見圖 四-7。  

 

圖 四-7 受試者所使用之教科書（即「華語程度」） 

新視華第三冊 

37% 

新視華第四冊 

31% 

新視華第五冊 

16% 

其他中級程度 

教材 

16% 

使用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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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所使用之教科書與其在測驗綜合表現正確率上之相關係

數為.613(p < .001)，呈現顯著正相關。而將使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五冊和其他中級程度教材的人數合併與其他兩組的受試者比較，得

到 F(2, 29)=10.72，p<.001，表示三組受試者在測驗表現上有顯著差

異。即使用的華語教科書程度越高者，其測驗表現越好。 

表 四-2 不同華語程度的受試者在測驗答題正確率的描述性統計 

測驗正確率 平均分數 標準差 人數 

學習視華三者 56.94 10.68 12 

學習視華四者 71.00 9.15 10 

學習視華五和其他教材者 73.86 7.30 10 

總計 66.62 11.81 32 

 從上表  四-2的統計可以發現，學習《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冊

和其他中級程度教材的受試者，測驗平均分數高於學習《新版實用視

聽華語》第四冊者約 2.86 分，而華語程度達第四冊者的平均分數又

高出使用第三冊者 14.06 分，組間的成績差距明顯大於第四冊和第五

冊之間的。而此一成績差異的距離，亦反映出了受試者在學習各不同

等級教科書時銜接上的實際難易度差距。 

 第二語言的產出，會依學習階段的不同而有所差異。Kellerman

（1983）提出的 U 型行為理論，即在第二語言學習時，學習者的語

言產出正確率於學習初始之際較高，進入中級階段時降低，而到高級

階段時才又再提升。以本研究受試者 14 和受試者 15 為例，兩名受試

者的韓國漢字背景相當，但受試者 15 的華語程度較高17，在研究測

驗的表現上也明顯優於受試者 14 的。兩名受試者的表現正如 U 型行

為理論所主張，在第二語言學習的中間階段，由於母語和目標語的對

應關係不若一開始的單純，致使學習者產生較多的混淆，造成目標語

產出的偏誤比例增加；等到再高一點的階段，學習者對目標語的掌握

度提升後，才有辦法正確地運用，將母語遷移的干擾程度減到最低。 

                                                 
17兩名受試者皆通過韓國漢字能力檢定第二級（高級）；受試者 14 所使用的教科

書為《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受試者 15 使用的是《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

冊》；受試者 14 的測驗總體答題正確率僅有 44.76%，屬低分群，而受試者 15的

正確率高達 83.33%，為高分群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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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受試者的華語程度高低，與其測驗表現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反

映出受試者所使用之教科書，確實有清楚的難易度劃分及循序的銜接

性等特色。按張莉萍、陳鳳儀（2008）對台師大國語中心學生的分級

標準，使用《新版實用視華語》第三冊和第四冊的學生屬進階級（相

當於 CEFR B1 程度）的學習者，而學習《新版實用視華語》第五冊

和《遠東生活華語》第三冊的學生為高階級（相當於 CEFR B2 程度）

學習者。學習者的參照等級與語言總體能力說明，詳見表 四-3。 

表 四-3 CEFR 參照等級與總體能力說明 

程度 級數 說明 

Independent 

User 

獨立使用者 

B2 

高階級  

Vantage 

 無論是具體及抽象主題的複雜內容，均能瞭解其重點，

涵括了個人專業領域的技術討論。 

 能以某種流暢度且自然地與母語人士互動，且不會緊張。 

 能針對大多數的主題創造出完整詳盡的內容，並能對相

關議題提出解釋，分析各種觀點優缺。 

B1 

進階級  

Threshold 

 於職場、學校、休閒等一般場合，遇到的熟悉事物時，

在收到標準且清晰的訊息後，能瞭解其重點。 

 在目標語地區旅遊時，能應付大部分的一般狀況。 

 針對熟悉及感興趣之主題，能製造簡單且相關的話題。 

 能敘述經驗、事件、夢想、希望及志向，針對看法及計

畫能簡短地給予理由及解釋。 

*取自周中天、張莉萍（2007）  

 研究選取的受試者，其華語程度係皆已超越 CEFR 所訂出的基礎

級，進入了進階級以上的水準，也就是剛好在母語與目標語發生大量

混淆的階段(受試者 14)，不過卻能在透過對教材的系統性學習後，

能力增進至高階級階段後，降低母語的干擾，目標語的使用正確度有

所提升(受試者 15)，顯現出教材對外國華語學習者的適切性。 

四、  對韓國漢字的認識 

 研究受試對象 32 名皆曾學過韓國漢字，其中參加過韓國漢字測

驗者有 10 人（占 31.25%），未曾參加過測驗者有 22 人（占 68.75%）。

而在 10 名參加過漢字測驗的受試者中，通過二級者有 3 人、三級者

有 2 人、四級者 3 人、五級和六級者各 1 人，見圖  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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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8 受試者是否參加過韓國漢字測驗與通過之級數分布 

受試者參加過韓國漢字測驗與否，在研究測驗答題的正確率表現，

參見表 四-4。而由於是否參加過漢字測驗為二分的名義變項，故以點

二系列相關（point-biserial correlation）分析求取與受試者的答題正確

率之相關，得到的係數為.171(p=.349>.05)，未達顯著。而所通過之

韓國漢字測驗級數與測驗正確率的顯著性為 p=.158>.05，亦未達顯著。

顯示受試者通過的韓國漢字級別高低並不影響其研究測驗的表現。 

表 四-4 受試者通過漢字測驗與否在測驗答題正確率的描述性統計 

測驗正確率 平均分數 標準差 人數 

參加過韓國漢字測驗 69.57 12.69 10 

未參加過韓國漢字測驗 65.28 11.44 22 

總計 66.62 11.81 32 

 此外，無論參加過韓國的漢字測驗與否，受試者皆須自我評估自

身之韓國漢字能力為何，問卷統計結果如下頁圖 四-9。按選項難易

度依序為：評估自己能看得懂報章雜誌及學術文章上出現的漢字者有

12 人（占 37.50%），表示看得懂高中教育用漢字 900 字者有 3 人（占

9.38%），中學教育用漢字 900 字者 6 人（占 18.75%），看得懂電視廣

告及路邊看板的漢字者有 7 人（占 21.88%）；至於勾選「其他」選項

之受試者，皆認為自身韓國漢字認字能力不佳18，僅能看得懂約莫 50

～100 字的韓國常用漢字。 

                                                 
18

 受試者勾選「其他」之選項，並於開放式欄位內填寫下「漢字能力很弱，大概

是小學生水準」、「只能看得懂筆畫真的很簡單的漢字」等回答。 

否 

69% 
二級 

3人 

三級 

2人 

四級 

3人 
五級 

1人 

六級 

1人 

是 

31% 

參加過韓國漢字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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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9 受試者的韓國漢字能力自評分布 

 受試者的韓國漢字能力自評在測驗綜合表現正確率上之相關係

數為-.329(p=.066>.05)，未達顯著。然由於所得之 p 值僅略高於 0.05，

再加上研究欲探討受試者的韓國漢字認知能力是否影響其華語學習，

因此改採無母數分析，以 Spearman's rho 檢定出的相關係數為

-.395(p=.025<.05)，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受試者自評的韓國漢字能

力越好，其在華語語音語義的總體測驗表現上就越不理想。顯示在其

華語學習時，母語的負遷移影響是多於正遷移的。 

 而為了解受試者自評漢字能力的組內差異，將人數較少的「懂高

中用 900 字」和「懂中學用 900 字」合併為「懂教育用漢字 1800 字」

組，另將「懂電視廣告、路邊看板漢字」和「其他漢字」的受試者合

併成一組，與「懂報章雜誌、學術文章漢字」者一同進行比較。計算

得到 F(2, 29)=1.81，p=.182>0.05，未達顯著。表示三組受試者在測驗

表現上的差異不太明顯，不過由表 四-5 列出的平均分數統計來看，

還是可以發現三組受試者在測驗正確率的表現上略有不同。 

  

報章雜誌及 

學術文章 

37% 

高中用900字 

9% 

中學用900字 

19% 

電視廣告及 

路邊看板 

22% 

其他 

13% 

看得懂的韓國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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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5 不同韓國漢字自評程度的受試者在答題正確率的描述性統計 

測驗正確率 平均分數 標準差 人數 

能懂報章雜誌、學術文章漢字者 70.67 13.30 12 

能懂教育用漢字 1800 字者 67.35 12.28 9 

能懂電視廣告、路邊看板 

及其他基礎常用漢字者 
61.60 8.34 11 

總計 66.62 11.81 32 

 根據受試者對韓國漢字的認識，與研究測驗成績之間的相關度分

析，「通過韓國漢字測驗與否」與測驗成績未達顯著相關，但「韓國

漢字能力自評」與測驗成績呈顯著負相關。然而多元迴歸分析受試者

所有背景變項的結果，卻是「通過韓國漢字測驗與否」與「華語程度」

一同被選入成為可預測受試者測驗表現的變項19，而「韓國漢字能力

自評」則否。除了受到統計方式不同的影響之外，也是因為受試者的

漢字自評能力與研究測驗的表現雖呈顯著相關，但為負相關，亦即受

試者自評的能力越高，測驗答題的正確率卻越低，所以在多元逐步迴

歸方式分析時，就會比「通過韓國漢字測驗與否」還後選入，或是不

選入成為可預測的分析變項。由於進行受試者各背景變項的相關分析

之主要目的，係在於找出能正向且可預測受試者作答正確率之變項，

故以最終的多元迴歸分析之結果呈現。 

 作為可預測受試者華語語音語義測驗表現的背景變項之一，受試

者「通過韓國漢字測驗與否」的事實，比起在研究問卷中自行勾選的

「韓國漢字自評能力」，更嚴謹地劃分並確定受試者對韓國漢字的認

識與掌握。就語言遷移的角度來看，學習者產出第二語言時，經常會

從原有的母語知識或已習得的語言知識中找尋對應的語音或詞彙來

加以表現，如此的遷移現象綜合了正向（Odlin, 1989）與負向層面的

部分（Lado, 1957）。而在本研究的分析中，無論「通過韓國漢字測

驗與否」為可正向預測受試者的華語測驗表現之變項，或「韓國漢字

自評能力」與測驗成績有顯著負相關的現象，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都是「韓國學生的母語漢字認知在其華語學習上確有影響」。 

                                                 
19以多元迴歸分析得到的結果發現，受試者的「通過韓國漢字測驗與否」和「華

語程度（使用教科書）」兩個變項，與研究測驗答題正確率的顯著性為

R2
=.463(p<.001)，亦即此兩者為能夠預測受試者在測驗表現正確率的主要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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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語音測驗表現 

 32 名受試者的語音念讀檔案由三名華語母語者審聽並填寫審聽

記錄表，回收審聽表後，由研究者依據審聽人所描寫之語音是否與測

試字相符，再統一給予受試者語音念讀評分，並計算其音節整體念讀

正確率，各字正確率列於表 四-6，實際的偏誤情形詳見附錄。總體

的聲母、韻母及聲調念讀正確率，列於下頁表 四-7。計算方式如下： 

審聽人描寫的與測試字相符之語音數20加總÷（40 字×32 名受試

者×3 份記錄） 

表 四-6 受試者測試字 40 字的念讀正確率分布情形 

 
華音 韓音 華字頻 韓字頻 正確率 

 
華音 韓音 華字頻 韓字頻 正確率 

家 [tɕia] [ka] 6979 13858 100.00% 內 [nei] [nɛ] 2053 11192 75.00% 

高 [kao] [ko] 4363 5857 98.96% 二 [ɚ] [i] 1425 空缺補 73.96% 

工 [kaŋ] [koŋ] 3586 6292 96.88% 文 [uən] [mun] 3701 14484 71.88% 

開 [kai] [kɛ] 5169 6770 96.88% 全 [tɕ
h
yɛn] [tʃən] 3574 10391 70.83% 

要 [iau] [io] 6225 14379 96.88% 本 [pən] [pon] 3493 8381 69.79% 

外 [uai] [ø] 3982 9699 94.79% 化 [xua] [hua] 2975 20947 67.71% 

面 [miɛn] [miən] 4622 7562 90.63% 女 [ny] [niə] 2763 8743 64.58% 

關 [kuan] [kwan] 2352 15465 88.54% 最 [tsuei] [tʃ
h
ø] 2560 6936 63.54% 

相 [ɕiaŋ] [s
h
aŋ] 3199 7176 87.50% 同 [t

h
uŋ] [toŋ] 3967 7648 63.54% 

生 [ʂəŋ] [s
h
ɛŋ] 10256 28453 85.42% 方 [faŋ] [paŋ] 4896 12136 62.50% 

意 [i] [ɨi] 3618 12366 84.38% 先 [ɕiɛn] [s
h
ən] 1855 7682 62.50% 

後 [xou] [hu] 4942 11059 84.38% 出 [tʂ
h
 u] [tʃ

h
ul] 7437 11549 61.46% 

別 [piɛ] [piəl] 1921 6033 84.38% 所 [suo] [s
h
o] 3600 7629 60.42% 

從 [ts
h
oŋ] [tʃoŋ] 2193 空缺補 82.29% 日 [ʐʅ] [il] 3743 12807 60.42% 

力 [li] [liək] 4618 15074 82.29% 個 [kɣ] [kɛ] 5895 9343 55.21% 

用 [yŋ] [ioŋ] 4294 15003 81.25% 運 [yn] [un] 1783 7853 50.00% 

學 [ɕyɛ] [hak] 7036 30563 81.25% 性 [ɕiŋ] [s
h
əŋ] 3135 21470 38.54% 

中 [tʂuŋ] [tʃuŋ] 8751 17712 80.21% 佛 [fo] [pul] 343 空缺補 22.92% 

年 [niɛn] [niən] 6350 23846 80.21% 法 [fa] [pəp] 3962 12577 18.75% 

代 [tai] [tɛ] 3017 16989 79.17% 品 [p
h
in] [p

h
um] 2339 8679 9.38% 

 

                                                 
20

 聲母、韻母、聲調的個別正確率計算方式亦同，受試者因字形偏誤而念讀錯誤之語音

亦包含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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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7 受試者語音音節、聲母、韻母、聲調念讀正確率的描述性統計 

 平均分數 標準差 人數 

音節整體正確率 71.98 14.33 32 

聲母正確率 94.19 8.29 32 

韻母正確率 90.47 14.49 32 

聲調正確率 80.00 19.78 32 

*受試者 214:調型若發為 21:判斷為正確，列入計分。 

 由表 四-7 可看出，受試者的語音音節整體念讀正確率的平均數

為 71.98%，標準差 14.33。以下分別就華韓漢字字頻和華韓字音相近

與否，來探討受試者的語音念讀情形： 

一、 不同字頻的分析 

 研究選取韓國常用漢字 37 字，並另增加 3 字以補完所有華語聲

韻母。測試用字皆為華、韓使用頻率高的漢字，韓語字頻與受試者語

音念讀正確率的相關係數為.046(p=.789>.05)，未達顯著；華語字頻

與受試者語音念讀正確率的相關係數為.354(p <.05)，呈顯著相關21。

以華語字頻 3,200 將測試字分為高頻字與非高頻字兩組統計，得到的

結果如表 四-8。 

表 四-8 受試者華語高頻字與非高頻字念讀正確率的描述性統計 

 平均分數 標準差 字數 

華字頻 3,200以上字 77.17 18.41 25 

華字頻 3,200以下字 63.33 23.72 15 

 字頻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語音念讀正確率並不受到韓語漢字

使用頻率的影響，但受到華語漢字使用頻率的影響。推測可能由於韓

國常用漢字出現的形態，基本上都是以表音的 Hangul 為主，而非表

義的 Hanja，因此韓國漢字出現的字頻與受試者的念讀正確率無關。

但受試者的念讀表現與華語漢字字頻呈顯著相關，顯示受試者在台灣

學習華語時受到語言環境的影響，越常使用的漢字，就念讀得越好。  

                                                 
21

 測試用字 40 字中，有韓語字頻的有 37 字，有華語字頻的有 40 字。分析韓語字頻與語

音念讀正確率之相關係數時，將無韓語字頻的 3 字的念讀正確率刪去後再計算而得；而

計算華語字頻與語音念讀正確率之相關係數時，40 字皆一同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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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題型的分析 

 而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觀察韓國漢字音是否影響學習者的華語

語音表現，將測試字分為華韓字音相近字和字音不相字兩類加以探討

和比較。受試者在研究操弄的「華韓語音相近字」和「語音不相近字」

兩類測試字表現的平均分數分別為 75.63%和 68.33%，見圖 四-10。 

 圖 四-10 受試者字音相近字和字音不相近字念讀正確率的平均數 

 受試者在字音相近字的念讀正確率與語音正確率的相關係數

為.955(p<.001)，字音不相近字的念讀正確率與語音正確率的相關係

數為.916(p<.001)，皆達顯著相關。受試者字音相近字和字音不相近

字的念讀正確率統計如表 四-9，兩者之間的相關係數為.845，p<.001，

有高度相關性。 

表 四-9 受試者字音相近字和字音不相近字念讀正確率的描述性統計 

 平均分數 標準差 人數 

字音相近字 75.62 17.16 32 

字音不相近字 68.33 12.65 32 

 而為觀察受試者在兩類字音上的表現是否有所差異，以成對樣本

T檢定的方式考驗，得到兩者之間的 t (1, 31)= 4.40，p<.001，達顯著

差異。顯示受試者在華韓字音相近字的表現上比字音不相近字的表現

來得好，表示研究操弄之觀察變項在受試者的華語語音念讀正確率上

確實有顯著影響。受試者各字的念讀正確率分布區間，詳見表 四-10。

針對念讀正確率未達 70%之字，於後文中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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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0 受試者字音相近字與字音不相近字的念讀正確率分布區間 

念讀正確率 字音相近字 字音不相近字 

0%～10%  品 

11%～20%  法 

21%～30%  佛 

31%～40%  性 

41%～50% 運  

51%～60%  個 

61%～70% 所、出、方、同、最、化、本 日、先、女 

71%～80% 文、內 全、二、代 

81%～90% 年、用、中、從、意、相、關 學、力、別、後、生 

91%～100% 面、外、工 要、開、高、家 

 語音測驗分為華韓漢字字音相近字和字音不相近字兩種題型，各

有 20 字。受試者的總體語音平均念讀錯誤率22為 28.02%，聲母的錯

誤比例為 5.81%、韻母的錯誤比例為 9.53%、聲調的錯誤比例為

20.00%。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分析受試者的華語語音念讀是否正確，

以及觀察受試者的韓國漢字認知在念讀表現上的影響，故挑選兩類詞

彙中，念讀錯誤率較高（超過 30%，即正確率未達 70%）的字進行

討論。內文有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對比語圖，語音皆取自教育

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網路版】，為標準華語語音。 

1. 華韓字音相近字 

 受試者在華韓語音相近字的念讀表現，呈現如前頁表 四-10。表

中可見，念讀正確率在 60%以下的僅有「運」一字，但正確率未達

70%的，尚有「所」、「出」、「方」、「同」、「最」、「化」、「本」等字，

共 8 字。以下按錯誤率列於表 四-11： 

表 四-11 受試者華韓字音相近字念讀錯誤率超過 30%以上的字 

 運 所 出 方 同 最 化 本 

錯誤率 50.00% 39.58% 38.54% 37.50% 36.46% 36.46% 32.29% 30.21% 

 

