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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語母語者之華語 

舌尖前與舌尖後清輔音偏誤分析 

 

中文摘要 

 

關鍵字： 華語、土耳其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對比分析、偏誤分析 

 

    舌尖前音和舌尖後音，一直以來都是外籍學習者於華語語音方面的最大

的困難，土耳其語母語者亦不例外。從華語－土耳其語輔音之差異對比觀之，

華語塞擦音／擦音類輔音，舌尖部位即分前（/ts/、/tsʰ/、/s/）、後（/ʈʂ/、/ʈʂʰ/、

/ʂ/）兩組，然土耳其語亦有以塞擦音／擦音相互對立的輔音音素一組（/dʒ/、

/tʃ/、/ʃ/），其構音部位（舌葉）接近但異於華語舌尖音群。因此，華語舌

尖部位的六個清輔音音素都可能成為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學習障礙。故本語音

研究之主軸在於透過觀察土耳其學生於華語/ts/、/tsʰ/、/s/、/ʈʂ/、/ʈʂʰ/、/ʂ/等

輔音作為聲母之發音表現。  

    研究結果指出土耳其學生於華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的發音偏誤有以下

特徵：（1）發音器官的阻塞動作不確實，造成塞擦音與擦音混淆，如：/s/-/tsʰ/；

（2）送氣時長不足，造成送氣音與不送氣音混淆，如：/tsʰ/-/ts/、/ʈʂʰ/-/ʈʂ/；

（3）舌體位置不正確，造成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混淆，如：/ts/-/ʈʂ/、/tsʰ/-/ʈʂʰ/、

/s/-/ʂ/。而根據與土耳其學生訪談的內容顯示，造成這些偏誤特徵的主要根

源，一是標註華語語音的書面形式（漢語拼音方案）與母語文字使用相同文

字系統（拉丁字母），使學習過程受母語語音干擾；二是華語聲調的鮮明特

色誘引學習者過度強調而錯誤模仿，連帶影響輔音的實際音值。 

    最後，筆者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基於學習者語言能力的教學建議：自學習

者母語具備的輔音/s/出發，教學者僅演示聲母音段，並配合語音對比的教學

方式，循序調整發音控制變項（阻塞由無而有送氣由長而短舌位由前而

後），以達到降低發音困難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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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Analysis in 

/ts/, /tsʰ/, /s/, /ʈʂ/, /ʈʂʰ/, /ʂ/ 

of Mandarin Chinese  

from Native Turkish Speakers 
 

Abstract 

 

Keywords: Mandarin Chinese、 Turkish、 Alveolar Consonants、 Retroflex 

Consonants、Contrastive Analysis、Error Analysis. 

 

    Alveolar and retroflex consonants have always been the major difficulty for 

foreign students learn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native Turkish 

speakers are no exception. Based on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Mandarin 

and Turkish consonants, all fricative and affricate consonants of Mandarin are 

divided into alveolar consonants (/ts/, /tsʰ/, /s/) and retroflex consonants (/ʈʂ/, /ʈʂʰ/, 

/ʂ/), while there is only one group of fricative-affricative contrast in Turkish: 

palate-alveolar consonants (/dʒ/, /tʃ/, /ʃ/). However, the places of articulation of 

these consonants are close to each other but they are individually different in 

articulations and in sonic trait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points out the following features existing in the 

false articulation of Turkish learners: 1) They lack occlusive motion in speech 

organs which confounds affricates with fricatives. (/s/ vs. /tsʰ/) 2) The 

insufficiency of aspiration that confuses the aspirated consonants with those of 

non-aspirated ones. (/tsʰ/ vs. /ts/; /ʈʂʰ/ vs. /ʈʂ/) 3) The inappropriate position of 

tongue tip that causes the obscurity of alveolar and retroflex consonants. (/ts/ vs. 

/ʈʂ/; /tsʰ/ vs. /ʈʂʰ/; /s/ vs. /ʂ/)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with Turkish learne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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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 written form for Pinyin and Turkish language (both based Latin alphabet) 

and their exaggerating imitation of the tones are indicated to be the major 

accounts for the inaccurate articul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 I propose some instructions conforming to learners’ 

language ability; that is, starting with a phoneme that already exists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 - /s/. With demonstration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se 

consonants as the initials of every Mandarin syllable, teachers may gradually 

adjust the variables of articulation by adding occlusion first (making /s/ into 

[tsʰ]), then to shorten the aspiration (making /tsʰ/ into [ts]), and last to shift the 

tongue tip backwards (changing /s/, /tsʰ/, /ts/ into [ʂ], [ʈʂʰ], [ʈʂ]). These methods 

shoul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ifficulties in acquiring an accurate articulation of 

these Mandarin conso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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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二十一世紀，東亞經濟與市場勢力興起，華語文與漢文化漸漸受到全球

的重視，西亞地區亦跟隨腳步，於大專院校開始廣設漢語專業相關系所，積

極培育華語人才。近年來，自土耳其來華旅遊、經商、留學的人數亦有明顯

上升的趨勢，而除中國在土耳其境內開辦孔子學院以促進兩地的文化交流外，

土耳其政府更將華語文向下延伸至中等教育的外語選修課程，可見華語熱潮

正在小亞細亞地區快速延燒。 

    不過相較於其他國籍人士，前來東亞學習華語的土耳其人仍相對較少，

目前針對土耳其學生學習華語的追蹤調查與研究經驗仍非常不足，亦缺乏應

土耳其語母語者需求而設計的華語教材或教學方法。事實上，土耳其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偏誤有著不同於其他國籍學生的特點，近年雖有一些學者

從事外籍學生的中介語研究，然其研究對象多來自英美、日韓、東南亞等地

區，甚少針對土耳其學生之中介語現象進行分析者，華語、土耳其語的對比

研究更是微乎其微。亞洲地區雖有土耳其語專業人才，惟投入語音研究者極

少。華語教師可能藉由教學經驗累積語音教學技巧，若有針對如土耳其語等

特定語言之族群的語音研究，應能使教學實務事半功倍，對華語教學之推廣

亦有助益。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發音是學習各種語言的入門基礎，無論是任務教學教材或是綜合式教學

教材，第一冊的前數課都是以發音教學為主軸，可見語音對一個語言學習的

重要性，華語教育領域亦非例外。然語音教學雖是語言學習的基礎，但其重

要性和本身在整個語言課程中所占的份量呈反比；發音教學往往在課程內容

進入詞彙和語法知識的階段之後立即消逝，因而造成學習者在語音的訓練上

相對不足，發音表現不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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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語言的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發音的準確度及語調的流暢性，常被視

為其於該語言學習成就的重要指標；換言之，語言能力給人的第一印象，往

往取決於其口音的濃厚程度。由於華語的語音特徵和構音方式較為特殊，常

給外籍學生帶來困擾，再加上語音訓練的不足，外籍學生的華語語音總讓人

覺得「洋腔洋調」。究其因，「中介語音」實為造成他們自身口音與標準規

範語音間出現差距的主要因素。 

    許多關於中介語音的研究文獻指出，華語舌尖輔音幾乎是所有外籍學習

者共通的偏誤。Azertürk（2002）指出土耳其學生的語音學習過程中，舌尖

後音常因舌位矯枉過正而發出偏誤的音值；Aydın（2011）發現土耳其學生

於華語輔音的發音偏誤集中於舌尖前音（alveolar consonants，/ts/、/tsʰ/、/s/）

和舌尖後音（retroflex consonants，/ʈʂ/、/ʈʂʰ/、/ʂ/）。而筆者對土耳其國立艾

爾吉耶斯大學（Erciyes Ü niversitesi）東方語文學系華語組 61 名學士在學生

進行問卷調查後發現，其中 56 名學生認為華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是學習

華語語音中最令人懊惱的。 

    身為華語教育界的一員，自覺有義務為學生化解困難。期盼能夠在前輩

的研究基礎上，融合自己既有的土耳其語文知識，綜合分析土耳其語母語人

士的華語語音中介現象，進而以本語音研究之心得提出教學建議供作參考。

期望能對土耳其學習者有所裨益，為在東亞與西亞兩地文化交流日漸頻繁的

橋梁上盡一份心力。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目標 

    第二語言學習的過程不同於母語的習得，母語習得是先從語言（語音）

而後文字；第二語言學習是從文字而後語言。不論學習第二語言是在傳統的

課室內或是在生活經驗中，只要越晚開始學習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母語對第

二語言學習過程的影響就更為深遠。Mackey（1990）在《語言教學分析》

中指出：「學生練習口頭表達之前，重要的是使他們形成語言的發音。這點

最好在一開始就做到，因為學生每學習一個詞，都會加深他的發音習慣。」

掌握一個語言的語音，好比手持入門一個語言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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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ertürk（2002）、Aydın（2011）等前人的研究，皆指出華語舌尖前

音、舌尖後音是土耳其學生在華語語音層次的學習難點，而本研究基於期望

協助土耳其學生減輕學習華語語音的困難，欲進一步觀察及探討土耳其學生

於華語/ts/、/tsʰ/、/s/、/ʈʂ/、/ʈʂʰ/、/ʂ/等輔音之實際發音偏誤的細部特徵作為

研究主軸，並確立以下研究目標： 

一、進行華語和土耳其語之輔音系統重點差異對比分析，以預測土耳其學生

於華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之發音偏誤形態與聲學特徵。 

二、採集土耳其大學生中主修華語者之語音樣本，經由審聽評斷和語音解析

軟件數位化處理後，分析受詴者實際發音的偏誤類型。 

三、綜合對比分析及偏誤分析之結果，探討土耳其學生華語發音偏誤現象的

成因，最後提出相應之教學策略。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之主軸為土耳其學生於華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的語音偏誤；

意即以土耳其語為第一語言（母語）之成年學習者為研究對象，分析其華語

/ts/、/tsʰ/、/s/、/ʈʂ/、/ʈʂʰ/、/ʂ/的發音特徵。為使研究更為明確，必先定義相

關字詞。 

 

一、中介音 

    第二語言學習者在學習目標語的過程中，會產生一種不同於目標語言

系統的習得規律。這種尚未擺脫母語干擾的過渡語言系統，會隨著過程不斷

的變化，此即學習者在第一語言和目標語之間的「中介現象」。而中介音即

是指第二語言學習者表現在語音方面的中介現象。 

 

二、語言遷移 

    語言遷移（language transfer）是指學習目標語的過程中，因母語的內部

規律對學習成效產生影響。若學習者母語於學習過程具有輔助作用而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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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效，是謂「正遷移」；若母語產生干擾作用反而降低學習成效，則謂之

「負遷移」。 

 

三、土耳其語 

    土耳其語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為以「主語—賓語—述語」為主要句

型結構；其膠著語（agglunative language）的語法形態無詞形內部之變化，

而是通過增補各種不同的後綴來實現語法意義。本文所論及之「土耳其語」

皆指今土耳其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ey）和賽普勒斯共和國（Republic of 

Cyprus）的官方語言，且以伊斯坦堡（İstanbul）方言作為其語音和語法之

標準規範，並採拉丁字母作為書面文字的現代標準土耳其語。 

 

四、華語／漢語／中文 

    「華語」一詞為一般臺灣地區對海外現代中國語文教學之用語；對國內

稱「國語」。相同之事物，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海外稱「漢語」，

對境內稱「普通話」。「中文」是紀錄該語言之書面文字（漢字）。以上詞

彙皆指以中國北京音系為標準語音，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作為語法規範的現

代標準漢語（Mandarin Chinese），本文統一以「華語」稱之。 

 

五、語音標註符號 

    本文所使用之語音標註符號包含漢語拼音及國際音標。以國際音標標註

語音者，皆於其音標字符外加「/ /」符號表示音位，或「[ ]」符號描述實際

音值。 

（一）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  ny  P ny n）是一種用拉丁字母記寫華語漢字之讀音的符

號系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八條規定：「《漢語

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

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西元 1982 年，國際標準組織 ISO709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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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1也認定漢語拼音是用來「拼寫中文」，而成當今國際普遍承認的華語

的轉寫標準。現在除臺灣地區在母語教育上仍使用「注音符號」標示漢字讀

音外，幾乎所有的華語社群都已採用漢語拼音。本文中之華語語音單位非以

國際音標註明其音位或音值者，皆為漢語拼音。 

（二）國際音標 

    國際音標（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簡稱 IPA），早期又稱

萬國音標，是由國際語音學學會（The Interna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以

拉丁字母為基礎所設計，是一套用來標注人類語言的語音符號系統，其優點

為每一個字符皆固定代表一個音值。本文以華語語音為研究主軸，故筆者在

解釋音位和音值時，皆採用國際語音學學會修訂之《國際音標字母表》2為

標準。 

 

六、輔音／聲母 

    輔音是發音過程中，氣流於發音通道中受發音器官（唇、舌、齒、顎、

咽…等）不同形式的阻礙而發出的聲響，又稱為「子音」。相對於發音時氣

流不受阻礙而音質宏亮的元音（或稱「母音」），輔音的聲響強度既弱且不明

顯。決定輔音性質差異的關鍵因素是「發音部位」和「發音方式」。 

    華語的一個漢字只有一個音節，其語音結構分為「聲母、韻母、聲調」

三部份，而「聲母」即指華語音節起始的輔音。所有華語聲母僅由一個輔音

構成，不能獨立自成音節。華語音節不以輔音起始者，則稱「零聲母」音節。 

 

                                              

1
 ISO7098 號文件原文：  ny  p ny n f ng’ n  Ch nese phonet c system  or P ny n, which was 

officially adopted on 1958-02-11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the Prople’s Rebublic of China, 

is used to transcribe Chinese. The transcriber writes dow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ir readings in P t nghu . 

2
 詳見［附錄一］：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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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聲譜圖 

    各種聲響藉由聲學分析程式的計算處理後，顯示其於時間軸上的頻率範

圍及變化的圖像形式，即為聲譜圖（spectrogram）。聲譜圖亦能夠呈現人類

發音的實況，使研究者得以科學的角度解釋各種音位物理特性與發音部位間

的關係，如：輔音的構音方式、部位和時長比例…等。 

 

八、衝直條 

    衝直條（burst）是氣流自發音器官瞬間衝出時，於聲譜圖上造成的俐落

直桿，通常不超過 10 毫秒（鄭靜宜，2011）。衝直條信號表示發音氣流受阻

塞而後突破，暗示所偵測之語音音段具塞音或塞擦音性質。 

 

九、噪音重心頻率 

    頻譜動差分析（spectral moments analysis）是將輔音音段之頻率量化的

方式之一，它將噪音能量的分佈轉化為一種統計機率分配，目前已經廣泛被

用來分析非週期波性質的語音（清輔音），且研究顯示使用頻譜動差參數區

分不同的構音部位可得到相當高的正確率3。Kent & Read（2002）指出，頻

譜動差分析所計算得之第一級動差參數（M1 值）代表頻譜能量的重心頻率

（central gravity of spectrum）。 

 

 

 

                                              

3
 Forrest, Weismer, Milenkovic & Dougall (1988); Jongman, Wayland & Wo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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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文以分析土耳其籍學生的中介音為出發點，作為學習者矯治的理論基

礎，進而提出教學建議。因此筆者於本章分別就「中介語理論」、「第二語言

習得之研究方法」、「華語語音之偏誤研究與教學」等做詳細的探討。 

 

第一節 中介語理論 

一、 中介語系統的形成與特徵 

    對第二語言學習者學習目標語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語言類型，各學者有

不同的描述。Nemser（1971）認為：「第二語言是一種不完善的語言」，

他指出學習者從一無所知開始，最後進步到具有母語使用者的水帄，是一個

從零開始而不斷進步的過程。Corder（1967）強調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言系

統，是一個不斷變化、浮動的動態過程。每當新的第二語言信息加進學習者

的語言系統中，語言調整就不可避免。 

    而「中介語」（interlanguage）一詞則由 Selinker（1972）首次提出，他

認為經由觀察可以發現，第二語言學習者使用目標語（target language）表

達的語料，和母語者所表達之同樣概念的語料並不相同。面對這樣的觀察結

果，他提出了中介語理論的假設，並定義：中介語是建立在第二語言學習者

於學習目標語過程中所輸出之語料的基礎上，而形成一種有別於學習者母語

和目標語的語言系統4。換言之，中介語既介於學習者母語和目標語之間，

卻又別於母語，也與目標語不盡相同。另外，Selinker 亦指出中介語是一種

動態的系統（dynamic system），是在第二語言的環境下所產生的語言型態，

同時說明中介語的產生有以下五個原因： 

                                              

4
 “The existence of a separate linguistic system based on the observable output which results 

from a learner’s attempted production of a target language norm. This linguistic system we will 

call “interlan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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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語的干擾 

中介語裡的規則和語言現象是從學習者自身的母語轉移過來的。例如：在學

習華語聲母/ts/時，土耳其學生往往因其書寫形式與母語文字 z 一模一樣，

而以母語/z/代替其發音。 

（二）語言訓練的影響 

教學者的訓練方式導致學習者過於強調某一結構，而引起規則轉移。例如：

教師在教授華語翹舌音時，過度強調舌尖向顎部抬起的動作，使發音變得不

自然，學生的翹舌音也就跟著不自然了。 

（三）第二語言學習策略的影響。 

例如：外籍學生若以母語文字拼寫讀音的方式學習華語語音，就會發生發音

上的偏誤。 

（四）第二語言交際策略的影響。 

學習者通常使用比較簡單、好記的方法來學習目標語。例如：外籍學生覺得

以華語交談時，即使 z、c、s 與 zh、ch、sh 不分，華語母語人士仍然能夠

理解，而趨於避免使用較難的發音。 

（五）第二語言材料所引起的規則擴大使用。 

由於學生掌握目的語的知識僅限於教學材料，於是將有限的、不完全的目的

語知識套用在言語中。例如：學生若不了解漢字有一字多音的現象（如「會

議 hu y 」和「會計 ku ij 」），認為一個字在所有的詞彙中都是相同讀音，

就會讀錯。 

    Selinker 認為，中介語真正的成因到底屬於上述的哪一項，是難以區分

的，因為可能不只一項，不過上述五項的確是我們在中介語系統形成中容易

見到的幾個誘因。另外，Selinker 認為中介語是第二語言學習者創造出來的

獨特系統，儘管其過程經過大量地糾正或反饋，都會以其特有的偏誤形式留

在使用者的語言表達中，並具有以下特點： 

1. 中介語在發展過程中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是介於第一語言和目標語言之

間的獨特系統，表現在語音、詞彙、詞序、語法、語用等各方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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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介語是一種隨著學習過程不斷變化的動態系統，有其一定的階段性。

但它逐漸遠離第一語言，向目標語言游移。 

3. 學習者尚未完全掌握目標語言的狀況下，因學習者母語干擾（負遷移）、

目標語知識規則過度泛化、教學訓練不足、學習策略和交際策略等因素，

而產生對目標語言的偏誤現象。偏誤的導正會隨著學習時間的進展而慢

慢增加。 

4. 向目標語靠近的中介語是迂迴前進的，偏誤現象常規律性地重現。猶如

漂泊在大海中的一艘船，雖未靠岸，卻是明確地航向目標語的港口。 

5. 中介語的偏誤有頑固性，易走向僵化（fossilization）5，其表現在語音

方面特別明顯。大部分的學習者終其一生皆使用中介語。 

    其中語言的「僵化」是 Nemser（1971）和 Selinker（1972）所提出的一

項重要論點。僵化是中介語特有的現象，意旨不論學習者年齡大小，或給予

學習者多少教學訓練，特定母語的第二語言學習者在學習特定目標語時，其

中介語中仍持續存在的一種語言項目、規則或次系統。 

    魯健驥（1993）於《中介語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亦闡述了中介語的特

點： 

（一）滲透性 

    中介語受到來自學習者母語和目標語之規則或形式的滲透。母語的滲透

就是母語干擾的結果；目標語的滲透是對已接觸過的目標語規則形式過度泛

化的結果。滲透性有積極作用，亦有消極作用；積極作用則是母語的正遷移，

使中介語向目標語接近；消極作用是由於母語干擾和目標語規則形式的過度

泛化造成，而強化了中介語的型態，產生偏誤。 

（二）僵化現象 

    即前文提到的 fossilization。一般來說。中介語系統中，語音和某些語

法項目的僵化現象最為突出。 

                                              

5
 或譯作「化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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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覆性 

    意指某些已得到糾正的偏誤又有規律地重複出現，如此情況的發生，可

能導因於學習者需要用來表達己意的目標語形式難度較高，因此退而求其次，

選擇一個他比較熟悉的形式表達，然其所選用的表達形式從目標語的角度看

來是偏誤的。例如在測驗或正式場合時，有些學習者會避免使用自己不確定

的語言形式表現，雖然這樣是保險起見的做法，但反而可能造成偏誤的發生。

魯健驥（1993）認為反覆性只表現在某些語言項目上，並不影響整體中介語

系統的動程。 

    另外，魯健驥（1984）說明中介語的產生具有許多方面的心理因素，除

了 Selinker 已提出的五項成因，還有本族或外族文化因素的干擾。魯健驥

（1984）闡明心理學家認為，學習者的年齡、抽象思維能力，還有無法產生

移情作用（empathy）的某種語言偏見等心理因素，雖然尚未獲得實驗證明，

也可能是造成僵化的原因。隨著年齡漸增，人腦活性漸退，因而母語在目標

語的習得起了干擾作用；抽象思維能力是成人歸納目標語的語言現象，形成

中介語的規律。某些開始學習外語的人可能覺得其他語言系統聽起來很奇怪

或不悅耳，產生一種語言偏見，成為一種學習的阻力。 

二、 中介音 

    Wei（2008）表示：發音的不同可說是語言之間最大的差異。當語音偏

誤重複地發生而漸變為穩定狀態，語音的僵化現象因此而生。語音的僵化，

即是第二語言學習者表現於語音層次的中介現象，也就是「中介音」。造成

中介音的主要原因是： 

（一）母語的干擾 

    母語的負遷移在語音學習的過程中特別顯著，學習者將母語的語音規律

直接套用到目標語，如：華語中的 z 是舌尖後清塞擦音/ts/，而土耳其語的 z

是舌尖前濁擦音/z/，由於漢語拼音 z 和土耳其文 z 書寫形式相同，容易讓土

耳其學生從視覺上造成誤解而受母語干擾，一見漢語拼音 z，發音器官便不

由自主地丟失阻塞動作，形成偏誤的發音。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1 

（二）學習過程中訓練的不足或誤導 

    學校訓練的不足，或多語言、方言社會環境（如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臺

灣、新加坡…等）的影響，往往是誤導的來源。學生離開教室後，常聽到一

些不合規範的語音，長時間耳濡目染，就受到影響了。 

    魯健驥（1984）在《中介語理論與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語音偏誤分析》一

文中提出中介語音系統的僵化現象較其他語言項目更來得強： 

據說英籍的波蘭裔著作家約瑟夫‧孔拉德的英語，被公認為在語法上

達到了跟英語為母語的人一樣的水帄，但在語音上，他卻始終保持著

波蘭語的口音。這就是所謂「約瑟夫‧孔拉德」現象。（魯健驥，1984，

p. 54） 

 

小結 

    綜上所述，顯示語音的確是學習者在第二語言習得的領域上較難克服的

一個層面。筆者認為，除了 Selinker 提出的五項中介語成因，還可增加「文

化心理因素」和「學習者舌位自我監控不足」等二項成因。雖然就觀察第二

語言學習者是否有共同的語音偏誤現象以解釋中介語音的形成因素不容易，

但假若中介語理論成立，應該可以透過觀察學習者中介語的發展歷程，得知

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音學習歷程，並了解學習者的語音偏誤現象，給予適當

的指導，使其穩定地朝向目標語的程度前進。 

 

第二節 第二語言習得之研究方法 

    Freeman & Long（1991）於《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一書中說明對於第二語言習得語料分析方式的發展，

主要有對比分析（constractive analysis）、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語言

運用分析（performance analysis）、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等四種。

雖然語言運用分析和言談分析對於中介語系統之研究較為精確，但前者偏重

以縱向的研究方式探討語法的發展過程，後者則以句子銜接和篇章為主軸，

與本研究之問題方向較不相符，因此本節不贅述語言運用分析和言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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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對比分析和偏誤分析之探討為主。 

一、 對比分析 

    對比分析由 Lado（1957）提出，它是一種在語音、語法和文化層次上

對學習者母語和目標語進行逐一且嚴格比較的一種分析法，目的在於協助語

言教學解決第一語遷移的問題。Lado 認為學習者母語的表達形式、語義，

以及文化背景等，都容易影響其目標語的表現而產生受母語遷移的作用。因

此，以對比分析針對學習者的母語和目標語進行研究、比較，則能預先了解

學生可能面臨的學習困難，使語言教學更有效率。 

    劉珣（2000）指出，對比分析提出了一套嚴謹的研究程序，而其優點在

於加強人們對語言現象的描寫和研究，並且能對一個語言的特徵有更深入的

了解。對比分析一般分四個步驟進行：描寫、選擇、對比、預測；首先，分

別對兩種語言系統進行詳細的觀察與描述，從中擇重要的、有意義的項目進

行比較，找出兩者之間相同和相異的地方。最後，藉之預測學習者會遇到的

學習難點，如此一來，教學者於編選教材與設計課程時也能更有針對性。 

    相反地，劉珣（2000）亦表示對比分析存在著一些侷限。其一，兩種語

言的結構差異愈大，不見得干擾就愈深；反而是結構的差異細微者，才更容

易發生學習困難。其二，對比分析將學習看做是機械性的刺激和反應的結果，

較不重視學習者實際的語言表現，因而被批評為只不過是一種比較，而非第

二語研習得的研究。不過 James（1980）認為對比分析之用意在於「預測」，

而診斷實際差異則是「偏誤分析」的任務。如果任何錯誤都得藉實際語料驗

證，在教學上就會耗費太多時間，也失去對比分析最重要的功能。 

    筆者認為，在人類語音的研究領域中，對比分析仍然佔高度的份量，雖

然有些語音偏誤現象是所有學習者共通的難點，但是我們仍能明顯感受到特

定母語背景之學習者總帶著特有的腔調和共同的偏誤特徵。魯健驥（1999）

亦認為母語仍是學習者在語音層面之偏誤的主要干擾源，因此探討母語遷移

與中介語音形成的關係，對比分析仍是一項必頇採行的重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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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偏誤分析 

