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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在對外華語教學中，學生首先接觸的便是語音部分。語音階段對

華語學習者打好整個華語學習的基礎非常重要。目前越來越多俄語母語者

選擇華語為第一或第二外語。台灣各種華語教學中心亦皆有俄語為母語學

生，而這些學生華語語音難點及偏誤與其他學生不完全相同。但多數華語

教師不見得有俄語發音的知識背景，在發音教學或糾錯上，尚無法滿足俄

語母語者的需求。此外，由於俄語和華語分屬不同的語系，兩者在許多方

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而俄華輔音方面的差異最為明顯。因此，本研究選

擇俄語母語者為研究對象、華語輔音偏誤為研究主題，希望能幫助華語教

師在輔音教學正音找出適宜教學方法。  

首先第一章為本文研究目的與範圍。第二章進行相關的文獻探討，包

含華俄語音對比研究與俄語母語者華語語音偏誤研究，並歸納出俄語母語

者學習華語輔音常見偏誤以及造成偏誤的原因，探討學習者為語音教學提

出的教學原則和方法。第三章對照華俄語輔音，找出母語可能對目標語產

生的正遷移及負遷移，進行難點預測。第四章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第

五章進行問卷調查與測驗結果分析與探討。結果顯示，中級俄語母語者學

習華語輔音主要偏誤為：送氣不送氣音偏誤–受試者將華語送氣輔音發成不

送氣輔音或送氣不足的音；清音濁音化–受試者將華語清輔音發成濁音；舌

尖後音與舌尖前音混淆 – 受試者將舌尖後音發成舌尖前音或舌尖後與舌尖

前之間的音；舌面音與俄語軟輔音混淆–受試者將華語舌面輔音念成俄語軟

輔音。第六章將以具體簡明的教學步驟，說明在實際進行俄語為母語學生

的華語教學時，該如何針對發音偏誤，進行有效的糾正，提高學生的發音

準確度；另外，依據發音難度的不同，由簡而難安排教學順序，提供教師

課程設計時的參考，以進行更有效率的輔音教學。第七章歸納出本研究成

果以及對於未來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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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urrent trends of Chinese Mandarin teaching, the first aspect of language 

learning that all students encounter is phonetics. Phonetics as an aspect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creates the foundation of 

the whole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 Nowadays, more and more Russian 

learners choose Mandarin as their first or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There are 

many Russian learners studying in various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s throughout 

Taiwan, and the phonetics errors of these students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students. However, most Mandarin teachers do not have a Russian 

language background, so when correcting their students’ phonetic errors, they are 

not prepared to meet the needs of Russian learners. In addition, Russian and 

Chinese refer to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in 

the phonetic systems of these two languages, but 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is 

their consona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has chosen Russian learners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Chinese consonants as a research topic in hopes of helping teachers 

choose effective methods for teach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onsonants.  

In chapter 1, the purpose and range of the study is introduced. Chapter 2 is 

the literature review, which includes previous studies of Russian and Chinese 

phonetic comparisons and phonetic error analysis; it also summarizes the most 

common consonant errors of Russian Mandarin learners and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hese errors; and finally, it reviews phonetic pedagogy proposed by various 

researchers. Chapter 3 compares Russian and Chinese consonants and predicts 

potential difficulties for Russian learners. Chapter 4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ii  



methods of the study. Chapter 5 covers the experiment’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consonant errors of Russian Mandarin learners 

are: aspirated and unaspirated sound errors, voiced and voiceless sounds errors, 

confusing retroflex sounds with alveolar sounds, and confusing palatal sounds 

with Russian soft sounds. Chapter 6 provides a series of consonant teach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steps and typical 

exercises, in hopes of helping teachers with Chinese consonant teaching and 

error correction. Chapter 7 summarizes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nd 

addres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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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語音教學是對外華語教學的基礎，是培養學生聽、說、讀、寫技能和