                                                 
22

 平均念讀錯誤率＝1－平均念讀正確率，以下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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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 [yn51:]／운[un]  

表 四-12 受試者的「運」[yn51:]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0 12 21 21 54 

百分比23
 0% 22.22% 38.89% 38.89% 100% 

 表 四-12 所呈現的，是 32 名受試者在「運」[yn51:]字的念讀偏

誤分布情形。可看出受試者的零聲母表現皆正確無誤，而偏誤情形裡

有 22.22%是將華語韻母 ü [y]發成了[yi]或[wi]的問題，聲調偏誤則占

了念讀偏誤的 38.89%，為[51:]調讀成[55:]調或[35:]調的現象。 

 此外，研究結果亦顯示，受試者的念讀偏誤中有 38.89%的狀況

係因對字形認知的錯誤而產生，把「運」錯看成了字形相近的「連」，

讀成[lian35:]。而看錯字的受試者當中，又有將近半數的人由於認知

目標字改變為「連」，但是再發錯音，讀成了[tɕʰian35:]和[yan35:]。

對認知目標字「運」的詞彙搭配概念，也影響到少數的受試者，錯將

「運」念成了「動」[tuŋ51:]。 

(2) 所 [suo214:]／소[s
h
o] 

表 四-13 受試者的「所」[suo214:]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3 21 27 0 51 

百分比 5.88% 41.18% 52.94% 0% 100% 

 受試者的「所」[suo214:]字念讀偏誤情形，詳見表 四-13。表中

可看出，聲母問題占了偏誤情形的 5.88%，受試者把 s[s]發成了翹舌

且送氣的 sh[ʂʰ]；而念讀偏誤裡有 41.18%為複韻母偏誤，其中有半數

的複韻母[uo]前缺變成[o]，剩下的不是後缺變成[u]，就是錯置為[ou]；

聲調問題占了念讀偏誤的 52.94%，[214:]調有念成[51:]調的狀況，但

多數為受試者上升段過長，讀成近似[35:]調的問題，見下圖 四-11。 

                                                 
23 念讀錯誤次數÷總錯誤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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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四-11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suo]念讀比較 

 從圖中可看出，兩名受試者的韻母[uo]共振峰變化與華語母語者

的不同。母語者[uo]的 F1 變化明顯從較低的變成較高的，表示舌位

產生變化，但受試者的 F1 卻基本上都持平，舌位變化情形不明顯。

而統計所得的「所」字念讀偏誤情形中，複韻母前缺變成[o]的現象

占了韻母偏誤情形的一半，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受試者在漢字認知

的運用上直接搬移了韓語的漢字音소[so]，另外一個可能是導因於受

試者無法本身就掌握[uo]響度的問題，韻腹和韻尾的比例配置不當，

應該要讀滿一點、響一點的[u]念得相對較弱，造成了聽感上只有[o]

的狀況。 

(3) 出 [tʂ
h
u55:]／출[tʃ

h
ul] 

表 四-14 受試者的「出」[ʈʂhu55:]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30 15 9 0 54 

百分比 55.56% 27.78% 16.67% 0% 100% 

 由表 四-14 可看出，受試者在「出」[ʈʂ
h
u55:]字上的念讀偏誤情

形。聲母 ch[ʈʂ
h
]念錯成了 c[ts

h
]、q[tɕʰ]、ㅊ[tʃ

h
]，占了「出」的念讀偏

誤比例共 55.56%，見圖 四-12；韻母 u[u]發成 ü [y]或[yi]的偏誤則占

27.78%；高平[55:]調變成[35:]調或[51:]的情形共占偏誤的 16.67%。 

華語母語者[suo214:]   韓國受試者 5號[so35:]  韓國受試者 10號[su]+[不完全 o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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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四-12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ʈʂ
h
u]念讀比較 

 受試者「出」字念讀的主要問題，是聲母 ch[ʈʂ
h
]變成 c[ts]或ㅊ[tʃ

h
]

的偏誤。從圖 四-12 可觀察到，三個圖的輔音部分都有明顯的衝直條

後緊接亂紋，分別為清楚的塞擦音 ch[ʈʂ
h
] c[ts] [tʃ

h
]，但語圖上不容易

觀察出來明顯的區別。也由此可略窺之，韓國學習者經常混淆此三個 

輔音的理由，加上韓語中缺乏可與華語塞擦音一對一對應的語音，韓

國學習者就經常只好利用韓語裡ㅈ[tʃ]、ㅊ[tʃ
h
]等聽起來似乎和華語

ch[ʈʂh]有點類似的音來取代，為典型的母語遷移混淆。此外，雖然韓

語中有우[u]的發音，但受試者念錯華語韻母 u[u]的狀況仍占了念讀

偏誤中的 27.78%，顯示受試者母語語音並沒有發揮正遷移作用，判

斷可能是因為韻母 u 和 ü 與聲母結合後，漢語拼音寫法相同所導致的

問題。 

(4) 方 [faŋ55:]／방[paŋ] 

表 四-15 受試者的「方」[faŋ55:]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0 0 36 0 36 

百分比 0% 0% 100% 0% 100% 

 表 四-15 呈現的是，受試者在「方」[faŋ55:]字念讀上的偏誤情形。

表中可看出，所有受試者的聲母和韻母皆念讀正確，偏誤全部都是聲

調的問題：應該念[55:]調卻讀成[51:]調的情形占了 75%，讀成[35:]

調的占 16.67%、讀成[214:]調的則為 8.33%。 

華語母語者[ʈʂ
h
u55:]   韓國受試者 19 號[tsu55:]  韓國受試者 16 號[tʃ

h
ui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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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一聲主要偏誤變成四聲的現象，以受試者 22 為例，韓國

學習者在念讀「方」字時，起音高但沒有穩定維持反而下降，調型呈

現出比較類似[51:]調的形態，使得華語母語者在審聽時判定為四聲，

詳見圖 四-13。 

圖 四-13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fang]聲調比較 

(5) 同 [t
h
uŋ35:]／동[toŋ] 

表 四-16 受試者的「同」[thuŋ35:]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0 0 30 0 30 

百分比 0% 0% 100% 0% 100% 

受試者在「同」[t
h
uŋ35:]字念讀的偏誤情形，可由表 四-16 看出。

所有受試者的聲母和韻母皆念讀正確，僅聲調有問題，應該念[35:]

調但都讀錯成了[55:]調。以受試者8為例，發音一開始的起音就太高，

送氣送得較多，使得調值[35:]沒有再上揚的空間，只能維持高平，因

而呈現出比較類似母語者[55:]調的調型，參見下圖 四-14。 

華語母語者[fang55:]   韓國受試者 22 號[fang42:]   華語母語者[fang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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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四-14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t
h
uŋ]聲調比較 

(6) 最 [tsuei51:]／최[tʃ
hø] 

表 四-17 受試者的「最」[tsuei51:]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36 6 3 0 45 

百分比 80.00% 13.33% 6.67% 0% 100% 

 由表 四-17 可看出，受試者的「最」[tsuei51:]字念讀偏誤情形。

聲母 z[ts]念錯成了 zh[ʈʂ]、j[tɕ]的問題占了念讀偏誤情形中的80.00%，

見下圖 四-15；韻母[uei]發成[ue]和[yɛ]的問題占 13.33%；調值[51:]

變成調值[21:]的聲調偏誤則占了偏誤情形的 6.67%。 

圖 四-15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tsuei]念讀比較 

 聲母偏誤 z[ts]變成 zh[ʈʂ]或 j[tɕ]，是韓國學習者經常利用韓語裡

ㅈ[tʃ]、ㅊ[tʃ
h
]等類似的音來取代正確讀音的典型偏誤，為韓語中缺乏

而導致混用的現象。從圖 四-15 可觀察出，在華語母語者[tsuei]的語

華語母語者[t
h
uŋ35:]   韓國受試者 8 號[t

h
uŋ55:]    華語母語者[t

h
uŋ55:] 

     華語母語者[tsuei51:]   韓國受試者 23 號[ʈʂue51:]   華語母語者[ʈʂuei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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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輔音強頻及中區高，顯示為展唇的[ts]。但韓國受試者的語圖

卻呈現了輔音強頻區低的樣貌，顯示為圓唇，反而與華語母語者念讀

的[ʈʂ]較接近。而韻母[uei]念錯變成[ue]或[yɛ]則是韻尾殘缺，參見圖 

四-15，華語母語者[uei]的[i]長度明顯，但受試者 23 的[i]卻不見。可

能是受試者對於複韻母的掌握不夠穩定，亦可能是受到了「最」的韓

語漢字音최[tʃ
hø]韻母的影響，讀成了類似[we]（即[ø]）的聲音。 

(7) 化 [xua51:]／화[hua] 

表 四-18 受試者的「化」[xua51:]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0 0 30 0 30 

百分比 0% 0% 100% 0% 100% 

 受試者在「化」[xua51:]字的念讀偏誤情形，可由表 四-18 看出。

所有受試者的聲母和韻母皆念讀正確，僅聲調出現錯誤，[51:]調有

20%變成了[35:]調，80%變成了[55:]調。與朱川和（1997）宋時黃（2003）

的研究發現相同，韓國受試者在華語第四聲發成第一聲的偏誤比例頗

高，顯示有華語第四聲下不去的問題。而從圖 四-16 可見，韓國受

試者的第四聲念成一聲，是因為一開始就不夠高，後來沒再往下降，

所以成了平調，且是比華語母語者高平調[55:]還低的中平調。 

圖 四-16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xua]聲調比較 

  

華語母語者 [xua51:]   韓國受試者 22 號[xua55:]    華語母語者[xua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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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 [pən214:]／본[pon] 

表 四-19 受試者的「本」[pən214:]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0 6 30 0 36 

百分比 0% 16.67% 83.33% 0% 100% 

 由表 四-19可看出，受試者在「本」[pən214:]字的念讀偏誤情形。

聲母[p]皆念讀正確無誤；偏誤問題中有 16.67%是韻母念讀問題，[ən]

讀成了[on]；而受試者[214:]調念錯多變成調值[35:]，也有變成調值

[51:]或[55:]的情況。受試者韻母[ən]念成[on]，可能受到了「本」的

韓語漢字音본[pon]的韻母念讀方式影響；至於對華語第三聲掌握的

不穩定，主要是變成上揚的二聲調和高平的一聲調，參考圖 四-17。 

圖 四-17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pən]聲調比較 

2. 華韓字音不相近字 

 受試者在華韓語音不相近字的念讀表現，呈現於前文表四-5。可

從表中看出，念讀正確率在 60%以下的字依序為「品」、「法」、「佛」、

「性」、「個」等；而正確率未達 70%的，尚有「日」、「先」、「女」

三字，共 8 字。以下按錯誤率列於表 四-20：  

表 四-20 受試者華韓字音不相近字念讀錯誤率超過 30%以上的字 

 品 法 佛 性 個 日 先 女 

錯誤率 90.63% 81.25% 77.08% 61.46% 44.79% 39.58% 37.50% 35.42% 

華語母語者[pən214:]   韓國受試者 30 號[pən35:]   韓國受試者 9 號[po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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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 [p
h
in214:]／품[p

h
um] 

表 四-21 受試者的「品」[phin214:]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0 24 87 0 111 

百分比 0% 21.62% 78.38% 0% 100% 

 由表 四-21可看出，受試者在「品」[p
h
in214:]字的念讀偏誤情形。

聲母[p
h
]皆念讀正確無誤；偏誤問題中有 21.62%是韻母念讀問題，[in]

讀成了[iŋ]；而受試者[214:]調念錯多變成調值[35:]，也有變成調值[51:]

或[55:]的情況。受試者韻母[in]念成[iŋ]，係由於前後鼻韻母相混所致；

至於對華語第三聲掌握的不穩定，主要是變成上揚的二聲調，也有少

數是變成高平的一聲調或下降的四聲調，參考圖 四-18。 

圖 四-18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p
h
in]聲調比較 

由圖 四-18 可看出，受試者被判讀念為二聲的語音，其實也呈

現出了聲調符號 的樣貌，因此不能斷定受試者都發不出三聲調來，

但值得注意的是，語圖中華語母語者的三聲調[214:]的主要重心是在

於[21]的下降部分，但受試者[214:]的重點卻擺在[14]段，[21]段的時

長較短，過於強調了上揚，才會導致華語母語審聽人認定為二聲調。 

(2) 法 [fa214:]／법[pəp] 

表 四-22 受試者的「法」[fa214:]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6 0 72 0 78 

百分比 7.69% 0% 92.31% 0% 100% 

  華語母語者[p
h
in214:]   韓國受試者 20號[p

h
in35:]   韓國受試者 12號[p

h
i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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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在「法」[fa214:]字的念讀偏誤情形，呈現於表 四-22。念

讀偏誤中有 7.69%是聲母[f]念成了[p]的問題；韻母皆念讀正確；而受

試者[214:]調念錯多變成調值[35:]，偶有變成調值[55:]的情況，顯示

韓國華語學習者在產出[214:]調值時的不易，參考圖 四-19。 

圖 四-19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fa]聲調比較 

圖中可觀察到，受試者的[214:]不是只剩下上揚段，就是該下降

的[21]部分沒降下去，因此讓母語者聽成二聲。 

(3) 佛 [fo35:]／불[pul] 

表 四-23 受試者的「佛」[fo35:]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27 60 45 0 132 

百分比 20.45% 45.45% 34.10% 0% 100% 

 受試者在「佛」[fo35:]字的念讀偏誤，詳見表 四-23。念讀偏誤

中，有 20.45%是唇齒塞音聲母[f]念成了雙唇擦音聲母[p][p
h
]的問題，

見圖 四-20；韻母偏誤則占了念讀偏誤中的 45.45%，受試者多把韻母

[o]發成[ou]或[u]，參考下頁圖 四-21，亦有錯讀為[i]的情形；而受試

者的[35:]調念錯多變成調值[55:]。 

 擦音是典型的紊音，且主要特徵是具有亂紋，在語音起始前有一

段高頻噪音區，並不產生衝直條，若是出現衝直條，便是以塞音來發

擦音。從圖 四-21 可看出，華語母語者在聲母的之前部分出現了亂紋

現象（擦音[f]），但韓國受試者的卻是衝直條（塞音[p]）。 

華語母語者[fa214:]   韓國受試者 23 號[fa35:]   韓國受試者 19 號[fa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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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0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fo]聲母比較 

 而觀察圖 四-21 的韻母共振峰則可看出，受試者念讀[fo]韻母時

的偏誤。華語母語者的韻母為典型的[o]（F1:775.3, F2:1319），而受

試者 22 韻母一開始是[o] （F1:470.6, F2:1015），後來多出了[u] 

（F1:448.9, F2:688.2）的尾韻，受試者 30 則是直接發成了韻母[u] 

（F1:492.4, F2:731.8）。 

圖 四-21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fo]韻母比較 

(4) 性 [ɕ iŋ51:]／성[s
h
əŋ] 

表 四-24 受試者的「性」[ɕiŋ 51:]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0 42 21 3 66 

百分比 0% 63.64% 31.82% 4.54% 100% 

 表 四-24 呈現的是，受試者在「性」[ɕiŋ51:]字的念讀偏誤情形。

可看出受試者的聲母皆念讀正確，語音偏誤中有 63.64%是韻母[iŋ]

念成了[in]的問題；而[51:]調念錯的狀況占了偏誤中的 31.82%，[51:]

華語母語者[fo35:]                韓國受試者 25 號[po35:] 

華語母語者[fo35:]    韓國受試者 22 號[fou35:]    韓國受試者 30 號[fu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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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大多變成[35:]調，也有變成[55:]調的。另有看錯字的受試者，把「性」

讀成了「生」[ʂ
h
əŋ]，在偏誤裡的比例為 4.54%。 

圖 四-22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韻母[iŋ]、[in]比較 

 受試者韻母[iŋ]、[in]偏誤，參考圖 四-22。從圖中可看到，韓國

華語學習者[iŋ]和[in]的聲譜非常相似，有不分前後鼻韻母的問題，而

華語母語者的聲譜圖卻可明顯看出[iŋ]和[in]上的差異，在[iŋ]的聲譜

裡，[i]到[ŋ]之間有共振峰滑動情形。係由於[i]到[ŋ]的發音部位差距

較大，中間必須經過一個過渡音[ə]，因此[iŋ]的共振峰有過渡現象，

[in]的則沒有。 

(5) 個 [kɣ51:]/ [kə 輕聲]／개[kɛ] 

表 四-25 受試者的「個」[kɣ51:]/ [kə 輕聲]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0 3 42 0 45 

百分比 0% 6.67% 93.33% 0% 100% 

 由表 四-25可看出，受試者的「個」[kɣ51:]/[kə 輕聲]字念讀偏誤

情形。所有受試者聲母皆念讀正確，而念讀偏誤中，有 6.67%是韻母

[ɣ]或[ə]的錯誤；聲調部分，多是輕聲念錯變成一聲，偶有把四聲讀

成二聲或三聲的情況。由於無法從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網路版】

取得[kə 輕聲]之語音，研究者僅以[kɣ51:]來進行比較，並一同附上受

試者將[kə 輕聲]念讀成[kə55:]之語圖，參考下頁圖 四-23。 

 

華語母語者[ɕiŋ51:] 母語者[ɕin51:]  韓國受試者13號[ɕin51:] 受試者17號[ɕin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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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3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kɣ]/[kə 輕聲]念讀比較 

(6) 日 [ʐʅ51:]／일[il] 

表 四-26 受試者的「日」[ʐʅ51:]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15 36 6 0 57 

百分比 26.32% 63.15% 10.53% 0% 100% 

 受試者「日」[ʐʅ51:]字上的念讀偏誤，詳見表  四-26。聲母念讀

偏誤占了偏誤情形中的 26.32%，把[ʐ]讀成了[l]；韻母偏誤比例則占

了 63.15%，受試者多把空韻[ʅ]讀成了[ɣ]，也有發成[ɨ]的情況；聲調

偏誤占 10.53%，皆為[51:]變成[55:]。受試者和母語者的「日」聲譜

語圖，見下圖 四-24。 

圖 四-24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ʐʅ]念讀比較 

 韓國受試者在「日」的發音，有傾向以邊音[l]替代濁擦音[ʐʅ] 的

問題。檢視母語者念讀[ʐʅ]時的共振峰，如圖 四-24 可看到聲韻母結

合，但韓國受試者[ʐʅ]的聲母出現 F1，且 F2 以上的共振峰能量減弱

華語母語者[kɣ51:]   韓國受試者 6 號[kɣ214:]   韓國受試者 2 號[kə55:] 