    偏誤分析是對比分析的發展和改良，傳統的對比分析過度強調母語遷移

的影響，忽略了其他的干擾來源，而偏誤分析指出其他語言習得的現象，正

好彌補了對比分析的不足。此外，它強調了偏誤現象在教學中的正面意義。

透過偏誤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學習者在語言習得方面的發展過程，以及學習

者所使用的學習策略。 

    Corder（1967）於《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文中論及「失

誤」（mistakes）和「偏誤」（errors）之區分。「失誤」指的是成年的母語

者說話時因疲勞、心神不寧或其他因素而出現的一般口誤，是隨機發生的，

然說話者一但察覺後便能自我導正，與言者本身的語言能力無關。「偏誤」

則是規律性的，且於學習者第二語言學習歷程中留下蹤跡，因而能夠被追蹤

分析，甚至歸類。Corder（1967）表示，以往的觀念認為，完美的教學不應

容許任何偏誤的出現，不過事實上，即便教師於各方面費盡心思，也不可能

完全抹除學生產出偏誤。他並指出了研究學習者出現偏誤現象的重要性，有

三個層面： 

1. 對教學者而言，針對學習者之偏誤做系統性的分析，可以掌握學習者的

語言發展，以利學習目標的設定。 

2. 對研究者而言，它提供第二語言習得的證據，及顯示學習者以何種學習

策略學習目標語。 

3. 對學習者而言，他們能夠檢視自己在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錯誤，並藉之

為輔助學習的工具，進一步加以改正。這也是偏誤的價值所在。 

    致使學習者產出偏誤的來源是偏誤分析的研究重點，一般分為「語際偏

誤」和「語內偏誤」兩類。語際偏誤指的就是母語的負遷移，這部分也是對

比分析的研究重心，但不同之處在於：偏誤分析認為母語干擾不僅僅是單純

的遷移現象，而是學習者根據母語的知識和經驗，主動對目標語規則提出假

設並驗證的一種過程（學習策略）。尤其是初學者，因為對目標語的知識有

限，因而更容易從母語中尋求輔助（陳俊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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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語內偏誤則分為兩種：過度「類化」或「簡化」。對於過度類化，

魯健驥（1999）認為是學習者把有限的目標語知識，套用在新的語言現象上

所產生的偏誤。例如：漢語拼音之聲母 j、q、x 與元音 ü 相拚時，元音字母

ü 省去了附加符號（ ）̈，但讀音維持不變，若學生不了解這樣的拼讀規則，

就會將 u 和 ü 搞混了。至於「簡化」，陳俊光（2007）認為是學習者為了減

輕學習負擔而採用的一種策略；換言之，即學習者使用第二語言時，在不影

響實際溝通的前提下，省去次要的語言成分以減輕語言處理上的負擔。 

    至於偏誤分析的進行，Corder（1974）與劉珣（2000）皆建議按照如下

流程： 

1. 蒐集學習者之中介語語料。 

2. 鑑別語料中的偏誤是規律，還是偶然的；是形式上的，還是語用層面的。 

3. 分類偏誤。傳統上是根據形式分類成語法、語音或詞彙方面的偏誤。 

4. 解釋偏誤的成因。 

5. 評估偏誤影響溝通的嚴重程度。 

三、 語音聲學分析 

    近來在華語語音研究領域，已有許多學者利用物理科學的方式取得較準

確、真實的數據資料，以獲得較客觀的語音描述。據王士元（1988）所述，

語音聲學（acoustic phonetics）6是 1940 年代才開始有系統地建立起來的新

興學門，除了透過語音分析儀器或程式研究人類語音之物理性質與發音器官

的關係，更促進現代計算機辨別語音、模擬聲音的技術。 

    語音聲學是一座介於語音產生與語音感知間的橋樑，楊順安（1991）指

出：在人的語言中樞裡，存在著一套離散的「音位」式言語代碼。這些載有

語意、前後相隨的一串離散代碼，透過發音器官的震顫與動作，轉變為連續

性的語音聲波。語音聲波進入聽覺器官，連續性的聲波又被解碼為離散的音

                                              

6
 或譯作「聲學語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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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式言語代碼，如此一來，言者的語意就能被聽者理解（圖二-1）。另外，

鄭靜宜（2005）說明，語音是時間性的訊號，每個語音訊號皆在時間軸上佔

有相當的長度。而語音的多變性即在於不同的時間點上呈現不同的聲波（頻

譜）型態，讓我們能辨認或區分出不同的語音類別來。換言之，人類對語音

的感知其實是取決於其物理（聲波）性質。 

 

 

 

 

 

圖 二-1 語音的產生和感知模型 

（資料來源：楊順安（1991）。從聲學語音學的角度對普通話元音音位系統的初

步研究。語文研究，2，p. 11） 

 

    鍾榮富（2011）認為要了解對人類語音的聽辨或解讀，即需要弄懂語音

聲學的基本概念，而所要研究的就是語音的物理性質。藉由視覺化語音信號

（聲譜）的解讀，再同語音知覺（聽辨）加以比對，則能將語音做進一步的

分析和量化。比起一般單純聽辨的評斷方式，語音聲學分析更具有信度和效

度等客觀性之優勢。 

    謝國帄（2011）認為將聲學分析帶入語音研究有以下之優點： 

1. 描述發音動作與構音部位來解釋語音性質較不容易且不明確，而以語音

之聲學特性則較容易解釋且客觀。 

2. 分析語音的聲學特性有助於解釋一些差距不大且容易混淆的音。 

3. 聲學分析儀器和程式的發明，能將語音轉化成永久性的視覺紀錄（聲譜

圖），解決了語音迅速隨時間而消逝的問題，便於追蹤分析。 

 

離散性的言語代碼 連續性的語音聲波 

離散性的言語代碼 連續性的語音聲波 

發音器官 

聽覺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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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對比分析和偏誤分析各有其優缺點，曹逢甫（1993）指出，對比分析可

能因為資料不全或分析方式不當，而導致預測力失準，因此它所做的預測應

該與學生實際的錯誤相互印證，如果結果能大致得到證實，就表示分析的方

向是正確的。但對偏誤分析來說，解釋偏誤來源的過程通常會遭遇到很大的

困難，而對比分析在這方面正好可提供很好的協助，使偏誤分析的診斷功能

更加確實。 

    因此筆者認為，若能將對比分析和偏誤分析作為語言的研究工具，而非

語言的習得理論，應是相輔相成，而非互相排斥的。此外，人耳的聽辨能力

有限，有時聆聽者感覺到說話者特定的語音表現，卻難以客觀地描述或解釋

其確切之特徵，此時更需借助語音聲學的研究方式將語音具象化，並據之描

述學習者的語音偏誤特徵，以補足書面對比和分析的不足，尤其是人耳能夠

感受卻無法言喻的細微差距，更能從語音聲學分析中找到答案。 

 

第三節 華語語音之偏誤研究與教學 

    學術界對於中介語理論之探討業已增多，其中不乏投入華語領域者，許

多華語語音學和中介語研究之著作陸續出現。楊連瑞（1996）認為，中介語

理論研究的目標是對中介語這一語言系統做出具體的描寫，揭示以華語為目

標語言之學習者的中介語音、詞彙、語法、語用等發展規律，使外語教學建

立在更加科學與客觀的基礎上。 

    針對外籍學生的華語中介語音研究，有針對特定母語或國籍為對象而分

析者，亦有全面性分析者。多方收集語料分析如朱川（1997）採集了英語、

日本語、韓語、新加坡華語等四種母語背景之留學生的語音樣本進行語音偏

誤分析；曾金金（1999，2000）針對東南亞學生進行聲調之聽辨分析；葉德

明（2005）就華語語音難點提出不同國籍之學習者的偏誤常態，並提出改善

建議。其他亦有許多研究者鎖定特定母語背景人士進行語音偏誤診斷或教學

研究，然多為其研究對象多以日本、韓國、東南亞諸國和英語母語者，甚少

有探討土耳其語母語者之華語語音中介現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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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s（1971）將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所發生的偏誤分為兩種：受學

習者自身母語的遷移而產生的偏誤，稱為語際偏誤（interlingual errors）；

不同母語背景之學習者所發生的共通性偏誤，則稱為語內偏誤（intralingual 

errors）。筆者就學者們的語音相關研究探討，希望能得到外籍學生的華語

語內偏誤現象，也是土耳其語母語人士華語學習過程中常見的偏誤類型。 

一、 外籍生華語舌尖前、後音之偏誤研究 

    毛世禎（2008）認為，若將所有華語學習者看成一個整體，那麼華語語

音教學的重點也可視為最普遍性的難點。朱川（1997）針對日本、韓國、歐

美、新加坡等不同背景的華語學習者進行語音實驗，發現舌尖後音幾乎是所

有受詴者的第一級難點。毛世禎根據朱川語音研究的基礎上，將這些外籍學

生語音難點整理如［表二-1］。 

 

表 二-1 外籍學習者之華語語音難點共性 

級別 聲母 韻母 聲調 

一級 

難點 
舌尖後音 鼻音韻母 四種聲調混淆 

二級 

難點 

/f/和/x/、/h/相混 

鼻音、邊音、閃音相

混 

鬆緊、圓唇不足 

複韻母動程不足 
短促 

三級 

難點 

有尖音 

送氣殘缺 

清音濁化 

單韻母穩定性不夠 

介音殘缺或多餘 

捲舌不到位 

 

（資料來源：毛世禎（2008）。對外漢語語音教學。） 

 

    必頇注意的地方是，這些難點雖然以級別區分，但有些語音是各種學習

者都感到困難的，如舌尖後音、舌面音、送氣音、複韻母、鼻韻母，以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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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毛世禎，2008）。不過有些語音難點則是因人而異，不具共性，因此困

難級別也不見得與［表 二-1］中的歸類相同。朱川（2013）表示，儘管大

家都覺得華語舌尖前音和舌尖後音很困難，但學習者表現在此兩組舌尖音的

偏誤情況也因會學習者自身的母語背景而有所差異：新加坡學生主要將舌尖

後音發成舌尖前音，加上少量的矯枉過正；韓國學生不是將舌尖後音錯成舌

尖前音，就是混淆成舌面音；歐美學生的情況與韓國學生類似；日本學生則

是舌尖前後音相混、舌尖舌面相混，再加上矯枉過正全面混亂，以致於只要

遇到舌尖音就難逃錯誤。 

    朱川（2013）與毛世禎（2008）提出的這些語音偏誤現象，僅為本研究

對於外籍學習者的偏誤現象提供較概括性的了解。以下就學者們對於外籍學

習者於華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的語音偏誤特徵做一探討。 

1. 舌尖後音與舌尖前音、舌面音相混 

    舌尖後音/ʈʂ/、/ʈʂʰ/、/ʂ/是華語特有的輔音，為多數語言所缺乏，因此學

習者較難以掌握。朱川（1999）的研究顯示，舌尖後音產生偏誤的受詴者多

達 40%，其偏誤特徵是將舌尖後音讀成舌尖前音（[ts]、[tsʰ]、[s]）或舌面

音（[tɕ]、[tɕʰ]、[ɕ]），也有受詴者全部混淆。由此可見舌尖後音、舌尖前

音與舌面音這三組輔音相互對立，對學習者造成極高的難度。 

    朱川（1997）認為外籍學生舌尖後音的偏誤表現，主要在於舌尖與舌面

等構音部位相混，或送氣與否的問題。毛世禎（2008）還指出外籍學生的舌

尖後音與空韻元音7相接時容易出現顎化現象，可能是受到學習漢語拼音「i」

的影響，儘管學生進一步了解到舌尖元音/ɨ/和舌面元音/i/的區別，還是難以

徹底克服顎化的傾向。 

2. 送氣殘缺 

    大部分語言之語音系統普遍不存在送氣與不送氣的差別。毛世禎（2008）

指出，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知和學習，學習者能夠在聽覺上加以分辨，進而做

出發音上的區別，但往往由於教學指導中有所謂的「發送氣音時，呼出的氣

                                              

7
 展唇央高元音/ɨ/，又稱「舌尖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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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較強烈」等說法，導致學習者發音時誇張地加強呼出氣流，影響言語表達

時的流暢度，如此卻成為教學上的負遷移了。 

3. 清音濁化 

    毛世禎（2008）對於外籍學習者的清音濁化現象的解釋是：在一定的條

件下，華語語音其實也存在著濁化現象，如詞語中的後音節的塞音和塞擦音

常發生濁化，但在起始音節裡很少發生。而外籍學生則是把母語中清音字母

p、t、k 與濁音字母 b、d、g 的關聯帶進華語的送氣／不送氣，同時因為他

們的母語中沒有聲調，使其於表現華語聲調時，特別依靠嗓音音高的連續性

控制，造成清輔音過度濁化的現象。 

    根據上述毛世禎和朱川的對外籍生語音偏誤的分析，筆者認為這是因為

華語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內部同時存在數種細微的語音特徵，且這些多數語

言中不具備的特徵共存，又相互對立，自然讓外籍生感到莫大的學習阻礙： 

a. 送氣與不送氣的對立（/tsʰ/-/ts/；/ʈʂʰ/-/ʈʂ/） 

b. 不翹舌與翹舌的對立（/s/-/ʂ/；/ts/-/ʈʂ/；/tsʰ/-/ʈʂʰ/） 

c. 塞擦音與擦音的對立（/ts, tsʰ/-/s/；/ʈʂ, ʈʂʰ/-/ʂ/） 

    近年來的其他相關語音研究亦指出其他母語背景之華語學習者難以掌

握華語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的情形，以下列舉一二。 

西班牙母語者（朱慧珊，2010）： 

    受詴者將/ʈʂ/、/ʈʂʰ/、/tɕ/、/tɕʰ/發音成[tʃ]或[tʃʰ]，或將/ʈʂ/、/ʈʂʰ/、/ɕ/、/s/

發音成[ʃ]。送氣／不送氣輔音的混淆，還有舌尖音與舌面音的混淆是西班牙

語母語者的主要偏誤特徵。 

蒙古語（蒙古國）母語者（張瑞芳，2008）： 

    受詴者/ʈʂ/、/tɕ/和/ʈʂʰ/混讀；/ɕ/和/ʂ/混讀。或將/ʈʂ/、/ʈʂʰ/、/ʂ/誤讀為[ts]、

[tsʰ]、[s]。華語 j、q、x 則誤讀為蒙古語 ж [tʃ]、ч [tʃʰ]、ш [ʃ]。 

烏爾都語（巴基斯坦）母語者（陳晨，2010）： 

    舌尖前音部分，受詴者以烏爾都語 ظ / ض / ذ [z]代替華語 z /ts/。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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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華語 c /tsʰ/時，可能因為課堂教學中強調 c 是 z 加強送氣的特性，而使

巴基斯坦學生在發音時，只是在[z]的基礎上加強摩擦噪音的程度，最終偏

向 ص / س / ث [s]，但逢 c 與圓唇後高元音（/u/）起始之韻母拚合時，卻

將 c /tsʰ/讀成[ts]，這是由於難以掌握送氣強度而引起的。 

    舌尖後音部分，受詴者將 zh /ʈʂ/發音成 ژ [ʒ]，尤其在 zh 與元音/ɨ/拚合

時，最容易出錯，研究者發現巴基斯坦學生受到漢語拼音文字形式的影響，

而將 zhi 念讀成[dʒi]。後經過教師的反覆糾正，他們易將 zhi 念讀成 zhe；「知

道」變成「遮道」。ch、sh 也有同樣情形；「吃飯」變成「車飯」。 

俄語母語者（張迪，2011）： 

    華語 z、zh、j 是俄語中沒有的音，所以發音時問題明顯，以俄語為母

語的學習者不分舌尖與舌面，統統發成[tʃ]或[dʒ]。加上華語 j 組輔音只能跟

齊齒呼和撮口呼韻母相拼，zh 組只能跟開口呼或合口呼的韻母相拚的音韻

組合規律8，無疑又增加了難度。這類錯誤一直貫穿學習的各個階段，即便

是高級階段的學生，仍會有這樣的偏誤，而且很難改正。 

    更有學生完全不分，比如「鐘」讀成 z ng；「樹木花草」讀成 s  m  hu  

c o。雖然俄語輔音 ш 與華語 sh 極其接近，然俄語 ш 發音時雙唇拱圓前伸

（[ʂʷ]），使俄羅斯學生發華語 sh 這一音時雙唇容易前伸、拱圓。 

    另外，漢語拼音字母的書寫形式與俄文（斯拉夫字母）中的部分字母相

同，但發音完全不同，俄羅斯學生常常因此與自己的母語文字混淆。例如：

漢語拼音 c 是舌尖前送氣清塞擦音/tsʰ/，而俄文的 с 發音時舌尖依傍下齒，

舌葉抬起靠近上齒齦形成縫隙，氣流摩擦穿過縫隙成音（/s/）。 

泰語母語者（蔣印蓮，1996）： 

    泰語輔音系統中有靠近舌尖部位的舌葉音/tʃ/、/tʃʰ/，所以泰國學生發華

語/ʈʂ/、/ʈʂʰ/、/ʂ/等音時舌位偏後成舌葉音，/ʂ/則以[s]代替。蔣印蓮另外指出，

                                              

8
 齊齒呼為以[i]起始之韻母；撮口呼為以[y]起始之韻母；合口呼為以[u]起始之韻母；其

餘韻母為開口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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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偏誤並非只導因於母語和目標語是否存在相同音素。一般認為泰語音系

具備輔音/s/，泰國學生在華語/s/的掌握應該不成問題，但實際狀況則不然，

其因出自聲韻組合規律；泰語/s/可與[i]相拚，但華語音韻沒有/s/與前元音（/i/、

/y/或/e/）的組合，所以泰語學生其實不容易掌握華語的/s/。 

二、 土耳其語母語者常見之華語輔音偏誤 

    Aydın（2011）針對 18 名於中國留學的土耳其學生進行語音調查研究，

除發現受詴者將不送氣清輔音 b /p/、d /t/、g /k/讀成濁輔音[b]、[d]、[g]外，

亦指出受詴者常將華語 c /tsʰ/讀成[s]，原因是土耳其語音系中缺乏舌尖前塞

擦音/tsʰ/，土耳其學生對於此音素無感官經驗而容易發生偏誤。另外，土耳

其學生也有舌尖後音的困擾；受詴者以[dʒ]、[tʃ]、[ʃ]等舌葉輔音代替華語舌

尖後音 zh /ʈʂ/、ch /ʈʂʰ/、sh /ʂ/。 

Azertürk（2002）於《Çince Öğretim Yöntemleri》（華語教學方法）中

指出土耳其學生的華語發音有主要偏誤狀況如下： 

1. 土耳其學生沒有送氣與不送氣的概念，往往將不送氣清輔音發成濁音，

如華語 b /p/、d /t/、j /tɕ/、g /k/、z /ts/、zh /ʈʂ/等常常被發為濁音。 

2. 舌尖音部分，最大的困難是 z-c 與 zh-ch。華語 z /ts/被發音成土耳其語的

z [z]，華語 zh /ʈʂ/被發音成土耳其語的 c [dʒ]，華語c發音成土耳其語的c[dʒ]，

但亦見發音成[s]者。 

3. 華語 ch、sh 雖被視為土耳其文的 ç、ş 等清輔音，但土耳其學生仍無法很

正確地發出華語的 ch、sh。9
 

4. 華語翹舌音 zh、ch、sh 等是土耳其學生最難掌握的輔音音素。尤其當這

三個輔音後接展唇央高元音[ɨ]或是展唇半高後元音[ɤ]時，土耳其學生往往

難以分別韻母之差異，總是發音為土耳其語「cı」[dʒɯ]、「çı」[tʃʰɯ]、「şı」

[ʃɯ]。 

                                              

9 按 Göksel & Kerslake（2005），土耳其文 ç 實際音值為/tʃ/；ş 實際音值為/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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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語音教學的重要性與原則 

    趙元任（1980）提出語音教學在華語教學中的重要性，他認為教學者與

學習者在初學語音階段的前三週就應盡力克服所有的語音難點。當語法進入

學習內容，詞彙量也開始增加時，學習者容易慣用尚未導正的發音，進而使

其語音偏誤逐漸僵化，「所以不得不在最初的時候把這個習慣弄好」。 

    據趙元任的說法，語音教學要是起頭時弄不好，學生一旦習慣了不正確

的發音，以後在整個學習過程中都很難導正。縱使可以糾正，往往都得耗費

極大的心思與精神，故教學者要特別注意起頭的發音教學時得嚴格些。筆者

相信不論何種母語背景，大多數的外籍學生在學習華語語音時，舌尖後音非

常不容易發音到位，又可能與舌尖前音或舌面音搞混，因此在最初的教學中，

教師們一定要不斷地糾正、不斷地引導學生練習。 

    程棠（1996）討論針對零程度學習者的華語語音教學，認為在基礎華語

教學中應單獨安排語音教學階段，集中精力進行語音訓練以紮穩發音基礎。

不論是從學習外語的體會，還是有從事對外華語教學的經驗，都感到開始階

段的語音學習只是打下一個初步基礎，要真正掌握一種語言的正確發音，要

在基礎階段不斷地反覆練習。此外，程棠也談到語音教學的效果不夠理想有

其複雜的原因，除了個人主觀見解、理論和方法上有問題之外，可能與我們

對語音教學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也有關係，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語音訓練的要求不高 

    因教學理論和方法上的不一致，往往沒有把足夠的精力放在語音訓練上。

程棠還認為，能操標準華語語音的華人也不多，別說是外國人了。如果語言

教師本身華語也說得不夠標準，更談不上對學生的要求了。古人云：「取法

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於下。」沒有高標準的要求，哪來理想的

效果？ 

（二）只求言語流利，不求發音準確 

    有的語言教師沒有正確地處理音素教學和語流教學、單項練習和句子整

體練習的關係，只求學生說話流利，不求發音準確。其結果必然導致發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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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嚴重者甚至造成讓人聽不懂的後果，而產生不少教學上的困難。 

（三）存在無所作為的思想 

    華語語音系統有不少難點，而華語又是聲調語言，學好華語發音本來就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部分學生已在本國學過一點華語，但沒有打好語

音基礎，洋腔洋調十分嚴重，要糾正過來很困難。面對這樣的情況，有些教

師感到困惑、束手無策，只要在不礙聽解和溝通的情況下，任其自然，無所

作為。 

    然而魯健驥（1992）認為，課堂上對學生表現的假設本身就包含偏誤存

在的可能性，詴驗中出現偏誤是難免的。因此教師應該要鼓勵學生大膽說出

口，容許學生出現偏誤，尤其要肯定學生的表達，不能只盯著學生的偏誤。

所以要把握糾正學生語音偏誤的分寸，不要有錯必糾，應該抓住重點，如按

課程內容提點的偏誤，以及直接影響交際的偏誤。 

    由於語音表現是學習者語言水帄最外顯的標誌，但語音教學卻是一項難

度較高且內容枯燥的要素，對學習者後續的學習將產生關鍵性影響。趙金銘

（2004）指出華語語音教學應考慮以下原則： 

1. 「趣味性」，減少內容枯燥乏味，採用適當方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2. 「實踐性」，語音教學必頇透過大量的練習活動落實學習強度。 

3. 「結合性」，將語音與其他語言項目（尤其是句子）的教學結合起來。 

4. 「實用性」，語音教學的最終目的是幫助學生提升語言交際能力，而並

非僅是語音本身。 

    毛世禎（2008）針對語音教學，則提出以下發音的訓練方式： 

（一）示範模仿法 

經常反覆性的訓練，但要求語言教師本身具備優良的發音能力，且注意要有

即時的反應和明確的回饋。 

（二）對比發音法 

利用不同語言間存在的關係，從一個語音帶入另一個語音。可藉由母語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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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音，也可藉由目標語的過渡音。 

（三）誇張發音法 

適用於學習者對語音仍非常不清楚的階段，或在發音過程的某處節點上均勻

地加大、延長或擴大構音動作幅度，有助於學生識別特定音素的特質。 

（四）補償發音法 

利用視覺和觸覺輔助控制，手勢或圖示法也是補償發音的一種。 

     

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外籍學生常見的華語語音偏誤，除了將母語的發音系統

套用在華語發音上，也可能受到母語文字一定程度的干擾。土耳其學生亦有

極為類似之情形，如：華語 zh /ʈʂ/發音成[dʒ]是套用母語的發音方式；華語 z

發音成[z]是受到母語文字的干擾；兩者都是典型母語負遷移例子。 

    而各家學者們對於語音的教學原則與訓練方法都具有獨特性，也有針對

性。整體性方面，相應的發音訓練和聽辨訓練自然不可少，不過大部分文獻

都僅止於描述學習者之偏誤以及如何發出正確語音，以文字形容過於抽象，

仍需要教師設計具體之訓練流程及矯正方法，才能給予學習者有效的教學模

式。筆者同意在對外華語教學中，我們必頇先對教師和學生都嚴格要求，教

師具備標準語音，學生才有可能模仿出標準的發音。但有時模仿也未必能完

全解決問題，這時教師應該在模仿活動的基礎上說明音理，同時要突出重點、

反覆操練。華語教學領域的研究者和教學者也應觀察、分析出學習者的偏誤

特徵，讓他們了解偏誤的出現是學習過程的自然現象，並鼓勵他們找出箇中

原因加以矯正，而不是避免可能發生偏誤的語言使用，失去了診斷偏誤的機

會。 

 

第四節 華語與土耳其語之輔音和音節結構 

    華語、土耳其語屬於完全不同的語系，其輔音構音特徵各有其獨特性，

造成土耳其學生學習華語語音的障礙。本節根據華語和土耳其語語音學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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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獻做語音重點特徵之探討，以便於依語音實驗之需求，按研究目標做語

音重點差異對比，以及協助解釋土耳其學生中介音偏誤的成因。 

一、 華語輔音系統概述與舌尖前音、舌尖後音 

    Duanmu（2007）按發音部位將現代華語輔音劃分為三類：唇音（/p/、

/pʰ/、/m/、/f/）、齒音（/t/、/tʰ/、/n/、/l/、/ts/、/tsʰ/、/s/、/ʈʂ/、/ʈʂʰ/、/ʂ/、/ʐ/）、

軟顎音（/k/、/kʰ/、/x/、/ŋ/）；依發音方式則有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

邊音等，筆者依 Duanmu 所述作［表 二-2］。 

 

表 二-2 華語輔音音素表 

（改編自：Duanmu (2007)。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p. 24） 

 

    關於華語舌面音 j [tɕ]、q [tɕʰ]、x [ɕ]，Duanmu 認為這些「齦顎音」是

由齒槽音（舌尖前音）與前元音[i]、[y]拚合時發生顎化（palatalized），即

/ts/、/tsʰ/、/s/與[i]、[y]結合時的同位音，不為獨立音位。吳瑾瑋（2009）描

述華語舌尖前、舌尖後音之發音方式，筆者整理如下： 

1. 舌尖前清擦音 /s/ 

    舌尖上移至齒背後，和齒背間留出一條窄縫，發音時聲帶無震動，氣流

 