社會交際能力的前提。對外華語語音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習者掌握華語語音

的基本知識，能夠正確流利地發音，為學會華語，能夠使用華語口語進行

交際打下基礎。 

雖然語音是基本的入門課程，但也是最難把握的系統。儘管我們人類

的發音器官可以發出很多聲音，但是每個民族拿來作為語音使用的聲音總

是有限的，不同語言的語音特徵和習慣也不一樣。趙元任(1980)在《語言問

題》中指出：「語言是一套習慣，學習外國語就是養成一套特別的習慣。習

慣養成容易改變難，所以小孩兒從沒有習慣起頭，養成習慣容易，大人從

己經有了本國語的習慣，再改成外國語的習慣難。學習外國語的內容分成

發音、語法跟詞彙三個主要的部分，學習的次序當然也是應該照這三樣按

步進行。發音的部分最難，也最要緊，因為語言的本身、語言的質地就是

發音，發音不對，文法就不對，詞彙就不對」。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一般最初的二到四個星期就是語音教學集中的階

段。通過這一階段的學習，學生應掌握華語的聲調、聲韻母及拼音方法，

為後續的華語學習奠定良好的發音基礎。華語語音教學也直接決定今後的

聽說水平，如能否聽得懂，以及能否說一口道地純正的華語而非洋腔洋

調。因此，這個階段的教學效果對外國學生的華語學習將產生重要的影

響。 

麥基 (W. F. Mackey, 1990) 在《語言教學分析》中也曾指出：「在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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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學生每學一個詞都會加深他的發音習慣。如果他一旦形成了

錯誤的發音，將極難糾正。即使能糾正，也是很費時間的。如果最初他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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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確發音，那麼在整個教學過程中他說的每句話都將有助於形成良好的

發音習慣」。 

 

第二節  研究之重要性 

近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引發了「中國熱」，「中國熱」帶來了「華

語熱」。目前全世界在開展華語教學，學習華語的人越來越多。以增進世界

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了解，發展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促進世界多

元文化的發展，為構建和諧世界貢獻力量為宗旨的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國

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起來。 

俄羅斯作為中國的友好鄰邦，兩國經濟貿易活動和文化交流日益頻

繁，因此在俄羅斯更是掀起了學習「華語」的熱潮。2010 年在俄羅斯共有

138 所大學開華語課程，學生人數為 14,726 位。最近不僅很多大學開設華

語課程，而且目前已經有 84 所中等學校也設定華語為第一、第二外語或選

修課，按 2010 年統計共有 11,084 學生。作為語言文化交流平台的孔子學院

在俄羅斯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根據最近的調查報告，在俄羅斯已經建立

了 21 所孔子學院，學生共有 1,375 名(Арефьев, 2011)。 

綜合上述的俄羅斯學華語現況，可以歸納成表： 

表一-1 俄羅斯學習華語現況 (2009 – 2010) 

開設華語課的機構 所 學生 

中等學校 84 所 11084 位 

大學 138 所 14726 位 

孔子學院 21 所 1375 位 

總數： 243 所 27185 

不少俄羅斯學生也會去中國大陸學習華語，按 2011 年的統計，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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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來自俄羅斯留學生人數為 13,340 位。 

1993 年 7 月台灣在俄羅斯設立「台北 – 莫斯科經濟文化協調會駐俄代

表處」，1996 年 12 月俄羅斯在台北設立「莫斯科 – 台北經濟文化協調會

駐台代表處」，這是台灣和俄羅斯關係的實質發展。近十年來， 隨著台灣

與俄羅斯兩國在經濟、文化往來的日益頻繁，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學生選擇

到台灣留學。最早來台灣學華語及正式修讀學位的俄籍學生，根據教育部

統計是在 2004 – 2005 學年共有 83 位，而 2011 – 2012 年已經有 338 位。目

前，台灣各種華語教學中心都有俄國學生，而這些學生華語語音難點及偏

誤與其他學生不同。但多數華語老師不見得有俄語發音的專業背景，在發

音教學或糾錯上，尚無法滿足俄語母語者的需求。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任何語言教學都離不開語音教學，但華語教學中的語音教學又有其與