  母語者[ʐʅ51:] 韓國受試者 10 號[ʐɣ51:] 受試者 29 號[lɣ51:] 受試者 16 號[l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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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聲譜圖上不明顯，顯現出[l]接近韻母的表徵。韓語ㄹ[l]/[ɾ]為舌尖 

邊音，發音時聲帶振動如同韻母一般，但華語的濁擦音[ʐ]並不具備

此一特質。顯示韓國學習者在看到濁擦音[ʐ]時，母語語音的認知造

成了華語語音表現上的負遷移影響。 

(7) 先 [ɕ iɛn55:]／선[s
h
ən] 

表 四-27 受試者的「先」[ɕiɛn55:]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0 3 33 0 36 

百分比 0% 8.33% 91.67% 0% 100% 

 受試者的「先」[ɕiɛn55:]字念讀偏誤分布情形，呈現於表 四-27。

從表中可看出，受試者的聲母表現皆正確無誤，而偏誤情形裡有

8.33%是韻母[iɛn]的問題；聲調偏誤則占了念讀偏誤的 91.67%，受試

者[55:]調大多念成[35:]調，也有讀成[21:]調、[51:]調的，如圖 四-25。 

圖 四-25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ɕiɛn]聲調比較 

(8) 女 [ny214:]／녀[niə] 

表 四-28 受試者的「女」[ny214:]字念讀偏誤情形 

偏誤類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因字形念錯 總計 

人次 0 21 27 0 48 

百分比 0% 43.75% 56.25% 0% 100% 

 從表 四-28 可看出，受試者的「女」[ny214:]字念讀偏誤情形。

所有受試者聲母皆念讀正確，而念讀偏誤中有 43.75%是韻母[y]變成

   華語母語者 [ɕiɛn55:]  韓國受試者 9 號[ɕiɛn35:]  韓國受試者 5 號[ɕiɛn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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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yi]、[ui] 的問題，還有在認知韻母改變為[ui]後又再錯讀成[iu]和

[i]的受試者；聲調部分則皆為三聲變二聲，見圖 四-26。 

圖 四-26 華語母語者與韓國受試者的[ny]念讀比較 

三、 語音偏誤類型 

 從上述對各測試字偏誤情形的討論可得知，受試者們的聲調表現

比聲、韻母還不理想，而其中尤以第三聲表現最不穩定，研究測試字

裡的 5 個三聲字聲調幾乎全錯，有 86.59%的情況都是把三聲變成了

二聲，僅少數念成一、四聲的，詳細分布情形見表 四-29。 

表 四-29 受試者測試字 40 字聲調念讀偏誤 

聲調 偏誤情形 測試字 

三聲[214:] 變成[35:]  本、品、法、女、所 

二聲[35:] 

變成[55:]  同、佛、全、別 

變成[51:] 年、文 

變成[214:] 學 

一聲[55:] 

變成[51:] 出、方、工、中 

變成[35:] 先、生 

變成[214:] 開、關 

四聲[51:] 

變成[55:] 運、化、個、意、代、面 

變成[35:]  用、要、外、力、二 

變成[214:] 內、最 

*測試字聲調正確無誤的有：高、家、從、後、日。 

  

  華語母語者 [ny214:]   韓國受試者 16 號[nui35:]  韓國受試者 26 號[nui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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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表 四-29 尚可看出，受試者華語第二聲測試字的錯誤狀況則

是有過半數的比例會讀錯成一聲，也有變作四聲的；第一聲測試字的

錯誤多是讀成四聲；第四聲字被念錯成一聲或二聲的比例約占各半。 

 至於聲母的問題，以 z[ts]和 ch[ʈʂ
h
]較為嚴重；韻母的偏誤是[ʐʅ]

的空韻[ʅ]念成[ɣ]或以邊音[l]替代[ʐʅ]整體音節、[y]變成[yi]或[ui]、[o]

變複韻母[ou]、鼻韻母[in][iŋ]不分等現象最為明顯。 

 總體而言，分析研究測試字念讀的結果顯示，受試者的華語念讀

偏誤狀況中，雖然也出現了某些韓國漢字音影響的痕跡，但僅為少部

分的受試者念讀問題，遷移韓國漢字音整體音節並非造成念讀偏誤的

主要原因。韓國華語學習者的華語語音偏誤，大多是因遷移兩個語言

漢字音裡有可循的聲、韻母對應規律，或以似是而非的語音來模糊地

念讀韓語當中缺乏的華語語音所產生的。受試者的聲韻母偏誤分類，

見下頁表 四-30。 

表 四-30 受試者測試字語音念讀偏誤類型 

分類 測試字 念讀情形 [正確音]→[偏誤音] 韓國漢字音 

漢字音整字

遷移 

本 [pən214:]→[pon35:] 본[pon] 

代 [tai51:]→[tɛ35:] 대[tɛ] 

出 [ʈʂ
h
u55:]→[tʃ

h
u55:] 출[tʃ

h
ul] 

最 [tsuei51:]→[tɕuɛ51:] 최[tʃ
hø] 

所 [suo214:]→[so35:] 소[s
h
o] 

內 [nei51:]→[nɛ35:/21:] 내[nɛ] 

後 [xou51:]→[xu51:] 후[hu] 

相 [ɕiaŋ51:/55:]→[saŋ55:] 상[s
h
aŋ] 

聲母對應 

規律遷移 

出 [ʈʂ
h
]→[ts

h
]、[tɕʰ]、[tʃ

h
] 출[tʃ

h
ul] 

最 [ts]→[ʈʂ]、[tɕ] 최[tʃ
hø] 

從 [ts
h
]→[ʈʂ

h
] 종[tʃoŋ] 

所 [s]→[ʂ
h
] 소[s

h
o] 

韻母對應 

規律遷移 

運 [yn]→[yin]、[win] 운[un] 

女 [y]→[yi]、[ui]、[iu]、[u] 녀[niə] 

最 [uei]→[ue]（或作[wei]→[we]） 최[tʃ
hø] 

韓國語音

缺而替代 

法 [f]→[p] 법[pəp] 

佛 [f]→[p]/[p
h
] 불[pul] 

日 [ʐʅ]→[ʐɨ]、[ʐɣ]；[lɨ]、[lɣ] 일[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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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 

品、性 鼻韻母[in][iŋ]不分 

文 韻母多出介音[wən]→[woən] 

佛 單韻母多出韻尾[o] →[ou] 

所 複韻母響度不均[uo]→[o]、[u]、[ou] 

 根據前文對字音相近字與字音不相近字之統計分析，受試者在字

音相近字的念讀正確率較字音不相近字的念讀正確率來得好，判斷可

能是因為在接觸華韓字音相近的漢字時，具有零學習之便，可直接遷

移母語中近似華語的語音；而在面對華韓字音不相近的漢字時，受試

者可能會因為母語中缺乏相對應的語音而導致負遷移的產生。 

然而字音相近度對華語表現的影響，在進入實際的語音偏誤描寫

後卻發現，韓國華語學習者的字音偏誤屬於語音系統層次居多，字音

系統所造成的影響較不明顯。表 四-30 所列出的「漢字音整字遷移」

偏誤，以華韓字音相近字為多，且為參與本研究受試者的少數偏誤，

不是常見的現象。此一結果僅部分支持崔胤京（2006）提到的，學習

者在碰到不認識的華語詞彙時，會使用「嘗試發成類似韓國漢字讀音」

的語言產出策略，可能受到研究測試字相對簡單的關係，受試者大多

已知道各字的華語發音，故不太直接搬移整個漢字音。以下從語音系

統的層次討論，分析本研究受試者的聲、韻母及聲調念讀中，偏誤比

例較高的問題： 

（一） 聲母 

 受試者聲母的表現，以 z[ts]和 ch[ʈʂ
h
]念讀偏誤最為嚴重，係由於

韓語裡沒有像華語 z[ts]、c[ts
h
]、s[s]；zh[ʈʂ]、ch[ʈʂ

h
]、sh[ʂ] 和 j[tɕ]、

q[tɕ
h
]、x[ɕ]的發音，因此韓國華語學習者從聽辨感知上就不容易分清

楚此三組語音，故在語音念讀的產出上也經常混淆犯錯。韓國學習者

的華語語音對應韓語語音感知，可參見表 四-31。 

表 四-31 韓國學習者對華語塞擦音的感知對照表 

華語擦音及塞擦音 韓語的對應感知與產出 

zh[ʈʂ]  z[ts] j[tɕ] ㅈ[tʃ]、ㅉ[tʃ
ʔ
] 

ch[ʈʂ
h
] c[ts

h
] q[tɕ

h
] ㅊ[tʃ

h
] 

sh[ʂ] s[s] x[ɕ] ㅅ[s
h
]或[ʃ]、ㅆ[s

ʔ
] 

*整理取自李頭龍、許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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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聲母念讀偏誤次嚴重的，為 r[ʐ]的問題；由於華語的 l[l]

和 r[ʐ]，在韓語中只有ㄹ[l]/[ɾ]的音可以對應，所以對韓國學生而言，

亦屬區辨較為不易的部分，導致實際產出的發音經常有問題。受試者

多以邊音[l]來取代[ʐ]的習慣，也連帶地影響到念讀「日」字時的韻

母產生偏誤，空韻[ʅ]成了[ɣ]或是[ɨ]，華語母語者聽到的字就變成與

「日」天差地遠的「熱」、「樂」。而韓語中空缺的華語聲母[f]，亦為

韓國學習者發音上的主要難點，不過本研究的受試者大多念讀正確，

偶有以雙唇塞音ㅂ[p]或ㅍ[p
h
]來代替唇齒擦音 f[f]的現象，顯示受試

者基本上已能辨別出華韓語音的差異，並正確地念讀。 

（二） 韻母 

 在韻母念讀的部分，韓國學習者最典型的偏誤是單韻母 ü [y]變成

[yi]、[ui]（或[wi]）的問題。本研究的受試者也是韻母 ü [y]的念讀偏

誤最為嚴重，判斷係受到韓語語音系統的影響。現代韓語雖然也有

위[y]的聲音，但有[y]和[wi]兩種發音，皆為標準念法，而多數韓國人

都習慣讀成[wi]，很少人只單發[y]，參與研究的受試者對於華語語音

[y]的掌握也有過渡成[wi]的傾向；研究分析時發現，部分受試者雖然

可以意識到應該要發成[y]，但卻又無法完全排除母語語音的念讀習

慣，口型圓起後沒有持續維持，展開成了[y]加[i]。而在華語母語的

審聽人聽來，[y]無論是被讀成了一個介音[w]加上[i]，還是[y]加[i]兩

個單韻母的組合，都無法接受為正確的念讀，因此一樣判定為錯誤。 

 受試者韻母多出介音的狀況不只有[y]變成[wi]，念讀[wen]也發成

了[woən]，還有「佛」字的單韻母[o]變成了[ou]，都是韻母不穩定的

問題。此外，雖然韓語中也有前後鼻韻母인[in]잉[iŋ]的分別，但華語

前鼻韻[in]的發音位置比韓語的更前，後鼻韻[iŋ]比韓語的更後，區別

較明顯。受試者受到韓語的影響，前後鼻韻的發音位置皆在口腔略偏

中間的位置，導致了前後鼻韻母[in][iŋ]不分的現象。 

（三） 聲調 

 韓語為非聲調語言，因此對於華語的聲調掌握倍感困難，參與研

究的受試者皆表示，就算是學過的漢字，對於聲、韻母基本上都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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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但聲調卻完全沒概念，經常混淆而且不容易想起到底該發成何

種調值，每次只能抱持著猜猜看的心態來嘗試念讀，直到華語母語者

聽懂為止，才有辦法達到溝通的效果。 

 根據宋時黃（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韓語單音節語調中的高平

調可視為華語的第一聲，而高上聲調可視為華語的第二聲；全上升調、

高下降調則分別可被華語母語者大致接受成華語的第三、四聲，但韓

國語調的調域不若華語聲調的寬。是故，韓語單音節語調，並不完全

能夠與華語聲調互相對應，可能也是受試者不容易掌握聲調的原因。

本研究的測驗結果發現，韓國受試者尤以三聲調的偏誤率最高，幾乎

都偏誤成二聲，和華語母語者的[214:]調相比，韓國受試者的[214:]

在開頭的[2]就顯得略高，然後該降到[1]時也降得不夠低，且[214:]

的分配比例不均，[21:]太短但往上揚起的部分偏長，參見下圖 四-27。 

圖 四-27 華語母語者的[214:]調與韓國受試者的[214:]調值比較 

 綜合前文分析結果，研究者發現，受試者的語音表現除了受到華

韓漢字字音相近與否的影響外，還可能與該字是否帶有典型語音難點

有關。因此，在字音相近字和字音不相近字的變項之上，再加了是否

帶有典型語音難點之因素，進行分類如表 四-32。 

表 四-32 受試者語音念讀表現分類（四個面向） 

 字音相近字 字音不相近字 

無典型難音 工、外、面、關、相、意、用

年、內、文、本、化、同、所 
高、開、要、後、別、力 

有典型難音 
方、中、出、從、最、運 

家、生、學、代、二、全、女

先、日、個、性、佛、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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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受試者的語音念讀表現依序為，華韓漢字字音不相近無典型難

音字最佳（正確率達 90.63%），其次為字音相近且無典型難音字（正

確率 79.47%），接著是字音相近有典型難音字者（正確率 66.67%），

最後是字音不相近有典型難音字者（正確率 58.78%）。念讀正確率的

表現即可作為學習者語音學習的難易度預測，而研究者認為，針對韓

國學生的字音教學安排，要從華韓字音相近字開始，而後再進入到語

音結構差異較大的字音不相近字的教學。因為即便為字音相近字，華

韓兩者的語音也無法百分之百地吻合，且學生會因典型的語音難點而

表現不夠理想。然而，讓韓國學生首先掌握相對容易的音近字，還是

可使學生快速、有效地學習，輕鬆就能發出正確的語音，也可增強學

習時的信心，有助於教師在針對韓國學習者語音難點教學時的進行。 

第四節 語義測驗表現 

 所有受試者的語義測驗作答正確率的平均數為 59.48%，標準差

11.08。受試者各題作答情形見下表 四-33 與表 四-34，偏誤原因說明

詳見附錄。 

表 四-33 受試者測試詞 30 詞作答正確率分布情形（是非題） 

華語詞 韓語詞 作答正確率 類型 

方法 方法 81.25% 同形同義詞 

醫院 病院 78.13% 異形同義詞 

學習 學習 68.75% 同形近義詞 

個人 個人 68.75% 同形同義詞 

試驗 試驗 65.63% 同形異義詞 

向後 向後 62.50% 同形異義詞 

限制 制限 59.38% 逆序同義詞 

階段 段階 56.25% 逆序同義詞 

關係 關係 46.88% 同形近義詞 

專家 專門家 40.63% 異形同義詞 

介紹 紹介 40.63% 逆序同義詞 

代言人 代辯人 37.50% 異形同義詞 

要件 要件 34.38% 同形同義詞 

出發 出發 31.25% 同形近義詞 

事情 事情 18.75% 同形異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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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4 受試者測試詞 30 詞作答正確率分布情形（選擇題） 

 答對 答錯 類型 

選項 認識 意識 知道 了解 
同形異義詞 

選擇率 100.00% 0.00% 0.00% 0.00% 

選項 機會 命運 運命 機運 
同形同義詞 

選擇率 90.63% 6.25% 3.13% 0.00% 

選項 面試 面會 面接 見面 
異形同義詞 

選擇率 90.63% 6.25% 3.13% 0.00% 

選項 痛苦 辛苦 苦痛 吃苦 
逆序同義詞 

選擇率 78.13% 12.50% 6.25% 3.13% 

選項 平常 常常 普通 普遍 
同形近義詞 

選擇率 78.13% 15.63% 6.25% 0.00% 

選項 左右 前後 程度 高度 
同形近義詞 

選擇率 75.00% 18.75% 3.13% 3.13% 

選項 代替 代身 代理 代表 
異形同義詞 

選擇率 71.88% 15.63% 6.25% 6.25% 

選項 專用 運用 適用 採用 
同形同義詞 

選擇率 65.63% 18.75% 12.50% 3.13% 

選項 和平 平和 平安 和氣 
逆序同義詞 

選擇率 62.50% 31.25% 6.25% 0.00% 

選項 約定 約束 約見 約談 
異形同義詞 

選擇率 62.50% 18.75% 18.75% 0.00% 

選項 舉辦 開始 開催 開辦 
逆序同義詞 

選擇率 56.25% 21.88% 15.63% 6.25% 

選項 意志 意見 意義 意思 
同形同義詞 

選擇率 53.13% 21.88% 15.63% 9.38% 

選項 預算 計算 打算 豫算 
同形近義詞 

選擇率 53.13% 21.88% 15.63% 9.38% 

選項 設施 施設 架設 設定 
逆序同義詞 

選擇率 46.88% 28.13% 15.63% 9.38% 

選項 意思 關心 好意 選好 
同形近義詞 

選擇率 15.63% 65.63% 18.75% 0.00% 

 將受試者的作答表現，以所操弄之不同的詞彙類型來進行觀察，

所有受試者在各類詞彙的答題正確率依序為：同形同義詞 65.63%＞

異形同義詞 62.50%＞逆序同義詞 57.29%＞同形近義詞 56.77%＝同

形異義詞 56.77%。受試者的各類詞彙之答題正確率的統計如表 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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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而所呈現的標準差差距稍嫌過大，係因各類詞彙的測驗樣本題

數皆只有 6 題的緣故，但不影響各類詞彙之間的相關性分析數值。 

表 四-35 受試者語義各類詞彙之答題正確率的描述性統計 

 平均分數 標準差 人數 

同形同義詞 65.63 20.27 32 

逆序同義詞 57.29 23.92 32 

同形近義詞 56.77 15.18 32 

同形異義詞 56.77 23.13 32 

異形同義詞 62.50 20.74 32 

 分析時首先按照操弄的五類詞彙變項「同形與否」來加以區分，

分為同形詞和異形詞兩種24，受試者的作答正確率統計如表 四-36。

受試者的同形詞答對正確率與語義正確率的相關係數為.779(p<.001)，

異形詞答對正確率與語義正確率的相關係數為.841(p<.001)，皆達顯

著相關。而以 Pearson 積差考驗受試者的同形詞和異形詞答題正確率

之間是否相關，得到相關係數為.343(p=.055>0.05)，未達顯著。但因

所得之 p 值僅略高於.05，改採無母數分析的 Spearman's rho 相關係

數.369(p=.038<.05)，呈顯著相關，顯示受試者在同形詞和異形詞的

作答表現上具有一致性。 

表 四-36 受試者同形詞和異形詞之語義作答正確率的描述性統計 

 平均分數 標準差 人數 

同形詞 59.72 10.37 32 

異形詞 59.90 18.26 32 

 而為觀察受試者在同形詞和異形詞上的表現是否有所差異，以成

對樣本 T檢定的方式考驗，得到兩者正確率之間的 t (1, 31)= -0.055，

p=.956>.05，未達顯著。顯示受試者在同形詞和異形詞的作答表現上

並無明顯差異。與研究者認為的「同形詞表現優於異形詞」之假設不

符，可能受到研究選取的異形詞都是同義詞，但同形詞中除了有同義

詞之外，還涵蓋了近義詞和異義詞影響的關係。 

                                                 
24

 同形詞包含「同形同義詞、同形近義詞、同形異義詞」三類；異形詞為「逆序同義詞」

和「異形同義詞」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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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開檢視研究操弄的五類變項詞彙的表現與語義正確率之間的