唇音 齒音 
軟顎音 

雙唇 唇齒 齒槽 翹舌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塞音 
/p/ 

/pʰ/ 
   

/t/ 

/tʰ/ 
   

/k/ 

/kʰ/ 
 

塞擦音     
/ts/ 

/tsʰ/ 
 

/ʈʂ/ 

/ʈʂʰ/ 
   

擦音   /f/  /s/  /ʂ/ /ʐ/ /x/  

鼻音  /m/    /n/    /ŋ/ 

邊音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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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窄縫而出，形成摩擦音。漢語拼音符號「s」；注音符號「ㄙ」。 

2. 不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 /ts/ 

    發音起始舌尖抵住齒背，聲帶無震動，氣流受到舌尖與齒背的阻塞而滯

留於口腔。待舌尖移離齒背留下窄縫，前段氣流先自然破阻而出，後段氣流

由窄縫摩擦而出，產生塞擦音。漢語拼音符號「z」；注音符號「ㄗ」。 

3. 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 /tsʰ/ 

    發音起始舌尖抵住齒背，聲帶無震動，氣流受到舌尖與齒背的阻塞而滯

留於口腔。待舌尖移離齒背留下窄縫，前段氣流先強力破阻而出，後段氣流

由窄縫摩擦而出，產生塞擦音。漢語拼音符號「c」；注音符號「ㄘ」。 

4. 舌尖後清擦音 /ʂ/ 

    舌尖上移至前顎並稍往後翹起，聲帶無震動，氣流從舌面與前顎之間的

縫隙而出，產生摩擦音。漢語拼音符號「sh」；注音符號「ㄕ」。 

5. 不送氣舌尖後清塞擦音 /ʈʂ/ 

    舌尖上移至前顎並稍往後翹起，與前顎接觸成阻，聲帶無震動，氣流受

舌尖與前顎之阻擋而滯留於口腔中，待舌面移離前顎留下窄縫，前段氣流自

然破阻而出，後段氣流從舌面與前顎之間的縫隙摩擦而出。漢語拼音符號

「zh」；注音符號「ㄓ」。 

6. 送氣舌尖後清塞擦音 /ʈʂʰ/ 

    舌尖上移至前顎並稍往後翹起，與前顎接觸成阻，聲帶無震動，氣流受

舌尖與前顎之阻擋而滯留於口腔中，待舌面移離前顎留下窄縫，前段氣流強

力破阻而出，後段氣流從舌面與前顎之間的縫隙摩擦而出。漢語拼音符號

「ch」；注音符號「ㄔ」。 

二、 華語之音節結構 

    根據 Fromkin & Rodman（1993）對音節的定義：「音節是言談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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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10」換言之，人類語言於聽覺上最容易區分的音段就是「音節」，其

中可能包含一到數個音素不等。華語中每一個漢字都是獨立的形象，個自乘

載著一個音節；簡言之，華語句子中的每一個「字」都是一個音節。葉德明

（2005）指出：華語音節結構的特點是「前聲後韻」，意思是前為聲母，後

為韻母，如［圖 二-2］所示。 

 

聲調 

聲母 
韻母 

介音 主要元音 韻尾 

圖 二-2 華語音節結構 

 

    聲母是華語漢字每個音節的起始，它總是出現在音節的前面，為發音的

首位。華語音節中所有的聲母都是輔音，但不是所有的輔音都可以作為聲母；

華語中的所有輔音唯/ŋ/不可為聲母。相對於聲母，韻母是一個字（音節）

的後一部分，由於其為整個音節的重心，可單獨存在，也就是僅由一個韻母

成為一個音節。（葉德明，2005）聲調是音節內音階高低升降的持續變化，

是華語語音的重要特色；華語字詞更以調辨義，故謂華語是一種聲調語言。 

    「聲、韻、調」是華語語音的基本音位，其中任何一項的異動，都會引

起字義的改變，但實際上每個漢字（華語音節）可由 1 個到 5 個不等之音素

所構根據葉德明（2005），華語音節的構成有以下幾種可能： 

1. 由 1 個元音構成的韻母自成音節。如：衣 [i] 

2. 由 2 個元音構成的韻母自成音節。如：埃 [ai] 

3. 由 1 個元音、1 個輔音構成的韻母自成音節。如：安 [an] 

4. 由 2 個元音、1 個輔音構成的韻母自成音節。如：彎 [uan] 

5. 聲母加上 1 個元音構成的韻母。如：搭 [ta] 

                                              

10
 “Syllable is the smallest possible unit of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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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聲母加上 2 個元音構成的韻母。如：呆 [tai] 

7. 聲母加上 3 個元音構成的韻母。如：標 [piau] 

8. 聲母加上 1 個元音、1 個輔音構成的韻母。如：翻 [fan] 

9. 聲母加上 2 個元音、1 個輔音構成的韻母。如：滇 [tian] 

    由上所述，華語/ts/、/tsʰ/、/s/、/ʈʂ/、/ʈʂʰ/、/ʂ/等輔音音素都只能做為聲

母存在於華語音節中，故只能構成上列第 5 至第 9 種音節型態。 

三、 土耳其語輔音系統概述與舌尖前音、舌葉音 

    Ediskun（1993）將土耳其語輔音劃分為：唇音（/p/、/b/、/f/、/v/、/m/）、

齒音（/t/、/d/、/s/、/z/、/ʃ/、/ʒ/、/tʃ/、/dʒ/、/n/、/l/、/ɾ/）、軟顎音（/k/、/g/、

/ɣ/、/j/）、聲門音（/h/），共 21 個音素；依發音方式則有塞音、擦音、塞

擦音、鼻音、邊音、閃音等。（Johanson & Csat ，1998）。Göksel & Kerslake

（2005）對於土耳其語輔音系統發音分布亦做出了詳細的解釋［表 二-3］： 

 

表 二-3 土耳其語輔音音素表 

 

    土耳其語齦後音（舌葉音）/tʃ/、/dʒ/、/ʃ/的構音方式，筆者按 Göksel & 

 

唇音 齒音 
軟顎音 聲門音 

雙唇 唇齒 齒槽 齦後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塞音 /p/ /b/   /t/ /d/   /k/ /g/   

塞擦音       /tʃ/ /dʒ/     

擦音   /f/ /v/ /s/ /z/ /ʃ/ /ʒ/  /ɣ/ /h/  

鼻音  /m/    /n/       

邊音      /l/    /j/   

閃音      /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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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slake，同時參考林燾、王理嘉（1995）對於發音部位的解說11分述如下： 

1. 舌尖前清擦音 /s/ 

    舌尖上移至齒背後，和齒背間留出一條窄縫，發音時聲帶無震動，氣流

從窄縫而出，形成摩擦音。對應之土耳其文字母「s」。 

2. 舌尖前濁擦音 /z/ 

    舌尖上移至齒背後，和齒背間留出一條窄縫，發音時聲帶震動，氣流從

窄縫而出，形成摩擦音。對應之土耳其文字母「z」。 

3. 舌葉清擦音 /ʃ/ 

    舌葉上移接近齒齦後方，聲帶無顫動，氣流從舌面與齒齦間的窄縫摩擦

而出。對應之土耳其文字母：「ş」。 

4. 舌葉清塞擦音 /tʃ/ 

    舌葉上移接觸齒齦，聲帶無震動，氣流受到舌面與齒齦阻擋而滯留於口

腔中，待舌面移離齒齦，前段氣流破阻流出，後段氣流由窄縫摩擦而出。對

應之土耳其文字母：「ç」。 

5. 舌葉濁塞擦音 /dʒ/ 

    舌葉上移接觸齒齦，聲帶震動，氣流受到舌面與齒齦阻擋而滯留於口腔

中，待舌面移離齒齦，前段氣流破阻流出，後段氣流由窄縫摩擦而出。對應

之土耳其文字母：「c」。 

四、 土耳其語之音節結構 

    土耳其語為一種膠著語言（agglunitive language），即通過在名詞、動

詞等字根黏貼不同的後綴以實現語法功能，進而完成語意的一種語言型態。

（Johanson & Csat ，1998）由此，土耳其語的一個句子可能為數個詞，也

可能為一個帶有許多音節的詞。如下舉例： 

                                              

11
 詳見林燾、王李嘉（1995）合著《語音學教程》，第三章：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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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馬。 

  Atlar. 馬群。（「馬」+ 複數後綴） 

  Atların. 你的馬群。（～ + 第二人稱單數領屬後綴） 

  Atlarında. 在你的馬群裡。（～ + 位置後綴） 

  Atlarındayız. 我們在你的馬群裡。（～ + 謂語性第一人稱複數後綴） 

    然而不論土耳其語中的一個字其實是一個「詞」，或是已添加了數個後

綴成分的「詞串」，所有的音節中只有一個單元音，故 Göksel & Kerslake

（2005）認為土耳其語是單音節（monosyllabic）語言，並指出原生的土耳

其語詞彙及詞根（指排除外來語詞彙而言）中輔音和元音的結合關係有下列

7 種形式： 

1. 由 1 個元音自成音節。如：o。 

2. 由 1 個元音加上 1 個輔音。如：ot。 

3. 由 1 個元音加上 2 個輔音。如：alt。 

4. 由 1 個輔音加上 1 個元音。如：bu。 

5. 由 1 個輔音加上 1 個元音，再加上 1 個輔音。如：kat。 

6. 由 1 個元音加上 1 個輔音，再加上 1 個元音。如：ata。 

7. 由 1 個輔音加上 1 個元音，再加上 2 個輔音。如：sert。 

    土耳其語眾輔音音素不如華語般存在音位分布的限制，故土耳其語/s/、

/z/、/dʒ/、/tʃ/、/ʃ/等音素可以構成上列第 2 至第 7 種音節型態。 

 

第五節 華語舌尖前、舌尖後清輔音之聲學特性 

    華語/ts/、/tsʰ/、/s/（舌尖前音）及/ʈʂ/、/ʈʂʰ/、/ʂ/（舌尖後音）皆為塞擦

音和擦音類輔音。塞擦音（affricate）的發音過程中，氣流遇發音器官完全

閉合而受阻，待阻礙稍微放鬆時，氣流通過窄縫摩擦而出，形成一個「先塞

後擦」，且不可分割的構音動作，是兩種構音部位與構音方式上的結合；擦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1 

音（fricative）則是發音過程中，穩定且持續的氣流通過發音器官留下的狹

窄縫隙而產生紊流（turbulence flow）12。根據鄭靜宜（2011），塞擦音與擦

音於聲譜圖上有下列幾點顯著的特徵：  

1. 塞擦音的能量頻譜變化呈現較為動態性的特徵；擦音則相對帄穩。 

2. 塞擦音起始時，如同塞音般先出現衝直條（burst，如［圖 二-3］），其後

接著一段類似擦音般的摩擦噪音訊號。擦音僅有摩擦噪音訊號。 

3. 擦音的噪音時長（VOT，如［圖 二-4］）要比塞擦音的來得長。 

 

 

圖 二-3 衝直條（華語[ʈʂʰɨ]） 

 

 

圖 二-4 噪音時長（華語[ʂɨ]） 

                                              

12 在流體力學上，只要管道夠狹窄，流速夠快，流體就會造成一些小小的渦流。空氣產

生的渦流中，粒子互相撞擊而形成噪音。（鄭靜宜，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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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欲藉語音聲學之角度辨析華語/ts/、/tsʰ/、/s/、/ʈʂ/、/ʈʂʰ/、/ʂ/等輔音，

則要由每個音素內部的物理性質觀察以區辨： 

 

A. 塞擦音與擦音 

    構音部位的瞬間變化會造成噪音能量重心的轉移。鄭靜宜（2011）指出，

將塞擦音的頻譜分時分段分析（常以 10 或 20 ms 切割計算），可觀其噪音

能量的重心頻率（動差參數 M1 值）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這是由於塞擦音

的發音過程是先阻塞而轉為摩擦所致。另外，VOT 亦可做為判別擦音與塞

擦音的輔助指標；擦音的 VOT 要比塞擦音的長而明顯。（表 二-4） 

 

表 二-4 華語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的帄均噪音時長(ms) 

輔音 所在音節 VOT 平均值 輔音 所在音節 VOT 平均值 

/ts/ [tsɨ] 90 /ʈʂ/ [ʈʂɨ] 83 

/tsʰ/ [tsʰɨ] 150 /ʈʂʰ/ [ʈʂʰɨ] 153 

/s/ [sɨ] 193 /ʂ/ [ʂɨ] 199 

（資料來源：鄭靜宜（2011）。語音聲學 — 說話聲音的科學，p. 207。） 

 

B. 塞擦音之送氣與不送氣 

    華語塞擦類輔音都存在著送氣與不送氣之別，而送氣音的 VOT 明顯較

不送氣音來得長。鄭靜宜（2011）根據研究結果（表 二-4）指出：送氣塞

擦音與不送氣塞擦音的 VOT 帄均差距約為 61 ms，兩類塞擦音的 VOT 界限

值約於 110 至 120 ms 處。根據前述，在不送氣輔音之發音過程中，發音器

官於摩擦噪音起始前的閉塞動作若不夠持久，而使 VOT 時長超過特定範圍

時，就容易與相同發音部位之送氣輔音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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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聲門不震動 

    聲門震動所產生的音源，其主要特徵就是位於 250Hz 至 400Hz 間的低

頻共振（鄭靜宜，2011），即在聲譜圖中的低頻區出現濁音棒（voice bar），

如［圖 二-5］。華語/ts/、/tsʰ/、/s/、/ʈʂ/、/ʈʂʰ/、/ʂ/皆為清輔音，也就是其發

音過程中聲門不震動，這些音素的聲譜圖也就不會有濁音棒的存在。 

 

 

圖 二-5 濁音棒（華語[ʐɨ]） 

 

D. 翹舌（舌尖後音）： 

    華語舌尖後音皆為塞擦音或擦音，其聲學訊號就如同其他舌尖音一樣屬

於高頻噪音，且具有類似的頻譜特性（衝直條、VOT 等）。然而舌尖後音

的翹舌動作，會使其構音部位較舌尖前音者偏後，造成噪音頻率的下降。這

時通過頻譜動差分析，會發現舌尖後音的「翹舌動作」使其 M1 值較舌尖前

音為低，如［表 二-5］。 

 

表 二-5 不同翹舌程度下 M1 的帄均值(Hz) 

 不翹舌 稍微翹舌 中度翹舌 最翹舌 

M1 8558 5281 4383 4064 

（資料來源：鄭靜宜（2011）。語音聲學 — 說話聲音的科學，p.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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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合上述華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之聲學特徵，簡言之：聲譜圖中衝直

條的存在暗示發音過程帶阻塞動作。頻譜動差第一參數值（M1）除顯示重

心頻率的高低，也意味著構音位置的前後。VOT 的長度則能協助區分不同

的構音方式（擦音 > 送氣塞擦音 > 不送氣塞擦音）。最後，由於華語/ts/、

/tsʰ/、/s/、/ʈʂ/、/ʈʂʰ/、/ʂ/都是清輔音，其聲譜圖的 VOT 音段不存在濁音棒。 

    學者針對華語舌尖前、後清輔音的研究，筆者將其聲譜特徵與物理性質

整理製成［表 二-6］。 

 

表 二-6 華語/ts/、/tsʰ/、/s/、/ʈʂ/、/ʈʂʰ/、/ʂ/之聲譜特徵與物理性質 

輔音 衝直條 VOT M1 範圍 濁音棒 

/ts/ ＋ <120ms 5000-8000Hz － 

/tsʰ/ ＋ >120ms 5000-8000Hz － 

/s/ － >190ms 5000-8000Hz － 

/ʈʂ/ ＋ <120ms 4000-6000Hz － 

/ʈʂʰ/ ＋ >120ms 4000-6000Hz － 

/ʂ/ － >190ms 4000-6000H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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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透過相關文獻之蒐集與真實語料之檢測，以對比分析之方式找

出華語/ts/、/tsʰ/、/s/、/ʈʂ/、/ʈʂʰ/、/ʂ/和土耳其語/tʃ/、/dʒ/、/ʃ/、/s/、/z/等音素

之發音特徵和聲學性質差異，再依研究目標針對研究對象之實際發音表現進

行語音偏誤分析。最後結合對比分析與偏誤分析之結果，歸納土耳其語母語

者之華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的偏誤類型，並提出相應之教學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語音研究採用之方法包含「問卷調查」、「華語、土耳其語語音對比

分析」及「土耳其語母語者之華語語音偏誤分析」，詳細施行內容及作業流

程如下： 

一、問卷調查 

    筆者於進行本研究前，已先透過問卷發放填寫並回收的方式，取得受訪

對象的基本資料、華語學習時數和語音學習難點自評等資訊，因而得以界定

研究之範圍、目標，以及研究對象13的篩選。 

二、華語、土耳其語之語音特徵對比分析 

1. 根據語音學相關著作的描述，以本語音研究之範圍：華語/ts/、/tsʰ/、/s/、

/ʈʂ/、/ʈʂʰ/、/ʂ/和土耳其語/dʒ/、/tʃ/、/ʃ/、/s/、/z/等輔音進行語音特徵之

重點差異對比分析。 

2. 透過語音解析軟件觀察華語母語者之舌尖前、後音的聲譜圖特徵與物理

特性。並以同樣方式觀察土耳其語母語者之土耳其語/dʒ/、/tʃ/、/ʃ/、/s/、

/z/等輔音。 

3. 根據語音解析軟件得出的結果，進行華語舌尖前、後音和土耳其語/dʒ/、

/tʃ/、/ʃ/、/s/、/z/等輔音之聲學特徵對比分析，藉以預測參與本研究之受

                                              

13
 詳見本論文第四章之第三節《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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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者的華語發音偏誤特徵。 

三、土耳其學生華語舌尖前、後音之發音偏誤分析 

1. 根據受詴者的語言程度設計測詴語料，並指示受詴者念讀之，同時收錄

其發音為研究樣本。 

2. 完成研究樣本的採錄後，針對測詴語料內訪談受詴者，了解土耳其學生

對於華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的學習盲點。 

3. 研究樣本交由具華語教學經驗之華語母語人士進行審聽評析，敘述受詴

者發音於華語母語者聽感之呈現。 

4. 研究樣本亦輸入語音分析軟件進行聲學訊息處理，取得受詴者發音之聲

譜圖及噪音重心頻率，並探究其物理特徵和聽覺感知的關聯性。 

5. 對應所有研究樣本之聲學形態、受詴者的訪談內容，以及審聽人員的評

述，綜合探討土耳其學生於華語舌尖音的中介現象與偏誤成因。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語音實驗之研究對象共分兩類，分別為「問卷受訪者」與「中介語音

受詴者」。所有問卷受訪者皆為土耳其共和國公民，以土耳其語為母語，所

有問卷皆於土耳其境內完成填寫。 

（一）問卷受訪者 

A. 《華語輔音難點自評》14
 

    本問卷設計之目的在於確立本研究之目標與範圍，於 2014 年二月完成

發放填寫及回收。受訪對象為於土耳其國立艾爾吉耶斯大學（Erciyes 

Ü niversitesi）東方語文學系華語組（Çin Dili Anabilim Dalı）修業之學士生

（含一年級生 31 名、二年級生 30 名）。全 61 名問卷填寫者之華語學習歷

                                              

14
 問卷內容詳見［附錄三］問卷《土耳其學生華語輔音難點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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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皆未滿 2 年，學習時間尚未經歷較多的語音導正過程，對於語音難點仍敏

感，較易於問卷中指出較難掌握的華語輔音。 

B. 《華語語音學習現況》15
 

    本問卷設計之目的在於了解土耳其學生對於華語語音教學的意見，於

2014 年七月完成發放填寫及回收。問卷調查對象為現於土耳其國立安卡拉

大學（Ankara Ü niversitesi）東方語文學系漢學組（Sinoloji Anabilim Dalı）

修業之學士生。回收問卷共 24 份，含三年級學生 10 名、四年級學生 14 名。

所有問卷填寫者的華語學習歷程皆超過 3 年，對於語音教學較能表達自己的

看法以及期許。 

（二）中介語音受試者 

    問卷《華語輔音難點自評》已同時調查受訪者之身分及華語學習歷程等

相關背景，故本研究之語音採集對象皆自該問卷受訪者之中篩選。確定成為

本研究之語音採集對象皆為土耳其國立艾爾吉耶斯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漢學

組之一年級在學生共 11 名（含男性 4 名、女性 7 名），其華語修業時數皆

不滿 1 年。中介語音受詴者之簡要資料見［表 三-1］。 

 

表 三-1 中介語音受詴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年齡 戶籍 母語 就讀學校 

A 男 18 伊斯坦堡省 土耳其語 艾爾吉耶斯大學 

B 女 20 伊斯坦堡省 土耳其語 艾爾吉耶斯大學 

C 女 19 伊斯坦堡省 土耳其語 艾爾吉耶斯大學 

D 女 19 伊斯坦堡省 土耳其語 艾爾吉耶斯大學 

E 女 18 伊斯坦堡省 土耳其語 艾爾吉耶斯大學 

F 女 19 伊斯坦堡省 土耳其語 艾爾吉耶斯大學 

G 女 19 伊斯坦堡省 土耳其語 艾爾吉耶斯大學 

                                              

15 問卷內容詳見［附錄四］問卷《土耳其學生華語語音學習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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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男 19 伊斯坦堡省 土耳其語 艾爾吉耶斯大學 

I 男 19 伊斯坦堡省 土耳其語 艾爾吉耶斯大學 

J 男 18 伊斯坦堡省 土耳其語 艾爾吉耶斯大學 

K 女 19 伊斯坦堡省 土耳其語 艾爾吉耶斯大學 

 

    本研究所選定之中介語音受詴者皆來自伊斯坦堡（İstanbul）省，其母

語習得環境之語言較符合「現代標準土耳其語」之定義，且其發音之自然特

徵較不受土耳其語方言音系的影響。本研究更從中選取初級華語程度者，由

於其經歷的語音修正或監控的過程仍不充足，語音偏誤的特徵較自然且明顯，

此為有效取樣及控制實驗變因，且利於觀察土耳其語母語者於華語語音之中

介現象的普遍常態。 

 

第三節 研究工具與施行方法 

A. 語音測詴語料 

    筆者製作測詴字表16作為語音採集流程中予受詴者發音的視覺指示。測

詴語料取自艾爾吉耶斯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現行的華語學習教材：《汉语听力

教程》第一冊及第二冊（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筆者選取/ts/、/tsʰ/、/s/、/ʈʂ/、

/ʈʂʰ/、/ʂ/等聲母之音節 18 項（每一種聲母各 3 項）作為視讀語料，每一項又

分單音節字詞及雙音節詞組，施測全文共計 54 音節。 

    為避免受詴者因未曾學過測詴之詞彙，或不熟悉其文字形式而臆測讀音，

導致影響實際之發音表現及研究結果，本測詴字表之設計考量受詴者之語言

程度，僅擇取受詴者學過且熟悉的詞彙編錄字表，然亦因此而無法於測詴目

標字詞之韻母及聲調部分完全統一。所有測詴內容均以漢字、漢語拼音及意

義對應的土耳其文同時呈現。 

 

                                              

16
 詳見［附錄五］《視讀測驗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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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語音施測流程： 

1. 施測員首先展示測詴語料，指示受詴者依照字表中的語料項次為序，先

念讀測詴項目的單音節詞，後念讀其雙音節詞組，再移至下一項目繼續念讀

動作，同時全程收錄受詴者的念讀過程。 

2. 待完成收錄所有受詴者的讀音後，將每一位受詴者之語音樣本交由審聽

人員進行偏誤評述，以及輸入語音辨析軟件執行聲學分析作業。 

B. 語音採集設備 

    本研究所使用之語音採集設備為聲音收錄軟件 Meeting-Recorder Pro 

（版本 1.2.6，搭載於智慧型行動裝置），收音清晰、操作簡便。該軟件於

聲音收錄動作終止後，會自動將聲音轉存為電子檔案以供輸出。 

 C. 審聽人員 

    為進一步了解土耳其學生華語發音如何呈現於人耳實際聽感，筆者邀請

具華語教學資歷的人士針對受詴者語料做聽覺感知分析。審聽人員以雙耳聆

聽受詴者的語音樣本，同時以文字評述其中呈現的偏誤特徵。參與本研究之

審聽人員共 4 位，如［表 三-2］。 

 

表 三-2 審聽人員之華語教學資歷背景（2014 年九月紀錄） 

代號 專業背景 服務單位 教學年資 

T1 華語發音、少兒華語教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 4 年 

T2 華語語法、語用教學 中國文化大學（臺灣） 5 年 

T3 華語詞彙教學、漢字教學 加濟安泰普大學（土耳其） 3.5 年 

T4 華語發音、詞彙教學 中東技術大學（土耳其） 4 年 

 

    T1 致力於旅居臺灣地區之外籍人士的華語教育，擅長華語發音以及少

兒華語教學，目前已累計 4 年之教學經歷。現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攻讀，進修之餘亦通過中華民國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

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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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出身，曾於中國北京擔任華語

教師，亦赴美洲地區（美國、巴拿馬等）從事華語教學服務共 5 年。現任職

於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門，教授外籍學生華語。 

    T3 自國立政治大學土耳其語文學系畢業，受聘於土耳其國立加濟安泰

普大學（Gaziantep Ü niversitesi）東方語文學系華語組任職華語教師，迄今

已於該校教授華語文逾 3 年半。 

    T4 亦自國立政治大學土耳其語文學系畢業，現於土耳其國立中東技術

大學（Orta Doğu Teknik Üniversitesi）攻讀博士學位，旅居土耳其進 5 年時

期間一直擔任私人華語教師，教學經歷累計約 4 年。 

    偏誤評述之具體統計方式：每一位審聽人員僅能以聽覺檢視語音樣本的

偏誤與否；受詴者發音符合華語標準規範（無偏誤）者，則無需於該測詴項

目做任何註記。審聽作業結束後，計算每項測詴語料獲評斷為偏誤的次數；

每一位受詴者於一則測詴語料中，最少可得 0 位審聽人員的偏誤註記，最多

可得全部 4 位審聽人員的偏誤註記。換言之，倘若某一則測詴語料裡，每一

位受詴者的語音樣本都得到全部審聽人員註記，那麼該則測詴語料的總評誤

數為 44 件。見［圖 三-1］示例。 

 

受試者 E 

語料 T1 T2 T3 T4 註記 

8 

色 發音成ㄘ 多了 z-音 有阻塞音 發音成[tsʰ] 4 

顏色 發音成ㄘ 多了 z-音   2 

圖 三-1 審聽人員對受詴者語音樣本之評述統計示例 

 