眾不同的一面。對外國華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華語語音並不是件容易的

事。外籍學生有自己的母語發音習慣，再加上華語特殊的發音方式，學習

者往往感到華語語音學習困難重重。 

俄語與華語屬於不同的語系。俄語為印歐語系下的斯拉夫語族的東

支，為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坦官方語言；華語為漢藏語

系，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且兩者都是很豐富的語言。由於俄語

和華語分屬不同的語系，且兩種語言的人發音習慣不同，使用發音器官的

方法也不同。因此，兩者在許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對比兩個語言語

音系統，會發現兩者有其相同和差異之處，而俄華輔音方面的差異最為明

顯。例如俄華語輔音在清濁，軟硬，舌面音與舌尖音，送氣不送氣等方面

都有差異。輔音發音偏誤常會導致誤解說話人的意思，因此教師在教學中

對此更應予以特別注意和幫助。 

由於外籍學生們在學習華語語音時，或多或少會受到母語的影響，而

產生許多的偏誤。而不同母語的學習者因為母語語音的影響會在華語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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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時候出現不同的問題，這就要求教學要有針對性，要針對各國學生

不同的難點進行教學，突出重點。要加強針對性，就是需要靠華語與外語

語音系統的對比研究與外籍學生學華語語音偏誤研究。目前來看，關於華

俄語音方面的對比研究比較多，如於曉(2011)、劉培風(2011)、李雅琴

(2011)，研究者以對比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預測學習華語語音難點與可

能出現的錯誤，得出對俄羅斯學生的華語語音教學重點。不過，許多研究

證明了，學習者在學習語音過程中所產生的偏誤不完全是母語干擾的問

題，也不是對比分析完全能預測的。偏誤分析可以發現學習者常出現的除

了母語干擾的其他一些類型的偏誤，但是針對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的實際

語音偏誤的研究不多(賀桃 2009、於紅偉 2011、張迪 2011、李美傑 2012)，

有待加強。因此，本研究首先進行華俄語輔音比較，預測俄語母語者學習

華語輔音難點，再以問卷調查來找出學習者認知上的困難，採取聽寫測驗

以及發音測驗的方式對俄語母語者進行實驗研究，得出學生在學習華語輔

音過程中實際所犯錯的情況，探討造成偏誤的原因與輔音教學策略，希望

能幫助研究者與華語老師在輔音教學以及俄語母語者在發音入門和糾正方

面，找出適宜教學和學習的方法。 

 

第四節  研究問題 

本論文要研究的問題為： 

(一)  進行華俄輔音對比與相關文獻的探討，預測俄語母語者在華語

輔音學習上會有哪些難點? 

(二)  進行輔音偏誤分析，找出俄語母語者在華語輔音學習上有哪些

偏誤類型? 

(三)   如何針對俄語母語者的華語輔音偏誤類型，進行有效的華語輔

音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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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一、 語言 

(一)  國語、普通話、漢語、華語、中文 

 由政策上規定出，代表國家共同適用的語言稱為該國家的「國語」。

「普通話」是指中國境內各民族、各省、各區之間彼此溝通交際時所共同適

用的語言。「漢語」的範圍較大，其領域包括全中國各民族、各省、各區域

地方的語言。「華語」是指對外代表中華民族的標準語的名稱，在對外教學

所使用的用語。「中文」意指「中國的文字」，屬於書面語。本文因屬於對

外教學以「華語」為主。 

(二)  俄語 

本研究所稱之俄語泛指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坦所使

用的官方語言。 

 

二、 拼音系統 

(一)  國際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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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國音標，是一套用來標音的系統，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由國際語音學學

會設計來作為口語聲音的標準化標示方法。本文以國際音標為主。 

(二)  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 (Hanyu Pinyin) 是一種用羅馬字母和一些附加符號記寫漢字

讀音的方法系統。1955～1957 年在中國大陸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語拼

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訂，1958 年 2 月 1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佈，

1982 年國際標準化組織承認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漢語拼音在中國大陸

為基礎教育內容以及許多華語教學之語音教學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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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語言習得 

(一)  中介語音 

中介語音特別指中介語中的語音部分，在本文是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或

外語之學習者所輸出的華語語音。 

(二)  目標語 

目標語指的是除了母語之外，學習者正式學習的任何一種外國語言。

本研究之目標語即為華語。 

(三)  語言遷移 

語言遷移是指在第二語言學習中，學習者在使用第二語言時，借助於

母語的發音、詞義、結構規則或習慣。如果母語的語言規則和外語是一致

的，那麼母語的規則遷移會對目標語有積極的影響，這被稱為正遷移。負

遷移則是指，如果母語的語言規則不符合外語的習慣，對外語學習產生消

極影響。本文只探討語音遷移的現象。 

 