相關係數，得到同形同義詞的相關值為.508(p<.001)、逆序同義詞的

為.718(p<.001)、同形近義詞的為-.224(p=.219>.005)、同形異義詞的

為.756(p<.001)、異形同義詞的為.653(p<.001)，除同形近義詞外，皆

呈顯著相關。而將五類詞彙變項以重複量數之方式進行組內分析時，

得到各變項之間的顯著性為.067（p 值略大於.05），未達顯著。不過

若以成對比較的方法來檢視數據，則獲得如下表 四-37 的結果。 

表 四-37 語義測驗各類變項間的成對比較   

(I) 變項 (J) 變項 平均差異 

(I-J) 

標準

誤差 

顯著性a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a

 

下界 上界 

同形同義 逆序同形 .500 .308 .114 -.128 1.128 

 同形近義 .531 .277 .064 -.033 1.096 

 同形異義 .531 .287 .074 -.055 1.118 

 異形同義 .188 .306 .544 -.437 .812 

逆序同形 同形近義 .031 .322 .923 -.626 .688 

 同形異義 .031 .282 .913 -.544 .607 

 異形同義 -.313 .275 .264 -.873 .248 

同形近義 同形異義 .000 .359 1.000 -.733 .733 

 異形同義 -.344 .326 .299 -1.008 .320 

同形異義 異形同義 -.344 .194 .086 -.739 .051 

測量: MEASURE_1，根據估計的邊緣平均數而定  

a. 調整多重比較：最低顯著差異（等於未調整值）。 

 由表 四-37可見，各類詞彙做為變項之間的相關性雖然不明顯，

但「同形同義詞」與「同形近義詞」的顯著性在.064，「同形同義詞」

與「同形異義詞」的顯著性為.074，而「同形異義詞」與「異形同義

詞」的顯著性則有.086。若放寬變項相關性的檢視標準，前述三組變

項的比較已符合邊緣顯著 (p<0.1)的數值，因此研究將從此三組變項

再加以分析探討。分項說明如下：  

1. 「同形同義詞」與「同形近義詞」的相關性  

 從表 四-37的成對檢定可知，受試者同形同義詞的正確率和同形

近義詞的正確率之間的顯著性為.064，呈邊緣顯著。而以成對樣本檢

定的方式來考驗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時，則得到兩者之間的相關係數



 

74 

為.064 (p=.729>0.05)，未達顯著相關。判斷研究變項之間僅呈邊緣顯

著的關係，乃受到樣本題數較少之影響。因此，再考驗 Cohen's d 值25

觀察兩個變項之間的效果量（Effect Size）是否顯著，以期獲得能夠

支持研究的論點。考驗的「同形同義詞正確率」與「同形近義詞正確

率」兩個變項之 Cohen's d 值為 0.49（接近 0.5），即有中度以上之

顯著。故可合理推估，若增加研究測驗的樣本題數，檢定結果將呈現

直接顯著。而考驗出 Cohen's d 值呈中度顯著，即表示受試者在華韓

同形同義詞的表現上略優於同形近義詞之表現。 

2. 「同形同義詞」與「同形異義詞」的相關性 

 前頁表 四-37 的成對檢定表呈現，受試者的同形同義詞正確率和

同形異義詞正確率之間的顯著性為.074，呈邊緣顯著。而以成對樣本

檢定的方式來考驗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時，則得到兩者之間的相關係

數為.226(p=.214>0.05)，未達顯著。不過考驗得出的 Cohen's d 值為

0.41，顯示受試者同形同義詞的正確答題數和同形異義詞的正確答題

數呈現中度相關。亦即表示，受試者華韓同形同義詞的表現比華韓同

形異義詞的表現好。  

3. 「異形同義詞」與「同形異義詞」的相關性 

 參與研究的受試者的異形同義詞答題正確率和同形異義詞答題

正確率的成對分析一樣可參考前文表 四-37 的檢定數據，表中顯示兩

者之間的顯著性為.086，呈現邊緣顯著。而再進一步以成對樣本 T的

方式檢定時，得到其相關係數為.658(p=.000<0.05)，Cohen's d = 0.45，

呈中度相關。顯示受試者異形同義詞的表現比同形異義詞的好。 

 由上述第 1.2.兩點對於華韓「同形同義詞」與「同形近義詞」、

華韓「同形同義」與「同形近義詞」的組間比較可得知，學習者在學

習華韓結構相同（同形）之詞彙時，若華語的意義與受試者原有的韓

語漢字詞彙認知一致（同義），便可以有直接且正面的語言遷移，較

                                                 
25

 Cohen's d 值以線上效應值計算機(Effect Size Calculator)運算而得，網址為

http://www.polyu.edu.hk/mm/effectsizefaqs/calculator/calculator.html，取自

2013/04/25。 

http://www.polyu.edu.hk/mm/effectsizefaqs/calculator/calcula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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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產生偏誤。不過要是華語詞彙的意義和韓語詞彙的意義相近但

有些出入（近義），或是意義完全不同（異義）的話，學習者就需要

再更進一步的認知解碼，因此可能造成在產出華語時發生偏誤情形。

而第 3 點相關係數的分析結果，反映出的也是參與研究的受試者在面

對華韓異形同義詞彙與同形異義詞彙時，優先處理的是詞彙所代表的

意義，而不是從詞彙形態的表徵來切入，才會產生意義相同但形態不

同的詞彙表現優於意義不同但形態相同的詞彙表現的情形。 

一、 不同詞類的分析 

 語義測驗分為是非和選擇兩種題型，各 15 小題，包含了「華韓

同形同義詞」、「逆序同義詞」、「同形近義詞」、「同形異義詞」與「異

形同義詞」等五類詞彙，測驗題數各 3 題。觀察研究結果發現，受試

者的是非題作答正確率並不如選擇題的，判斷受試者的作答表現可能

受到題型所提供的線索之多寡影響。 

 然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分析受試者各類漢字詞彙使用是否正

確，以及觀察受試者的韓國漢字認知在其作答思考上和實際答題表現

上的影響。故不論是非或選擇題型，而是以詞彙的分類為基準，挑選

各類詞彙中受試者答題錯誤率較高（是非題錯誤率達 50%以上，選

擇題有選錯比例達 25%以上選項）的題目進行討論。分述如下： 

1. 同形同義詞 

 受試者在同形同義詞的作答平均正確率為 65.63%，表現明顯優

於其他詞彙類別，而錯誤率達 50%以上的題目僅是非題第 9 題。 

 

是非題 9.（  O  ）專心和努力是學好中文的要件。 

 「要件」為華韓同形同義詞，在華語和韓語裡的形式、意義、用

法皆相同，為「必要的條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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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8 受試者是非第 9 題作答情形的描述性統計 

受試者作答 答對 答錯 總計 

人數 11 21 32 

百分比 34.38% 65.63% 100% 

 由表 四-38可看出，是非題第 9題有多達 66%的受試者作答錯誤，

顯示母語裡與華語同形同義詞的漢字詞彙影響並未正確發揮。而答錯

的受試者在回溯口語中多表示，沒學過華語「要件」一詞，看整題的

脈絡覺得應該要使用「條件」才通順，因此判斷「要件」出現在題中

為錯。顯示受試者在此題的判斷上，運用目標語知識先於母語知識。 

2. 逆序同義詞 

 受試者在逆序同義詞的作答平均正確率為 57.29%，表現僅優於

同形近義詞和同形異義詞，而錯誤率達 50%以上的題目有是非題第 3

題和選擇題第 4、10 題。 

 

是非題 3. （  X  ）今天是我們班第一天上課，請大家先來自我紹

介一下。 

 韓語的「紹介」即為華語的「介紹」，兩者除了語序顛倒外，在

華語和韓語裡的意義、用法皆相同。 

表 四-39 受試者是非第 3 題作答情形的描述性統計 

受試者作答 答對 答錯 總計 

人數 13 19 32 

百分比 40.63% 59.38% 100% 

 由表 四-39可看出，是非題第 3 題有 59%的受試者作答錯誤，其

餘的 41%作答正確，顯示母語的遷移帶給了華語產出上的負面影響。

而作答錯誤的受試者，有的在答題後的回溯口語中表示，因為看到題

目中出現了一樣的漢字，就直接判斷詞彙使用正確；而有的則表示，

其實知道韓語和華語的差別，只是不小心看得太快所以寫錯。顯示受

試者在此題的判斷上，除了母語的負遷移，還可能受到題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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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4. （  2  ）這間旅館的______真不錯，難怪這麼多人喜歡。 

○1  施設 ○2  設施 ○3  設定 ○4  架設 

 

 韓語的「施設」即為華語的「設施」，兩者除了語序顛倒之外，

在華語和韓語裡的意義、用法皆相同。 

表 四-40 受試者選擇第 4 題作答情形的描述性統計 

受試者作答 ○1 施設 ○2 設施 ○3 設定 ○4 架設 總計 

人數 9 15 3 5 32 

百分比 28.13% 46.88% 9.38% 15.63% 100% 

 表 四-40 呈現出，參與研究的 32 名受試者雖然在此題作答正確

的人數多於作答錯誤的，但選擇正確選項 2 的受試者比例不超過全體

的一半（僅 47%），而有 28%的受試者選了錯誤的選項 1，也就是韓

語的漢字詞彙「施設」，高於選擇其餘兩個干擾變項的比例。而在作

答錯誤的受試者當中，除了確實懂得韓語「施設」一詞的，另有作答

錯誤的受試者表示，作答時是從選擇題的選項來推測題目的答案可能

不是選項 1 就是選項 2。顯示受試者的作答表現可能不僅受到母語認

知的負遷移影響，亦會因題型所提供的線索多寡而改變其作答選擇。 

 

選擇題 10. （   4  ）中國一直要求台灣接受______統一。 

○1  平安 ○2  平和 ○3  和氣 ○4  和平 

 

 韓語的「平和」即為華語的「和平」，兩者除了語序顛倒外，在

華語和韓語裡的意義、用法皆相同。 

表 四-41 受試者選擇第 10 題作答情形的描述性統計 

受試者作答 ○1 平安 ○2 平和 ○3 和氣 ○4 和平 總計 

人數 2 10 0 20 32 

百分比 6.25% 31.25% 0.00% 62.50% 100% 

 表 四-41 顯示，受試者此題作答正確人數的比例為 63%，然在剩

下的 37%之作答錯誤受試者中，有八成以上的人選了選項 2 的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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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詞彙「平和」，遠遠高於選擇其餘兩個干擾變項的比例。在作答

正確的受試者中，有少數表示仍然對「平和」跟「和平」的使用時機

和搭配詞彙感到困惑，而多數作答錯誤的受試者亦表示，韓語「平和

統一」的習慣說法，直接影響了其作答時的判斷。顯示受試者的母語

認知在華語表現上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3. 同形近義詞 

 受試者在同形近義詞的作答平均正確率為 56.77%，和同形異義

詞一樣名列各類詞彙最後，其中錯誤率達 50%以上的題目有是非題

第 1、15 題和選擇題第 1 題，皆有高達 69%的人選擇非正確解答的

韓國漢字詞選項。受試者答提錯誤之情形，詳述如下： 

 

是非題 1. （  O  ）如果大家都可以從別人的立場出發，就不會有

那麼多不愉快了。 

 華語的「出發」，可以是具體的動身離開、前往某處，也可以是

抽象的「動機」或「為某人某事著想」的概念，在韓語中只有具體概

念的出發，沒有抽象的用法。 

表 四-42 受試者是非第 1 題作答情形的描述性統計 

受試者作答 答對 答錯 總計 

人數 10 22 32 

百分比 31.25% 68.75% 100% 

 從表 四-42可看出，受試者在是非題第 1 題作答正確的人數比例

只有 31%，錯誤的人數高達 69%。作答錯誤的受試者在回溯口語中

皆表示，在韓語裡完全不會使用「從……立場出發」的搭配，所以看

到題目的時候就認為華語表現也是錯的，就回答此題的詞彙用法有誤。

顯示受試者在答題時的思路，受到對母語漢字詞彙認知的負面影響。 

 

是非題 15. （   O  ）這件事情關係重大，一定要小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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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的「關係」，指的可以是人事物間的關連情形，也可以是對

相關事物的影響和牽涉，另還泛指各項原因和條件等，可當名詞用也

可當動詞用；但韓語指稱的是兩個以上的人事物之間互相關連與其關

連情形、在某方面或領域上產生關連，並無表示「對相關事物的影響

和牽涉」之義項，僅作名詞使用。就義項層面而言，「關係」的華語

意義範圍大於韓語；而語法層面而言，華語的功能也比韓語的多。 

表 四-43 受試者是非第 15 題作答情形的描述性統計 

受試者作答 答對 答錯 總計 

人數 15 17 32 

百分比 31.25% 68.75% 100% 

 從表 四-43 可看出，受試者在是非題第 15 題上，作答正確的人

數比例只有 31%，作答錯誤的人數高達 69%。作答錯誤的受試者中，

僅一、兩名表示完全看不懂「關係」一詞，其餘的皆在回溯口語時解

釋道，作答時將整句話譯為韓語後感覺一點都不通順，不清楚「關係」

的後面為什麼接了「重大」來形容，因此認為不是正確的用法，所以

回答錯誤。顯示受試者母語詞彙認知在答題時產生了負面遷移影響。 

 

選擇題 1. （   3  ）不管你做什麼他都這麼熱心，我覺得他可能對

你有______。 

○1  選好 ○2  好意 ○3  意思 ○4  關心 

 

 華語的「有意思」，表達的不僅是「有趣、好玩、饒負興味」

等意義，還有表示「男女之間互相喜歡，有曖昧情愫」的習慣用法

，相當於韓語的「有關心(관심이 있다.)」。然而華語的「關心」 

意為「關懷、掛念」及「注意、留心」等，對象可以是任何人，並不

像韓語一樣僅限於使用「男女之間互相喜歡」的情感之意。 

表 四-44 受試者選擇第 1 題作答情形的描述性統計 

受試者作答 ○1 選好 ○2 好意 ○3 意思 ○4 關心 總計 

人數 0 6 5 21 32 

百分比 0.00% 18.75% 15.63% 65.6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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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四-44顯示，受試者此題作答正確的人數比例偏低，僅有 16%，

而在 84%作答錯誤的受試者之中，又有近八成的人選了選項 4 的韓

語漢字詞彙「關心」，遠高於選擇其餘兩個干擾變項的比例，甚至選

擇選項 2「好意」一詞的受試者比例也略高於選擇正確答案者。 

 作答錯誤的受試者在回溯口語時一致表示，只知道華語「有意思」

是代表「有趣」的意思，不清楚還有「喜歡」的用法。且多數作答錯

誤的受試者在看到題目選項 4 的「關心」時，就直覺地以韓語「有關

心」來對應華語表現，認為是再正確不過的說法。顯示受試者的母語

認知在華語表現上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除此之外，研究尚觀察到另一項有趣的結果是，選擇選項 2「好

意」的受試者表示，知道在華語裡並不說「有關心」，所以就推敲華

語的「關心」可能有表示「好意、關懷」的意思，因此選擇了選項 2。

顯示參與研究的部分受試者，已可不需依賴母語，具備了以華語學習

或分析華語的能力。 

4. 同形異義詞 

 受試者在同形異義詞的作答平均正確率為 56.77%，和同形近義

詞一樣名列各類詞彙之後，不過正確率偏低的只有是非題第 11 題，

受試者作答錯誤率高達 81%。 

 

是非題 11. （   X  ）他會做這樣的決定，一定有他的事情。 

 華語的「事情」，指的是事物的實際情形，包括人類一切行為及

自然界所有的現象或活動，而韓語的「事情」指的則是事情的「狀況

或原因」，兩者的漢字及構詞形態相同但意義不同。 

表 四-45 受試者是非第 11 題作答情形的描述性統計 

受試者作答 答對 答錯 總計 

人數 6 26 32 

百分比 18.75% 81.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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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四-45 可看出，受試者在是非題第 11 題作答正確的人數比例

僅有 19%。多數作答錯誤的受試者表示，將題目的意思理解成了「他

會做這樣的決定，是有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判斷此一詞彙在此題

中為正確的用法。而部分受試者表示，作答時係直接意識到韓國漢字

詞「事情」就是華語的「原因或理由」的意思，所以認為句子正確，

顯示受試者母語詞彙認知在答題時產生了負面遷移影響。 

5. 異形同義詞 

 受試者在異形同義詞的作答平均正確率為 62.50%，僅次於在同

形同義詞的表現，其中錯誤率達 50%以上的題目，有是非題第 2 題

和第 6 題，約有 60%左右的受試者答題不正確。 

 

是非題 2. （  X  ）王老師是中國文學的專門家，有問題可以向他

請教。  

 華語的「專家」等於韓語的「專門家(전문가)」，指精於某種

學術或技藝之人。兩者除了使用的漢字形態不同，詞性、用法皆同。 

表 四-46 受試者是非第 2 題作答情形的描述性統計 

受試者作答 答對 答錯 總計 

人數 13 19 32 

百分比 40.63% 59.38% 100% 

 從表 四-46可看出，受試者在是非題第 2 題作答正確的人數比例

為 41%，作答錯誤的人數比例達 59%。作答錯誤的受試者，有的在

答題後的回溯口語中表示，因為看到題目中出現了和韓語一樣的漢字

詞彙，就不疑有他地認為華語也是完全相同的；而有的受試者則表示，

其實知道韓語和華語在「專門家」一詞的形態上好像有所區別，但是

無法確定詞彙的正確表達形態為何。顯示受試者在此題的判斷上，母

語漢字詞的認知負遷移影響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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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題 6. （  O  ）高偉立是很多公司的代言人，常常在電視上看