D. 語音分析軟件 

    TF32（圖 三-2）是一個為 Windows 介面所設計的時頻分析軟件，由美

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工程學院的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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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ilenkovic 副教授所開發，其主要功能是對人類語音訊號進行數據分析，

並可形象化為文字報表和點陣圖，以供相關研究或輸出印刷。本研究欲藉

TF32 繪製受詴者語音的聲譜型態，以及計算受詴者語音之物理數據，探究

聲學性質如何反映受詴者發音呈現於人耳之實際聽感。其操作流程：語音分

析軟件 TF32 將每一個受詴者的音訊轉化為聲譜圖後，擷取每個語料中的聲

母（VOT）音段，並藉其計算功能，取得截取音段的相關物理數值並記錄

之，以便協助本語音研究。 

 

 

圖 三-2 語音分析軟件 TF32 作業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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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華語舌尖前、後音與土耳其語舌

尖前音、舌葉音之對比分析 

    本章除根據語音學文獻對於華語/ts/、/tsʰ/、/ʈʂ/、/ʈʂʰ/、/s/、/ʂ/與土耳其

語/tʃ/、/dʒ/、/ʃ/、/s/、/z/等輔音之描述做重點差異對比外，亦進行其實際語

音之聲學特徵的對比，藉以預測本研究之受詴者發音的偏誤形態。 

 

第一節 語音特徵之重點差異對比 

    華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與土耳其語舌尖前音、舌葉音，皆為齒部塞擦

音和擦音類之輔音音素，其音素分布的重要差異如［表 四-1］對比所示： 

 

表 四-1 華語與土耳其語齒部輔音之構音特徵差異對比 

發音部位 舌尖前 舌尖後 舌葉 

構音方式 
清音 

濁音 
清音 

濁音 
清音 

濁音 

送氣 不送氣 送氣 不送氣 送氣 不送氣 

擦 

音 

華

語 
 

s 

/s/ 
  

sh 

/ʂ/ 

r 

/ʐ/ 
   

土

語 

s 

/s/ 

z 

/z/ 
   

ş 

/ʃ/ 

j 

/ʒ/ 

塞 

擦 

音 

華

語 

c 

/tsʰ/ 

z 

/ts/ 
 

ch 

/ʈʂʰ/ 

zh 

/ʈʂ/ 
    

土

語 
      

ç 

/tʃ/ 

c 

/d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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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和土耳其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舌葉音等輔音群中，僅舌尖前清

擦音/s/同時存在於華語和土耳其語。而經由上表音素分布的對照和比較後，

即可看出書面文字使用上的差異；漢語拼音和土耳其文（土耳其語的官方文

字）皆採拉丁字母作為其書寫形式，然漢語拼音和土耳其文各字母所表示的

實際音素不盡相同。嚴格來說，標示齒部輔音的字母中，僅「s」在此二語

言中表示相同的音素/s/。17
 

    書面文字上的差異，反映著華語和土耳其語這些輔音在發音部位和構音

方式截然不同： 

1. 土耳其語舌尖前部不存在塞擦之構音方式（無/ts/、/tsʰ/）。 

2. 土耳其語缺乏舌尖後部輔音。（無/ʈʂ/、/ʈʂʰ/、/ʂ/）。 

3. 土耳其語/tʃ/、/dʒ/的發音部位（舌葉），較華語舌尖音位置偏後。 

4. 土耳其語所有的輔音音素皆為清濁對立；儘管所有清輔音具送氣特徵，

但「送氣／不送氣」於土耳其語不起區辨語義的作用。18 

    除上述輔音音素本質層面的主要差異，華語和土耳其語的音韻與音節規

律亦有可能影響土耳其學生的學習過程及發音表現，值得予以探討： 

一、音韻拚和規律 

    根據葉德明（2005），華語舌尖輔音與元音的組合呈互補分布；舌尖前

音和舌尖後音不與前高元音[i]或[y]結合，但可與其他非前元音音素結合。

而土耳其語舌尖前音與舌葉音則都能與任何元音拼合，無特殊規律之限制。

（Göksel & Kerslake，2005）但土耳其語不存在元音[ɨ]。 

二、音節組成規律 

    葉德明（2005）指出，華語中的漢字形象都是獨立的，而每一個漢字所

                                              

17
 詳見［附錄二］：拉丁字母之輔音字符於華語和土耳其語中所標示之音位。 

18
 Göksel & Kerslake（2005）指出土耳其語的清輔音皆帶送氣特徵，僅在其後緊接輔音時，

方弱化為不送氣的同位音。例：paşa [pʰaʃa] ／ şapka [ʃapk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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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載的語音皆為單一個音節。華語音節結構的特點是「前聲後韻」；元音是

組成音節的核心，輔音出現在核心元音之前，亦有出現於其後者；華語音節

可僅由一個可以輔音不可獨立自成音節。根據葉德明（2005），華語音節構

造應有 9 種型態，然 Duanmu（2007）認為華語高元音/i/、/u/、/y/於現代華

語母語者的語言中已發展出其獨特之處：位於音節之首時為聲母/j/、/w/、/jʷ/；

作為介音時則融入聲母並使其顎化或唇化（[Cʲ]、[Cʷ]、[Cʸ]，假設 C 為一

輔音音素）。綜合二位學者之看法，筆者認為華語音節於實際發音上的結構

應為以下 6 種： 

 

表 四-2 華語音節結構 

 音節結構 例詞 IPA 

1 V 依 yi [i] 

2 VV 埃 ai [ai] 

3 VC 安 an [an] 

4 CV 搭 da [ta] 

5 CVC 倉 cang [tsɑŋ] 

6 CVV 抽 chou [ʈʂʰou] 

（假設 C 為一個輔音音素、V 為一個元音音素；加註底線者表示為一個音素） 

 

    按上列之華語音節組成的 6 種型態，可以推論出「華語輔音」對於音節

的組成具以下規律： 

1. 不可獨立自成音節 

2. 無複輔音或多重輔音的形式 

3. 除/n/、/ŋ/外，所有輔音僅能出現於音節首 

4. 書面形式上，有雙字母表示單一輔音音素者（zh、ch、sh、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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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語的音節組成方面，Ediskun（1993）也有相關之描述：土耳其

語音節的構成有以下型態： 

 

表 四-3 土耳其語音節結構 

 音節結構 例詞 IPA 

1 V o [o] 

2 VC at [at] 

3 CV ne [næ ] 

4 CVC tat [tʰat] 

5 VCC üst [yst] 

6 CVCC Türk [tʰyɾk] 

（假設 C 為一個輔音音素、V 為一個元音音素） 

 

    按上列之土耳其語音節組成的六種型態，可以推論出「土耳其語輔音」

對於音節的組成具以下規律： 

1. 不可獨立自成音節 

2. 輔音可現於音節首，亦可現於音節尾 

3. 存在複輔音輔音形式，但僅見於音節尾 

4. 書面形式上，一個字母對應一個音素，無例外。 

    綜合比較音節構成規律可從中發現：華語和土耳其語的單輔音皆可現於

音節首。然書面文字使用上的差異卻可能造成土耳其學生語音學習上阻礙。

土耳其文的每一個字母都只承載單一個音素，而漢語拼音中卻有雙字母組合

表示單一音素者。 

    Göksel & Kerslake（2005）提及，原生的土耳其語詞彙皆由單元音或單

輔音作為音節起始，不過現代土耳其語中亦存在不少以複輔音作為音節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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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詞彙，即使其拼寫方式在融入土耳其文後可能仍不更動，但土耳其語母

語者在實際發音上會做出添加元音/i/或/ɯ/，以符合土耳其語自然的語音規

律的現象。關於土耳其語語音系統針對於複輔音作為音節起始之外來詞彙的

處理，Efendioğlu & İşcan（2010）指出了「元音增補律」二種： 

1. 以 sp、st、sk 等輔音為音節起始者，可於其前增補元音。 

   如：spor [ispʰoɾ̥]、stil [istil]、stres [istɾes] 

2. 於複輔音或多重輔音間增補元音，此為較常見者。 

   如：stres [sitɾes]、tren [tʰiɾæ n]、kral [kʰɯɾaɫ] 

    華語雖不存在所謂複輔音或多重輔音作為聲母（音節起始）之現象，但

在書面文字的拼寫上卻有 zh、ch、sh、ng 各自僅承載一個音素的形式。又

當今土耳其境內之華語文教育皆採漢語拼音方案進行語音教學，如此而言，

除了漢語拼音字母本身所表示的音值外，表示華語舌尖後音之 zh（/ʈʂ/）、

ch（/ʈʂʰ/）、sh（/ʂ/）的拼寫方式也可能造成土耳其學生受自身母語音律的

影響，而在華語發音上表現出偏誤。 

    從上述書面文獻的初步比較中，得知華語/ts/、/tsʰ/、/s/、/ʈʂ/、/ʈʂʰ/、/ʂ/

與土耳其語/dʒ/、/tʃ/、/s/、/z/、/ʃ/等音素都屬於舌齒輔音，然發音細節不盡

相同，加上書面文字所標示的實際音值及拼寫方式的差異，可藉以預測土耳

其學生在學習華語輔音時可能出現的發音偏誤類型。 

 

第二節 聲學性質之對比分析 

    本節除根據語音學者的相關著作，比較舌尖音與舌葉音之發音性質的基

本差異外，筆者亦以華語教師以及土耳其語教師的語音為樣本19，實際觀察

及對比分析華語舌尖前、後音和土耳其語舌尖前、舌葉音的聲學特徵。 

                                              

19
 土耳其語輔音示範樣本，由現於土耳其國立安卡拉大學土耳其語教學中心（Türkçe 

Ö ğretim Merkezi, TÖMER）任職之土耳其語教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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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 

（一）塞擦音：舌尖前塞擦音/ts/, /tsʰ/、舌尖後塞擦音/tʂ/, /tʂʰ/ 

    塞擦音是發音過程的起始階段，氣流受發音器官（唇、齒、舌、顎、咽

等）完全閉鎖的影響而無法通過，進入構音動作的維持階段時，發音器官稍

微鬆開而留下窄縫，使氣流得以從中壓擠竄出；整個購音過程形成一個「先

阻塞後摩擦」且不可分割的構音動作。華語舌尖塞擦音有以下二組： 

 

  

圖 四-1 華語舌尖前塞擦音[ts]（左）、[tsʰ]（右） 

 

  

圖 四-2 華語舌尖後塞擦音[tʂ]（左）、[tʂʰ]（右） 

 

    以上兩組圖片，左圖為不送氣塞擦音、右圖為送氣塞擦音。這些塞擦音

的聲譜圖中，皆有明顯的「衝直條」現於噪音訊號前頭，暗示言者的發音器

官於發音起始時有阻塞動作，接著稍微解除閉鎖狀態，使氣流竄出形成摩擦

噪音，並持續到元音出現之際。摩擦噪音，在聲譜圖上呈現為緊接在衝直條

後的噪音訊號持續了一段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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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擦音：舌尖前擦音/s/、舌尖後擦音/ʂ/ 

    擦音於發音起始時，發音器官已呈不完全閉鎖的狀態，故氣流是直接經

過發音器官的狹窄間隙而形成摩擦噪音的。華語的擦音多為清輔音，只有一

個濁輔音（/ʐ/），在此僅討論舌尖前擦音/s/與舌尖後擦音/ʂ/。 

 

  

圖 四-3 華語舌尖擦音[s]（左）、舌尖後擦音[ʂ]（右） 

 

    如［圖 四-3］，擦音的聲譜圖不存在衝直條，暗示著擦音的發音過程

本身不帶阻塞動作，僅能觀察到聲學儀器偵測出摩擦氣流的持續燒灼痕跡。

若仔細比較聲譜圖中的摩擦噪音訊號，則能發現舌尖前音/s/的燒灼痕跡較深，

且集中在較高頻的區域，舌尖後音/ʂ/者則較淺，且集中區域不如/s/者般高。

再者，擦音的摩擦噪音訊號要比塞擦音還稍微長些。 

 

二、土耳其語舌尖前音、舌葉音 

（一）塞擦音：清舌葉塞擦音/tʃ/、濁舌葉塞擦音/dʒ/ 

    華語中的舌尖塞擦音有前、後兩組，分別是/ts/、/tsʰ/和/ʈʂ/、/ʈʂʰ/，然土

耳其語沒有舌尖塞擦音，而僅有一組位置稍偏後的舌葉塞擦音/tʃ/、/d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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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4 土耳其語舌葉塞擦音[dʒ]（左）、[tʃ]（右） 

 

    同為塞擦音，/tʃ/、/dʒ/的聲譜圖（圖 四-4）中，也可見發音起始時的衝

直條，且其後連帶氣流竄出的摩擦噪音訊號。然/dʒ/輔音音段的低頻區多出

了一條濁音棒（voice bar），暗示其發音過程帶有來自聲門的鳴響，是濁輔

音的重要聲學特徵。 

（二）擦音：清舌尖前擦音/s/、濁舌尖前擦音/z/、清舌葉擦音/ʃ/ 

    華語舌尖部位的擦音有前音/s/、後音/ʂ/，土耳其語亦有舌尖擦音，但非

前、後之別，而是清、濁（/s/、/z/，圖 四-5）之分。除舌尖前音外，土耳

其語尚有舌葉部位的擦音/ʃ/、/ʒ/。其中舌葉濁擦音/ʒ/僅存在於外來詞彙中，

並非土耳其語原生音素（Göksel & Kerslake，2005），在此僅討論舌葉清擦

音/ʃ/（圖 四-6）。 

 

  

圖 四-5 土耳其語舌尖前擦音/s/（左）、/z/（右） 

     



土耳其語母語者之華語舌尖前與舌尖後清輔音的偏誤分析 

 50 

 

圖 四-6 土耳其語舌葉擦音[ʃ] 

 

    /s/、/z/與/ʃ/皆為擦音，其聲譜圖特徵相似：無衝直條、有明顯的摩擦噪

音訊號，其中因/z/為濁輔音，聲譜圖上還多出了濁音棒。至於/s/與/ʃ/則頇再

更仔細端倪，方能看出其間之差異；/s/的摩擦噪音訊號似乎較/ʃ/者稍長些，

燒灼痕跡的集中處也似乎較/ʃ/高些。 

 

三、華語舌尖前、後音與土耳其語舌尖前、舌葉音之噪音時長（VOT） 

    由以上聲譜圖間的比較，發現不少輔音的聲譜的型態大同小異（如/s/

與/ʃ/），難以僅透過觀察聲譜圖來說明其間的差異，因而需要深入檢視這些

輔音的其他物理特徵以協助分析，如 VOT（發音起始至元音出現前的噪音

時段）的長度。 

    劉惠美、曾進興和曹峰銘（1999）特別比較華語塞擦音和擦音，發現塞

擦音的 VOT 帄均值為 130 ms，擦音的則為 167 ms。鄭靜宜（2011）亦指出

塞擦音的 VOT 比塞音的要長，但比擦音的要短。其中，送氣塞擦音的 VOT

又要比不送氣塞擦音的來得長。鄭靜宜（2005）測量 30 位說話者的華語塞

擦音，發現其送氣塞擦音的 VOT 皆超過不送氣者約 50 至 60 ms 左右。 

    換言之，擦音的發音過程中，若摩擦音段不足而使 VOT 短於特定比例

時，於聽感上容易與相同構音部位的塞擦音發生混淆。故 VOT 可作為辨別

塞擦音與擦音的另一線索。藉此，筆者亦欲先透過 TF32 量測華語教師的語

音樣本，列其舌尖前、後輔音之 VOT 長度於［表 四-4］以進一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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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4 華語和舌尖前、後音的 VOT 長度（ms）與比例 

語料 VOT 時長 音節總長 VOT 比例 

華 

 

 

語 

[ts] 128 538 24% 

[ʈʂ] 62 416 15% 

[tsʰ] 208 578 36% 

[ʈʂʰ] 149 518 29% 

[s] 251 293 42% 

[ʂ] 269 661 41% 

 

    華語舌尖前、後音之 VOT 長度於整段音節中所占的比例，除了前人研

究結果的已知區別（擦音＞送氣塞擦音＞不送氣塞擦音）外，筆者亦發現其

內部尚存在差異如下： 

1. 華語塞擦音的 VOT 比例中，舌尖前音比舌尖後音長約 5%～10%。 

2. 華語塞擦音的 VOT 比例中，送氣音比不送氣音長約 10%～15%。 

3. 華語擦音/s/與/ʂ/的 VOT 比例接近等長，皆於 40%左右。 

    由於上列華語輔音間存在著 VOT 比例的相對關係，發音者於發音過程

中，摩擦氣流長短的控制成為令聽者辨別其音值差異的關鍵之一。而筆者再

量測土耳其語教師的語音樣本，列其舌尖前音、舌葉音於［表 四-5］以進

一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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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5 土耳其語舌尖前音、舌葉音的 VOT 長度（ms）與比例 

語料 VOT 時長 音節總長 VOT 比例 

土

耳

其

語 

[dʒ] 104 438 24% 

[tʃ] 125 482 26% 

[ʃ] 250 610 41% 

[s] 280 688 41% 

[z] -207 506 41% 

 

    經以上 VOT 比例的量測後發現：土耳其語擦音的明顯較塞擦音長，符

合華語擦音與塞擦音間的相對關係。但土耳其語的塞擦音中，不存在送氣或

不送氣的分別，塞擦音內部亦不會有更細微的差距。由此得以預測土耳其語

母語者在學習華語輔音時，只能區分擦音與塞擦音的兩種概念，而難以在塞

擦音內部再做出摩擦氣流長短之別的細微控制。 

 

四、華語舌尖前、後音與土耳其語舌尖前、舌葉音之噪音重心頻率 

    截至此，我們已留意到這些輔音之中，除了聲譜型態以及 VOT 比例之

外，尚有不足之處。以華語擦音/s/、/ʂ/為典型一例：兩者皆為清塞擦音，構

音動作相同，不但聲譜型態類似，VOT 比例亦相當接近。而根據語音學文

獻的敘述，兩者是截然不同的輔音音素，其差別在於發音位置。 

    因此，檢測外籍學習者於華語塞擦音中是否具控制「送氣／不送氣」的

能力以外，還得深入探究發音過程時，他們的發音器官坐落在什麼部位，這

也是外籍學習者「洋腔洋調」偏誤表現的成因之一。藉此，我們還要比較這

些輔音的噪音重心頻率。 

    根據鄭靜宜（2011）的描述：噪音的重心可做為發音位置的指標；發音

位置愈後偏者，輔音的噪音重心頻率（M1 值）會顯得越低。這一點由觀察

華語舌尖輔音的聲譜圖（圖 四-1、四-2、四-3）可略知端倪：舌尖前音的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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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痕跡多集中在較高處，表示其噪音重心集中在較高頻的區塊。相較之下，

舌尖後音的燒灼痕跡則在中低頻處。因此，華語舌尖前音的發音位置較舌尖

後音偏前。 

    舌葉位於舌尖之後，土耳其語舌葉輔音的重心頻率應比華語所有舌尖輔

音再來得更低；換言之，土耳其語舌葉擦音/ʃ/的發音位置在舌尖之後，其噪

音頻率會比/s/、/ʂ/來得更低；土耳其語塞擦音/dʒ/、/tʃ/的噪音頻率亦會較華

語塞擦音/ts/、/tsʰ/、/ʈʂ/、/ʈʂʰ/為低。筆者以此推斷，實際量測華語舌尖音與

土耳其語舌葉音 VOT 音段的 M1 值，如［表 四-6］所示。 

 

表 四-6 華語和土耳其語之舌尖音、舌葉音的 M1 值（Hz） 

語料 M1 值 語料 M1 值 

華 

 

語 

[ts] 

[tsʰ] 

[s] 

8950 

8533 

8212 

土

耳

其

語 

[s] 

[z] 

8247 

8159 

[ʈʂ] 

[ʈʂʰ] 

[ʂ] 

5448 

5344 

5565 

[dʒ] 

[tʃ] 

[ʃ] 

3725 

3542 

3864 

 

    量測結果如學者所述，輔音的噪音重心頻率反映著其發音部位；舌尖前

音的 M1 值皆於 8000～9000 Hz 的範圍中，而華語舌尖後音則在 5000～6000 

Hz，顯示舌尖前音的發音位置在舌尖後音之前。華語教師及土耳其語教師

語音樣本的量測結果亦如筆者推測：土耳其語舌葉音的噪音重心頻率在

3000～4000 Hz，顯示坐落於舌葉的構音部位更後於華語舌尖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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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受詴者華語發音偏誤之預測 

    自語音學文獻以及聲學特徵的對比分析結果，我們大致可以預見土耳其

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舌尖前音、舌尖後音時，可能受以下因素的影響而產生發

音偏誤： 

1. 漢語拼音和土耳其文使用相同字母系統表音，心理上對於字母已先有既

定的語音印象，而於學習過程中受母語的語音影響。 

如：將華語 z（/ts/）發音成[z]，同土耳其文 z 之音值。 

    將華語 c（/tsʰ）發音成[dʒ]，同土耳其文 c 之音值。 

2. 土耳其語塞擦音不再分化為送氣／不送氣的對立，只能以帶送氣特徵的

清音，和沒有送氣特徵的濁音來代替送氣清音及不送氣清音。換言之，

其聲譜圖中聲母音段之低頻處會出現噪音訊號，且 VOT 比例縮短。 

如：將華語 z（/ts/）發音成[z]。 

將華語 zh（/ʈʂ/）發音成[dʒ]。 

3. 土耳其語無舌尖後音，但因華語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發音位置的相對關

係，以土耳其語舌葉音代替華語舌尖後音。 

如：將華語 zh（/ʈʂ/）發音成[dʒ]，同土耳其語舌葉音 c 之音值。 

    將華語 ch（/tʂʰ/）發音成[tʃ]，同土耳其語 ç之音值。 

    將華語 sh（/ʂ/）發音成[ʃ]，同土耳其語 ş 之音值。 

4. 土耳其語的語音構成規律，元音之前僅容許一個輔音存在。而華語舌尖

後音的書面文字皆為兩個字母之組合，若受自身母語及漢語拼音書面形

式影響，則可能增補元音，使舌尖後音聲母之單音節字詞發音成以舌尖

前音聲母起始的雙音節。（視為華語舌尖前音字母加上「h」。） 

如：將華語 zhen，發音成[zihen]。 

    將華語 chen 發音成[dʒihen]。 

    將華語 shen 發音成[si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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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 Aydın（2011）的研究發現，尚有以下偏誤之現象。 

如：將華語 c（/tsʰ/）發音成[s]，可能由於強調送氣成分而疏忽阻塞動作。 

    由上述各種可能的負遷移因素，筆者預測土耳其學生對於華語/ts/、/tsʰ/、

/s/、/ʈʂ/、/ʈʂʰ/、/ʂ/的發音偏誤結果如［表 四-7］所示。 

 

表 四-7 土耳其學生於華語舌尖前、後音之發音偏誤預測 

華語輔音 偏誤預測 影響發音表現的可能因素 

z /ts/ [z] 

1. 受書面形式之影響，按母語文字發音。 

2. 以濁輔音替代華語不送氣清輔音。 

c /tsʰ/ 
[dʒ] 受書面形式之影響，按母語文字發音。 

[s] 強調送氣成分而疏忽阻塞動作。 

s /s/ 無  

zh /ʈʂ/ 

[dʒ] 

1. 以母語相近部位（舌葉）替代。 

2. 以濁輔音替代華語不送氣清輔音。 

雙音節化 
受文字及母語音節之構成規律影響，於兩個輔音

字母間增補元音，使字詞雙音節化。 

ch /ʈʂʰ/ 

[tʃʰ] 以母語相近部位（舌葉）替代。 

雙音節化 
受文字及母語音節之構成規律影響，於兩個輔音

字母間增補元音，使字詞雙音節化。 

sh /ʂ/ 

[ʃ] 以母語相近部位（舌葉）替代。 

雙音節化 
受文字及母語音節之構成規律影響，於兩個輔音

字母間增補元音，使字詞雙音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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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耳其語母語者於華語舌尖前、

後音的發音偏誤分析 

    本章論述之根據，為參與本研究之 4 位審聽人員針對 11 名受詴者語音

檔案的偏誤評述，以及語音分析軟件 TF32 處理受詴者語音檔案後所輸出的

聲譜圖像及數據。筆者對應審聽人員的偏誤描述和語音檔案所呈現之聲學形

態，探討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前音（/ts/、/tsʰ/、/s/）與舌尖後音（/ʈʂ/、/ʈʂʰ/、

/ʂ/）等聲母於獨立音節及接續音節（雙音節語料之次音節）的發音表現，最

後綜合分析與討論土耳其語母語者之語音偏誤特徵。 

  

第一節 土耳其學生之華語/ts/、/tsʰ/、/s/發音偏

誤分析 

 

一、受詴者華語舌尖前音聲母於獨立音節之發音偏誤 

    審聽人員以聽感檢視受詴者的語音樣本後，筆者按華語/ts/、/tsʰ/、/s/

聲母於獨立音節語料中所獲得之偏誤評述計件，列於［表 五-1］。 

 

表 五-1 聲母/ts/、/tsʰ/、/s/語料之聽感評誤計件（獨立音節） 

排序 題號 語料 獲評誤總件數 

1 4 [tsʰan] 27 

2 

5 [tsʰɨ] 25 

6 [tsʰun] 25 

7 [sai] 25 

3 3 [tsɨ] 20 

4 2 [tsɤ]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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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tsao] 13 

6 8 [sɤ] 5 

7 9 [sɨ] 1 

 

    依測詴語料所獲之評誤件數，略可見受詴者於掌握華語舌尖前音的難度

大致為「/tsʰ/（77 件）＞/ts/（50 件）＞/s/（31 件）」。根據審聽人員的註

記顯示，受詴者的發音特徵有以下狀況：送氣或不送氣問題、發音起始之阻

塞問題、清濁音。這些偏誤描述，得從受詴者語音樣本的聲學特性做進一步

檢視並相互比對。 

 

A. 華語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tsʰ/ 

    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前音的表現中，以聲母/tsʰ/的聽感偏誤率最高，審聽

偏誤註記共計 77 件。根據審聽人員對受詴者聲母/tsʰ/發音情形的評述有以

下 6 種： 

1. 將/tsʰ/發音為[s] 

2. 將/tsʰ/發音為[ts] 

3. 發音介於[ts]、[tsʰ]之間 

4. 送氣不足 

5. 缺乏送氣 

6. 阻塞部分不明顯 

    這些偏誤評述指出受詴者於聲母/tsʰ/的表現，有：發音起始之阻塞、送

氣、構音部位等問題。我們以偏誤註記件數最高的測詴語料[tsʰan]為例，檢

視受詴者發音的特徵的聲學訊息。（表 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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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 受詴者於語料[tsʰan]之聲譜表現與物理數據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71 310 25% 8233 