四、 語音研究 

(一)  Praat 

Praat，原名 Praat：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是一款跨平台的多功

能語音學專業軟件，主要用於對數字化的語音信號進行分析、標註、處理

及合成等實驗，同時生成各種語圖和文字報表。Praat 的作者是荷蘭阿姆斯

特丹大學人文學院語音科學研究所的主席保羅．博爾斯馬（Paul Boersma）

教授和大衛．威寧克（David Weenink）助教。本研究使用的是在 2007 年 12

月 10 日發佈的 5.0 版。 

(二)  語音偏誤 

語音偏誤是學習者在語音方面所表現與標準語音不符的語音現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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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語言偏誤的判定以華語教師 A 為標準。 

(三)  語音難點 

語音難點指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過程中，較難掌握的語音現象。一般

來說，目標語裡有而母語中無的音，以及目標語和母語相近而有區別的音

屬於語音難點。本文以華語為目標語，俄語為母語。 

(四)  聲譜圖 

聲譜圖指在語音學使用的圖像來顯示聲音的音頻範圍。研究者使用聲

譜圖能夠科學的檢測出發音人的發音狀況，例如：輔音的發音部位、元音

舌位的高低前後等等。 

(五)  VOT (voice-onset time) 

VOT 指的是發音時氣流釋放之後，在元音開始振動之前的這段期間。

在華語中，VOT 的時長差異能區分送氣與不送氣差異，也能區分送氣塞擦

音和擦音的不同。 

為某一輔音從除阻的一刻到聲帶開始振動，中間所經過的時間。 

(六)  共振峰 

發元音時，會引起聲帶的振動，在波形圖中為一規律的週期波，聲譜

上則是出現共振峰。觀察共振峰的轉接方式，能看出發音人元音舌位的高

低、前後。 

(七)  沖直條 

沖直條是氣流瞬間衝出時在聲譜造成的直線，是塞音最明顯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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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中介語理論 
 
一、中介語概念 

60 年代末，在應用語言學領域中，人們開始用研究母語習得的方法來

研究外語學習，其中比較突出的便是對外語學習者使用目標語所產生的不

完全正確的語言系統的描述，人們試圖通過對這一語言系統的分析和解釋

來尋找語言自然習得過程的規律，使外語課堂教學更具對性。研究者曾使

用過許多不同的術語來描述外語學習者的這一語言系統。 Corder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一文中把學習者尚未達到目標語語言能

力的外語能力稱為「過渡能力」  (Transitional competence)，Nemser 和 

Corder (1971) 又提出「漸進系統」( approximative system) 及「個體方言的

概念」 (idiosyncratic dialect)。 Selinker (1969) 在其論文《Language Transfer》

中首先使用了中介語  (interlanguage)。1972 年  Selinker 又發表了題為

《Interlanguage》的論文的論文中使用並對「中介語」這一概念進行了說明，

從而使中介語作為外語學習者的語言被普遍認可。 

Selinker (1972) 認為「中介語」是二語學習者在第二語言學習中形成的

相對獨立的語言系統，介於母語和目標語之間，又稱「中間語」。中介語隨

著學習者的努力程度始終處於不斷發展和變化之中，逐漸向目標語的正確

形式靠攏。學習者並不是簡單的模仿和反覆練習來習得語言，他們會利用

現有的知識如學習策略，和周圍環境的交互等來內化二語言知識從而創造

出新的句子。 

之後的四十年中，中介語就成為了語言習得領域和語言學及應用語言

學領域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在相關領域現出了大批的優秀學者，比如

Corder 、Nemser、Ellis 等等。其中 Ellis (1982) 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中介語

理論。 他引用了 Chomsky 的句法理論，並用這種先天論的觀點來論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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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語理論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中介語理論的起源、第一語言和第二語

言的習得順序等等。同時，Ellis (1982) 認為中介語包含有緊密聯繫的靜態

和動態兩個概念：其一為學習者在第二語言或外語習得過程中的某一階段

所建立起來的中介語知識內部系統，該定義側重於這一概念的靜態特徵，

指的是第二語言習得中的中介語現象；其二為中介語知識系統的連續體，

該定義側重於這一概念的動態特性，指的是中介語的多變本質。 

 