到他。  

 華語的「代言人」等於韓語的「代辯人(대변인)」，字典義皆

為「代表某方面發表言論的人」，而在現代社會中，更多用於指稱

的是「專為某廠牌進行宣傳、行銷商品或形象之人」。華語和韓語

除了使用的漢字形態不同外，其他的詞性、用法等皆相同。 

表 四-47 受試者是非第 6 題作答情形的描述性統計 

受試者作答 答對 答錯 總計 

人數 12 20 32 

百分比 37.50% 62.50% 100% 

 從表 四-47可看出，在是非題第 6 題，受試者作答錯誤的人數比

例達 63%。作答錯誤的受試者，有的在回溯口語中表示，一看到題

目中的「代言人」就可以大概猜出詞彙意義，進而聯想到韓語的「代

辯人」，但是因為沒學過華語「代言人」一詞，所以無法掌握此題的

詞彙使用正確與否；或者是無法立即想到華韓對應漢字詞彙的受試者，

也能在看到華語「代言人」時，將詞彙拆解由字義入手，推斷詞彙的

意義為「代表某個團體說話的人」，不過也是由於無法確定詞彙的正

確表達形態為何，因此導致答題錯誤。顯示受試者在此題的判斷上，

除了受到母語漢字詞彙的整詞影響外，還有拆分詞彙中的個別字義再

組織推論的能力。 

二、 語義偏誤成因 

 從上述對各類漢字詞彙偏誤情形的討論可得知，受試者們在同形

同義詞彙表現最佳，其次依序為異形同義詞、逆序同義詞，同形近義

詞和同形異義詞則並列最後，而各題錯誤情形的分類，詳見下頁表 

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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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48 受試者測試詞 30 詞作答偏誤類型 

分類 測試詞[正確答案]→[受試者認為的答案] 類型 

受韓語漢字詞

影響形成 

負遷移 

去醫院看醫生→病院 異形同義詞 

值得學習→「學習」不能接在「值得」後使用 同形近義詞 

考驗我會不會生氣→試驗 同形異義詞 

之後的發展→向後 同形異義詞 

有很多限制→制限 逆序同義詞 

在當學生的階段→段階 逆序同義詞 

關係重大→「關係」後面不能出現「重大」 同形近義詞 

中國文學的專家→專門家 異形同義詞 

自我介紹→紹介 逆序同義詞 

會這樣做必定有他的理由→事情 同形異義詞 

從別人的立場出發→「出發」只能去「某地」 同形近義詞 

錯過機會→錯過「命運」或「運命」亦皆正確 同形同義詞 

重要的面試→面會、面接 異形同義詞 

心裡很痛苦→苦痛、辛苦 逆序同義詞 

他看起來只有20歲左右→前後 同形近義詞 

我代替他過來→代身、代理、代表 異形同義詞 

他對你有意思→「有關心」表示喜歡某人 同形近義詞 

和平統一→「平和」統一 逆序同義詞 

足球賽在巴西舉辦→開催 異形同義詞 

旅館設施→施設 逆序同義詞 

生活費預算→豫算；計算、預算 異形同義詞 

念書專用→適用 同形同義詞 

見面的約定→約束 同形異義詞 

 

運用華語知識

但判斷錯誤 

 

 

好方法→辦法 同形同義詞 

個人的想法→自己 同形同義詞 

學好中文的要件→條件 同形同義詞 

在電視上看到的代言人→拆分各字知道是韓

語的「代辯人」，但不確定正確的華語表達。 

異形同義詞 

平常不用上課的時候→與「常常」混淆。 同形近義詞 

足球賽在巴西舉辦→開始、開辦 異形同義詞 

意志堅定→因不知「堅定」一詞，作答困難。 同形同義詞 

念書專用→沒接觸過「專用」一詞，再加上知

道「運用」就是「使用」的意思，所以選錯。 

同形同義詞 

見面的約定→以為「約見」是「約會」加「見

面」的縮略。 

同形異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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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語義測驗的各類詞彙答題正確率發現，受試者表現較好的同

形同義詞、異形同義詞及逆序同義詞的共同點為「同義」，顯示參與

研究的受試者對於華語漢字詞彙的掌握，主要從「是否與韓國漢字詞

意義相同」來著手。而從表 四-48中亦可看出，影響答題偏誤的原因，

「受韓國漢字詞影響所形成的負遷移」比「運用華語知識但判斷錯誤」

的情況來得多。 

 從詞彙意義相同與否作為出發來學習的現象，反映出在同樣的語

言結構中，但華語和韓語之間的意義缺乏脈絡可尋的情況下，受試者

就必須另外記憶同形詞彙在華韓兩個語言裡的不同意義及用法。也就

是說，受試者在面對同形近義詞或異義詞時，所需負荷的認知活動比

起同形同義詞彙的來得更多，就容易導致其在華語產出的表現上不理

想，所以「同形同義詞」的正確率明顯高於「同形近義詞」和「同形

異義詞」兩類。而此亦可解釋受試者「同形近義詞」與「同形異義詞」

的作答表現呈無顯著差異的情形，因為對本研究的受試者而言，華韓

詞彙意義相近或意義完全不同，都是仍在混淆、不易區分的部分，所

以不論華韓的詞彙是「近義」還是「異義」，皆不具有明顯的差別，

華語產出的表現都無法太好，研究結果與鄭秀美（2003）的研究互相

呼應。鄭（2003）指出，韓國學生在義項範圍不同的多義詞的表現上，

錯誤率相當地高，尤其是當華語詞彙的使用範圍較大時，只能依母語

的釋義來了解華語詞彙，更產生了理解與使用上的困難。 

 參與本研究的受試者們亦於回溯口語時提到，在其作答過程中的

思考，有直接遷移韓國漢字詞彙的傾向，也有運用華語所學的現象：

若測驗詞彙是在台灣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華語詞彙，受試者不假思索

便能正確作答；但如果是需要加以分辨意義或用法的詞彙時，容易產

生華語和母語認知的混淆，出現偏誤的情形便明顯增加。研究者據此

認為，針對韓國學生的漢字詞教學安排，要從華韓意義相同的詞彙開

始，而後再進入到需要仔細區辨義項、固定搭配用法與語法功能都不

盡相同的近義詞和異義詞。此外，分析測驗結果顯示，受試者的作答

正確率受到測驗題型的影響，由於選擇題的特性就是能提供的較多的

線索，所以受試者在選擇題上的表現比是非題的要好一些。然題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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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欲探討之重點，故不納為教學應用參考，僅就受試者測驗表現

與問答回饋，提出合適的教學建議。 

第五節 小結 

 本章呈現受試者的語音語義測驗表現，並檢視了研究操控的各個

變項之間的相關性。主要發現與結果如下： 

i.   受試者的語音語義測驗綜合表現，平均答題正確率為

67.00%，32 名受試者中僅有 2 名的正確率低於 45%。而受試者

的答題正確率與其所使用之華語教科書，也就是華語程度的高低，

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受試者的華語學習程度越高，在研究測驗

上的答題正確率就越高。而分析研究的各變項組內間與測驗表現

之間的相關度後發現，受試者背景變項中的「所用教科書」和「通

過韓國漢字測驗與否」，為可預測其測驗答題正確率之變項。 

ii.     在語音測驗的表現上，受試者的平均念讀正確率為71.98%，

標準差 14.33。研究操弄之華韓字音相近字和字音不相近字的兩

個變項間呈顯著相關，受試者華韓字音相近字的念讀正確率明顯

優於華韓字音不相近字的。而綜合分析受試者的字音念讀情形後

發現，受試者在聲調部分的第三聲表現最不穩定，經常讀錯成二

聲；而第二聲、第一聲、第四聲則互相混淆。聲母問題以 z[ts]、

和 ch[ʈʂ
h
]、r[ʐ]最為明顯；韻母的偏誤是聲母 r[ʐ]的空韻[ʅ]念成[ɣ]

或以[l]替代 r[ʐʅ]整體音節、[y]變成[yi]或[ui]、[o]變複韻母[ou]、

鼻韻母[in][iŋ]不分等現象最為明顯。且受試者的語音偏誤表現並

非導因於遷移整體韓國漢字字音，而是遷移了華韓聲、韻母的個

別對應關係所致。 

iii.     語義測驗方面，受試者的各類詞彙作答正確率依序為：同形

同義詞 65.63%、異形同義詞 62.50%、逆序同義詞 57.29%、同形

近義詞 56.77%和同形異義詞 56.77%。分析結果發現，受試者在

同義詞的表現明顯優於近義詞和異義詞的，顯示參與研究的受試

者在記憶和運用華語詞彙時，習慣從母語中遷移漢字詞彙，有以

對比華韓語詞彙意義的方式來切入學習的傾向。而受試者在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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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漢字詞彙時，亦同時遷移了對詞彙慣用法及搭配形式的認知，

若遇到與韓國漢字詞彙意義相同但用法不同的華語詞彙時，一樣

會產生混淆導致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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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本章根據研究分析所獲得之結果，按照受試者的語言正、負遷移

現象，並綜合訪談回饋，提出適合韓國學生的字音、字義教學排序與

教學應用建議，分述於第一、二節。 

第一節 字音教學應用 

 單字音節是語言表達的第一步，在參與本研究的受試者中，有

17%的人次認為韓國的漢字因有助於其華語語音的產出，但同時也有

21%的人次表示，在以華語表達的時候，韓國的漢字音所帶來的是負

面干擾。為擬出給韓國學生的字音教學排序，首先要了解受試者在念

讀各字時的難易度
26
，參見第四章第三節表 四-6、表 四-10。按學習者

語音偏誤情形所歸納出的各字念讀難易度，參見圖 五-1。 

圖 五-1 字音類別與學習難易度（由易到難） 

一、 教學順序安排 

 由本文前章的統計數值與受試者的念讀正確率可知，受試者在字

音相近字的念讀表現上，普遍較字音不相近字來得好，也就是對於韓

國學生而言，華韓字音相近字的念讀難度等級相對較低。然而，即便

是字音相近字，由於兩個語言之間的語音並無法完全一致，且可能包

含典型語音難點的緣故，受試者還是會產生念讀錯誤，因此仍需教師

提供教學。但不過也正因為字音相近，學生學習起來相對容易，只要

透過教師的示範，就可以快速地模仿並發出正確的語音，有助於建立

其信心，也能為之後學習字音不相近字打下語音基礎。 

 研究者認為，在字音教學順序的安排上，應先教較容易念讀的字

音相近字，待學習者熟悉且掌握自如後，再針對念讀正確率較低且語

音結構差異較大的字音不相近字，以凸顯韓國學生典型的聲、韻、調

                                                 
26

 按念讀正確率劃分，即正確率高的為難度低的，正確率低的為難度高的。 

字音不相近
無典型困難

音字 

字音相近且
無典型困難

音字 

字音相近且
有典型困難

音字 

字音不相近
有典型困難

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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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問題之方式進行教學。而教學的技巧是，在遇到字音相近字時，

提醒學生盡可能地先利用韓語的漢字發音先推敲華語的語音，再聆聽

華語母語者的語音，並對照其舌位及口型，同時注意華韓語音之間的

細微差異，將原本發韓語音的調整成發華語音的；字音不相近字的教

學，則要求學生拋開韓國漢字音的聯想，反覆聆聽華語的整字語音後，

再針對其發音之主要難點進行詳細說明與提醒。 

二、 教學應用策略  

 茲以本研究之語音測試字為例，先按韓國學生的念讀表現分類如

表 五-1，再舉出教學說明。 

表 五-1 韓國學生的字音教學分類表 

 字音相近字 字音不相近字 

無典型難音 工、外、面、關、相、意、用、

年、內、文、本、化、同、所 
高、開、要、後、別、力 

有典型難音 
方、中、出、從、最、運 

家、生、學、代、二、全、女、

先、日、個、性、佛、法、品 

*標示底色為念讀正確率未達 70%之字，已於前章詳述。 

（一）字音相近無典型難音字：同、所 

 「同」[t
h
uŋ35:]的韓語漢字音為동[toŋ]，韓國學生很容易就可以

發現此一對應現象，並且輕鬆地遷移母語至華語學習上。但應該注意

的是，華語的不送氣聲母 d[t]和送氣聲母 t[t
h
]皆可對應至韓語的微送

氣聲母ㄷ[t]，而華語送氣聲母 t[t
h
]又還可以再對應到韓語多送氣聲母

ㅌ[t
h
]。比方說 t[t

h
]在華語第二聲如「同」和「童」時，對應的韓語

漢字音為동[toŋ]；而 t[t
h
]在華語第一、三、四聲如「通」、「統」、

「痛」等字，所對應的韓語漢字音為통[t
h
oŋ]。華語教師可讓韓國學

生從漢字音來推敲華語發音，不過要提醒學生小心不要把華語的送氣

聲母[t
h
]讀成了韓語的多送氣聲母[t

h
]，以免引發聲調的錯誤。 

 「所」[suo214:]的韓語對應漢字音為소[s
h
o]，也是韓國學生在聽

感上認為相似的字音之一。不過由於華語的[uo]為後響複韻母，[u]

僅作介音的緣故，要念讀、但是不強調，韓國學生有的無法掌握[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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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響度，有的直接搬移了母語漢字音[o]的念讀方式，都導致了語音

偏誤。華語教師可具體將華、韓漢字音念讀出聲，讓學生留心區辨之，

並觀察教師在念讀複韻母[uo]時的口型變化，然後自行糾音。 

（二）字音相近有典型難音字：最、運 

「最」[tsuei51:]的韓語漢字音為최[tʃ
h
ø]（[ø]或作[we]），而「運」

[yn51:] 的韓語漢字音為운[un]，華語教師亦可先讓學生對華、韓漢

字音進行聽辨，而後再針對韓國學生的典型難音給予詳細的解釋。 

指導學生念讀 z[ts]-c[ts
h
]-s[s]的典型語音問題，可從幾乎不太出

錯的 s[s]著手，告訴學生念讀 z[ts]-c[ts
h
]應維持與發 s[s]同樣的口型，

僅改變原本摩擦的舌位變成稍微阻塞的，且注意送氣的多寡即可。 

至於 zh[ʈʂ]-ch[ʈʂ
h
]-sh[ʂ]也是要提醒學生注意舌位的問題，可教學

生將舌尖稍微往後帶，並在接觸口腔硬顎時稍微凹陷舌面以發音。此

外，針對韓國學生從聽感上就與 z[ts]-c[ts
h
]-s[s] 和 zh[ʈʂ]-ch[ʈʂ

h
]-sh[ʂ]

混淆的 j[tɕ]-q[tɕ
h
]-x[ɕ]，教師應該要特別放慢學習速度，將舌面音的

發音部位說明清楚，告訴發音時要將舌頭的舌面中間完全隆起和上顎

接觸。並且提醒學生，華語此三個音的舌位要比韓語的ㅈ[tʃ]-ㅊ[tʃ
h
]- 

ㅉ[tʃ
ʔ
]等來得後面。 

而韓國學生典型的韻母[y]問題，其實也受到了韓國語音念讀的影

響，韓國學生認為韓語的ㅟ[y]完全等同於華語的[y]，但是韓國學生

讀韓音ㅟ[y]的時候都念成[wi]，此一習慣帶到了華語學習中，就把華

語圓唇不展的單元音[y]拆成以[u]+[i]的方式念讀。教師應多加訓練並

反覆提醒學生維持圓唇不動，直至其達到見[y]不展唇的反應。 

（三）字音不相近無典型難音字：別、力 

 「別」[piɛ35:]的韓語漢字音為별[piəl]，而「力」[li51:] 的韓語

漢字音為력[liək]，語音結構不相近，且亦無韓國學生的語音念讀難

點。因為華韓漢字音音節差距過大的關係，韓國學生基本上不會產生

母語的負遷移現象，教師無須另作說明，只要讓學生自然習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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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音不相近有典型難音字：法、品 

「法」[fa214:]的韓語漢字音為법[pəp]，而「品」[p
h
in214:] 的韓

語漢字音為품[p
h
um]，語音結構不相近。 

韓語中並沒有唇齒音[f]，所以有的韓國學生會把聲母[f]發成鄰近

部位的[p]或[p
h
]，主要的問題就是要將上齒與下唇輕輕咬合，再將氣

送出，但學生會誤發成[p]或[p
h
]。事實上，學生產生偏誤的現象也和

韓語許多唇齒音的漢字音用[p]或[p
h
]來標記的方式有關。所以教師在

進行唇齒音的教學時，要仔細分辨出學生是因為發音部位的問題或是

韓國對漢字音的紀錄方式而產生的誤導。如果是因為韓國漢字音記錄

所導致的錯誤，就要建議學生盡量拋開韓語漢字音的影響。至於鼻音

韻母[in][iŋ]不分的情形，可從韓語帶入，以協助韓國學生正確念讀。 

（五）關於聲調 

雖然宋時黃（2003）指出，韓語語調的單音節高平調可視為華語

的第一聲，高上聲調可視為華語的第二聲；而華語的三、四聲則大概

可以全上升調、高下降調來對應。但研究者發現，韓國學生實際並不

認為其母語中的單字語調可與華語聲調之間產生對比關係。例如，「化」

[hua51:]的韓語漢字音為[xua]，但無論念成高平的[xua]還是高降的

[xua]，韓語母語者都不會誤以為是其他字。因此，若要以韓語單音

節語調來帶華語聲調，可能只會讓學習者更加混淆。 

朱川（1997）認為在單字調的教學中，以第一聲最至關緊要，因

為華語學習者如果把高平的[55:]調發成了中平或低平，就會影響到應

該揚起的[35:]調沒有上升的空間、該高降的[51:]調起調也變低，導致

第二升上不來、第四聲降不下去的現象，所以朱川（1997）提出了以

華語第一聲[55:]來掌握四聲的學習方法。本研究的韓國受試者的一聲

聲調偏誤也是起音不高，使得其他的聲調也都混淆不清。教學時要對

學生強調，第一聲的高平起調一定要夠高，維持長度，並且使其反覆

練習之。而本研究受試者的第一聲偏誤為第四聲的情形較明顯，因此



第五章  教學應用 

91 

研究者主張，待韓國學生熟悉了第一聲[55:]後，接續的應是第四聲

[51:]的教學，而後再換教第二聲[35:]。 

最後，要談的就是最困擾韓國受試者的三聲[214:]調，也是所有

外國華語學習者最不容易表現好的部分。本研究透過實驗語音分析顯

示，華語母語者念讀單字時的三聲調，呈現出[21]下降長且[14]上揚

時間短促，甚至消失不見的情形；但韓國受試者的三聲調，是[21]下

降太短而[14]上揚的時間太長，因此聽起來都變成二聲。建議可先忽

略第三聲往上揚起的部分，直接向學生誇示[21]段的念讀，甚至將三

聲的起調提高至第二聲的起調後再向下降（即採[31:]的調型），同時

對比從第二升起調向上揚（變成[35:]）的調型，也是可有效建構韓國

學生對華語聲調認知的策略。不過無論教的是聲母、韻母還是聲調，

給學生的語音教學概念，重要的就是讓學生多聽，然後再多多模仿教

師念讀華語時的舌位與口型、勤奮練習。 

三、 小結 

 本節根據受試者語音念讀偏誤之分析情形，分別就「字音相近且

無典型難音字」、「字音相近且有典型難音字」、「字音不相近無典

型難音字」、「字音不相近有典型難音字」等四類漢字，進行了字音

教學說明。研究者主張，華語教師可多利用韓國漢字音來帶出字音相

近字的教學，但須注意提醒學生不能完全遷移母語中的漢字讀音，必

須進行細部的區辨。而區辨就是要先從聽辨華韓語音開始，對比母語

和目標語後再反覆地模仿與念讀，且教師也應該在字音教學的同時，

針對韓國學生的典型語音難點加以補強，讓學生內化語音知識。如此

一來，學生日後在產出華語語音之前，便能意識到其語音產出的歷程，

並得以介入監控、調整，進而正確地產出語音。 

第二節 字義教學應用 

 參與研究的受試者中，有高達 70%的人次，認為韓國的漢字詞彙

在理解華語字詞意義的時候是有正面影響的；另外也有 52%的人次

表示，韓語詞彙的用法會使自己在使用華語的時候產生困惑，經常無

法肯定華語的正確表達形式與搭配，也容易使用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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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研究的實驗結果來看，韓國學生在各類詞彙辨別上的難易度