B － － 85 397 20% 8711 

C － － 107 660 21% 8790 

D － － 235 585 27% 8457 

E － － 72 416 23% 8751 

F ＋ － 44 253 17% 7940 

G － － 130 447 28% 8405 

H － － 48 300 33% 7403 

I ＋ － 74 312 22% 8555 

J － － 172 428 32% 8814 

K ＋ － 81 484 31% 8548 

 

    華語聲母/tsʰ/是送氣清塞擦音，若以聲譜型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節

的起始部分應有衝直條（burst）的出現，表示發音氣流具有先阻塞後突破的

信號，是塞擦音的重要標誌。此外，輔音音段的低頻區沒有燒灼痕跡（無聲

音訊號），表示構音動作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其為清輔音的依據。  

    本測詴語料中，受詴者 K 語音樣本的聲譜圖（圖 五-1）中，發音起始

的地方有俐落的衝直條，該音段之低頻區亦不見任何雜訊，可謂符合華語

/tsʰ/的聲譜形態。而受詴者 B、C、D、E、G、H、J 者都不見發音起始的衝

直條，使審聽人員感受到「阻塞動作不明顯」的發音偏誤，如［圖 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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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 受詴者 K 於語料[tsʰan]之聲譜圖 

 

 

圖 五-2 受詴者 J 於語料[tsʰan]之聲譜圖 

 

    除聲譜圖形態以外，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tsʰ/的 VOT

比例約於 36%上下；且/tsʰ/為舌尖前音，噪音重心頻率應在 8000～9000 Hz

的範圍內。 

    論 VOT（華語音節中聲母的部分），本語料中僅受詴者 H、J、K 的

VOT 比例接近華語/tsʰ/，其他受詴者的 VOT 偏短（17%～28%），自然使

審聽人員發覺有送氣不足之虞。然受詴者 H、J 雖然 VOT 長度算足，可是

其聲譜缺乏衝直條，仍被評斷為偏誤發音。由此推斷，華語母語者可接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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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ʰ/者，VOT 比例應至少超過 30%。故對於聲譜圖帶衝直條而 VOT 長度卻

不足之語音樣本，本研究之審聽人員則有「將/tsʰ/發音為[ts]」和「發音介於

[tsʰ]與[ts]之間」之說。 

    本測詴語料不見關於發音位置的評述，該方面應觀察受詴者語音樣本的

M1 值（噪音重心頻率）。大部分受詴者的 M1 值大多在 8000～9000 Hz 的

範圍內，堪稱符合華語/tsʰ/的噪音重心頻率。而受詴者 F 和 H 的 M1 值雖在

7000～8000 Hz，但未獲審聽人員的註記，表示受詴者 F 和 H 的發音位置仍

是聽者能接受的範圍內。 

    綜觀這則測詴語料，受詴者 K 的聲譜圖中有衝直條；低頻區無濁音棒；

VOT 比例為 31%；M1 值 8548，其聲學形態接近華語/tsʰ/。持以上檢測結果

對照測詴語料，受詴者 K 確實不獲審聽人員的任何偏誤評述，可想見其發

音表現是接近華語/tsʰ/的標準規範。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tsʰan]中所呈現之華語/tsʰ/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憑

單一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詴

者於聲母/tsʰ/組之所有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表 五-3］為受詴者於聲母/tsʰ/組所有單音節測詴語料（[tsʰan]、[tsʰɨ]、

[tsʰun]）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為存在該聲譜

特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樣本呈現之數

據帄均值。 

     

表 五-3 受詴者於聲母/tsʰ/組獨立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31% 7995 

B － － 25% 8265 

C － － 25% 8652 

D ＋ － 28% 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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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 29% 8315 

F ＋＋＋ － 28% 8259 

G － ＋ 37% 8194 

H － － 42% 7451 

I ＋＋＋ － 25% 8126 

J － － 33% 8504 

K ＋＋＋ － 27% 7926 

 

    華語/tsʰ/為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聲譜圖中應有衝直條（塞擦）、無濁

音棒（清音）；VOT 比例在 36%左右（送氣）、M1 值範圍 8000～9000 Hz

（舌尖前部）。綜合聲母/tsʰ/組單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述

及聲學特徵，發現受詴者於華語/tsʰ/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有： 

1. 聲譜圖缺乏衝直條；發音起始時沒有阻塞動作，塞擦音誤發為擦音[s]。 

2. VOT 比例偏短；發音過程中送氣不足，容易被誤聽為不送氣輔音[ts]。 

 

B. 不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ts/ 

    舌尖前音單音節測詴語料中，聽感偏誤率次高的是聲母/ts/，根據審聽

人員對受詴者聲母/ts/偏誤特徵的評述有以下 5 種： 

1. 有濁音傾向 

2. /ts/發音似[z] 

3. 阻塞部分不完全 

4. 將/ts/發音成[s] 

5. 發音不到位 

    這些偏誤評述指出受詴者於聲母/ts/的表現，有：清濁音、發音起始之

阻塞、送氣、構音部位等問題。我們以偏誤註記件數最高的測詴語料[ts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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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檢視受詴者發音的特徵的聲學訊息。（表 五-4） 

 

表 五-4 受詴者於語料[tsɨ]之聲譜表現與 VOT 比例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35 272 13% 6670 

B － ＋ -75 251 30% 8759 

C － － 55 252 22% 8541 

D － － 180 615 29% 7525 

E ＋ － 86 312 28% 8526 

F ＋ － 67 285 24% 8502 

G － ＋ -98 429 23% 8013 

H － ＋ -177 414 43% 7349 

I ＋ － 80 289 27% 8125 

J － ＋ -122 417 29% 8815 

K ＋ － 79 290 27% 7601 

 

    華語聲母/ts/是不送氣清塞擦音，若以聲譜型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

節的起始部分應有衝直條的出現，表示發音氣流具有先阻塞後突破的信號，

是塞擦音的重要標誌。此外，輔音音段的低頻區不應有燒灼痕跡，表示構音

動作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其為清輔音的依據。 

    本測詴語料中，受詴者 E 和 F 語音樣本的聲譜圖中，發音起始的地方

存在衝直條，該音段之低頻區亦不見任何雜訊，如［圖 五-3］，可謂符合

華語/ts/的聲譜形態。而受詴者 B、C、D、G、H、J 者都不見發音起始的衝

直條，使審聽人員感受到「阻塞動作不明顯」的發音偏誤，如［圖 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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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3 受詴者 E 於語料[tsɨ]之聲譜圖 

 

 

圖 五-4 受詴者 D 於語料[tsɨ]之聲譜圖 

 

    而受詴者 B、C、D、G、H、J 的聲譜圖中不但缺乏衝直條外，低頻區

更出現了濁音棒，暗示其發音過程中，發音器官沒有阻塞動作，卻帶有聲門

震顫的構音動作，形成濁擦音如［圖 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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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5 受詴者 G 於語料[tsɨ]之聲譜圖 

 

    除聲譜圖形態以外，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ts/的 VOT 比

例約於 29%上下；且/ts/為舌尖前音，噪音重心頻率應在 8000～9000 Hz 的

範圍內。 

    論 VOT 部分，本語料中 7 位受詴者 VOT 比例接近華語/ts/（29%左右）。

其餘 4 位，受詴者 A、C、G 偏短而 H 者過長，其中受詴者 C、G、H 因發

音起始無阻塞動作（聲譜圖中缺乏衝直條），被評述為擦音。不過，值得注

意的地方是：受詴者 A 的 VOT 比例雖偏短，與華語/ts/不那麼接近，但根據

審聽人員的判斷，其語音樣本是不送氣塞擦音。這表示，只要發音過程帶有

明確的阻塞動作，且摩擦噪音於整段音節不超過特定比例，就不會被聽者解

讀為送氣擦音；換言之，不送氣塞擦音的 VOT 比例可短，但不可以過長。 

    然而受詴者 A 的語音樣本雖被評為不送氣擦音，但審聽人員認為其發

音不到位，即構音部位不符合規範。語音訊號的 M1 值反映發音者的構音部

位；大部分受詴者的 M1 值範圍在 8000～9000 Hz（最接近舌尖前部位）或

7000～8000 Hz（仍被接受為舌尖前音），而受詴者 A 的語音樣本則是 6670 

Hz，其他受詴者之語音檔案則沒有關於構音部位的偏誤評述。這表示，舌

尖前音的噪音重心在 7000～9000 Hz 的頻率範圍內，都可為華語母語者接

受。 

    綜觀這則測詴語料，受詴者 E、F 的聲譜圖中有衝直條；低頻區無濁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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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VOT 比例不超過 29%；M1 值在 8000～9000 Hz 範圍內，其聲學形態非

常接近華語/ts/。持以上檢測結果對照測詴語料，受詴者 E、F 未獲審聽人員

的任何偏誤評述，可想見其發音表現是接近華語/ts/的標準規範。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tsɨ]中所呈現之華語/ts/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憑單一

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詴者於

聲母/ts/組之所有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表 五-5］為受詴者於聲母/tsʰ/組所有單音節測詴語料（[tsao]、[tsɤ]、

[tsɨ]）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為存在該聲譜特

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樣本呈現之數據

帄均值。 

 

表 五-5 受詴者於聲母/ts/組獨立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16% 7106 

B － ＋＋＋ 24% 8379 

C － ＋＋ 21% 8359 

D － ＋ 32% 7989 

E ＋＋＋ － 22% 8642 

F ＋＋＋ － 20% 8440 

G － ＋＋＋ 26% 8116 

H － ＋＋ 29% 7625 

I ＋＋＋ ＋＋ 24% 7801 

J ＋ ＋＋ 36% 8619 

K ＋＋＋ － 22% 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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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ts/為不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聲譜圖中應有衝直條（塞擦）、無

濁音棒（清音）；VOT 比例在 29%左右（不送氣）、M1 值範圍 8000～9000 

Hz（舌尖前部）。綜合聲母/ts/組單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

述及聲學特徵，發現受詴者於華語/ts/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有： 

1. 聲譜圖缺乏衝直條；發音起始時沒有阻塞動作，塞擦音誤發為擦音（如

[s]或[z]）。 

2. 聲譜圖低頻區出現濁音棒；發音時帶有聲門震顫動作，清音誤發為濁音

（如[dz]或[z]）。 

 

C. 舌尖前清擦音/s/ 

    受詴者聲母/s/組的語料的聽感偏誤率雖然普遍較低，但其中[sai]的聽感

偏誤率卻如聲母/tsʰ/音節的語料般高（評誤共計 25 件），然而/s/組其他語料

只有「將/s/發音成[tsʰ]」之評述，評誤記錄總數只有 6 件。針對測詴語料[sai]，

聽審人員對受詴者的發音表現有以下評述： 

1. 將/s/發音成[tsʰ] 

2. 將/s/發音成[ts] 

3. 多了阻塞音 

    由於聲母/s/組之單音節測詴語料中，受詴者語音樣本於[sai]音節的偏誤

表現非常突出，評誤件數不亞於聲母/tsʰ/組各測詴語料。故聲母/s/組語料部

分，得以測詴語料[sai]例，檢視受詴者發音的特徵的聲學訊息。（表 五-6） 

 

表 五-6 受詴者於語料[sai]之聲譜表現與 VOT 比例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91 327 28% 7984 

B － － 116 372 31% 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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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152 380 40% 7879 

D － － 161 548 29% 7723 

E ＋ － 86 402 21% 8452 

F － － 129 443 29% 8761 

G － － 128 477 27% 8559 

H － － 209 419 50% 7396 

I ＋ － 120 375 32% 8544 

J － － 143 440 33% 8174 

K ＋ － 141 530 27% 7945 

 

    華語聲母/s/是清塞擦音，若以聲譜型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節的起始

部分不應有衝直條，表示發音過程不帶阻塞動作。此外，輔音音段的低頻區

亦不應有燒灼痕跡，表示構音動作亦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其為清輔音的依

據。本測詴語料中，6 位受詴者語音檔案之聲譜圖型態如［圖 五-6］，滿

足前述條件。 

 

 

圖 五-6 受詴者 H 於語料[sai]之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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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受詴者 A、C、E、I、K 之語音樣本的聲譜圖中，發音起始處出現衝

直條，如［圖 五-7］，使審聽人員感受到「帶有阻塞動作」的發音偏誤，

而有「將/s/發音成[tsʰ]」、「將/s/發音成[ts]」等偏誤評述。 

 

 

圖 五-7 受詴者 A 於語料[sai]之聲譜圖 

 

    審聽人員的偏誤評述都指出一個偏誤特徵：發音起始時發生阻塞現象。

不過，受詴者 C 是較為特殊的一例，其語音樣本之聲譜圖中雖有衝直條，

卻不是出現在發音起始的位置，如［圖 五-8］。 

 

 

圖 五-8 受詴者 C 於語料[sai]之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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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s/的 VOT 比例約為 42%左右。受

詴者 C 者則為 40%，幾乎等於筆者自華語教師的語音樣本中所測得華語/s/

之 VOT 比例。再一同觀察其它符合華語/s/聲譜型態的語音樣本，發現受詴

者 B、D、G、H、J 之 VOT 比例（27%～33%）雖亦在華語塞擦音的範圍

裡，卻只有受詴者 C 的語音樣本被審聽人員解讀為其有塞擦音的傾向。筆

者推斷：言者的發音器官是否有擠塞動作，是聽者解讀為塞擦音最主要的感

知依據，而非 VOT 長短。 

    /tsʰ/為舌尖前音，噪音重心頻率應在 8000～9000 Hz 的範圍內。而測詴

語料[sai]的所有語音檔案僅有與阻塞動作相關之偏誤評述，換言之；受詴者

的聲譜圖有無衝直條，以及誤發為塞擦音而使 VOT 比例相對減少外，聲學

特徵應無其他問題。本測詴語料中之所有語音樣本的 M1 值都在 8000～9000 

Hz，或 7000～8000 Hz 之間，是華語母語者能接受的範圍。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sai]中所呈現之華語/s/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憑單一

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詴者於

聲母/ts/組之所有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表 五-7］為受詴者於聲母/tsʰ/組所有單音節測詴語料（[tsao]、[tsɤ]、

[tsɨ]）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為存在該聲譜特

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樣本呈現之數據

帄均值。 

 

表 五-7 受詴者於聲母/s/組獨立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37% 7785 

B － － 36% 8349 

C ＋ － 49% 8784 

D － － 38% 8512 



土耳其語母語者之華語舌尖前與舌尖後清輔音的偏誤分析 

 70 

E ＋＋ － 26% 8841 

F － － 32% 8369 

G － － 31% 8313 

H － － 48% 6815 

I ＋ － 32% 8102 

J － － 38% 8421 

K ＋ － 34% 7698 

 

    華語/s/為舌尖前清擦音，聲譜圖中應無衝直條（非塞擦）、無濁音棒（清

音）；VOT 比例在 42%左右、M1 值範圍 8000～9000 Hz（舌尖前部）。綜

合聲母/s/組單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述及聲學特徵，發現受

詴者於華語/s/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都出現在測詴語料[sai]： 

1. 聲譜圖出現衝直條；發音過程帶有阻塞動作，擦音誤發為塞擦音[tsʰ]。 

 

二、受詴者華語舌尖前音聲母於接續音節之發音偏誤 

    審聽人員評斷受詴者在/ts/、/tsʰ/、/s/等聲母於接續音節（次音節）語料

的發音表現後，筆者作偏誤計次 帄均以高而低的排列如［表 五-8］。 

 

表 五-8 聲母/ts/、/tsʰ/、/s/各語料之聽感評誤計次帄均（接續音節） 

排序 題號 語料 帄均評誤次數 

1 4 [tsao.tsʰan] 26 

2 6 [pao.tsʰun] 25 

3 5 [kɤ.tsʰɨ] 21 

4 3 [ɕe.ts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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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1 [ʈʂɨ.tsao] 16 

2 [ɕʷan.tsɤ] 16 

7 [pi.sai] 16 

6 8 [jan.sɤ] 3 

7 9 [koŋ.sɨ] 1 

 

    依測詴語料所獲之評誤件數，略可見受詴者於掌握華語舌尖前音作為接

續音節聲母的難度大致為「/tsʰ/（72 件）＞/ts/（49 件）＞/s/（20 件）」，

難度排序同舌尖前音聲母於獨立音節之測詴語料。根據審聽人員的註記顯示，

受詴者的發音特徵有以下狀況：送氣或不送氣問題、發音起始之阻塞問題、

清濁音、發音位置不正確等。這些偏誤描述，得從受詴者語音樣本的聲學特

性做進一步檢視並相互比對。 

 

A. 華語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tsʰ/ 

    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前音作為接續音節聲母的表現中，以聲母/tsʰ/的聽感

偏誤率最高，審聽偏誤註記共計 72 件。根據審聽人員對受詴者聲母/tsʰ/發

音情形的評述有以下 3 種：  

1. 將/tsʰ/發音成[s] 

2. 將/tsʰ/發音成[ts] 

3. 阻塞部分不明顯 

    這些偏誤評述指出受詴者於接續音節聲母/tsʰ/的表現，有：發音起始之

阻塞、送氣等問題。我們以偏誤註記件數最高的測詴語料[tsao.tsʰan]為例，

檢視受詴者發音的特徵的聲學訊息。（表 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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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9 受詴者於語料[tsao.tsʰan]之聲譜表現與 VOT 比例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150 417 36% 8166 

B － － 140 540 26% 8092 

C ＋ － 122 521 23% 8365 

D － － 105 498 21% 8568 

E － － 159 607 26% 8803 

F ＋ － 112 393 28% 7922 

G － － 138 441 31% 8525 

H － － 170 446 38% 6943 

I ＋ － 135 433 31% 8846 

J － － 119 378 31% 8360 

K － － 108 655 27% 8539 

 

    華語聲母/tsʰ/是送氣清塞擦音，若以聲譜型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節

的起始部分應有衝直條（burst）的出現，表示發音氣流具有先阻塞後突破的

信號，是塞擦音的重要標誌。此外，輔音音段的低頻區沒有燒灼痕跡（無聲

音訊號），表示構音動作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其為清輔音的依據。  

    本測詴語料中，受詴者 I 語音樣本的聲譜圖（圖 五-9）中，次音節發

音起始的地方有俐落的衝直條，且該音段之低頻區亦不見任何雜訊，可謂符

合華語/tsʰ/的聲譜形態，受詴者 A、C、F 之聲譜圖亦同。而受詴者 B、D、

E、G、H、J、K 的語音樣本都不見衝直條，使審聽人員感受到「將/tsʰ/發音

成[s]」、「阻塞部分不明顯」的發音偏誤，如［圖 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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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9 受詴者 I 於語料[tsao.tsʰan]之聲譜圖 

 

 

圖 五-10 受詴者 B 於語料[tsao.tsʰan]之聲譜圖 

 

    除聲譜圖形態以外，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tsʰ/的 VOT

比例約於 36%上下；且/tsʰ/為舌尖前音，噪音重心頻率應在 8000～9000 Hz

的範圍內。 

    論 VOT（華語音節中聲母的部分），本語料之語音樣本帶衝直條者，

僅受詴者 A 的 VOT 比例接近華語/tsʰ/（36%），而受詴者 C、F、I 者偏短

（23%～31%），使審聽人員認為受詴者「將/tsʰ/發音成[ts]」。然受詴者 H

雖然 VOT 長度足，但其聲譜缺因乏衝直條，仍被評斷為偏誤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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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測詴語料不見關於發音位置的評述；觀察受詴者語音樣本的 M1 值

（噪音重心頻率），大部分受詴者的語音樣本大多在 8000～9000 Hz 的範

圍內，符合華語/tsʰ/的噪音重心頻率。而受詴者 F 和 H 的 M1 值雖在 7000 Hz

上下，但未獲審聽人員相關註記，表示受詴者 F 和 H 的發音位置仍是聽者

能接受的範圍內。 

    綜觀這則測詴語料，受詴者 A 的聲譜圖中有衝直條；低頻區無濁音棒；

VOT 比例為 36%；M1 值 8166，其聲學特徵非常接近華語/tsʰ/。持以上檢測

結果對照測詴語料，受詴者 A 確實不獲審聽人員的任何偏誤評述，可想見

其發音表現是接近華語/tsʰ/的標準規範。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tsao.tsʰan]中所呈現之華語/tsʰ/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

憑單一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

詴者於聲母/tsʰ/組之所有接續音節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表 五-10］為受詴者於聲母/tsʰ/組所有接續音節測詴語料（[tsao.tsʰan]、

[ɕe.tsʰɨ]、[pao.tsʰun]）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

為存在該聲譜特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

樣本呈現之數據帄均值。 

 

表 五-10 受詴者於聲母/tsʰ/組接續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35% 7372 

B － － 30% 7961 

C ＋ － 28% 8421 

D ＋ － 26% 8085 

E － － 29% 8377 

F ＋＋＋ － 28% 8182 

G － － 31% 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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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 45% 7501 

I ＋＋＋ － 32% 8107 

J － － 38% 8521 

K ＋＋ － 27% 7161 

 

    華語/tsʰ/為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聲譜圖中應有衝直條（塞擦）、無濁

音棒（清音）；VOT 比例在 36%左右（送氣）、M1 值範圍 8000～9000 Hz

（舌尖前部）。綜合聲母/tsʰ/組雙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述

及聲學特徵，發現受詴者於華語/tsʰ/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有： 

1. 聲譜圖缺乏衝直條；發音起始時沒有阻塞動作，塞擦音誤發為擦音[s]。 

2. VOT 比例偏短；發音過程中送氣不足，容易被誤聽為不送氣輔音[ts]。 

 

B. 華語不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ts/ 

    舌尖前音之雙音節測詴語料中，作為接續音節之聲母/ts/的聽感偏誤率

次於聲母/tsʰ/。根據審聽人員對受詴者聲母/tsʰ/發音情形的評述有以下 4 種： 

1. 濁音化 

2. 阻塞部分不明顯 

3. 將/ts/發音成[z] 

4. 將/ts/發音成[dz] 

    這些偏誤評述指出受詴者於接續音節聲母/ts/的表現，有：清濁音、發

音起始之阻塞、送氣、構音部位等問題。我們以偏誤註記件數最高的測詴語

料[ɕe.tsɨ]為例，檢視受詴者發音的特徵的聲學訊息。（表 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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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1 受詴者於語料[ɕe.tsɨ]之聲譜表現與 VOT 比例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65 221 29% 8133 

B － ＋ -83 380 22% 8708 

C － ＋ -106 435 24% 8970 

D － ＋ -144 438 33% 8268 

E － ＋ -157 350 45% 7862 

F ＋ － 100 340 29% 8056 

G － ＋ -107 368 29% 7224 

H － ＋ -137 331 41% 7083 

I ＋ ＋ -102 420 24% 8165 

J － ＋ -155 365 42% 8882 

K － ＋ -135 315 43% 7544 

 

 

    華語聲母/ts/是不送氣清塞擦音，若以聲譜型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

節的起始部分應有衝直條的出現，表示發音氣流具有先阻塞後突破的信號，

是塞擦音的重要標誌。此外，輔音音段的低頻區沒有燒灼痕跡（無聲音訊號），

表示構音動作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其為清輔音的依據。 

    本測詴語料中，受詴者 A 語音樣本的聲譜圖（圖 五-11）中，發音起

始的地方有俐落的衝直條，該音段之低頻區沒有濁音棒，如此之聲譜形態符

合華語/ts/，受詴者 F 者亦同。受詴者 I 的聲譜圖（圖 五-12）雖然也有衝直

條，但聲母音段的低頻區卻偵測到聲音訊號，使審聽人員評述其為「濁音化」、

「將/ts/發音成[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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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1 受詴者 A 於語料[ɕe.tsɨ]之聲譜圖 

 

 

圖 五-12 受詴者 I 於語料[ɕe.tsɨ]之聲譜圖 

 

    除聲譜圖形態外，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ts/的 VOT 比例

約於 29%上下；且/ts/為舌尖前音，噪音重心頻率應在 8000～9000 Hz 的範

圍內。 

    論 VOT 部分，本語料中受詴者 A、B、C、F、G、I 的 VOT 比例皆於

華語/ts/的範圍內，但受詴者 B、C、G、I 的聲譜圖皆因缺乏衝直條，仍被

評斷為「阻塞部分不明顯」，再加上聲譜圖中濁音棒的出現，審聽人員亦有

「將/ts/發音成[z]」的評述。受詴者 D、E、H、J 聲譜圖無衝直條、帶濁音

棒、VOT 偏長，是[z]的聲學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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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ɕe.tsɨ]中所呈現之華語/ts/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憑單

一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詴者

於聲母/tsʰ/組之所有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表 五-12］為受詴者於聲母/tsʰ/組所有接續音節測詴語料（[ʈʂɨ.tsao]、

[ɕʷan.tsɤ]、[ɕe.tsɨ]）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為

存在該聲譜特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樣

本呈現之數據帄均值。 

 

表 五-12 受詴者於聲母/ts/組接續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27% 7901 

B － ＋＋＋ 24% 8583 

C － ＋＋＋ 22% 8163 

D － ＋＋ 29% 8450 

E ＋ ＋＋＋ 32% 8351 

F ＋＋＋ － 24% 8157 

G ＋ ＋＋＋ 27% 8060 

H － ＋＋＋ 35% 7145 

I ＋＋＋ ＋＋＋ 26% 7772 

J － ＋＋＋ 36% 8888 

K ＋＋ ＋＋＋ 32% 7890 

 

    華語/ts/為不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聲譜圖中應有衝直條（塞擦）、無

濁音棒（清音）；VOT 比例在 29%左右（不送氣）、M1 值範圍 8000～9000 

Hz（舌尖前部）。綜合聲母/ts/組雙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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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及聲學特徵，發現受詴者於華語/tsʰ/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有： 

1. 聲譜圖缺乏衝直條；發音起始時沒有阻塞動作，塞擦音誤發為擦音（如

[s]或[z]）。 

2. 聲譜圖低頻區出現濁音棒；發音過程含聲帶震顫動作，清音誤發為濁音

（如[dz]或[z]）。 

 

C. 華語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s/ 

    舌尖前音之雙音節測詴語料中，聽感偏誤率最低的是聲母/s/組。審聽人

員對於這一個語料的偏誤評述有以下 3 種： 

1. 將/s/發音成[tsʰ] 

2. 將/s/發音成[ts] 

3. 多了阻塞音 

    這些偏誤評述指出受詴者於接續音節聲母/s/的表現，只有發音起始之阻

塞問題。我們以偏誤註記件數最高的測詴語料[pi.sai]為例，檢視受詴者發音

的特徵的聲學訊息。（表 五-13） 

 