二、中介語特點 

Selinker (1972) 在論文《Interlanguage》中對中介語進行了全面的闡述，

他認為中介語具有自身的特點： 

(一) 系統性 (systematicity) ： 

中介語在任何一個發展階段都具有比較強的系統性與內部一致性。它

具有一套獨特的語音、語法和詞彙的規則體系。 

(二)  可滲透性 (permeability) ： 

中介語的可滲透性源於它的開放性。外語學習者的中介語不是一個固

定不變的封閉體系，而是在不斷被新知識滲透並不斷修正原有的知識的過

程中逐漸接近目標語的語言體系。 

(三) 動態性 (dynamic) ： 

中介語的動態性是指它始終處於不斷發展變化，不斷重組中，它會由

低到高、由簡到繁，逐漸向目標語靠近。 

(四)  石化性 (fossilization) ： 

中介語的石化性就是指在某個階段它的結構系統不再進一步發展，學

習者的語言知識水平停滯不前，無法達到和目標語完全一樣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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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語發展階段 

中介語語言系統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連續體，它隨著新的語言規則的

攝入，逐漸向目標語的正確形式靠攏。因此，中介語的發展呈階段性。從

第二語言習得者語言錯誤類別的角度，Brown (1986) 將中介語的發展分為

以下四個階段： 

(一) 無規律性的錯誤階段（random error stage）： 

在這一階段，習得者只是模糊地意識到目標語有一種特殊的系統知識

需要學會，但自己又缺乏這種知識。這時習得者的目標語輸出大部分時間

出錯，只是偶然碰巧才弄對。 

(二)  突出發階段（emergent stage）： 

在這一階段習得者的語言輸出逐漸地變得前後一致，習得者已開始辨

識系統並內化某些規則。雖然這些內化的規則從標準的目標語的角度來看

不一定很正確，但習得者卻感到它們是合理的規則。習得者這一階段的語

言系統很不穩定，容易倒退到第一階段。一般說來，在這一階段習得者的

偏誤被指出時，他是無法解釋為什麼自己會這樣說，也無能力去改正。 

(三)系統形成階段（systematic stage）： 

這一階段學習者的語言運用表現出更多的一致性。雖然這時他所內化

的目標語的一些規則不是十分完全，但卻是連貫的，是比較接近目標語的

系統的。這一階段的明顯特徵是習得者的偏誤只要稍稍指出一下，他便能

自行更正。 

(四)穩定階段（stabilization stage）： 

在這一階段學習者的偏誤相對地比較少，學習者已掌握了目標語系

統，語言運用比較流利，表達意義也沒有什麼問題。這一階段的特徵是學

習者無需他人指出便能自己更正語言運用中的偏誤。學習者的語言系統趨

於穩定，所犯的偏誤只不過是由於疏忽大意或由於忘記了運用某條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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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而造成的。 

 

四、中介語的根源 

Selinker (1972) 指出中介語的形成和發展受到五個方面的影響： 

(一)  語言遷移（interlingual transfer）： 

語言遷移指的是在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中，學習者由於不熟悉目標語

的語法規則而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母語的規則來處理目標語信息這樣一種

現象。研究表明，語言遷移是通過選擇的方式進行的，也就是說，並不是

所有相似的語言現像都會發生遷移。此外，某些母語結構和過程比其他結

構和過程遷移的可能性更大。語言遷移是中介語產生的一個重要根源。 

(二) 目標語規則的泛化（overgeneralization）： 

中介語形成的另一個重要根源是對目標語規則的泛化。在第二語言或

外語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常常會把一些語言規則當成普遍性的規則來使

用，將目標語的語言結構系統簡單化，從而創造出一些目標語中沒有的結

構變體。這種結構變體不帶有母語的特徵，但反映了學習者的目標語特

徵。Richards (1974）把這種現象稱為「泛化」。 

(三) 訓練遷移（transfer due to the effects of teaching）： 

根據 Selinker (1972) 的觀點，教學不當或採用錯誤的學習材料也是中

介語產生的根源之一。這種由於訓練而造成的遷移不同於母語遷移，也不

同於目標語規則泛化。 

(四) 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 

學習策略是語言學習者摸索單詞、語法規則和其他語言項目的含義和

用法的方法，它是學習者對輸入語言及其語言知識發展過程的一個重要標

誌。上面提到的「泛化」便是一種學習策略。「省略簡化」（simplification by 

omission）也是外語學習者普遍採用的一種學習策略。學習者面對大量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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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語輸入，一時不能完全消化吸收，便將其簡化為一種簡單的系統。 