依序為：形式和詞義皆相同、詞彙意義呈一對一對應關係的詞彙，接

著是形式不同、但詞義相同的詞彙，再來是語素順序顛倒、但意義相

同的詞彙，而形式相同、但詞彙義項不完全相同或全然相異的詞彙，

則是最難的，參見第四章第四節表 四-33、表 四-34 與表 四-48。按

學習者語義答題偏誤所歸納出的詞彙學習難易度，見下圖 五-2。 

 

圖 五-2 詞彙類別與學習難易度（由易到難） 

一、 教學順序安排 

 由本文前章的統計數值與受試者的作答正確率可知，受試者在同

義詞彙的作答表現上，普遍較近義詞與異義詞來得好，也就是韓國學

生在使用華語詞彙時，習慣從母語中遷移漢字詞彙，以對比華韓語詞

彙意義的方式來切入學習。而且受試者在遷移韓國漢字詞彙時，亦同

時遷移了母語中對詞彙慣用法及搭配形式的認知，若遇到與韓國漢字

詞彙字形、意義皆同但用法不同的華語詞彙時，一樣會產生混淆導致

偏誤。本文將以韓語母語者對漢字詞彙的認知作為基礎，提出較適合

韓國學生的華語詞彙學習及字義應用策略。 

 研究者認為，當在字義學習的應用上，若碰到以「字」為單位時，

先提供學生一系列的相關詞彙使其自行猜測華語詞義，再對照韓語詞

義給予解釋；以「詞」為單位時，則視詞彙的義項、固定搭配用法與

語法功能的不同，為學生說明並加以區辨。語義的教學排序，亦從學

習者表現較好的同形同義詞著手，再次為異形同義詞、逆序同義詞，

最後才是華韓語言差異較明顯，且學習者最容易混淆不清的同形近義

詞和同形異義詞教學。 

二、 教學應用策略 

 本研究主要以韓國學生對「漢字」的認識出發，討論其在語音、

語義上的母語遷移研究，雖然以雙音節字的詞彙作為研究語料，但選

同形同義詞 異形同義詞 逆序同義詞 
同形近義、

異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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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詞彙的基準點仍是以單音節「字」為單位。因此，提出的字義教學

應用策略，先分為單音節「字」與雙音節「詞」之後，再加以論述。 

（一）以「字」為單位 

 以單字作為出發的字義教學應用策略，茲舉測試 30 字中，使用

頻率極高的「生」（華字頻 10,256，韓字頻 28,453）字為例。

教師在教學時，若以「生」字作為詞彙教學的中心語素，可於教學

開始時就將漢字「生」及與其相對應的韓語漢字생一併呈現，然後

羅列一系列的詞彙，如「學生」、「先生」、「生活」、「生命」

等，待學生以原有的母語漢字詞義推得各詞彙意義後，教師再以華

語解釋之。讓學生掌握前述詞彙後，還能再以字帶出相關詞彙的教學，

如下圖 五-3 所示。 

 出  

誕 生 產 

 命  

圖 五-3 以字帶詞的字卡圖 

 圖 

五-3 就是讓學生從「生[səŋ]（생[s
h
ɛŋ]）」掌握了「生命」一詞 

後，再增加新字「出」於「生」之上，「誕」於「生」之左，「產」於

「生」之右，可分別得到「出生、誕生、生產」等詞。而所得到的不

僅皆與「生命」一詞相關，且都是華韓同形同義漢字詞，韓國學生只

要對譯回母語漢字詞，即可掌握一連串的華語詞彙，學習起來既輕鬆

又有效率。 

（二）以「詞」為單位 

 然而，並不是讓學生輕鬆學習了漢字詞後，便可以掉以輕心的。

即便是華韓同形同義的漢字詞彙，也仍然會發現因語法的差異或搭配

閱

讀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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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上的不同，導致學習者產生混淆。茲舉研究測試詞彙說明如下： 

1. 同義詞（同形） 

 本研究的受試者在華韓同形同義詞上的表現偏誤，主要多受到對

目標語詞彙認識的影響，而非韓語母語的，且各個階段的學習者皆有

此一狀況。例如：「努力和專心是學好中文的要件。」一句，作答錯

誤的受試者表示，因為只學過華語的「條件」，不清楚華語中也有和

韓語詞彙同形同義的「要件」一詞，所以判定測驗文句有問題，顯示

受試者無法遷移母語中的同形同義詞。 

 還有像是，「這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說出來讓大家聽一聽。」

的句子，受試者亦以為華語判斷文句中出現的不應該是「個人」，而

是要用「自己」才對。像這樣韓國學生不太了解韓國漢字詞與華語詞

彙為同形同義而導致無法順利遷移母語漢字詞的情況，華語教師只需

要稍加提點，韓國學生就可以很快吸收此類詞彙，不用花很多的時間

在此類詞彙的教學。 

2. 同義詞（異形、逆序） 

華韓異形同義詞和逆序同義詞，主要反映出的是兩個語言詞彙色

彩的不同。例如，測試句「他是很多公司的代言人，常常在電視上看

到他。」有的受試者可以大概猜到華語的「代言人」就是韓語的「代

辯人」，只是因為不確定華語詞彙的形態為何，所以答錯。而「請大

家來自我紹介一下」，有受試者是因為直接遷移了韓國漢字詞「紹介」，

認為就是華語「介紹」，而作答錯誤。 

此類同義詞彙，也是韓國學生只要經過教師的說明及對比詞彙形

態，就可以表現得不錯，可接在同形同義詞之後進行教學。不過研究

者於施測過程當中，發現像逆序詞「和平」與「平和」這一組，是比

較多學生感到困擾的。可能是因其中還牽涉到了華韓詞彙搭配有所不

同的關係，華語教師在教學時可為學生列舉多一點例句說明。 

3. 近義詞與異義詞（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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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學生最常犯錯的，是華韓同形「近義詞」和「異義詞」。因

為對學生來說，華韓同形近義詞或異義詞雖為「同形」，然在兩個語

言當中，詞彙的意義和用法可能很接近，卻並不是完全相同，或是已

經完全不相同的，因此受試者在處理華韓同形近義詞及異義詞時，需

要再更進一步地辨識，以及運用原有的漢字認知來加以思考，不若同

義詞的運用來得容易。華語教師應多費心，為韓國學生詳細說明華韓

詞彙的異同點及範圍。 

 義項範圍的不同 

 研究測試句「如果大家都可以從別人的立場出發，就不會有那麼

多不愉快了。」受試者作答偏誤的比例將近 70%，係因華、韓漢字

詞彙所涵蓋的義項範圍不完全相同所致。華語的「出發」，可以是具

體的離開前往某處，也可以是抽象的「動機」，但在韓語中只有具體

概念的出發，沒有抽象的用法，所以受試者混淆。 

 而受試者在另一測試句「他會做這樣的決定，一定有他的事情。」

產生偏誤的原因則為，華、韓漢字詞彙的義項範圍完全不同。華語的

「事情」，指的是事物的實際情形，包括人類一切行為及自然界所有

的現象或活動，而韓語的「事情」指的則是事情的「狀況或原因」，

多數作答錯誤的受試者表示，是因為將題目的意思理解成了「他會做

這樣的決定，是有他要做的『事情』。」而形成的問題。 

 語法詞性的不同 

 測試句「這件事情關係重大，一定要小心進行。」有將近 70%的

答錯。受試者表示，作答時在心中將測試句譯為韓語，但感覺一點都

不通，所以認為測試句為錯。「關係」一詞，在華語中可當名詞用也

可當動詞用；但韓語僅作名詞使用。韓國學生係受到語法詞性不同的

影響，而產生偏誤。 

 詞彙搭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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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做什麼他都這麼熱心，我覺得他可能對你有意思。」一

句27，受試者的作答錯誤的比例極高。

係因受試者以為，華語「有意思」只等於韓語的「有趣味」，而表

示男女之間互有好感的「관심이 있다.」的華語表達形式， 

不是「有興趣」就是「有關心」，而因在選項中只看到了「關心」，

就選了「關心」為正確的詞彙，造成了作答偏誤率高的情況。 

三、 小結 

 本節提供了以單音節字帶雙音節詞的教學應用策略，並根據受試

者的語義測驗作答偏誤情形，分別就華韓「同形同義詞」、「異形同

義詞」、「逆序同義詞」、「同形近義詞」、「同形異義詞」等五類

詞彙，進行了華韓詞彙對比與可行的教學建議說明。研究者主張，華

語教師可從華韓「同義詞」的教學著手，協助學生找出母語漢字詞與

華語漢字詞之間的關連。因為同義詞的理解對韓國學生而言，是比較

容易的，而當學生一旦清楚地認識到華韓漢字詞彙之間的關連時，就

可以吸收並記住華語詞彙的正確使用方式。至於華韓「近義詞」和「異

義詞」的教學，應詳細為學生說明華韓詞彙的各詞義項範圍、語法詞

性、詞彙搭配的異同。並多舉例句，為學生輸入大量的語料，使其能

夠自然地累積語言知識，進而正確地使用華語詞彙。 

 

                                                 
27

 為選擇題，為便於討論呈現，研究者改為是非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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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韓國學習者的華語產出，遷移其母語漢字字音、

字義的情形為何，並藉由受試者語音語義測驗的表現，分析偏誤狀況，

加以了解韓國學生母語影響程度之深淺，再進一步提出合適的語音及

詞彙教學排序及教學應用建議。本章為本研究的總結，第一節說明研

究主要獲得之成果，第二節則針對未盡之處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研究成果 

 過去的研究顯示，當韓語漢字音初聲與華語聲母呈一對一的對應

關係時，有利於學習者的語音學習，但若為一對多的情況，則會形成

干擾。且在漢字字音念讀測驗上的結果亦證實，韓國華語學習者的確

會採用「嘗試發成類似韓國漢字讀音來推敲華語詞彙語音」的產出策

略（文美振，2005；崔胤京，2006）。而華韓語漢字除了讀音的相似

之處不少外，字義類似的部分也很多，所以學了韓國漢字再學華語的

話，必然有助於學習時的聯想。不過即使有助於聯想，韓國華語學習

者還是可能因兩個語言中的漢字詞彙組成成分、構詞方式不同，甚至

是詞彙的形態、意義完全相同但因用法和功能上的不同而產生混淆，

導致偏誤發生（尹賢真，2010；金秀荷，2010）。而針對韓國華語學

習者的漢字詞詞彙測驗也顯示，受試者有將韓語漢字詞彙的義項過渡

泛化至華語詞彙學習上的傾向（鄭秀美，2003）。 

 研究者以為，若韓國學習者在學習華語之際，便已具備漢字的能

力，且能清楚地意識到韓國漢字的語音、語義與華語漢字的異同處，

將有助其華語產出表現，尤其是在華韓漢字字音、字義相近的情況下，

韓國學習者的華語應用會更加自如，但須再深入觀察其漢字能力對華

語的影響程度與詳細情形。因此，本研究以許喆（2010）所整理出的

韓國高頻漢字為基礎，設計語音、語義測驗，用以了解學過韓國漢字

的華語學習者念讀韓國常用漢字 40 字的華語語音表現，並檢視其運

用韓語的核心高頻漢字詞 30 詞在華語語義上的掌握情形，觀察其中

語言遷移的現象。最後根據測驗的分析結果與受試者的回饋，按華韓

「語言差異」和「偏誤現象」，研擬出字詞教學應用建議及教學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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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受試者的測驗表現後發現，背景資料裡的「華語程度」和「對

韓國漢字的認識」兩個因素，與語音語義測驗正確率高度相關，顯示

除華語學習程度的高低外，韓國學習者的韓國漢字能力確實在華語測

驗的作答正確率上產生影響。而語音、語義測驗的偏誤與遷移現象之

分析結果，可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之回應。 

 語音念讀表現上，「字音相近字」的念讀正確率明顯優於「字音

不相近字」，而念讀偏誤為遷移韓國漢字音整體音節的情形較少，且

多見於字音相近字，僅一個字音不相近字遷移了漢字整體音節；受試

者多數的語音偏誤如 zh[ʈʂ]-ch[ʈʂ
h
]-sh[ʂ]、z[ts]-c[ts

h
]-s[s]和 ü [y]等，係

因受到華、韓兩個語音系統裡相互對應的聲、韻母規律影響，或以似

是而非的語音來模糊地念讀韓語當中缺乏的華語語音所產生的；聲調

問題則為受試者最難掌握的部分，偏誤情形為第三聲變第二聲，第二、

一、四聲又互相混淆。在語義作答方面，「同形同義詞」的作答正確

率最高，依序分別為「異形同義詞」、「逆序同義詞」，「同形近義

詞」則與「同形異義詞」並列表現最不理想的詞彙，而「同義詞」的

表現優於「近義詞」和「異義詞」的現象，反映出受試者有從「與韓

國漢字詞意義相同與否」來學習華語詞彙的傾向；受試者表示，韓國

漢字詞在其語義測驗答題上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如果是華韓意義和用

法都完全相同的詞彙，不僅理解容易，也能使用正確，反之則會經常

混淆需要加以區分的詞彙，但倘若為已經很熟悉的華語詞彙，思考時

便不會再與韓國漢字詞形成連結。 

 研究者據此提出適合韓國學生的語音教學應用，在遇到字音相近

字時，提醒學生盡可能地先利用韓語的漢字發音先推敲華語的語音，

再聆聽華語母語者的語音，並對照其舌位及口型，同時注意華韓語音

之間的細微差異，將原本發韓語音的調整成發華語音的；字音不相近

字的教學，要求學生拋開韓國漢字音的聯想，反覆聆聽華語的整字語

音後，再針對其發音之主要難點進行詳細說明與提醒。至於教學排序

為，念讀正確率較高的字音相近字先於正確率較低的字音不相近字。

而在語義的應用方面，以「字」為單位時，先提供學生一系列的相關

詞彙使其自行猜測華語詞義，再對照韓語詞義給予解釋；以「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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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時，則視詞彙的義項、固定搭配用法與語法功能的不同，為學生

說明並加以區辨。語義的教學排序，亦從學習者表現較好的同形同義

詞著手，再次為異形同義詞、逆序同義詞，最後才是語言差距較大，

且學習者最容易混淆不清的同形近義詞和同形異義詞教學。  

 本研究的統計數據顯示，韓國學生的語音念讀正確率及語義作答

正確率，分別與漢字字音及詞彙意義的相近程度呈顯著相關，因此研

究者按韓國學生在字音、詞義上的遷移現象，與華韓語言相近程度所

安排的字詞教學排序及教學建議，是符合韓國學生的母語漢字認知，

且有效、可靠的，盼能對華語教師在給韓國學生的教學上有所裨益。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文的研究材料設計，以許喆（2010）所整理出的韓國高頻漢字

172 字為基礎，意在從韓國學生的母語認知角度出發，觀察並探討其

華語學習時的語音、語義遷移現象。  

 語音測試字 40 字的篩選原則，係以韓國使用字頻高、難度低且

為韓國學習者在念讀華語時，發音偏誤率較高的字為主，同時不超出

台灣各大學華語中心主要使用的教材──《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

到三冊範圍，並從語音結構的對比，將測試字分為華韓漢字「字音相

近字」與「字音不相近字」兩類。然結構對比的相近與否並無法完全

真實反映韓國學生對華語語音的聽力感知，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增加華、

韓漢字語音的錄音比較，以線上的問卷調查方式讓韓國學生判斷是否

相似，以作出更明確的字音相近與否之劃分。此外，本研究的測試用

字雖然已盡量涵蓋所有的華語聲、韻母，且分析結果大致上皆與前人

研究（朱川，1997；宋時黃，2003）呼應，但因為要以最少的字來進

行測驗，本研究各測試字包含的都是不同的聲、韻母組合，並無法完

整代表韓國學生在各聲、韻母上的表現，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本研

究受試者偏誤狀況較嚴重的華語擦音及塞擦音 z-c-s、zh-ch-sh 和 r[ʐ]

等聲母問題，搭配所有韻母再進行測試，以獲得較全面的實驗結果。

且由於研究測試字以韓國常用漢字為準，所挑選出的字以第四聲為最

多、第三聲最少，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再注意測試字的聲調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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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義測試詞 30 詞之設計，一樣從許喆（2010）整理出的高頻核

心詞彙為範圍，以選取帶有發音測驗字的詞彙為主，並將測驗詞分為

華韓「同形同義詞」、「逆序同義詞」、「同形近義詞」、「同形異義詞」、

「異形同義詞」等五類，各類詞彙皆以是非題 3 題和選擇題 3 題進行

測驗。但各類詞彙的題目有難有易，又分為兩種題型，受試者在選擇

題受的表現受到題型特色影響，明顯優於是非題，影響到實際的統計

分析果。再加上語義測試的題數偏少，造成各類詞彙的表現差異不明

顯，即使研究結果與前人（鄭秀美，2003）一致，偏誤情形的代表性

仍稍顯不足，建議後續研究者將題目增加，並採用一種題型即可。 

 而研究對象的選取，本研究的目標為具有韓國漢字能力的學生，

在正式進入研究前，以勾選問卷選項的方式讓學生自行評斷其韓國漢

字能力，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改為進行小型的韓國漢字測驗，直接讓受

試者以韓語釋義並標出漢字音28，具體劃分並界定受試者的漢字能力，

將能使研究結果的統計數值分析更具信、效度。最後要提到的，是關

於施測指導語的部分，本研究測驗中的指導語皆以紙本方式呈現，施

測時研究者也再度以口頭方式提醒，不過有的受試者在語音念讀上的

速度還是太快，或多或少地影響到了審聽的結果，建議後續研究者應

直接引導受試者的語音念讀節奏，除了方便審聽人審聽，也能使審聽

的結果更為準確。

                                                 
28例如：「代」是「代替的代」，以韓語註記為대신할（義）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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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許喆（2010）〈透過《現代國語使用頻度調查 1‧2》來看漢字詞的比重與漢字的