表 五-13 受詴者於語料[pi.sai]之聲譜表現與 VOT 比例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146 405 36% 7910 

B － － 120 454 26% 7875 

C ＋ － 132 504 26% 8792 

D － － 158 470 34% 8062 

E ＋ － 124 430 29% 8820 

F ＋ － 140 446 27% 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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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160 426 38% 7907 

H － － 150 381 39% 6758 

I － － 134 358 37% 8350 

J － － 142 362 39% 8648 

K － － 211 532 40% 8211 

 

    華語聲母/s/是清塞擦音，若以聲譜型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節的起始

部分不應有衝直條，表示發音過程不帶阻塞動作。此外，輔音音段的低頻區

亦不應有燒灼痕跡，表示構音動作亦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其為清輔音的依

據。本測詴語料中，有 7 位受詴者語音檔案之聲譜圖型態如［圖 五-13］，

滿足前述條件。 

 

 

圖 五-13 受詴者 I 於語料[pi.sai]之聲譜圖 

 

    而受詴者 A、C、E、F 語音樣本的聲譜圖中，發音起始處出現衝直條，

如［圖 五-14］，使審聽人員感受到「帶有阻塞動作」的發音偏誤，而有「將

/s/發音成[tsʰ]」、「將/s/發音成[ts]」、「多了阻塞音」等偏誤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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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4 受詴者 C 於語料[pi.sai]之聲譜圖 

 

   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s/的 VOT 比例約為 42%左右。本

測詴語料中，審聽人員判斷為擦音之受詴者 D、G、H、I、J、K 的語音樣

本，VOT 比例落在華語/tsʰ/與/s/範圍內，即 36～42%之間。不過，受詴者 B

語音樣本的 VOT 比例為 26%，屬於華語/ts/以內之範圍，然其語音樣本亦未

獲任何偏誤評述。此現象呼應筆者於分析受詴者於單音節測詴語料之聲母/s/

時所做出於推斷：言者的發音器官是否有擠塞動作，是聽者解讀為塞擦音最

主要的感知依據，而非 VOT 長短。 

    /s/為舌尖前音，噪音重心頻率應在 8000～9000 Hz 的範圍內。而測詴語

料[pi.sai]的所有語音檔案僅有與阻塞動作相關之偏誤評述，換言之；受詴者

的聲譜圖有無衝直條，以及誤發為塞擦音而使 VOT 比例相對減少外，聲學

特徵應無其他問題。本測詴語料之大部分語音樣本的 M1 值都在 8000～9000 

Hz，或 7000～8000 Hz 之間，是華語母語者能接受的範圍。受詴者 H 語音

樣本的 M1 值偏低：6758 Hz，而該語音樣本於聽感中所呈現的音訊與華語

母語者的/s/已有微小的差別，審聽人員認為其不至於與其他華語輔音混淆，

不予註記。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pi.sai]中所呈現之華語/s/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憑單

一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詴者

於聲母/ts/組之所有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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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五-14］為受詴者於聲母/s/組所有雙音節測詴語料（[pi.sai]、[jan.sɤ]、

[koŋ.sɨ]）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為存在該聲

譜特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樣本呈現之

數據帄均值。 

 

表 五-14 受詴者於聲母/s/組接續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34% 7603 

B － － 34% 8196 

C ＋ － 29% 8617 

D － － 34% 8643 

E ＋＋ － 32% 8430 

F ＋ － 32% 8192 

G － － 40% 7872 

H － － 46% 6750 

I － － 34% 8299 

J － － 39% 8502 

K － － 36% 7433 

 

    華語/s/為舌尖前清擦音，聲譜圖中應無衝直條（非塞擦）、無濁音棒（清

音）；VOT 比例在 42%左右、M1 值範圍 8000～9000 Hz（舌尖前部）。綜

合聲母/s/組雙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述及聲學特徵，發現受

詴者於華語/s/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有： 

1. 聲譜圖帶衝直條；發音起始時出現阻塞動作，擦音誤發為塞擦音[ts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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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耳其學生之華語/ʈʂ/、/ʈʂʰ/、/ʂ/發音偏

誤分析 

 

一、受詴者華語舌尖後音聲母於獨立音節之發音偏誤 

    審聽人員以聽感檢視受詴者的語音樣本後，筆者按華語/ʈʂ/、/ʈʂʰ/、/ʂ/

聲母於獨立音節語料中所獲得之偏誤評述計件，列於［表 五-15］。 

 

表 五-15 聲母/ʈʂ/、/ʈʂʰ/、/ʂ/語料之聽感評誤計件（獨立音節） 

排序 題號 語料 獲評誤總件數 

1 16 [ʂɤŋ] 28 

2 12 [ʈʂɨ] 27 

3 14 [ʈʂʰɤ] 25 

4 10 [ʈʂan] 23 

5 15 [ʈʂʰɨ] 20 

6 17 [ʂɨ] 19 

7 11 [ʈʂɤ] 16 

8 13 [ʈʂʰa] 13 

9 18 [ʂu] 8 

 

    由上偏誤評述件數的統計與排序，可看出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後音的偏誤

表現，不如華語舌尖前音般各聲母的難度有明顯分別。且依各種聲母所獲之

評誤件數排序「/ʈʂ/（66 件）＞/ʈʂʰ/（58 件）＞/ʂ/（55 件）」，略可得知華

語舌尖後音之各種聲母對於受詴者而言，都有相當難度。根據審聽人員的註

記顯示，受詴者的發音特徵有以下狀況：送氣或不送氣問題、發音起始之阻

塞問題、清濁音、發音位置不正確（或發音不到位）等。這些偏誤描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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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受詴者語音樣本的聲學特性做進一步檢視並相互比對。 

 

A. 華語不送氣舌尖後清塞擦音/ʈʂ/ 

    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後音的表現中，以聲母/ʈʂ/的聽感偏誤率最高，審聽

偏誤註記共計 66 件。根據審聽人員對受詴者聲母/tsʰ/發音情形的評述有以

下 4 種： 

1. 濁音化 

2. 翹舌度不足 

3. 將/ʈʂ/發音成[ts] 

4. 阻塞音過重 

    這些偏誤評述指出受詴者於聲母/ʈʂ/的表現，有：清濁音、送氣、構音

部位等問題。我們以偏誤註記件數最高的測詴語料[tsʰan]為例，檢視受詴者

發音的特徵的聲學訊息。（表 五-16） 

 

表 五-16 受詴者於語料[ʈʂɨ]之聲譜表現與物理數據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71 419 20% 6627 

B ＋ ＋ -54 529 10% 6498 

C ＋ ＋ -74 543 14% 6631 

D ＋ － 90 460 20% 7133 

E ＋ － 75 474 16% 6691 

F ＋ － 56 482 12% 4272 

G ＋ ＋ -40 435 9% 5528 

H ＋ － 61 414 15% 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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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45 478 9% 5138 

J ＋ － 44 348 13% 4574 

K ＋ － 28 456 6% 8216 

 

    華語聲母/ʈʂ/是不送氣清塞擦音，若以聲譜型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

節的起始部分應有衝直條的出現，表示發音氣流具有先阻塞後突破的信號，

是塞擦音的重要標誌。此外，輔音音段的低頻區沒有燒灼痕跡（無聲音訊號），

表示構音動作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其為清輔音的依據。 

    本測詴語料中，受詴者 A 語音樣本的聲譜圖（圖 五-15）中，發音起

始的地方有俐落的衝直條，該音段之低頻區亦不見任何雜訊，可謂符合華語

/ʈʂ/的聲譜形態，受詴者 D、E、F、H、I、J、K 者亦同。而受詴者 B、C 的

聲譜圖中雖有衝直條，但低頻區也出現了濁音棒，使審聽人員感受到「濁音

化」的發音偏誤，如［圖 五-16］。 

 

 

圖 五-15 受詴者 A 於語料[ʈʂɨ]之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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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6 受詴者 C 於語料[ʈʂɨ]之聲譜圖 

 

    除聲譜圖形態以外，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ʈʂ/的 VOT 比

例約於 15%上下，並於聲母/ʈʂʰ/組測詴語料分析後發現/ʈʂ/的 VOT 比例上限

是 20%；且/ʈʂ/為舌尖後音，噪音重心頻率應在 5000～6000 Hz 的範圍內。 

    論及 VOT，本語料的所有語音樣本的 VOT 比例皆在華語/ʈʂ/的範圍內

（20%以下），審聽人員亦未於本測詴語料中做出任何與送氣程度相關之偏

誤描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審聽人員對於受詴者 F、G、I、J、K 有「阻塞

音過重」的偏誤評述。而筆者亦發現，受詴者 F、G、I、J、K 的 VOT 比例

低於 12%，其語音樣本的聲母音段非常地短促（發音起始部分的衝直條後

緊跟著元音音段，如［圖 五-17］），聽感上非常接近塞音，此也許為審聽

人員強調「阻塞過重」的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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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五-17 受詴者 K 於語料[ʈʂɨ]之聲譜圖 

 

    至於構音部位，審聽人員對受詴者 D、E 的語音樣本提出「翹舌度不足」

的偏誤敘述，對受詴者 K 則直接指出其「將/ʈʂ/發音成[ts]」。檢視這些語音

樣本的聲學特徵，受詴者 B、C、D、E 的 M1 值皆在 6000～7000 Hz 之頻率

範圍內，不過與華語/ʈʂ/相較之下，發音時舌頭的著點已稍微向前偏移。而

受詴者 K 的 M1 值則在 8000～9000 Hz，已是舌尖前音/ts/的頻率範圍，正反

映著審聽人員對其語音檔案的感知結果。 

    綜觀這則測詴語料，受詴者 H 的聲譜圖中有衝直條；低頻區無濁音棒；

VOT 比例為 15%；M1 值 5599，其聲學形態非常接近華語/ʈʂʰ/。持以上檢測

結果對照測詴語料，受詴者 H 確實不獲審聽人員的任何偏誤評述，可想見

其發音表現是接近華語/ʈʂʰ/的標準規範。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ʈʂɨ]中所呈現之華語/ʈʂʰ/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憑單

一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詴者

於聲母/ʈʂ/組之所有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表 五-17］為受詴者於聲母/ʈʂʰ/組所有單音節測詴語料（[ʈʂan]、[ʈʂɤ]、

[ʈʂɨ]）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為存在該聲譜特

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樣本呈現之數據

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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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7 受詴者於聲母/ʈʂ/組接續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16% 6284 

B ＋＋＋ ＋＋ 11% 6882 

C ＋＋＋ ＋＋＋ 16% 6623 

D ＋＋＋ － 16% 6873 

E ＋＋＋ － 19% 6971 

F ＋＋＋ － 12% 6196 

G ＋＋＋ ＋ 10% 5526 

H ＋＋＋ － 18% 5489 

I ＋＋＋ － 13% 5097 

J ＋＋＋ ＋＋ 12% 4752 

K ＋＋＋ － 7% 8343 

 

    華語/ʈʂ/為不送氣舌尖後清塞擦音，聲譜圖中應有衝直條（塞擦）、無

濁音棒（清音）；VOT 比例在 20%以下（不送氣）、M1 值範圍 5000～6000 

Hz（舌尖後部）。綜合聲母/ʈʂ/組單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

述及聲學特徵，發現受詴者於華語/ʈʂ/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有： 

1. 聲譜圖低頻區出現濁音棒；發音時帶有聲門震顫動作，清音發為濁音。 

2. VOT 比例過短；發音過程幾乎無送氣，容易被誤聽為塞音。 

3. M1 值較高；構音部位前偏，容易被聽者解讀為其他輔音（如[ts]）。 

4. M1 值較低；構音部位後偏，容易被聽者解讀為其他輔音（如[tʃ]）。 

 

 



第五章 土耳其語母語者於華語舌尖前、後音的發音偏誤分析 

89 

B. 華語送氣舌尖後清塞擦音/ʈʂʰ/ 

    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後音的表現中，聲母/ʈʂʰ/的偏誤評述件數次高，審聽

偏誤註記共計 58 件。根據審聽人員對受詴者聲母/ʈʂʰ/發音情形的評述有以

下 6 種： 

1. 翹舌度不足 

2. 送氣不足 

3. 舌頭不到位 

4. 發音介於/ʈʂʰ/與/tsʰ/之間 

5. 將/ʈʂʰ/發音成[tsʰ] 

6. 將/ʈʂʰ/發音成[tʃʰ] 

    這些偏誤評述指出受詴者於聲母/ʈʂʰ/的表現，有：送氣、構音部位等問

題。我們以偏誤註記件數最高的測詴語料[ʈʂʰɤ]為例，檢視受詴者發音的特

徵的聲學訊息。（表 五-18） 

 

表 五-18 受詴者於語料[ʈʂʰɤ]之聲譜表現與物理數據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113 396 29% 6057 

B ＋ － 115 470 24% 6502 

C ＋ － 144 420 34% 7274 

D ＋ － 82 473 17% 6134 

E ＋ － 117 508 23% 7521 

F ＋ － 98 486 20% 4470 

G ＋ － 102 439 23% 5824 

H ＋ － 98 500 20% 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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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45 464 10% 4454 

J ＋ － 97 460 21% 4699 

K ＋ － 115 485 24% 6713 

 

    華語聲母/ʈʂʰ/是送氣清塞擦音，若以聲譜型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節

的起始部分應有衝直條（burst）的出現，表示發音氣流具有先阻塞後突破的

信號，是塞擦音的重要標誌。此外，輔音音段的低頻區沒有燒灼痕跡（無聲

音訊號），表示構音動作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其為清輔音的依據。 

    本測詴語料中，所有受詴者語音樣本的聲譜圖即如［圖 五-18］，發音

起始的地方有俐落的衝直條，該音段之低頻區亦不見任何雜訊，可謂符合華

語/ʈʂʰ/的聲譜形態。審聽人員對於本測詴語料亦未給予任何與阻塞動作相關

之評述。 

 

 

    圖 五-18 受詴者 G 於語料[ʈʂʰɤ]之聲譜圖 

 

    除聲譜圖形態以外，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ʈʂʰ/的 VOT

比例約於 29%上下；且/tsʰ/為舌尖後音，噪音重心頻率應在 5000～6000 Hz

的範圍內。 

    論 VOT（華語音節中聲母的部分），受詴者 A 的 VOT 比例最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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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ʈʂʰ/，其他受詴者的 VOT 偏短則於 10～36%間不等。檢視審聽人員的

偏誤評述，發現受詴者 D、H、I 之語音樣本有「送氣不足」與等註記，而

受詴者 D、H、I 的 VOT 比例皆在 20%以下。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

得知華語不送氣舌尖後塞擦音/ʈʂ/的 VOT 比例是 15%左右，筆者推斷：若受

詴者 D、H、I 以外的語音樣本未獲送氣程度相關之評述，那麼只要語音樣

本之聲譜圖有衝直條（發音起始帶阻塞動作）的條件下，送氣舌尖後塞擦音

/ʈʂʰ/與不送氣舌尖後塞擦音/ʈʂ/之界線，在 VOT 比例為 20%之處。 

    至於受詴者的構音部位，審聽人員給予之評述如「翹舌度不足」、「舌

頭不到位」、「發音介於/ʈʂʰ/與/tsʰ/之間」、「將/ʈʂʰ/發音成[tʃʰ]」、「將/ʈʂʰ/

發音成[tsʰ]」等，都指出相同問題，尤其最後三項偏誤敘述更明白指出受詴

者舌位的偏向。若以聲學特徵論之，即表示獲得相關評述之語音樣本的噪音

重心頻率（M1 值）不在 5000～6000 Hz 的範圍裡，其數值偏高則接近舌尖

前音；其數值偏低則接近舌葉音。 

    以偏誤評述內容檢視受詴者語音樣本，發現受詴者 G、H 都未獲審聽人

員關於構音部位方面之偏誤評述，受詴者 G、H 的 M1 值亦在華語/ʈʂʰ/，5000

～6000 Hz 的範圍內。受詴者 A、B、D、K 則獲評為「發音介於/ʈʂʰ/與/tsʰ/

之間」，其語音樣本的 M1 值在 6000～7000 Hz 的範圍，舌位要比舌尖後音

偏前了些。受詴者 C、E 被認為是「將/ʈʂʰ/發音成[tsʰ]」，其語音樣本的 M1

值在 7000～8000 Hz，非常接近華語舌尖前音的範圍（8000 Hz）。受詴者 F、

I、J 則被認為是「將/ʈʂʰ/發音成[tʃʰ]」，其語音樣本的 M1 值在 4000～5000 Hz，

舌頭位置偏後。 

    由所有受詴者語音樣本的 M1 值之比較結果，筆者推論：相較之下，華

語舌尖後音的噪音重心頻率範圍不如舌尖前音那般廣；換言之，發音者表現

華語舌尖後音時，只要舌位稍微前偏或後偏（M1 值超過或未滿 5000～6000 

Hz 之頻率範圍），極容易被聽者解讀為偏誤的發音。 

    綜觀這則測詴語料，受詴者 G 的聲譜圖中有衝直條；低頻區無濁音棒；

VOT 比例為 23%；M1 值 5824，其聲學形態非常接近華語/ʈʂʰ/。持以上檢測

結果對照測詴語料，受詴者 G 確實不獲審聽人員的任何偏誤評述，可想見

其發音表現是接近華語/ʈʂʰ/的標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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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ʈʂʰɤ]中所呈現之華語/ʈʂʰ/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憑單

一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詴者

於聲母/ʈʂʰ/組之所有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表 五-19］為受詴者於聲母/ʈʂʰ/組所有單音節測詴語料（[ʈʂʰa]、[ʈʂʰɤ]、

[ʈʂʰɨ]）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為存在該聲譜特

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樣本呈現之數據

帄均值。 

 

表 五-19 受詴者於聲母/ʈʂʰ/組接續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32% 6148 

B ＋＋＋ － 21% 6543 

C ＋＋＋ － 27% 7120 

D ＋＋＋ － 18% 6364 

E ＋＋＋ － 21% 6985 

F ＋＋＋ － 19% 5237 

G ＋＋＋ － 20% 6027 

H ＋＋＋ － 21% 6091 

I ＋＋＋ － 18% 4932 

J ＋＋＋ － 21% 4790 

K ＋＋＋ － 24% 6852 

 

    華語/ʈʂʰ/為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聲譜圖中應有衝直條（塞擦）、無濁

音棒（清音）；VOT 比例在 20%以上（送氣）、M1 值範圍 5000～6000 Hz

（舌尖後部）。綜合聲母/ʈʂʰ/組單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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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聲學特徵，發現受詴者於華語/tsʰ/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有： 

1. VOT 比例偏短；發音過程中送氣不足，容易被誤聽為不送氣輔音。 

2. M1 值較高；構音部位前偏，容易被聽者解讀為其他輔音（如[tsʰ]）。 

3. M1 值較低；構音部位後偏，容易被聽者解讀為其他輔音（如[tʃʰ]）。 

 

C. 華語舌尖後清擦音/ʂ/ 

    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後音的表現中，聲母/ʂ/的聽感偏誤率雖為舌尖後音聲

母之最低者，但審聽偏誤註記仍高達 55 件。根據審聽人員對受詴者聲母/ʂ/

發音情形的評述有以下 4 種： 

1. 發音不到位 

2. 翹舌度不足 

3. 將/s/發音成[ʃ] 

4. 介於/s/與/ʂ/之間 

    這些偏誤評述指出受詴者於聲母/ʂ/的表現，有：構音部位等問題。我們

以偏誤註記件數最高的測詴語料[ʂɤŋ]為例，檢視受詴者發音的特徵的聲學訊

息。（表 五-20） 

 

表 五-20 受詴者於語料[ʂɤŋ]之聲譜表現與物理數據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208 500 42% 6678 

B － － 127 395 32% 6074 

C － － 193 636 30% 7173 

D － － 160 540 30% 5228 

E － － 201 670 30% 6590 



土耳其語母語者之華語舌尖前與舌尖後清輔音的偏誤分析 

 94 

F － － 142 445 32% 4887 

G － － 170 433 39% 6403 

H － － 182 507 36% 5647 

I － － 110 387 28% 4368 

J － － 146 458 32% 4076 

K － － 158 515 31% 5476 

     

    華語聲母/ʂ/是送氣清擦音，若以聲譜型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節的起

始部分不應存在衝直條，表示發音氣流不受阻塞的信號。此外，輔音音段的

低頻區沒有燒灼痕跡（無聲音訊號），表示構音動作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

其為清輔音的依據。  

    本測詴語料中，所有受詴者語音樣本的聲譜圖中，發音起始的地方不存

在衝直條，該音段之低頻區亦不見任何雜訊，可謂符合華語/ʂ/的聲譜形態，

如［圖 五-19］。 

 

 

圖 五-19 受詴者 K 於語料[ʂɤŋ]之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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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聲譜圖形態以外，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ʂ/的 VOT 比

例約於 41%上下；且/ʂ/為舌尖後音，噪音重心頻率應在 5000～6000 Hz 的範

圍內。 

    論 VOT，本語料中僅受詴者 A 的 VOT 比例最為符合華語/ʂ/，其他受詴

者的 VOT 則較短些，28～39%不等。然而審聽人員並不發覺本測詴語料之

所有語音樣本有任何非擦音的表現。此現象間接證實筆者於前一節之推斷：

聲母音段是否帶有衝直條，即發音過程是否有氣流受發音器官擠壓之動作，

為聽者判斷其是否為塞音或塞擦音之主要依據。 

    本測詴語料之偏誤評述僅有與構音位置相關之註記，該方面應觀察受詴

者語音樣本的 M1 值（噪音重心頻率）。本測詴語料中，受詴者 D、H、K

語音樣本之M1值在5000～6000 Hz之範圍內，符合華語/ʂ/的噪音重心頻率。

而受詴者 A、B、C、E、G 的 M1 值則超過 6000 Hz，審聽人員除了覺得這

些語音樣本「翹舌度不足」，亦給予「發音介於/ʂ/與/s/之間」的偏誤評述，

這表示發音時舌位前偏。 

    其餘受詴者（F、I、J）之 M1 值則不滿 5000 Hz，不過審聽人員僅在受

詴者 I 和 J 的語音樣本上做出「發音不到位」及「將/s/發音成[ʃ]」等偏誤評

述，而未給予受詴者 F 的語音檔案任何註記；受詴者 F 之 M1 值為 4887。

由此，筆者推段：4500 Hz 以上仍屬聽感可接受之華語舌尖後音之頻率範

圍。 

    綜觀這則測詴語料，受詴者 D、H、K 語音樣本之 VOT 比例雖不達筆

者於前一章對比分析所得之結果（華語舌尖後音之 VOT 比例為 42%上下），

但其聲譜圖中無衝直條，低頻區亦無濁音棒，且 M1 值皆落於 5000～6000 Hz

之範圍內，其聲學形態非常接近華語/ʂ/。持以上檢測結果對照測詴語料，受

詴者 D、H、K 確實不獲審聽人員的任何偏誤評述，而受詴者 F 之 M1 值稍

低，但也受審聽人員解讀為其發音表現接近華語/ʂ/的標準規範。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ʂɤŋ]中所呈現之華語/ʂ/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憑單一

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詴者於

聲母/ʂ/組之所有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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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五-21］為受詴者於聲母/tsʰ/組所有單音節測詴語料（[ʂɤŋ]、[ʂɨ]、

[ʂu]）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為存在該聲譜特

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樣本呈現之數據

帄均值。 

 

表 五-21 受詴者於聲母/ʂ/組接續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39% 6498 

B － － 32% 6252 

C － － 29% 6819 

D － － 33% 5637 

E － － 33% 6300 

F － － 31% 4892 

G － － 34% 6107 

H － － 36% 5578 

I － － 31% 4877 

J － － 35% 4406 

K － － 33% 5676 

 

    華語/ʂ/為送氣舌尖後清擦音，聲譜圖中不應存在衝直條（非塞擦）、無

濁音棒（清音）；VOT 比例在 42%左右（送氣）、M1 值範圍 5000～6000 Hz

（舌尖後部）。綜合聲母/ʂ/組單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述及

聲學特徵，發現受詴者於華語/ʂ/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有： 

1. M1 值較高；構音部位前偏，容易被聽者解讀為其他輔音（如[s]）。 

2. M1 值較低；構音部位後偏，容易被聽者解讀為其他輔音（如[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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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詴者華語舌尖後音聲母於接續音節之發音偏誤 

    審聽人員以聽感檢視受詴者的語音樣本後，筆者按華語/ʈʂ/、/ʈʂʰ/、/ʂ/

聲母於接續音節語料中所獲得之偏誤評述計件，列於［表 五-22］。 

 

表 五-22 聲母/ʈʂ/、/ʈʂʰ/、/ʂ/語料之聽感評誤計件（接續音節） 

排序 題號 語料 獲評誤總件數 

1 16 [ɕʷe.ʂɤŋ] 25 

2 
12 [tsa.ʈʂɨ] 23 

14 [tɕʰi.ʈʂʰɤ] 23 

3 15 [ʂʷei.ʈʂʰɨ] 21 

4 
10 [ʂu.ʈʂan] 19 

11 [tɕi.ʈʂɤ] 19 

5 17 [lao.ʂɨ] 14 

6 13 [xoŋ.ʈʂʰa] 11 

7 18 [kʰan.ʂu] 10 

 

    由上偏誤評述件數的統計與排序，可看出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後音的偏誤

表現，不如華語舌尖前音般各聲母的難度有明顯分別。且依各種聲母所獲之

評誤件數排序「/ʈʂ/（61 件）＞/ʈʂʰ/（55 件）＞/ʂ/（49 件）」，略可得知華

語舌尖後音之各種聲母對於受詴者而言，都有相當難度。根據審聽人員的註

記顯示，受詴者的發音特徵有以下狀況：送氣或不送氣問題、發音起始之阻

塞問題、清濁音、發音位置不正確（或發音不到位）等。這些偏誤描述，得

從受詴者語音樣本的聲學特性做進一步檢視並相互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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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華語不送氣舌尖後塞擦音/ʈʂ/ 

    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後音的表現中，以聲母/ʈʂ/的聽感偏誤率最高，審聽

偏誤註記共計 61 件。根據審聽人員對受詴者聲母/ʈʂ/發音情形的評述有以下

5 種： 

1. 濁音化 

2. 翹舌度不足 

3. 發音不到位 

4. 將/ʈʂ/發音成[ts] 

5. 有送氣 

    這些偏誤評述指出受詴者於聲母/ʈʂ/的表現，有：清濁音、送氣程度、

構音部位等問題。我們以偏誤註記件數最高的測詴語料[tsa.ʈʂɨ]為例，檢視受

詴者發音的特徵的聲學訊息。（表 五-23） 

 