(一)  交際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交際策略指的是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者表達意思時所運用的方法。學

習者由於對目標語沒能完全掌握，在需要表達某些超過他現有的語言知識

或技能所能表達的內容時，就不得不有意識地使用一些語言或非語言手段

進行交際。這些手段便是學習者的交際策略。交際策略的採用也是學習者

中介語系統形成的原因之一。像迴避（avoidance）和換說法（paraphrase）

這兩種外語初學者經常採用的交際策略，它們對學習者中介語系統的形成

是有較大的影響的。 

 

五、中介語分析方法    
在中介語的研究中，對比分析與偏誤分析是最常借用的方法。 

(一)  對比分析法 

對比分析法認為學習者在外語學習中所遇到的困難主要取決於他們的

母語和目標語的差異。Lado (1957) 曾明確指出，與學習者母語相同或相似

的地方學習者容易掌握，不同的地方則是他們的困難所在。對母語與目標

語進行過一番比較分析的教師能更好地了解學習者的真正困難所在，並能

更好地克服這些困難。因此，對比分析法認為，大多數學習者的偏誤來自

母語干擾，都可以從母語與目標語的差異中找到根源。比如 Lee (1968) 就

認為，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偏誤來源是母語干擾。對比分析法強形式甚

至認為通過比較分析兩者的異同便可成功地預測到這些偏誤。 

仲晶瑤 (2010) 關於如何對比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語言，提出四個步

驟： 

1. 描述 ─ 即對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語言做形式上的描繪。 

2. 篩選 ─ 即從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語言中選擇對比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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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比 ─ 即比較從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語言中篩選出的對比對象，

找出其相同點和不同點。 

4. 預測 ─ 即通過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語言的相同點和不同點，來預

測學習者可能面臨的難點及可能出現的偏誤。 

首先，對比分析有助於教學。通過對比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語言，教

師可以了解兩種語言的不同，從而預測學習者學習中的難點及可能出現的

偏誤，並將兩種語言的不同點作為教學的重點，從而避免學習者犯偏誤。

其次，對比分析有助於測試。通過對比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語言，找出其

不同，測試者能確定測試的內容及如何測試。再次，對比分析有助於科

研。在對比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語言的基礎上，研究者能夠確定其研究對

象。 

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許多偏誤無法用母語干擾來解釋，某些

對比分析法預測到的偏誤亦並不存在。鑑於此，對比分析的弱形式得以提

出，只有一些偏誤源於母語干擾，對比分析法只能作為事後解釋的工具而

非預測的工具，它只能和偏誤分析法一起來分析偏誤現象 ( Ellis，1994)。 

 (二) 偏誤分析法 

偏誤分析法認為母語干擾只是偏誤來源之一，其他來源尚包括培訓遷

移、學習策略、交際策略和目標語規則的過度概括 (Selinker，1972)。它不

像對比分析法那樣去預測可能出現的偏誤，而是去努力揭示和描述各種類

型的偏誤，了解學習者如何習得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偏誤分析表明第二語

言的學習既不是用母語去套用第二語言，也不是完全意義上使用目標語，

他們使用的是另一種語言，就是中介語。 

關於如何展開偏誤分析，仲晶瑤 (2010)分出三個步驟： 

1. 認定偏誤 ─ 就是判定學習者語言中是否有偏誤，研究者判斷學習

者的語言在語法和語義上是否符合第二語言的規範，這時研究者可

能需要詢問學習者的意圖或依賴整體的語境來推斷學習者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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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描述偏誤 ─ 就是研究者對學習者的偏誤進行描繪，主要是通過對