活用度調查〉考察得到現代韓國國語使用頻率最高的漢字 172 字 

漢字 頻度 漢字 頻度 漢字 頻度 漢字 頻度 漢字 頻度 漢字 頻度 

的 53907 社 16181 機 11449 入 8289 無 6896 高 5857 

人 31254 理 16125 世 11433 界 8246 門 6877 構 5791 

學 30563 關 15465 番 11430 明 8202 調 6872 電 5785 

生 28453 政 15184 前 11224 合 8174 決 6813 設 5748 

對 28096 力 15074 內 11192 統 8016 形 6810 各 5736 

自 25772 用 15003 後 11059 術 8007 重 6789 質 5640 

會 25540 現 14604 氣 10994 感 7927 開 6770 觀 5584 

事 24879 民 14557 點 10550 公 7857 數 6712 語 5577 

大 24364 文 14484 經 10459 運 7853 態 6575 團 5539 

年 23846 要 14379 全 10391 以 7760 果 6468 確 5489 

時 23162 長 14189 結 9814 議 7750 反 6443 保 5461 

者 22114 物 13963 表 9738 先 7682 校 6441 族 5458 

體 21818 家 13858 外 9699 同 7648 水 6400 
  

性 21470 當 13720 活 9668 所 7629 在 6386 
  

國 21438 心 13491 制 9660 記 7611 強 6372 
  

化 20947 場 13485 特 9460 今 7585 遇 6325 
  

實 20858 部 13402 產 9452 男 7565 進 6324 
  

等 20775 為 13325 個 9343 面 7562 工 6292 
  

間 20716 日 12807 員 9293 式 7552 戰 6230 
  

動 20021 論 12700 正 9266 義 7353 始 6206 
  

分 19884 法 12577 境 9243 權 7301 立 6154 
  

主 19588 身 12543 月 9050 治 7286 象 6113 
  

業 18627 意 12366 情 8945 市 7276 件 6051 
  

作 17797 問 12151 期 8941 只 7236 變 6043 
  

中 17712 方 12136 女 8743 神 7186 別 6033 
  

一 17606 上 12108 程 8711 過 7185 新 6021 
  

行 17431 度 11949 品 8679 相 7176 識 5998 
  

代 16989 題 11724 能 8612 氏 7166 價 5951 
  

地 16954 通 11721 名 8482 最 6936 話 5913 
  

發 16617 成 11686 便 8464 資 6932 道 5877 
  

定 16594 教 11672 解 8425 選 6918 食 5875 
  

子 16408 出 11549 本 8381 然 6902 說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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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測試語料對應的華語教科書程度 

 聲母 韻母 
聲

調 

《新視華》 

對應課數 

華語

字頻 
韓國漢字難易度 漢字音 

本 b en 3 第 1 冊第 3 課 3493 中學用 閱讀 6.寫作 5 본(bon) 

品 p in 3 第 4 冊第 1 課 2339 中學用 閱讀 5II.寫作 4II 품(pum) 

面 m ian 4 第 1 冊第 9 課 4622 中學用 閱讀 7II.寫作 6 면(myeon) 

法 f a 3 第 1 冊第 3 課 3962 中學用 閱讀 5II.寫作 4II 법(beob) 

代 d ai 4 第 3 冊第 7 課 3017 中學用 閱讀 6II.寫作 5II 대(dae) 

同 t ong 2 第 2 冊第 7 課 3967 中學用 閱讀 7.寫作 6 동(dong) 

年 n ian 2 第 1 冊第 12 課 6350 中學用 閱讀 8.寫作 6II 년(nyeon) 

力 l i 4 第 3 冊第 11 課 4618 中學用 閱讀 7II.寫作 6 력(lyeog) 

工 g ong 1 第 2 冊第 13 課 3586 中學用 閱讀 7II.寫作 6 공(gong) 

開 k ai 1 第 1 冊第 10 課 5169 中學用 閱讀 6.寫作 5 개(gae) 

化 h ua 4 第 2 冊第 8 課 2975 中學用 閱讀 5II.寫作 4II 화(hwa) 

家 j ia 1 第 1 冊第 5 課 6979 中學用 閱讀 7II.寫作 6 가(ga) 

全 q uan 2 第 3 冊第 1 課 3574 中學用 閱讀 7II.寫作 6 전(jeon) 

先 x ian 1 第 1 冊第 1 課 1855 中學用 閱讀 8.寫作 6II 선(seon) 

中 zh ong 1 第 1 冊第 1 課 8751 中學用 閱讀 8.寫作 6II 중(jung) 

出 ch u 1 第 2 冊第 6 課 7437 中學用 閱讀 7.寫作 6 출(chul) 

生 sh eng 1 第 1 冊第 1 課 10256 中學用 閱讀 8.寫作 6II 생(saeng) 

日 r i 4 第 1 冊第 3 課 3743 中學用 閱讀 8.寫作 6II 일(il) 

最 z ui 4 第 1 冊第 12 課 2560 中學用 閱讀 5.寫作 4 최(choe) 

從 c ong 2 第 1 冊第 10 課 2193 中學用 閱讀 4.寫作 3 종(jong) 

所 s uo 3 第 1 冊第 8 課 3600 中學用 閱讀 7.寫作 6 소(so) 

意 y i 4 第 1 冊第 7 課 3618 中學用 閱讀 6II.寫作 5II 의(ui) 

外 w ai 4 第 1 冊第 8 課 3982 中學用 閱讀 8.寫作 6II 외(oe) 

佛 f o 2 第 3 冊第 13 課 343 中學用 閱讀 4 II.寫作 3 II 불(bul) 

個 g e 4 第 1 冊第 4 課 5895 中學用 閱讀 4II.寫作 3II 개(gae) 

內 n ei 4 第 3 冊第 11 課 2053 中學用 閱讀 7II.寫作 6 내(nae) 

高 g ao 1 第 2 冊第 2 課 4363 中學用 閱讀 6II.寫作 5II 고(go) 

後 h ou 4 第 1 冊第 9 課 4942 中學用 閱讀 7II.寫作 6 후(hu) 

方 f ang 1 第 1 冊第 9 課 4896 中學用 閱讀 7II.寫作 6 방(bang) 

二 
 

er 4 第 1 冊第 4 課 1425 中學用 閱讀 8.寫作 6II 이(i) 

要 y ao 4 第 1 冊第 3 課 6225 中學用 閱讀 5II.寫作 4II 요(yo) 

別 b ie 2 第 1 冊第 11 課 1921 中學用 閱讀 6.寫作 5 별(byeol) 

相 x iang 4 第 1 冊第 5 課 3199 中學用 閱讀 5.寫作 4 상(sang) 

性 x ing 4 第 3 冊第 9 課 3135 中學用 閱讀 5II.寫作 4II 성(s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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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母 韻母 
聲

調 

《新視華》 

對應課數 

華語

字頻 
韓國漢字難易度 漢字音 

關 g uan 1 第 2 冊第 7 課 2352 中學用 閱讀 5II.寫作 4 관(gwan) 

文 w en 2 第 1 冊第 3 課 3701 中學用 閱讀 7.寫作 6 문(mun) 

女 n u 3 第 1 冊第 5 課 2763 中學用 閱讀 8.寫作 6 녀(nyeo) 

學 x ue 2 第 1 冊第 5 課 7036 中學用 閱讀 8.寫作 6II 학(hag) 

運 y un 4 第 2 冊第 10 課 1783 中學用 閱讀 6.寫作 5 운(un) 

用 y ong 4 第 2 冊第 3 課 4294 中學用 閱讀 6II.寫作 5II 용(yong) 

 

 

  韓音 華音 
相似 

與否 

 
  韓音 華音 

相似 

與否 

本 [pon] [pən] o  佛 [pul] [fo] x 

品 [p
h
um] [p

h
in] x  個 [kɛ] [kɣ] x 

面 [miən] [miɛn] o  內 [nɛ] [nei] o 

法 [pəp] [fa] x  高 [ko] [kao] o 

代 [tɛ] [tai] x  後 [hu] [xou] x 

同 [toŋ] [t
h
uŋ] o  方 [paŋ] [faŋ] o 

年 [niən] [niɛn] o  二 [i] [ɚ] x 

力 [liək] [li] x  要 [io] [iau] x 

工 [koŋ] [kuŋ] o  別 [piəl] [piɛ] x 

開 [kɛ] [kai] x  相 [s
h
aŋ] [ɕiaŋ] o 

化 [hua] [xua] o  性 [s
h
əŋ] [ɕiŋ] x 

家 [ka] [tɕia] x  關 [kwan] [kuan] o 

全 [tʃən] [tɕh
 yɛn] x  文 [mun] [uən] o 

先 [s
h
ən] [ɕiɛn] x  女 [niə] [ny] x 

中 [tʃuŋ] [tʂuŋ] o  學 [hak] [ɕyɛ] x 

出 [tʃ
h
ul] [tʂh

 u] o  運 [un] [yn] o 

生 [s
h
ɛŋ] [səŋ] x  用 [ioŋ] [yŋ] o 

日 [il] [ʐʅ] x      

最 [tʃ
hø] [tsuei] o      

從 [tʃoŋ] [tsh
oŋ] o      

所 [s
h
o] [suo] o      

意 [ɨi]/ [ɯi] [i] o      

外 [ø] [uai] o      

 



 

110 

研究施測問卷 

第 1 部分—基本資料 

*受訪者姓名：                     □男  □女 

1. 你來自韓國哪個地區： 

2. 年齡：□18~25 歲  □26~35 歲  □36~45 歲  □46 歲以上 

3. 開始學習中文的年齡為：         歲 

4. 學習中文的時間多長？(在韓國與在台灣的學習總時數) 

□6~9 個月  □9 個月~1 年  □1 年~1 年半  □1 年半以上 

5. 目前使用的華語教科書為？    教科書名:                     第     冊 

6. 在來台灣學習中文之前，曾學習過韓國的漢字嗎？  □是  □否 

*舉例來說，像是中學時的漢字課，或是為了準備漢字能力檢定的學習等等。 

7. 請問你曾參加過韓國國內的漢字能力檢定考試嗎？□是  □否（*跳答第 9 題） 

8. 承上題，請問你考取的級數是？ 

□特級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5 級  □6 級  □7 級  □8 級 

9. 請問你在來台灣學習中文之前，你的漢字程度為……？（*可複選） 

□可以看懂高中漢文課本的基礎漢字 900 字 □可以看懂中學漢文課本的基礎漢字 900 字 

□可以看懂報章雜誌、學術文章的漢字 □可以看懂電視廣告、路邊招牌的漢字 

□其他                 

10. 請在下列學過的中文詞彙前打 ，並在括號裡寫出意思：(*可用英文或韓文來解釋) 

□老闆(               ）  □社會(               ）  □關心(               ）   

□家人(               ） □痛苦(               ） 

  

중국어 학습자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한국에서 사용하고 있는 한자(漢字)가 중국어 학습에 어떻게 영향을 미치는지를 

이해하고, 향후 한국 분들을 대상으로 중국어를 가르치는데 도움이 되고자, 본 

설문조사를 만들었습니다. 본 설문지는 기본자료, 한자발음, 어휘사용 및 어휘선택등 네 

부분으로 나누어서 진행됩니다. 작성해 주신 설문지는 학술연구 목적으로만 사용될 

것이니, 안심하시고 설문조사에 진솔한 답변을 부탁드립니다. 

  그럼,  즐거운 중국어 학습이 되시길 바라며, 귀한 시간 내주셔서 진심으로 

감사합니다. 

국립대만사범대학교 제 2외국어로서의 중국어교육학과 

대학원생  허  위（許葳） 올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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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你覺得下列中文詞彙的學習難易度排序為？ 

（*最簡單的寫 1，其次寫 2……，最難的寫 5） 

□老闆  □社會  □關心  □家人  □痛苦 

12. 你認為如果先學過了韓國的漢字，在學習中文時的幫助是什麼？ 請詳述。 

 

13. 你認為如果先學過了韓國的漢字，在學習中文時的妨礙是什麼？ 請詳述。 

 

 

第 2 部分—發音測驗： 

I. 請念出下列漢字的中文發音。 

1. 高 2. 家 3. 相 4. 法 5. 二 6. 同 7. 生 8. 力 9. 工 10. 開 

11. 化 12. 品 13. 全 14. 先 15. 中 16. 出 17. 年 18. 文 19. 最 20. 日 

21. 本 22. 意 23. 外 24. 用 25. 性 26. 個 27. 女 28. 後 29. 代 30. 從 

31. 所 32. 方 33. 面 34. 內 35. 學 36. 別 37. 要 38. 佛 39. 運 40. 關 

II. 請寫出下列漢字的中文發音。(*可用漢語 Pinyin, 注音符號或韓文來拼音) 

1. 高 2. 家 3. 相 4. 法 5. 二 6. 同 7. 生 8. 力 9. 工 10. 開 

          

11. 化 12. 品 13. 全 14. 先 15. 中 16. 出 17. 年 18. 文 19. 最 20. 日 

          

21. 本 22. 意 23. 外 24. 用 25. 性 26. 個 27. 女 28. 後 29. 代 30. 從 

          

31. 所 32. 方 33. 面 34. 內 35. 學 36. 別 37. 要 38. 佛 39. 運 40. 關 

          

第 3 部分—是非題：請在使用適當的詞彙前打 O，不適當的詞彙前打 X。 

1.（      ）如果大家都可以從別人的立場出發，就不會有那麼多不愉快了。 

2.（      ）王老師是中國文學的專門家，有問題可以向他請教。 

3.（      ）今天是我們班第一天上課，請大家先來自我紹介一下。 

4.（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試驗我會不會生氣。 

5.（      ）早睡早起是讓身體健康的好方法。 

6.（      ）高偉立是很多公司的代言人，常常在電視上看到他。 

7.（      ）他做事認真，很值得我們學習。 

8.（      ）在當學生的這個段階，認真把書念好最重要。 

9.（      ）專心和努力是學好中文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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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這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說出來讓大家聽一聽。 

11.（      ）他會做這樣的決定，一定有他的事情。 

12.（      ）身體如果不舒服，最好快點去病院看醫生。 

13.（      ）住學校宿舍雖然便宜，但是有很多制限，比如說不可以太晚回去。 

14.（      ）這個做法對我們現在有很大的幫助，不過向後的發展還得再看看。 

15.（      ）這件事情關係重大，一定要小心進行。 

第 4 部分—選擇題：請選出最適當的詞彙。 

1.（      ）不管你做什麼他都這麼熱心，我覺得他可能對你有______。 

○1  選好 ○2  好意 ○3  意思 ○4  關心 

2.（      ）我明天有個重要的______，想請你幫我練習一下。 

○1  面接 ○2  面試 ○3  面會 ○4  見面 

3.（      ）圖書館是讓人念書______的，不是用來講話的。 

○1  專用 ○2  運用 ○3  適用 ○4  採用 

4.（      ）這間旅館的______真不錯，難怪這麼多人喜歡。 

○1  施設 ○2  設施 ○3  設定 ○4  架設 

5.（      ）別忘了我們明天要一起去看電影的______，我在學校門口等你。 

○1  約見 ○2  約束 ○3  約定 ○4  約談 

6.（      ）2014 年的世界杯足球賽在巴西______。 

○1 舉辦 ○2  開辦 ○3  開催 ○4  開始 

7.（      ）錯過這個______，你會後悔一輩子。 

○1  命運 ○2  運命 ○3  機運 ○4  機會 

8.（      ）我______不用上課的時候，會在家看小說或是出去跟朋友見面。 

○1  常常 ○2  平常 ○3  普通 ○4  普遍 

9.（       ）他看起來只有二十歲______，想不到原來已經三十幾歲了。 

○1  前後 ○2  左右 ○3  程度 ○4  高度 

10.（      ）中國一直要求台灣接受______統一。 

○1  平安 ○2  平和 ○3  和氣 ○4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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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因為他還有事，所以我______他過來陪你。 

○1  代表 ○2  代身 ○3  代替 ○4  代理 

12.（      ）她們兩個從小就______，是很要好的朋友。 

○1  了解 ○2  意識 ○3  知道 ○4  認識 

13.（      ）最近常常跟朋友出去吃飯，花的錢超出我這個月的生活______。 

○1  計算 ○2  預算 ○3  打算 ○4  豫算 

14.（      ）一聽到這個壞消息，我的心裡真是非常______。 

○1  苦痛 ○2  辛苦 ○3  痛苦 ○4  吃苦 

15.（      ）他的______堅定，做每件事情都十分努力。 

○1  意志 ○2  意見 ○3  意思 ○4  意義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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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名受試者在語音語義測驗的表現與其正確率統計 

受試者 

編號 

語音 40 字 

念讀正確字數 

語義 30 題 

作答正確題數 
總答對題數 測驗整體正確率 

1 33 24 57 81.43% 

2 35 19 54 76.67% 

3 29 25 54 77.14% 

4 36 18 54 77.14% 

5 26 15 41 59.05% 

6 30 18 48 68.57% 

7 36 22 58 83.33% 

8 26 10 36 50.95% 

9 16 14 30 42.38% 

10 25 17 42 60.48% 

11 18 14 32 45.71% 

12 34 20 54 77.14% 

13 34 19 53 75.71% 

14 17 14 31 44.76% 

15 36 22 58 83.33% 

16 22 14 36 51.43% 

17 30 20 50 71.43% 

18 22 17 39 55.24% 

19 31 18 49 70.00% 

20 35 22 57 81.43% 

21 36 19 55 78.57% 

22 30 21 51 73.33% 

23 34 17 51 72.38% 

24 25 21 46 65.71% 

25 27 16 43 61.90% 

26 33 17 50 71.43% 

27 25 15 40 57.62% 

28 28 17 45 64.76% 

29 26 15 41 59.05% 

30 32 20 52 74.29% 

31 25 15 40 57.62% 

32 27 16 43 61.90% 

平均數 29 18 47 67 

標準差 6 3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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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測驗─測試字念讀情形 