表 五-23 受詴者於語料[tsa.ʈʂɨ]之聲譜表現與物理數據（接續音節）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67 370 18% 6158 

B ＋ － 46 309 15% 6977 

C ＋ ＋ -91 469 19% 6962 

D ＋ － 51 366 14% 6438 

E ＋ － 77 408 19% 6885 

F ＋ － 56 350 16% 5214 

G ＋ ＋ -57 402 14% 5860 

H ＋ － 104 328 32% 6613 

I ＋ － 40 365 15% 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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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51 331 15% 5330 

K ＋ － 37 389 10% 7320 

 

華語聲母/ʈʂ/是不送氣清塞擦音，若以聲譜形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

節的起始部分應有衝直條的出現，表示發音氣流具有先阻塞後突破的信號，

是塞擦音的重要標誌。此外，輔音音段的低頻區沒有燒灼痕跡（無聲音訊號），

表示構音動作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其為清輔音的依據。  

    本測詴語料中，受詴者 F 之語音樣本的聲譜圖（圖 五-20）中，發音起

始的地方有俐落的衝直條，該音段之低頻區亦不見任何雜訊，可謂符合華語

/ʈʂ/的聲譜形態，受詴者 A、B、D、E、H、I、J、K 亦同。而受詴者 C、G

的聲譜圖雖見衝直條，但聲母音段低頻區亦出現燒灼痕跡，使審聽人員感受

到「濁音化」的發音偏誤，如［圖 五-21］。 

 

 

圖 五-20 受詴者 F 於語料[tsa.ʈʂɨ]之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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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1 受詴者 C 於語料[tsa.ʈʂɨ]之聲譜圖 

 

    除聲譜圖形態外，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ʈʂ/的 VOT 比例

約於 15%上下（下限 12%；上限 20%）；且/ʈʂ/為舌尖後音，噪音重心頻率

應在 5000～6000 Hz 的範圍內。（下限 4500 Hz；上限 6500 Hz） 

    論 VOT，本語料除受詴者 K 以外的語音樣本，VOT 比例皆在華語/ʈʂ/

的範圍內，審聽人員亦未給予與送氣程度相關之偏誤評述。至於受詴者 K，

其 VOT 比例則偏短（10%），審聽人員對於其語音樣本有「發音不到位」

的偏誤評述。根據筆者於單音節測詴語料[ʈʂɨ]之偏誤分析結果發現，受詴者

語音樣本之 VOT 比例低於 12%，其聽感上像是塞音。而受詴者 H 的 VOT

比例則有過長之虞（32%)，審聽人員亦發現受詴者 H「有送氣」。 

    本測詴語料之偏誤評述，亦多見關於構音部位的敘述，該方面應觀察受

詴者語音樣本的 M1 值（噪音重心頻率）。本測詴語料中，受詴者 F、G、I、

J 語音樣本之 M1 值在華語/ʈʂ/的頻率範圍內，然受詴者 G 的發音濁化（聲母

音段低頻區出現濁音棒），仍被審聽人員評斷為偏誤。而其餘受詴者語音樣

本的 M1 值則超過 6000 Hz；發音時構音部位有向前偏移的現象。其中，受

詴者 K 之 M1 值更超過 7000 Hz，審聽人員認為其「將/ʈʂ/發音為[ts]」。受

詴者 B、C、E 之 M1 值則介於 6000～7000 Hz 之間，審聽人員認為受詴者

B、C、E 的發音表現有「翹舌度不足」之虞，而未給予受詴者 A 相關偏誤

評述；受詴者 A 之 M1 值為 6158 Hz，發音表現仍為審聽人員接受。 

    綜觀這則測詴語料，受詴者 F、I、J 的聲譜圖中有衝直條；低頻區無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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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棒；VOT 比例為 15%～16%；M1 值於 5000～6000 Hz 範圍內，其聲學形

態非常接近華語/ʈʂ/。持以上檢測結果對照測詴語料，受詴者 F、I、J 確實不

獲審聽人員的任何偏誤評述。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tsa.ʈʂɨ]中所呈現之華語/ʈʂ/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憑

單一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詴

者於聲母/ʈʂ/組之所有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表 五-24］為受詴者於聲母/ʈʂ/組所有雙音節測詴語料（[ʂu.ʈʂan]、

[tɕi.ʈʂɤ]、[tsa.ʈʂɨ]）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為存

在該聲譜特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樣本

呈現之數據帄均值。 

 

表 五-24 受詴者於聲母/ʈʂ/組接續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18% 6894 

B ＋＋＋ － 14% 6749 

C ＋＋ ＋＋＋ 19% 6794 

D ＋＋＋ － 19% 7221 

E ＋＋＋ － 16% 6926 

F ＋＋＋ ＋ 13% 4980 

G ＋＋＋ ＋ 11% 5557 

H ＋＋＋ － 18% 6209 

I ＋＋＋ ＋ 12% 4974 

J ＋＋＋ ＋＋ 13% 5068 

K ＋＋＋ － 8% 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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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ʈʂ/為不送氣舌尖後清塞擦音，聲譜圖中應有衝直條（塞擦）、無

濁音棒（清音）；VOT 比例在 19%以下（不送氣，12%為下限）、M1 值範

圍 5000～6000 Hz（舌尖後部，母語者可接受範圍約為 4500～6500 Hz）。

綜合聲母/ʈʂ/組雙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述及聲學特徵，發

現受詴者於華語/ʈʂ/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有： 

1. 聲譜圖低頻區出現濁音棒；發音時帶有聲門震顫動作，清音發為濁音。 

2. VOT 比例過短；發音過程發音過程幾乎無送氣，容易被聽者解讀為為塞

音（如[t]）。 

3. M1 值較高；構音部位前偏，容易被聽者解讀為其他輔音（如[ts]）。 

 

B. 華語送氣舌尖後清塞擦音/ʈʂʰ/ 

    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後音的表現中，聲母/ʈʂʰ/的聽感偏誤率次高，審聽偏

誤註記共計 55 件。根據審聽人員對受詴者聲母/ʈʂʰ/發音情形的評述有以下 5

種： 

1. 翹舌度不足 

2. 送氣不足 

3. 發音介於/ʈʂʰ/與/ʈʂ/之間 

4. 將/ʈʂʰ/發音為[tsʰ] 

5. 將/ʈʂʰ/發音為[tʃ] 

    這些偏誤評述指出受詴者於聲母/tsʰ/的表現，有：送氣程度、構音部位

等問題。我們以偏誤註記件數最高的測詴語料[tɕʰi.ʈʂʰɤ]為例，檢視受詴者發

音的特徵的聲學訊息。（表 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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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5 受詴者於語料[tɕʰi.ʈʂʰɤ]之聲譜表現與物理數據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139 365 38% 6511 

B ＋ － 111 442 25% 5427 

C ＋ － 134 569 24% 6602 

D ＋ － 128 469 27% 6684 

E ＋ － 89 461 20% 7275 

F ＋ － 94 477 19% 4815 

G ＋ － 74 402 18% 6407 

H ＋ － 102 351 29% 6271 

I ＋ － 59 425 14% 4671 

J ＋ － 107 400 27% 4821 

K ＋ － 99 450 22% 7075 

 

華語聲母/ʈʂʰ/是送氣清塞擦音，若以聲譜形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節

的起始部分應有衝直條（burst）的出現，表示發音氣流具有先阻塞後突破的

信號，是塞擦音的重要標誌。此外，輔音音段的低頻區沒有燒灼痕跡（無聲

音訊號），表示構音動作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其為清輔音的依據。  

    本測詴語料中，所有受詴者之語音樣本的聲譜圖中，發音起始的地方有

俐落的衝直條，該音段之低頻區亦不見任何雜訊，可謂符合華語/ʈʂʰ/的聲譜

形態，如［圖 五-22］，而審聽人員於本測詴語料亦未給予關於阻塞動作或

濁音化的偏誤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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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2 受詴者 H 於語料[tɕʰi.ʈʂʰɤ]之聲譜圖 

 

    除聲譜圖形態以外，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ʈʂʰ/的 VOT

比例約於 29%上下（下限為 20%）；且/ʈʂʰ/為舌尖後音，噪音重心頻率應在

5000～6000 Hz 的範圍內。 

    論 VOT（華語音節中聲母的部分），本語料中受詴者 B、C、D、E、F、

H、J、K 的 VOT 比例皆於華語/ʈʂʰ/之範圍內，而受詴者的 F、G、I 者偏短

（18%、14%），使審聽人員發覺有送氣不足之虞，或認為其「發音介於/ʈʂʰ/

與/ʈʂ/之間」。然受詴者 A 雖然 VOT 比例過長，可是其聲譜圖中存在衝直條，

亦即發音過程帶阻塞動作，審聽人員實未給予與送氣程度相關之偏誤評述。 

    本測詴語料之偏誤評述，多見關於構音部位的敘述，該方面應觀察受詴

者語音樣本的 M1 值（噪音重心頻率）。本測詴語料中，僅受詴者 B 語音

樣本之 M1 值在華語/ʈʂʰ/的頻率範圍內。受詴者 A、C、D、E、G、H、K 的

M1 值則超過 6000 Hz；發音時構音部位有向前偏移的現象。其中，受詴者

E、K 之 M1 值更超過 7000 Hz，審聽人員認為其「將/ʈʂʰ/發音為[tsʰ]」。受

詴者 A、C、D、H 之 M1 值介於 6000～7000 Hz 之間，但審聽人員認為受

詴者 A、C、D 的發音表現有「翹舌度不足」之虞，未給予受詴者 H 相關偏

誤評述。受詴者 F、I、J 之 M1 值則低於 5000 Hz，但審聽人員未給予其語

音樣本與構音部位相關之偏誤評述。而受詴者 F、I 則因 VOT 比例過短而被

評斷為偏誤發音。由此，結合筆者於聲母/ʂ/組單音節測詴語料之偏誤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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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推論，華語母語者聽感可接受之舌尖後音噪音重心頻率約在 4500～6500 

Hz 之範圍裡。 

    綜觀這則測詴語料，受詴者 B 的聲譜圖中有衝直條；低頻區無濁音棒；

VOT 比例為 25%；M1 值 5427 Hz，其聲學形態非最為接近華語/ʈʂʰ/。持以

上檢測結果對照測詴語料，受詴者 B 確實不獲審聽人員的任何偏誤評述。

而受詴者 H、J 之發音表現亦為審聽人員接受。可想受詴者 B、H、J 其發音

表現接近華語/ʈʂʰ/的標準規範。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tɕʰi.ʈʂʰɤ]中所呈現之華語/ʈʂʰ/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

憑單一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

詴者於聲母/ʈʂʰ/組之所有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表 五-26］為受詴者於聲母/ʈʂʰ/組所有雙音節測詴語料（[xoŋ.ʈʂʰa]、

[tɕʰi.ʈʂʰɤ]、[ʂʷei.ʈʂʰɨ]]）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

為存在該聲譜特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

樣本呈現之數據帄均值。 

 

表 五-26 受詴者於聲母/ʈʂʰ/組接續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33% 6173 

B ＋＋＋ － 21% 6577 

C ＋＋＋ － 23% 6521 

D ＋＋＋ － 24% 6254 

E ＋＋＋ － 33% 6798 

F ＋＋＋ － 24% 4875 

G ＋＋＋ － 19% 6038 

H ＋＋＋ － 30% 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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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21% 5165 

J ＋＋＋ － 28% 4684 

K ＋＋＋ － 21% 6824 

 

    華語/ʈʂʰ/為送氣舌尖後清塞擦音，聲譜圖中應有衝直條（塞擦）、無濁

音棒（清音）；VOT 比例在 20%以上（送氣）、M1 值範圍 5000～6000 Hz

（舌尖後部，母語者可接受範圍約為 4500～6500 Hz）。綜合聲母/ʈʂʰ/組雙

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述及聲學特徵，發現受詴者於華語

/ʈʂʰ/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有： 

1. VOT 比例偏短；發音過程中送氣不足，容易被聽者解讀為不送氣輔音（如

[ʈʂ]或[ts]）。 

2. M1 值較高；構音部位前偏，容易被聽者解讀為其他輔音（如[ts]）。 

 

C. 華語舌尖後擦音/ʂ/ 

    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後音的表現中，聲母/ʂ/雖為舌尖後音聽感偏誤率最低

者，但審聽偏誤註記仍高達 49 件。根據審聽人員對受詴者聲母/ʂ/發音情形

的評述有以下 2 種： 

1. 翹舌度不足 

2. 發音介於/ʂ/與/s/之間 

    這些偏誤評述指出受詴者於聲母/ʂ/的表現，有：構音部位等問題。我們

以偏誤註記件數最高的測詴語料[ɕʷe.ʂɤŋ]為例，檢視受詴者發音的特徵的聲

學訊息。（表 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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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7 受詴者於語料[ɕʷe.ʂɤŋ]之聲譜表現與物理數據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全音節 (ms) VOT 比例 M1 (Hz) 

A － － 123 417 29% 6848 

B － － 114 377 30% 6154 

C － － 176 638 28% 7046 

D － － 158 563 28% 5476 

E － － 133 551 24% 5612 

F － － 164 513 32% 3489 

G － － 146 480 30% 6026 

H － － 166 412 40% 5657 

I － － 148 441 34% 4386 

J － － 152 385 39% 4274 

K － － 192 528 36% 5393 

 

    華語聲母/ʂ/是送氣清擦音，若以聲譜型態解釋之，其聲譜圖中音節的起

始部分不應存在衝直條，表示發音氣流不受阻塞的信號。此外，輔音音段的

低頻區沒有燒灼痕跡（無聲音訊號），表示構音動作不含聲門震顫，是判斷

其為清輔音的依據。  

    本測詴語料中，所有受詴者語音樣本的聲譜圖中，發音起始的地方不存

在衝直條，該音段之低頻區亦不見任何雜訊，可謂符合華語/ʂ/的聲譜形態，

如［圖 五-23］。   

 



土耳其語母語者之華語舌尖前與舌尖後清輔音的偏誤分析 

 108 

 

圖 五-23 受詴者 H 於語料[ɕʷe.ʂɤŋ]之聲譜圖 

 

    除聲譜圖形態以外，根據筆者於第四章的對比分析，華語/ʂ/的 VOT 比

例約於 41%上下；且/ʂ/為舌尖後音，噪音重心頻率應在 5000～6000 Hz 的範

圍內。（母語者聽覺感知下限 4000 Hz；上限 6500 Hz） 

    論 VOT，本語料中僅受詴者 H、J 的 VOT 比例最接近華語/ʂ/，其他受

詴者的 VOT 比例則較短（24%～36%）。然而審聽人員並不發覺本測詴語

料之所有語音樣本有任何非擦音的表現。此現象證實筆者於前一節之推斷：

聲母音段是否帶有衝直條，即發音過程是否有氣流受發音器官擠壓之動作，

為聽者判斷其是否為塞音或塞擦音之主要依據。 

    本測詴語料之偏誤評述僅有與構音位置相關之註記，該方面應觀察受詴

者語音樣本的 M1 值（噪音重心頻率）。本測詴語料中，受詴者 A、B、C、

G 的 M1 值已超過 6000 Hz，表示其構音部位前偏，其中受詴者 A、C 的語

音樣本更超過 6500 Hz，審聽人員明顯感受到其「發音介於/ʂ/與/s/之間」，

而受詴者 B、G 卻也讓部分審聽人員覺得「翹舌度不足」。受詴者 D、E、

H、K 語音樣本之 M1 值落在 5000～6000 Hz 之範圍裡，符合華語/ʂ/的噪音

重心頻率，審聽人員亦未予以偏誤註記。M1 值低於 4500 Hz 之受詴者 F、

I、J，則也獲審聽人員「翹舌度不足」之偏誤評述，實則為其發音已不在舌

尖的構音部位。 

    綜觀這則測詴語料，語音樣本不獲偏誤註記者為受詴者 D、E、H、K，

其聲譜特徵為：聲譜圖無衝直條、無嗓音棒、M1 值在 5000～6000 Hz 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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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範圍內。雖然受詴者 B、G 語音樣本之聲學特徵亦符合華語母語者聽覺

感知可認同之範圍，但仍受部分審聽人員予以偏誤註記。故筆者推論：此現

象可能因土耳其語無元音/ɤ/，受詴者於韻母的發音偏誤，影響其聲母發音於

聽感之呈現。 

    受詴者於測詴語料[ɕʷe.ʂɤŋ]中所呈現之華語/ʂ/偏誤特徵鮮明，不過僅憑

單一語料說明土耳其語母語者的偏誤常態仍有不足之虞，故應綜合檢視受詴

者於聲母/tsʰ/組之所有測詴語料的整體表現。 

    ［表 五-28］為受詴者於聲母/ʂ/組所有雙音節測詴語料（[ɕʷe.ʂɤŋ]、

[lao.ʂɨ]、[kʰan.ʂu]）的聲譜特徵與物理數據，其中衝直條與濁音棒等項目為

存在該聲譜特徵之語音樣的件數總和；VOT 比例與 M1 值則為所有語音樣

本呈現之數據帄均值。 

 

表 五-28 受詴者於聲母/ʂ/組接續音節語料之聲譜形態與聲學數據帄均 

受詴 衝直條 濁音棒 VOT 比例 M1 (Hz) 

A － － 37% 6165 

B － － 34% 5796 

C － － 31% 6412 

D － － 33% 5734 

E － － 30% 5606 

F － － 35% 4575 

G － － 34% 6303 

H － － 42% 5902 

I － － 31% 5043 

J － － 37% 4546 

K － － 36% 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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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ʂ/為送氣舌尖後清擦音，聲譜圖中不應存在衝直條（非塞擦）、無

濁音棒（清音）；VOT 比例在 42%左右（送氣）、M1 值範圍 5000～6000 Hz。

綜合聲母/ʂ/組單音節測詴語料之所有語音樣本的偏誤評述及聲學特徵，發現

受詴者於華語/ʂ/之發音表現上較明顯的偏誤狀況有： 

1. M1 值較高；構音部位前偏，容易被聽者解讀為其他輔音（如[s]）。 

2. M1 值較低；構音部位後偏，容易被聽者解讀為其他輔音（如[ʃ]）。 

 

第三節 土耳其學生華語舌尖前、後音之發音偏

誤綜合分析 

    本節依所有受詴者語音樣本之分析結果，整理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前音

/ts/、/tsʰ/、/s/與舌尖後音/ʈʂ/、/ʈʂʰ/、/ʂ/的發音偏誤特徵，並討論其語音偏誤

的可能成因。 

 

一、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前音的偏誤特徵 

    綜合審聽人員對於所有華語舌尖前音測詴語料的偏誤評述，以及受詴者

語音樣本的聲學特徵，顯示土耳其語母語者於華語/ts/、/tsʰ/、/s/的發音偏誤

常態有以下特徵： 

/ts/ 不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 

1. 發音起始階段的阻塞不清楚或缺乏（聲譜圖缺乏衝直條） 

2. 濁音化（聲譜圖低頻區出現濁音棒） 

    審聽人員對於華語/ts/組測詴語料之偏誤評述，主要為「濁音化」和「將

/ts/發音成[z]」。而在華語/ts/組測詴語料中，這兩種偏誤特徵常是同時出現

的，且筆者發現：不論受詴者發音是否有阻塞動作，一旦發成濁音，都會被

解讀為[z]。根據偏誤分析的統計，11 名受詴者於華語/tsʰ/組全部 6 則測詴語

料中，就有 43/66 件有「濁音化」的偏誤特徵，佔全部華語/ts/組測詴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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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偏誤成因： 

    施測人員於受詴者語音樣本採錄作業結束後，針對測詴語料與 7 名受詴

者進行訪談。其中就有 5 名受詴者認為：「漢語拼音 z 和土耳其文 z 是一樣

的」。受詴者語音分析結果如筆者於第四章對比分析之預測：漢語拼音和土

耳其文使用相同字母系統表音，心理上對於字母已先有既定的語音印象。土

耳其語母語者於學習過程中易受母語的語音影響而產生負遷移。 

/tsʰ/ 送氣舌尖前清塞擦音 

1. 發音起始階段的阻塞不清楚或缺乏（聲譜圖缺乏衝直條） 

2. 送氣不足或缺乏（VOT 比例偏短） 

    審聽人員對於華語/tsʰ/組測詴語料之偏誤評述，主要為「將/tsʰ/發音成

[s]」、「將/tsʰ/發音成[ts]」或「發音介於/tsʰ/與/ts/之間」。尤其是第一種偏

誤特徵，筆者發現：無論受詴者於華語/tsʰ/送氣程度強弱，只要發音起始的

阻塞動作缺失或不完全，即被審聽人員評斷為擦音。因此，發音器官的阻塞

動作，是華語母語者聽辨其為塞擦音或擦音的主要線索。而根據偏誤分析的

統計，11 名受詴者於華語/tsʰ/組全部 6 則測詴語料中，就有 40/66 件有「阻

塞不全」的偏誤特徵，佔全部華語/tsʰ/組測詴語料 60.6%。至於發出完整塞

擦音，而送氣不足之語音樣本有 14/66 件，佔整組測詴語料 21.2%。 

偏誤成因： 

    施測人員於受詴者語音樣本採錄作業結束後，針對測詴語料與 7 名受詴

者進行訪談。對於華語 c，所有受詴者認為「漢語拼音 c 和土耳其文 c 是不

一樣的」。但有 4 名受詴者覺得「華語 c 是呼氣很猛烈的/s/。」土耳其文有

字母 c，但該字符表示的音素是/dʒ/。故筆者推測，土耳其語母語者已注意

到華語 c（/tsʰ/）有強烈而明顯的送氣特徵，而由於土耳其語輔音系統中無/tsʰ/，

發音器官的阻塞動作則難以控制。 

/s/舌尖前清擦音 

1. /s/於發音起始階段出現阻塞（聲譜圖出現衝直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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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所有語音樣本，受詴者「將/s/發音成[tsʰ]」的偏誤特徵，密集現於

測詴語料[sai]，單音節語料與雙音節語料各有 4 名，以及[sɤ]單音節語料 1

名受詴者呈現此種偏誤。此偏誤特徵佔全部華語/s/組測詴語料 13.6%。雖然

此類偏誤的比例不很高，但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此類偏誤何以高度集中在[sai]

的聲韻組合。 

偏誤成因： 

    漢語拼音 s 和土耳其文 s 表示的是同一個音位/s/，對於土耳其語母語者

而言，掌握華語 s 應不困難。施測人員於受詴者語音樣本採錄作業結束後，

針對測詴語料與 7 名受詴者進行訪談，所有受詴者都認為「華語 s 和土耳其

語 s 完全一樣。」至於偏誤特徵都集中在測詴語料[sai]，筆者推測，可能需

考量語料的其他成分，尤其是聲調。 

    經過受詴者語音樣本的分析，筆者發現，受詴者對於華語去聲（高降調）

測詴音節的發音表現，都有急促且使力的現象，測詴語料[sai]即為華語去聲。

訪談的受詴者也認為「華語第四聲（去聲）要用點力」。因此，土耳其語母

語者可能以控制發音力道的方式來表現華語聲調，而使發音器官不經意地擠

壓口腔氣流，呈現了塞擦音的特徵。 

 

二、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後音的偏誤特徵 

    綜合審聽人員對於所有華語舌尖後音測詴語料的偏誤評述，以及受詴者

語音樣本的聲特徵，顯示土耳其語母語者於華語/ʈʂ/、/ʈʂʰ/、/ʂ/的發音偏誤常

態有以下偏誤特徵： 

不送氣舌尖後清塞擦音 /ʈʂ/ 

1. 濁音化（聲譜圖低頻區出現濁音棒） 

2. 發音過程幾乎無送氣（VOT 比例過短） 

3. 構音位置向前偏移（噪音重心頻率偏高） 

4. 構音位置向後偏移（噪音重心頻率偏低） 

    審聽人員對於華語/ʈʂ/組測詴語料之偏誤評述，主要為「翹舌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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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筆者發現：不論受詴者的構音部位前偏或後偏，皆獲得「翹舌度不足」的

偏誤評述。根據偏誤分析的統計，11 名受詴者於華語/tsʰ/組全部 6 則測詴語

料中，就有 42/66 件有「翹舌度不足」的偏誤特徵，佔全部華語/ts/組測詴語

料 63.6%。其中，構音位置前偏者就有 38/66 件，佔整組測詴語料 57.6%。

構音部位外，部分受詴者語音樣本尚註記有「濁音化」之偏誤評述，共計

17/66 件，佔整組測詴語料 25.6%。 

    除審聽人員具體陳述的偏誤特徵外，不少受詴者語音樣本有送氣過短之

偏誤現像；帶此偏誤特徵之語音樣本共有 29/66 件，佔整組測詴語料 43.9%，

然而未被任何審聽人員指出。 

偏誤成因： 

    經由本語音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詴者於華語/ʈʂ/的偏誤表現不如筆

者預期「構音位置往後偏向土耳其語舌葉音 c（[dʒ]）」，而是前偏。而所

有的語音樣本並未見增補元音而將語料發音成雙音節的情況。施測人員於受

詴者語音樣本採錄作業結束後，針對測詴語料與 7 名受詴者進行訪談，7 名

受詴者都知道「華語 zh 跟土耳其語 c（/dʒ/）不一樣」、「因為文字不一樣」，

其中 5 名受詴者認為「跟 z 有關係」。 

    以上受詴者的看法顯示：土耳其語母語者於華語/ʈʂ/的發音偏誤，仍然

與書面文字有明顯關聯。華語/ʈʂ/的漢語拼音作 zh，受詴者於學習其語音時

受既定印象的影響，認為 zh 是另一種 z，使受詴者發音時不自覺將舌頭推

向舌尖前部，因此以聽者覺得「翹舌度不足」，聲學特徵亦顯示舌位前偏的

跡象。 

送氣舌尖後清塞擦音 /ʈʂʰ/ 

1. 送氣不足或缺乏（VOT 比例偏短） 

2. 構音位置向前偏移（噪音重心頻率偏高） 

3. 構音位置向後偏移（噪音重心頻率偏低） 

    審聽人員對於華語/ʈʂʰ/組測詴語料之偏誤評述，主要為「翹舌度不足」，

且筆者發現：不論受詴者的構音部位前偏或後偏，皆獲得「翹舌度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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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評述。根據偏誤分析的統計，11 名受詴者於華語/tsʰ/組全部 6 則測詴語