比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語言來描述偏誤，也就是說，即使不使用對

比分析，研究者也應該了解學習者的母語以便分析其偏誤。 

3. 解釋偏誤 ─ 就是研究者說明學習者為什麼犯偏誤，其主要原因是

母語習慣的干擾和偏誤的假設。 

60 年代末期，對比分析開始走下坡路，人們在第一語言獲得研究的基

礎上開始對中介語進行研究，結果偏誤分析又開始為人們所重視。人們認

為，偏誤分析有助於對第二語言獲得過程的了解，有助於對中介語的研

究。它除了提供中介語發展情況的信息外，更重要的是能提供中介語獲得

的心理過程方面的信息，提供有用的線索來幫助了解學習者是如何利用各

種策略來簡化學習任務和完成交際活動的。 

Corder (1967) 是現代意義上的偏誤分析的最早倡導者，他在《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一文中指出，對學習者的偏誤進行分析有三

個作用： 

1. 對教師來說，如果他對學生的偏誤進行系統分析，便可發現學習者

在向目標語接近的過程中已達到了哪個階段，還剩下多少需要繼續

學習的內容。 

2. 向研究者們提供學習者如何學習或習得語言的證據，了解其在學習

過程中所使用的學習策略和步驟。 

3. 偏誤分析對學習者本人也必不可少，因為我們可以認為犯偏誤是學

習者為了習得而使用的一種學習手段；它是一種學習者用來檢驗其

對所學語言的本質所作假設的一種方法。 

透過偏誤分析的操作，可以發現學習者常犯的偏誤除了母語干擾的其

他一些類型的偏誤，提供學習者在習得過程中實際所犯錯的情況，能更加

了解第二語言學習者在不同學習階段產生的偏誤類型，了解偏誤發生原

因，進而可以排列適當的第二語言教學順序、針對學習難點加強教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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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儘管偏誤分析可以找出一些與母語干擾無關的偏誤，但是並不能完全

反映學習者在目標語的習得中遇到的所有困難和問題，在偏誤分析過程

中，要對學習者的偏誤進行分類和解釋，沒有對比分析的幫助幾乎也是不

可能的。由此可見，對比分析和偏誤分析各有所長，並不能互相取代，可

以互相補充，並統一在中介語研究的框架中對學習者習得目標語的偏誤進

行分析研究。 

 

第二節  語言輸入與語言輸出理論 

美國語言學家 Krashen 於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提出的 「語言輸入假設」 

( Input Hypothesis) 把語言學理論和語言教學實踐連接起來，在外語教學界

產生了廣泛的影響。Krashen (1985) 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 ─ 「監察模式」 

( Monitor Mode) 理論，包括以下五個假設：習得和學習假設、監察假設、

自然順序假設、輸入假設、情感過濾假設。其中，輸入假設是該理論的核

心。這一理論認為語言是通過理解信息，即通過接收可理解輸入而產生

的。Krashen (1985) 指出，語言學習是指有意識地學習外語知識，而語言

習得則與兒童習得母語的過程相似，它是在潛意識的情形下自然地習得語

言知識及語言技能。語言學習者必須置身於適當的語言環境中，給予其適

當的語言輸入。「輸入」指的是學習者通過聽和讀接觸到的語言材料。 

Krashen (1985) 的輸入假設強調最佳語言輸入的四個必要條件：可理

解性、趣味性/恰當性、非語法程序安排與足夠的輸入量，其中可理解性為

最重要。在 Krashen (1985) 看來，課堂裡教第二語言最有效、也許是唯一

的辦法就是提供可理解性輸入。可理解性的語言輸入，用公式表示就是

i+1。其中 i 表示語言學習者目前的水平，1 表示略高於語言學習者現有水

平的語言知識，i+1 表示略高於原來的語言能力。因為略高於學習者當前水

平的輸入最易為學習者所「關注」，成為「受關注的輸入」。而有資料顯示，

「受關注的輸入」更易成為「吸入」，加速學習者的語言習得。 

 1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Long (1983) 也曾指出，獲得可理解的語言輸入是所有成功的外語學習