 
華語音 韓語音 念讀正確率 

偏誤情形 
類型 

聲母 韻母 聲調 

家 [tɕia] [ka] 100.00% ─ ─ ─ 音不近字 

高 [kao] [ko] 98.96% ─ [ao]讀成[aŋ] ─ 音不近字 

工 [kaŋ] [koŋ] 96.88% ─ ─ 一聲錯成四聲 音近字 

開 [kai] [kɛ] 96.88% ─ ─ 一聲錯成三聲 音不近字 

要 [iau] [io] 96.88% ─ ─ 四聲錯成二聲 音不近字 

外 [uai] [ø] 94.79% ─ [wai]讀成[uei] 四聲錯成二聲 音近字 

面 [miɛn] [miən] 90.63% ─ [miɛn]後缺變成[miɛ] 四聲錯成二聲或一聲 音近字 

關 [kuan] [kwan] 88.54% ─ [uan]變成[uaŋ] 一聲錯成三聲、二聲或四聲 音近字 

相 [ɕiaŋ] [s
h
aŋ] 87.50% [ɕ]變成[s] [iaŋ]變成[aŋ] 一聲或四聲錯成二聲 音近字* 

生 [ʂəŋ] [s
h
ɛŋ] 85.42% [ʂ]變成[s] [əŋ]變成[ən] 一聲錯成二聲或三聲 音不近字 

意 [i] [ɨi] 84.38% 零聲母多添加[s] [i]變成[ɨ] 四聲錯成二聲 音近字* 

後 [xou] [hu] 84.38% [x]空缺 [ou]變成[u] ─ 音不近字* 

別 [piɛ] [piəl] 84.38% ─ ─ 二聲錯成一聲或四聲 音不近字 

從 [ts
h
oŋ] [tʃoŋ] 82.29% c[ts

h
]變成 ch[tʂ

h
]或 q[tɕ

h
] ─ ─ 音近字 

力 [li] [liək] 82.29% [l]變成[ʐ] [i]變成[ɨ] 四聲錯成一聲或二聲 音不近字 

用 [yŋ] [ioŋ] 81.25% 零聲母多添加了[l] [yŋ]變成[uŋ] 四聲錯成二聲或一、三聲 音近字 

學 [ɕyɛ] [hak] 81.25% [ɕ]變成[ʂ] [yɛ]變成[uei] 二聲錯成三聲 音不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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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音 韓語音 念讀正確率 

偏誤情形 
類型 

聲母 韻母 聲調 

中 [tʂuŋ] [tʃuŋ] 80.21% [tʂ]變成[ts] [uŋ]變成[un] 一聲錯成二聲或四聲 音近字 

年 [niɛn] [niən] 80.21% [n]變成[l] [iεn]變成[in] 二聲錯成四聲 音近字 

代 [tai] [tɛ] 79.17% ─ [ai]變成[ian]、[an]、[ɛ] 四聲變成一聲或二聲 音不近字* 

內 [nei] [nɛ] 75.00% ─ [ei]變成[ɛ] 四聲錯成三聲 音近字* 

二 [ɚ] [i] 73.96% ─ ─ 四聲錯成二聲或一聲 音不近字 

文 [uən] [mun] 71.88% ─ [uən]變成[oən] 二聲錯成四聲或一聲 音近字 

全 [tɕ
h
yɛn] [tʃən] 70.83% q[tɕ

h
]變成 ch[tʂ

h
] [yɛn]變成[ian]、[uan] 二聲錯成一聲 音不近字 

本 [pən] [pon] 69.79% ─ [ən]變成[on] 三聲錯成二聲或一聲 音近字* 

化 [xua] [hua] 67.71% [l]變成[ʐ] [i]變成[ɨ] 四聲錯成一聲或二聲 音近字 

女 [ny] [niə] 64.58% ─ [y]變成[yi]、[ui]、[iu]、[u] 三聲錯成二聲 音不近字 

最 [tsuei] [tʃ
h
ø] 63.54% z[ts]念成 zh[ʈʂ]、j[tɕ] [uei]發成[ue]和[yɛ] 四聲錯成二聲或三聲 音近字 

同 [t
h
uŋ] [toŋ] 63.54% ─ ─ 二聲錯成一聲 音近字 

方 [faŋ] [paŋ] 62.50% ─ ─ 一聲錯成四聲或二聲 音近字 

先 [ɕiɛn] [s
h
ən] 62.50% ─ [iɛn]變成[i] 一聲錯成二聲或四聲 音不近字 

出 [tʂ
h
 u] [tʃ

h
ul] 61.46% ch[ʈʂh]念成 c[tsh]、q[tɕ ]h、ㅊ[tʃ

h
] u[u]發成 ü [y]或[yi] 一聲錯成四聲或二聲 音近字* 

所 [suo] [s
h
o] 60.42% [s]變成[ʂʰ] [uo]變成[o]、[u]、[ou] 三聲錯成二聲 音近字* 

日 [ʐʅ] [il] 60.42% [ʐʅ]發成[ʐɨ]、[ʐɣ]或[lɨ]、[lɣ] ─ 音不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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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音 韓語音 念讀正確率 

偏誤情形 
類型 

聲母 韻母 聲調 

個 [kɣ] [kɛ] 55.21% ─ ─ 
輕聲錯成一聲， 

或四聲錯成二聲、三聲 
音不近字 

運 [yn] [un] 50.00% ─ ü [y]發成了[yi]或[wi] 四聲錯成一聲或二聲 音近字 

性 [ɕiŋ] [s
h
əŋ] 38.54% ─ [iŋ]念成[in] 四聲錯成二聲或一聲 音不近字 

佛 [fo] [pul] 22.92% [f]變成[p]、[p
h
] [o]發成[ou][u] 二聲錯成一聲 音不近字 

法 [fa] [pəp] 18.75% [f]變成[p] ─ 三聲錯成了二聲 音不近字 

品 [p
h
in] [p

h
um] 9.38% ─ [in]念成[iŋ] 三聲錯成二聲或四聲 音不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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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測驗─是非題作答情形 

華語詞 韓語詞 正確率 偏誤情形 類型 

方法 方法 81.25% 僅少數受試者答錯，答錯的受試者認為答案應該是「辦法」。 同形同義詞 

醫院 病院 78.13% 僅少數受試者答錯，以為在華語裡也一樣使用「病院」一詞。 異形同義詞 

學習 學習 68.75% 華語「值得學習」的「學習」作為動詞使用，但韓語的「學習」只限於名詞，受試者遷移母語認知。 同形近義詞 

個人 個人 68.75% 答錯的受試者表示不清楚華語和韓語的詞彙用法完全相同，認為答案應該是「自己」。 同形同義詞 

試驗 試驗 65.63% 直接遷移韓語「試驗」的詞義，認為就是「測試、測驗、考驗」的意思。 同形異義詞 

向後 向後 62.50% 以為華語的「之後」可用韓語「向後」一詞直接代替。 同形異義詞 

限制 制限 59.38% 韓語漢字詞形成了直接的負遷移，也有因不知道韓語漢字詞而答錯的。 逆序同義詞 

階段 段階 56.25% 韓語漢字詞形成了直接的負遷移，也有因不知道韓語漢字詞而答錯的。 逆序同義詞 

關係 關係 46.88% 受試者不清楚測驗文句中「關係」與「重大」併用的詞彙搭配，因此答錯。 同形近義詞 

專家 專門家 40.63% 受試者因為一看到韓語「專門家」一詞就認為能夠理解，也就代表華語測驗文句正確無誤。 異形同義詞 

介紹 紹介 40.63% 韓語漢字詞形成了直接的負遷移，也有因為看題目看得太快而答錯的。 逆序同義詞 

代言人 代辯人 37.50% 
受試者可猜測或聯想出華語「代言人」即韓語「代辯人」一詞，但因無法確定華語正確的表達方式而

答錯。 
異形同義詞 

要件 要件 34.38% 答錯的受試者認為答案應該是「條件」，華語詞彙認知影響先於韓語詞彙。 同形同義詞 

出發 出發 31.25% 作答錯誤的受試者皆表示，韓語裡沒有「從別人的立場出發」之搭配，所以認為華語也是錯的。 同形近義詞 

事情 事情 18.75% 

作答錯誤的受試者中，有部分意識到韓語的「事情」就是華語的「原因或理由」之意，所以直接遷移

母語的漢字詞；而多數的受試者表示，將題目的意思理解成了「他會做這樣的決定，是有他要做的『事

情』」，所以判斷此一詞彙在此題中為正確的用法。 

同形異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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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測驗─選擇題作答情形 

 
答對 答錯 偏誤情形 類型 

選項 認識 意識 知道 了解 
（無） 同形異義詞 

選擇率 100.00% 0.00% 0.00% 0.00% 

選項 機會 命運 運命 機運 
錯過「機會」、「命運」或「運命」在韓語中皆為意思通順的表現。 同形同義詞 

選擇率 90.63% 6.25% 3.13% 0.00% 

選項 面試 面會 面接 見面 
「面試」為韓國學生接觸頻率較高的詞彙，因此不太會選錯。 異形同義詞 

選擇率 90.63% 6.25% 3.13% 0.00% 

選項 痛苦 辛苦 苦痛 吃苦 受試者清楚了解韓語的「苦痛」為華語的「痛苦」，選擇錯誤的答案「辛苦」是因

為以韓語"마음이 힘들다."來思考所造成的。 
逆序同義詞 

選擇率 78.13% 12.50% 6.25% 3.13% 

選項 平常 常常 普通 普遍 受試者對於華語詞彙「平常」和「常常」混淆，韓語中使用較多的「普通」帶來的負

面遷移不明顯。 
同形近義詞 

選擇率 78.13% 15.63% 6.25% 0.00% 

選項 左右 前後 程度 高度 韓語裡接於年齡後使用的程度副詞為「前後」，而「左右」僅表示方位概念，答錯的

受試者受到韓語的遷移影響。然此題受試者直接使用華語詞彙來思考，多能作答正確。 
同形近義詞 

選擇率 75.00% 18.75% 3.13% 3.13% 

選項 代替 代身 代理 代表 作答錯誤的受試者有直接遷移韓語詞彙「代身」的現象，也有誤以為華韓詞彙相同的

「代理」和「代表」能完全互相對應的狀況。 
異形同義詞 

選擇率 71.88% 15.63% 6.25% 6.25% 

選項 專用 運用 適用 採用 「專用」為華韓同形同義詞彙，作答錯誤的受試者表示在其華語學習經驗中，幾乎沒

有看到「專用」的詞彙出現，而「運用」一詞就是「使用」的意思，因此選錯。也有

選「適用」選項的受試者，表示作答時遷移了韓語漢字詞。 

同形同義詞 
選擇率 65.63% 18.75% 12.50%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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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和平 平和 平安 和氣 
作答錯誤的受試者主要是無法確定「和平」和「平和」的顛倒詞在華語裡如何使用。 逆序同義詞 

選擇率 62.50% 31.25% 6.25% 0.00% 

選項 約定 約束 約見 約談 「見面」的「約定」是受試者在台灣生活中經常使用的詞彙，所以不太會選錯。但選

錯誤選項「約束」的受試者表示思考時直接遷移了韓語漢字詞，選擇「約見」的受試

者則以為「約見」就是「約會」加上「見面」意思的縮略，並不清楚華語詞彙的意義。 

同形異義詞 
選擇率 62.50% 18.75% 18.75% 0.00% 

選項 舉辦 開始 開催 開辦 華語「開始」已是受試者十分熟悉的詞彙，故選錯多為此一選項；選擇韓語詞「開催」

的受試者也不少，至於選「開辦」的受試者則是受到選擇題型的影響。 
異形同義詞 

選擇率 56.25% 21.88% 15.63% 6.25% 

選項 意志 意見 意義 意思 
受試者不清楚測驗文句中「意志」與「堅定」合用的詞彙搭配，形成了作答時的困難。 同形同義詞 

選擇率 53.13% 21.88% 15.63% 9.38% 

選項 預算 計算 打算 豫算 少數受試者只認得韓語的「豫算」，因此選錯；而多數受試者表示，韓語的「個人金

錢的規劃」用語為「生活費計算」，「公司行號及團體的財務相關編列」才會用到「預

算」，所以選錯。 

同形近義詞 
選擇率 53.13% 21.88% 15.63% 9.38% 

選項 設施 施設 架設 設定 多數答錯的情況係直接遷移了韓語漢字詞「施設」為華語的「設施」，也有受試者表

示「施設」是較少用到的詞彙，所以不清楚該選哪個選項，而是依靠選擇題的題型來

進行篩選及判斷。 

逆序同義詞 
選擇率 46.88% 28.13% 15.63% 9.38% 

選項 意思 關心 好意 選好 受試者以為華語「有意思」只等於韓語的"재미있다."，而表示男女之間的好感 

"관심이 있다."應該不是「有興趣」就是「有關心」，因選項中只有「關心」， 

造成選錯的比例極高。 

同形近義詞 
選擇率 15.63% 65.63% 18.7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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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名受試者對韓國漢字在華語學習影響上的開放式填答 

受試者 

編號 正面影響 

1 對於詞義的理解有幫助。 

2 韓國學的漢字發音和華語的漢字發音有點類似，比較容易理解。 

3 在詞義理解上有很大的幫助，就算不知道漢字的華語發音，也可以了解字義。 

4 
因為韓語裡使用了和華語一樣的漢字和詞彙，多數的時候意義也都一樣，所以

在看到新的詞彙時要推敲字義很容易。 

5 
在韓國國中的漢字課所學的漢字就是繁體字，所以來台灣學華語時覺得認字或

是在了解意思方面都比其他國家的同學輕鬆。 

6 
書寫漢字的時候筆順正確，也常會利用部首和簡單的韓國漢字詞來推測原本不

認識的華語詞彙的意思。 

7 學習和韓國漢字詞用法完全一樣的華語詞彙時，覺得特別輕鬆。 

8 

在韓國學漢字時，字音字義都一起學，所以來台灣學華語的時候只需要另外對

發音下功夫，而看到新的華語詞彙時，可以直接聯想到以前學過的韓國漢字詞

的詞義，對於學習華語很有幫助。 

9 可以看得懂意思。 

10 
就算是沒有學過的華語詞彙，但是因為看過幾次一樣的韓國漢字，可以很快就

理解。 

11 因為學過韓國的漢字，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理解華語的新詞彙。 

12 
即使是和韓國的漢字詞用法不同的華語詞彙，但因為字的發音或概念相近，所

以要推想理解也還算容易。 

13 韓國漢字的發音跟華語漢字的發音相似的地方很多。 

14 詞彙的意義掌握容易；發音相似覺得很親切。 

15 可以正確又快速地學好華語的漢字部首和筆順。 

16 看到華語漢字，就算不知道怎麼發音，但是可以知道字的意思。 

17 華語裡有很多和韓國漢字詞一樣的詞彙，學習起來很容易。 

18 華語詞彙和漢字詞義相同時，學習容易而且懂得如何使用。 

19 遇到和韓國漢字音發音相近的華語漢字時，比較容易理解和記住，有助於學習。 

20 就算是第一次看到的華語詞彙，也可以大概猜得出意思。 

21 
在學習華語詞彙的時候，因為韓國和台灣地區使用一樣的漢字，所以對於背誦

詞彙有很大的幫助。例如：社會、圖書館等等。 

22 不用刻意背誦也可以知道華語詞彙的意思。 

23 （無） 

24 發音相似的漢語詞彙大概都可以聽得懂，學習寫字的時候也比較容易。 

25 看到詞彙很容易就可以理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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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名受試者對韓國漢字在華語學習影響上的開放式填答（續 1） 

受試者 

編號 正面影響 

26 
學習漢字的時候覺得格外親切，而且學到後來可以慢慢地把韓國漢字詞和華語詞

彙作連結和聯想。 

27 雖然漢字的發音不同，但是看到字可以大概掌握新的詞彙的意義。 

28 
閱讀文章的時候，雖然不太清楚字的發音，但是可以推測出詞彙的意思進而讀懂

文章，越高級的詞彙越容易了解。 

29 
學習華語的時候因為看到的都是熟悉的漢字，所以覺得學習起來很開心，在閱讀

的時候也可以從上下文輕易推測出生詞的意義。 

30 
華語詞彙和韓國漢字詞相同的地方很多，只要看到漢字，就可以知道大概的發音

和意義，漢字文化圈內的詞彙似乎都有這樣的共通點，有助於輕鬆學習。 

31 在台灣學華語用的一樣是繁體漢字，容易看懂字義，覺得比較輕鬆。 

32 因為本來就知道韓國漢字的意思，所以在看到華語詞彙的時候，可以比較快理解。 

 

  



 

123 

32 名受試者對韓國漢字在華語學習影響上的開放式填答（續 2） 

受試者 

編號 負面影響 

1 
若遇到韓國漢字詞的字義和華語詞彙字義不同時，容易混淆，可能是因為韓國

的漢字詞受到了日本詞彙影響較深的關係，所以造成了中韓文詞義不同的狀況。 

2 似乎沒有太多負面的影響，不過有的時候發音會有點搞混。 

3 
華語詞彙的字義和韓國漢字詞的字義不同的時候，常常會混淆，覺得不知道該

怎麼正確使用。例如：小心。 

4 
有些華語詞彙的意義和韓國漢字詞完全不同，所以有時候就算使用不正確，也

很難自我察覺，不小心就會一直錯下去。 

5 
在看到新的華語漢字時，會受到韓國漢字音的影響，有把漢字念得很像韓國漢

字音的傾向。 

6 
有些韓國的漢字詞和華語的詞彙順序顛倒，要正確地記住並使用不太容易。例

如：痛苦(中)&苦痛(韓)。 

7 如果遇到和韓國漢字詞用法不同的華語詞彙時，就覺得很難，也經常混淆。 

8 看到華語漢字會聯想到韓國漢字音，經常混淆。 

9 （無） 

10 韓國的漢字和華語的漢字用法不同的時候，容易弄錯。 

11 （無） 

12 「平和」或「和平」這類順序顛倒的漢字詞和華語詞彙，有時令人混淆。 

13 容易混淆韓國漢字詞和華語詞彙的用法。 

14 背華語生詞的時候會以韓國漢字的發音誦讀，造成混淆。 

15 發音和詞義跟用法都會混淆，要很認真地另外區分並且背好用法才行。 

16 詞彙用法不同的時候會產生混淆。 

17 
完全一樣的詞彙但是詞義完全不同的時候，經常混淆。例如：「先生」韓文的

意思是「老師」，台灣這邊中文的意思是「丈夫」。 

18 華語詞彙和漢字詞意義不同的時候，無法正確使用。 

19 同樣意思但是華語詞彙和韓國漢字詞使用的是不同的詞彙的時候，容易搞混。 

20 對於韓國漢字詞和華語詞彙不同的部分很容易搞混。 

21 
華語和韓語意義相似的詞很多，但是用法不同的話就會混淆。例如：賣店(韓)

＝商店(中)。 

22 有些詞彙用法不同，會產生混淆的狀況。 

23 （無） 

24 
同樣的詞彙但是使用方法不同的話，經常會混淆，還有詞彙順序顛倒的部分，

也常常不容易確定該怎麼說才對。 

25 像「痛苦」和「苦痛」這樣華、韓語順序顛倒的詞彙，很容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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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名受試者對韓國漢字在華語學習影響上的開放式填答（完） 

受試者 

編號 負面影響 

26 
如果新學的華語詞彙是韓國不使用的漢字詞，在學習時比較不容易理解，也很快

就會忘記。 

27 詞彙用法不同或是順序顛倒的時候容易混淆。 

28 有時會搞混韓語漢字音和華語發音。 

29 看到漢字時會想到韓語漢字音，對華語發音造成混淆，尤其是聲調特別難記住。 

30 
看到華語漢字的時候，因為會先想到韓國的漢字，所以在學習時，針對像華語、

韓語漢字比較不相似的發音就要特別花比較多的時間去記憶。 

31 就算學過韓國的漢字，要學習寫比較困難的華語漢字，還是不容易。 

32 遇到和韓國漢字詞用法不一樣的華語詞彙時，經常搞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