料中，就有 50/66 件有「翹舌度不足」的偏誤特徵，佔全部華語/ts/組測詴語

料 75.8%。其中，構音位置前偏者就有 38/66 件，佔整組測詴語料 57.6%。 

    「送氣不足」之偏誤評述相對較少，帶此偏誤特徵者共有 21/66 件，佔

整組測詴語料 31.8%。 

偏誤成因： 

    經由本語音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詴者於華語/ʈʂʰ/的偏誤表現不如筆

者預期「構音位置往後偏向土耳其語舌葉音 ç（[tʃ]）」，而是前偏（介於/tsʰ/

與/ʈʂʰ/之間）。而所有的語音樣本並未見增補元音而將語料發音成雙音節的

情況。施測人員於受詴者語音樣本採錄作業結束後，針對測詴語料與 7 名受

詴者進行訪談，7 名受詴者都知道「華語 ch 跟土耳其語 ç（/tʃ/）不一樣」、

「因為文字不一樣」，其中 3 名受詴者認為「漢語拼音 ch 是 zh 的有氣音」。 

    以上受詴者的看法顯示：土耳其語母語者於華語/ʈʂʰ/的發音偏誤，仍然

與書面文字有明顯關聯。如受詴者於學習過程中認為華語「zh 是另一種 z」，

「ch 是 zh 的有氣音」，那麼受詴者發音時將以 z 的構音位置（舌尖前部）

為基礎，不自覺將舌頭推向舌尖前部，因此以聽者覺得「翹舌度不足」，聲

學特徵亦顯示舌位前偏的跡象。 

舌尖後清擦音 /ʂ/ 

1. 構音位置向前偏移（噪音重心頻率偏高） 

2. 構音位置向後偏移（噪音重心頻率偏低） 

    審聽人員對於華語/ʂ/組測詴語料之偏誤評述，主要為「翹舌度不足」，

且筆者發現：不論受詴者的構音部位前偏或後偏，皆獲得「翹舌度不足」的

偏誤評述。根據偏誤分析的統計，11 名受詴者於華語/tsʰ/組全部 6 則測詴語

料中，有 28/66 件有「翹舌度不足」的偏誤特徵，佔全部華語/ts/組測詴語料

42.4%。其中，構音位置前偏者有 20/66 件，佔整組測詴語料 30.3%。 

偏誤成因： 

    經由本語音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詴者於華語/ʂ/的偏誤表現不如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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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構音位置往後偏向土耳其語舌葉音 ş（[ʃ]）」，而是前偏（介於/s/與

/ʂ/之間）。而所有的語音樣本並未見增補元音而將語料發音成雙音節的情況。

施測人員於受詴者語音樣本採錄作業結束後，針對測詴語料與 7 名受詴者進

行訪談，6 名受詴者知道「華語 sh 跟土耳其語 ş（[ʃ]）不一樣」，其中 5 名

受詴者表示「zh、ch、sh 後都是一個輔音字母加上 h，所以構音位置差不多，

只是發音動作不一樣」。 

    以上受詴者的看法顯示：土耳其語母語者於華語/ʂ/的發音偏誤，仍然與

書面文字有明顯關聯。如受詴者於學習過程中認為華語「zh、ch、sh 構音位

置差不多」，那麼受詴者發音時將以 z 的構音位置（舌尖前部）為基礎，不

自覺將舌頭推向舌尖前部，因此以聽者覺得「翹舌度不足」，聲學特徵亦顯

示舌位前偏的跡象。 

 

三、獨立音節語料與接續音節語料之差異 

    綜合審聽人員對於所有華語舌尖後音測詴語料的偏誤評述，筆者發現受

詴者對於測詴目標在獨立音節或接續音節的發音表現的差異極小。施測人員

於受詴者語音樣本採錄作業結束後，針對測詴語料與 7 名受詴者進行訪談，

7 名受詴者不覺得測詴目標聲母放在獨立音節與接續音節中有差別。 

    根據審聽人員對於所有測詴語料的偏誤評述，受詴者於單音節語料的偏

誤表現，多以相同特徵現於同項目之雙音節語料。語音樣本的聲學分析結果

亦顯示這些土耳其語母語者於華語舌尖音聲母的偏誤表現，受聲母於語流的

位置影響不大。筆者認為原因有二： 

1. 母語中的語音規律 

    根據 Göksel & Kerslake（2005），土耳其語的音節結構為「輔音＋元音

（＋輔音）」，會發生音值變化的音節尾的輔音，或濁輔音清化，或清輔音

減失送氣特徵，音節首的輔音的實際音值不受前音後韻的影響。而華語舌尖

前、後音都是只能作為音節首的輔音。受詴者發音時受母語聲韻規律的控制，

不論華語聲母是在詞語中的何處，都不受影響。 

 



土耳其語母語者之華語舌尖前與舌尖後清輔音的偏誤分析 

 116 

2. 受詴者對測詴語料的認知 

    施測人員於受詴者語音樣本採錄作業結束後，針對測詴語料與 7 名受詴

者進行訪談，7 名受詴者一致認為，念讀測詴語料時，一方面有視覺輸入可

循（拼音文字），且知道這是一項「測驗」，自然會「好好表現」。另一方

面則認為單音節語料是一個字詞、雙音節語料是兩個字詞，如「書＝kitap」、

「看書＝kitap okumak」，再加上前述土耳其語的聲韻規律的內部影響，使

受詴者於單音節測詴語料的表現原封不動地帶到雙音節測詴語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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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土耳其語母語者於華語舌尖前、後音之

發音偏誤類型 

    華語舌尖前音/ts/、/tsʰ/、/s/和舌尖後音/ʈʂ/、/ʈʂʰ/、/ʂ/對於大部分外籍學

生而言是學習的難點，本語音研究之結果顯示土耳其語母語者亦不例外。根

據本研究之受詴者語音偏誤分析過程，指出土耳其語母語者於華語舌尖前、

後音的偏誤常態為： 

1.  /ts/於發音起始階段的阻塞不清楚或缺乏，又濁音化，聽感呈現為[z]。 

2.  /tsʰ/於發音起始階段的阻塞不清楚或缺乏，聽感呈現為[s]。 

3.  /s/於發音起始階段出現阻塞，聽感呈現為[tsʰ]。（集中現於測詴音節[sai]） 

4.  /ʈʂ/濁音化，構音位置又前偏，聽感呈現為[dz]。 

5.  /ʈʂʰ/的送氣不足或缺乏，構音位置又前偏，聽感呈現為不到位的[ts]。 

6.  /ʂ/的構音位置向前偏移，聽感呈現為不到位的[s]。 

    除上述偏誤特徵外，語音分析結果亦有較少數其他的偏誤情況如： 

1.  /tsʰ/的送氣不足或缺乏，聽感呈現為[ts]。 

2.  /ʈʂʰ/的構音位置後偏，聽感呈現為[tʃ]。 

3.  /ʂ/的構音位置向後偏移，聽感呈現為[ʃ]。  

    另外，筆者於語音樣本的分析過程中，也發現以下現象： 

1. 受詴者於華語舌尖前音的掌握難度呈現明顯的分等，即「送氣塞擦音/tsʰ/

＞不送氣塞擦音/ts/＞擦音/s/」。至於舌尖後音/ʈʂ/、/ʈʂʰ/、/ʂ/則是呈現每一種

輔音都有其掌握難度存在，主要原因在於在於翹舌（舌尖後部）的構音方式。 

2. 測詴目標音節之聲調若為去聲（第四聲，調值[ ]），受詴者傾向於以短

促且施力的發音方式表現，造成送氣時間縮減（塞擦音的送氣時間縮短），

或發音器官擠壓使氣流強力噴出（擦音帶阻塞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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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土耳其學生發音偏誤的原因，應有下列幾點： 

1. 母語輔音系統中，舌尖前音群無塞擦類輔音，更不存在舌尖後部輔音，

華語/ts/、/tsʰ/、/ʈʂ/、/ʈʂʰ/、/ʂ/本身已成為學習阻力。 

2. 錯誤強調華語鮮明的聲調成分，連帶影響聲母的實際音值。（認為去聲

應力強而短促，削減塞擦音的送氣程度。） 

3. 華語語音之書面文字（漢語拼音字母）與母語文字同系，學習過程中受

母語文字既定印象影響，干擾學習成效。 

     

第二節 教學建議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領域之學者 Krashen（1982）曾提及「i＋1」的教學

概念：一個第二語言學習者如果要「習得」一門語言，必頇有「理解性的輸

入」（comprehensive input），才能達成目標；換言之，教學要從學習者的

角度出發，學習者的進步在於學習者能夠吸收的量，而非教學者能夠提供的

量。因此，教學材料的輸入除了對學習者而言「具可理解性」以外，還要比

學生當前的程度（i）再高一級（＋1）。德國心理學家 Ebbinghaus（1885）

經由實驗發現：學習 12 個無意義的音節，帄均需要 1615 次才能按照順序背

誦，學習 36 個無意義的音節需要 55 次，而學習 480 個音節的六節詵只要 8

次。因此他認為對學習者提供「可理解的」教學材料，比無意義的輸入更能

達成學習成效。 

    筆者頗為認同上述學者所提出的教學觀點，且筆者針對於華語相關系所

修業之 24 名土耳其學生進行問卷調查顯示，其中 18 名受訪者希望「教師以

好懂的華語進行正音教學」，可見身為學習者也可以接受「i＋1」的語音教

學方式。此外，教學者若能夠認識學習者發音的難點所在，方能基於學習者

的考量，循序漸進地對症下藥。 

    本語音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土耳其學生於華語舌尖前、後音的偏誤問

題出於「舌尖的阻塞動作」、「送氣程度」與「構音部位（舌位）」。筆者

針對以上的癥結點，結合毛世禎（2008）所提出的：示範模仿法、對比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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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誇張發音法、補償發音法等語音的訓練方式，設計一套可實際施行之教

學流程，並經 5 名土耳其學生體驗後收得顯著的正音效果。故筆者建議教學

者可依照以下順序進行土耳其學生的語音教學或糾正。 

1. 舌尖的阻塞動作 

    「阻塞動作」的演練幫助學習者區別塞擦音與擦音。土耳其學生易混淆

送氣舌尖前清擦音/tsʰ/與舌尖前清擦音/s/，他們只留意到兩種輔音都帶著強

烈的摩擦音段，疏忽了發音起始的阻塞。因此教學者可藉土耳其學生自身之

母語已存在的/s/作為出發點，引導學生由/s/進入/tsʰ/的發音動作。 

    教學者展示學生已知的字詞如「司[sɨ]」、「詞[tsʰɨ]」等字詞。但在示

範發音時，建議教學者暫先只發出字詞前端的聲母/s/與/tsʰ/，好讓學生能仔

細、專注地聆聽與分辨兩種舌尖前音聲母，以免受韻母或聲調等其他語音元

素的干擾。教學者要盡可能讓學生對比並留意送氣塞擦音/tsʰ/與擦音/s/間的

差異在於舌尖是否在齒背做出先阻塞後釋放氣流動作，而不在於呼出氣流的

強弱。接下來，讓學生一起跟著反覆練習，直到學生可以掌握華語/tsʰ/、/s/

構音動作的差異後，再套入韻母和聲調做字詞的發音練習。 

2. 送氣程度 

    土耳其學生易混淆送氣輔音和不送氣輔音，尤其因漢語拼音字母 z 而將

華語/ts/發音成土耳其語 z（[z]）。故筆者建議教學者先完成前項/s/、/tsʰ/的

發音練習，待學生較能夠掌握華語塞擦音的構音動作後，再進行塞擦音內部

「送氣強弱」的控制。 

    學生已於前一項目學會掌握華語/tsʰ/，故教學者此時可以/tsʰ/開始進行。

教學者演示/tsʰ/時，同時延長其送氣長度，讓學生注意其氣流送出的長度並

跟著做。接著教學者在完全不變動發音器官動作的前提下，再演示一個送氣

長度稍短一些的/tsʰ/，下一回再讓氣流更短。以此類推，直到送氣長度縮減

至/ts/的程度後，重複讓學生區辨不送氣音/ts/和送氣音/tsʰ/的差異以及發音要

領，然後帶領學生做華語/ts/與/tsʰ/的交替演練。 

    最後，教學者可參考葉德明（2005）提出的教學方式：將紙片擺放在雙

唇前，發出可互相對比差異的字，如「字[tsɨ]」、「次[tsʰ]」，讓學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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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時紙張的震動；發送氣音時紙張明顯擺震，發不送氣音時紙張不會擺震。

讓學生一起透過體驗的方式反覆練習並自我檢測，以加深對整個發音動作的

熟練度。不過考慮到紙片的材質可能降低送氣音或不送氣音間差異的「可見

度」，筆者建議以更輕薄的物體如衛生紙進行此項語音練習活動。 

3. 構音部位（舌位） 

    「構音部位」關係著學習者是否能在發音上區別舌尖前音（/ts/、/tsʰ/、

/s/）與舌尖後音（/ʈʂ/、/ʈʂʰ/、/ʂ/）。筆者建議，將一只食指放入口中並輕咬

之，咬合處約於指甲的生長端。此時指尖已剛好將舌體位置稍稍向後推至所

謂「翹舌」的構音部位，教學者可以讓學生模仿此動作，同時讓他們留意此

時舌尖與前顎的相對位置後，詴詴透過此動作將/s/發音為[ʂ]。待學生可以不

用手指的輔助而能自動找到舌尖後音的舌體位置，自然地發出/ʂ/後，最後以

不改變舌體位置的前提下，再導入第 1 項（增加舌尖的阻塞動作）和第 2

項（縮減送氣的長度）發音練習，如此便能將/s/、/tsʰ/、/ts/套成/ʂ/、/ʈʂʰ/、/ʈʂ/。 

 

第三節 結語 

    如同其他母語背景之學習者，華語舌尖前音/ts/、/tsʰ/、/s/、舌尖後音/ʈʂ/、

/ʈʂʰ/、/ʂ/亦一向是土耳其學生最棘手的發音問題，不過這些問題是可以改善

的。首先，在語音本質上，土耳其學生雖不能明確敘述華語舌尖前音和舌尖

後音的相異之處，但都意識到兩者是音值不同的輔音群；此外，土耳其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也渴望自己的語音問題受到關注。這些情況可從以下土耳其學

生於問卷《華語語音學習現況》的訪談內容得知。 

    接受問卷訪問的 24 名土耳其學生中，有 23/24 名受訪者認為學好正確

的華語語音是重要的；17/24 名受訪者希望教師於華語教學過程中，能夠經

常或是無時無刻糾正學生的語音錯誤；22/24 名受訪者認為透過與華語母語

者面對面的交流是習得標準語音的最佳途徑。另外，19/24 名受訪者表示華

語語音教學應自其他語言課程中獨立出來，並說明：「華語是一個發音極其

重要的語言，如果發音不標準，表達的意思也會不一樣。」、「華語發音很

特別，如果只從一般的的語言課程中學習發音，那麼發音訓練是不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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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不學好，華語母語者會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 

    由上，土耳其學生不但重視自己的語音狀況，更期許自己的語音表現能

提升至接近標準規範的層次。這些即為華語教師帶來教學的契機，更顯示華

語教師於學習者的語音學習過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因素頗為複雜，加上語音偏誤可能出自若干來源；

不僅出自於發音者，也可能出自於聆聽者，而令研究逢諸多限制。而本研究

之目的乃針對土耳其學生最主要的華語語音難點進行分析，從中找出土耳其

語母語者的語音偏誤特性；在教學實務上，則期盼能提供華語教學人士可實

際運用且有效之方法協助學習者精進發音表現，同時伏望在數量微小的華語

／土耳其語語音學門的研究中，提供華土語音教學上一些思考的方向。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方向 

一、研究限制 

    礙於聯絡時間與交通距離，本研究僅能就一間華語系所學士班一、二年

級取得 11 名土耳其學生之語音樣本做發音偏誤分析之外，為求採錄語音的

自然性，供受詴者發音之視覺依據之取材亦受限於該校所使用的華語教材，

而難以全面性地兼顧所有控制變因（如統一測詴字詞的韻母與聲調部分），

故實驗結果尚不足以涵蓋所有土耳其語母語者之學習狀況。然研究成果仍能

供華語教學人士為參考。 

    另外，參與本研究之審聽人員針對受詴者的發音作偏誤評述時，也可能

因個人的聽覺感知的差異而造成判讀上的出入。如鄭靜宜（2005）測量 30

位說話者的華語塞擦音，發現其送氣塞擦音的 VOT 皆超過不送氣塞擦音約

50 至 60 ms 左右。換言之，這長達 50 ms 至 60 ms 時間差的「模糊地帶」中，

何處為送氣塞擦音和不送氣塞擦音的界線，可能因每一位審聽人員聽覺判斷

的差異，使他們對於同一個受詴者語音樣本的解讀結果也可異可同，間接影

響統計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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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方向 

本語音研究於針對受詴者的語音樣本進行偏誤分析前，對於土耳其學生

的華語輔音之發音偏誤類型做出預測。然而語音偏誤之分析結果顯示，受詴

者於華語舌尖前音/ts/、/tsʰ/的發音偏誤尚符合筆者之偏誤預測，而受詴者於

舌尖前音/s/和舌尖後音/ʈʂ/、/ʈʂʰ/、/ʂ/的發音表現則僅部分語音樣本是合乎預

測；換言之，受詴者的實際表現有不如預期者。由此可見，土耳其學生的學

習過程中，母語的語音結構和組合規律只能帶來一定程度之干擾。故本語音

實驗之後續研究，應考量綜合探討其他之可能因素： 

1. 本語音研究僅就土耳其學生的發音（輸出）情況做分析，而研究結果顯

示所有受詴者表現的語音偏誤並非純粹單一性的特徵。未來於語音偏誤的研

究上可加入「聽辨偏誤」，進一步探究土耳其學生的內在機制是否於學習華

語語音（輸入）時，對於華語舌尖前音和舌尖後音的理解及歸類已有偏差的

可能性，以致產出偏誤的發音結果。 

2. 本語音研究之分析過程發現，受詴者於去聲（高降調）字詞的發音動作

常見帶急促且施力的現象，進而影響該音節之聲母的實際音值。故土耳其學

生的華語聲母偏誤的分析應該也考量聲調的影響。更可先探究土耳其語母語

者對於華語語音中鮮明的聲調成分有什麼樣的認知，而他們又是以何種學習

機制處理華語聲調，以何種發音方式表現華語的聲調。 

3. 由受詴者的測後訪談和語音樣本分析的結果相互應證，顯示土耳其學生

在學習華語語音過程中，受書面文字的干擾而產出偏誤發音的機率甚大。若

土耳其語母語者在零起點時，排除以拉丁字母標音的語音教學，改以國語注

音符號，是否能讓學習者習得更接近標準規範的華語語音，非常值得實作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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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拉丁字母之輔音字符於華語和土耳其語中所標示之音位 

字符 華語 土耳其語 字符 華語 土耳其語 

b /p/ /b/ ng /ŋ/ -- 

c /tsʰ/ /dʒ/ p /pʰ/ /p/ 

ç -- /tʃ/ q /tɕʰ/ -- 

ch /ʈʂʰ/ -- r /ʐ/ /r/ 

d /t/ /d/ s /s/ /s/ 

f /f/ /f/ ş -- /ʃ/ 

g /k/ /g/ sh /ʂ/ -- 

ğ -- /ɣ/ t /tʰ/ /t/ 

h /x/ /h/ v -- /v/ 

j /tɕ/ /ʒ/ w /w/ /w/ 

k /kʰ/ /k/ x /ɕ/ -- 

l /l/ /l/ y /j/ /j/ 

m /m/ /m/ z /ts/ /z/ 

n /n/ /n/ zh /ʈ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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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問卷《土耳其學生華語輔音難點自評》 

Çince öğrenen sevgili arkadaşlarım: 

    N  h o, selamlar. Bu anket «Ana Dili Türkçe Olan Öğrencilerin Çağdaş 

Çince’nin Fonetiğinde Yaptıkları Yanlışlıklar» araştırmayı amaçlamaktadır. Bu 

tezimiz başlangıç ve orta düzeyde Çince öğrenen öğrencilerin telaffuzda 

 özellikle ünsüzlerde  yaptıkları hataları izleme ve inceleme ile sınırlıdır. Elde 

ettiğimiz bütün bilgiler sadece bu araştırma için kullanılır ve asla başka kişilerle 

paylaşılmaz. Bu anketi doldurmak için değerli vaktinizi ayırdığınız için çok 

teşekkür ediyorum. İşinizde ve hayatınızde başaılar diliyorum. 

 

Shih-Chen LİU  xorizont@gmail.com) 

Yabancı Dil Olarak Çin Dili Eğitimi Yüksek Lisans Enstitüsü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yvan 

 

* * * * * * * * * * 

1. Adınız, soyadınız: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2. Oturma (ikametgâh) yeriniz: 

    T.C., il:____________________, şehir:____________________.  

3. Cinsiyetiniz:  

    □ erkek   □ kız 

4. Yaşınız: 

□ -20 □ 21-25 □ 26-30 □ 31-35 □ 36-40 □ 41+ 

5. Şu an Çin dili bölümünde / anabilim dalında kaçıncı sınıfta okuyorsunuz? 

    □ 1inci sınıf    □ 2nci sınıf    □ 3üncü sınıf     

    □ 4üncü sınıf veya daha yüksek 

7. Çince’yi ne kadar zamandır öğreniyorsunuz: 

□ 0-0,5 yıl □ 0,5-1 yıl □ 1-1,5 yıl □ 1,5-2 yıl 

□ 2-2,5 yıl □ 2,5-3 yıl □ 3+ yı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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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ize göre Çince’de telaffuzu zor olan ünsüzler:  En az üçünü seçin  

□ b □ p □ m □ f  □ d □ t □ n □ l 

□ g □ k □ h   □ j □ q □ x  

□ z □ c □ s   □ zh □ ch □ sh  □ r 

□ y □ w □ y
ü 

   □ -n □ -ng □ -r 

9. Bildiğiniz başka d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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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問卷《土耳其學生華語語音學習現況》 

Sevgili Çince öğrenen arkadaşım: 
 

    Nĭ hăo, selamlar. Bu anket «Ana Dili Türkçe Olan Öğrencilerin Çağdaş 
Çince Telaffuz Tarafındaki Yanlışlıkları» adlı araştırma yapmak üzere 
uygulanmaktadır. Amacı, Çince’yi başlangıç – orta düzeyde öğrenmekte 
olanların telaffuz (özellikle ünsüz alanında) göterilerini izleme ve incelemedir. 
Sağladığınız bütün bilgiler sadece bu araştırma için kullanılır ve başkalarıyla 
asla paylaşılmaz. Bu ankete vakit ayırdığınız için çok teşekkür ediyorum. 
İşleriniz ve hayatınızda hep başarılar dilerim. Xièxie. 
 
Sevgilerimle, 
Shih-Chen LİU (xorizont@gmail.com) 
Yabancı Dil Olarak Çin Dili Öğretimi Bölümü,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yva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Cinsiyetiniz:  

  □ erkek    □ kız 

B, Yaşınız: 

  ____________________ 

C, Milliyetiniz: 

  □ Türk      □ Diğer ____________________ 

D, Ana Diliniz: 

  □ Türkçe     □ Diğer ____________________ 

E, Çince’yi ilk öğrendiğiniz zaman: 

  □ 0-7 yaşındayken     □ 7-12 yaşındayken     □ 13-17 yaşındayken 

  □ 18-25 yaşındayken   □ 26+ yaşındayken 

F, Şimdiye kadar Çince’yi ne kadar öğrendiniz 

  □ 0-1 yıl     □ 1-2 yıl    □ 2-3yıl    □ 3-4 yıl    □ 4+ yıl 

G, Dilinizi geliştirmek için Çince kullanılan ülkede hiç kaldınız mı? 

  □ Evet (aşağıdaki sorulara da yanıtlayın)          □ Hayır 

    - Hangi yü lked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Ne kadar zaman? _________ yıl, _________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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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ize göre, Çince öğrendiğinizde telaffuzunuzun doğru olması önemli mi? 

  □ Ç ok önemli. 

  □ Ö nemli. 

  □ Emin değilim. 

  □ Önemli değil. 

  □ Hiç önemli değil. 

 

2, Size göre, aşağıdaki telaffuz öğretimlerinden hangisi en faydalıdır? 

  (Çoğu seçilebilir) 

  □ a. Öğretmenin tekrarlarca doğru bir seslendirme göstermesi 

  □ b. Öğretmenin öğrencilerin ana dili ile seslendirme yöntemini açıklaması 

  □ c. Öğretmenin Çince ile seslendirme yöntemini açıklaması 

  □ d. Öğretmenin ağız yapıları çizelgesiyle seslendirme yöntemini açıklaması 

 

3, Size göre, telaffuzunuzun iyileştirilmesi için aşağıdaki pratik yöntemlerinden 

hangisi daha iyidir?  (Lütfen 3ünü seçin.) 

  □ a. Standart telaffuzu taklit etme 

  □ b. Telaffuzu yakın olan kelimeler okuma 

  □ c. Telaffuzu yakın olan kelimelerden dinleyerek farketme 

  □ d. Cümle ya da makale okuma 

  □ e. Radyo dinleme 

  □ f. Televizyon seyretme 

  □ g. Ana dili Çince olan kişiler ile sohbet etme 

  □ h. Diğer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Size göre, öğretmenin telaffuzunuzu nasıl nasıl bir derece ile düzeltmesi iyi 

olur? 

  □ a. Daima 

  □ b. Çoğu zaman 

  □ c. Emin değilim 

  □ d. Bazen 

  □ e. Hiçbir zaman 

 

5, Size göre, Çince telaffuzun diğer dil kurslarından bağımsız olarak bir ders 

kurulması gerekir mi? Lütfen sebebinizi de anlatı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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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研究工具《視讀測驗字表》 

聲

母 

項

次 
單音節 雙音節 土耳其語意 

Z 

1 造 z o 制造 zh z o üretmek 

2 择 zé 选择 xu nzé seçmek 

3 字 z  写字 x ěz  kelime yazmak 

C 

4 餐 c n 早餐 z oc n kahvaltı 

5 词 cí 歌词 gēcí şarkı sözü 

6 存 cún 保存 b ocún konserve 

S 

7 赛 s i 比赛 b s i yarışma 

8 色 sè 颜色 yánsè renk 

9 司 s  公司 g ngs  şirket 

ZH 

10 展 zh n 书展 shūzh n kitap sergisi 

11 者 zhě 记者 j zhě muhabir 

12 志 zh  杂志 zázh  dergi 

CH 

13 茶 chá 红茶 h ngchá siyah çay 

14 车 chē 汽车 q chē araba 

15 池 chí 水池 shu chí yüzme havuzu 

SH 

16 生 shēng 学生 xuéshēng öğrenci 

17 师 sh  老师 l osh  öğretmen 

18 书 shū 看书 k nshū kitap okum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