者的特徵，量愈大，學習效果愈好，反之缺乏可理解的語言輸入則會導致

學習效果不佳，甚至談不上外語學習。同時，輸入材料略高於學生實際的

語言水平，會使得學生理解後有一種征服感、成就感和滿足感，建立進一

步學習的信心。然而輸入假說將語言習得完全歸功於語言輸入，歸功於對

語言系統的理解，從而忽視和排除輸出。 Krashen (1985) 認為隨著練習和

應用時間的遞加，語言習得者流暢的口頭表達能力會自然出現。 

雖然 Krashen (1985)「語言輸入假設」的問世在語言學界產生了深遠的

影響，但該理論的準確性和實用性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20世紀 80年

代後期，不少研究者為補充完善這一理論，開始關注並研究輸出在二語習

得中的作用，形成了另一些相關理論。Swain (1993) 提出的「語言輸出假

設」就是其中之一。輸出假說明確了語言輸出有助於語言學習者準確流利地

使用語言。Swain (1993) 認為，可理解的輸入在習得過程中固然有很大作

用，但是仍然不足以使學習者全面發展他們的二語水平。如果學習者想使

自己的二語既流利又準確，不僅需要可理解的輸入，更需要可理解的輸

出。同時 Swain (1993) 指出，教師的「推動」（push）作用在學生的輸出過

程中是必要的，因為這種「推動」能夠迫使學生進一步分析目標語的語法、

結構以及用法，因而能產生超越目前語言能力 i 的效果，即 i+1 的輸出。 

Swain (1993) 將 i+1 輸出定為「可理解性輸出」，在形式上與 Krashen (1985) 

的 i+1「可理解輸入」形成了對應。 

Swain (1993) 認為輸出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有三個重要作用： 

(一) 注意功能：在用目標語表達過程中，學習者會注意到他們想表達

的與能夠表達的之間存在差距，即「注意差距」； 

(二) 檢查假設功能：二語習得被認為是一個對目標語不斷做出假設並

且對此假設不斷進行修正的過程，而輸出正是一種對目標語潛在

假設進行檢驗的手段； 

(三) 元語言功能：所謂元語言，是指學習者所具有的關於語言的知識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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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 Krashen (1985) 的語言輸入假設，還是 Swan (1993) 的語言輸

出假設都單方面的強調了輸入或是輸出的作用。實際上語言學習是一個互

動的過程，輸入和輸出密不可分，互為製約，互為促進，共同完成一個完

整的交際過程。 

孫德坤(1993) 結合 Ellis (1986) 和 Gass (1988) 對第二語言習得研究流

程劃出圖二-1，提出第二語言習得研究主要探討從語言輸入到語言輸出這

個中間過程。 

 

圖二-1 第二語言習得流程 

(資料來源：孫德坤(1993)。中介語理論與漢語習得研究。語言文字應

用，4。) 

然而大腦的處理過程仍然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黑箱」，語言輸入難以控

制，語言輸出無疑比較容易觀察，而語言輸出也是從黑箱而來的，因此學

習者語言輸出就變成了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主要依據。 

因此，筆者認為在進行第二語言習得研究時，欲了解學習者華語輔音

偏誤情形，就得從學習者「語言輸入後的處理結果」和「語言輸出」著手，

輔音研究中的語言輸入處理結果，就是學習者的「聽力能力」；語言輸出就

是學習者的「發音能力」。本研究使用兩方法探析輔音偏誤，就是「聽寫測

驗」和「發音測驗」。聽寫測驗可蒐集到學習者對語言輸入預料的處理結果，

而發音測驗可蒐集到學習者的語言輸出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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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俄語音研究現狀概述 

20 世紀 50 年代，由於中國和蘇聯的聯繫頻繁，當時大多數學校開設

了俄語課程，俄語也就成了中國的第一外語。這一段時間的華俄語研究比

較多，這些研究主要從語言學和教學法兩個角度進行，通過對比研究討論

如何進行俄語教學。而在華俄語研究中，華俄語音對比是開展較早的領域

之一。1955 年發表的梁達、金有景的《中俄語音比較》是第一部論述語音

問題的俄漢對比論文，其他既有對華俄語語音系統進行全面對比的論文是

以北京外語學院俄語系語音教研室等名義撰寫的兩篇論文(1959)《俄語語音

與普通話語音之對比研究》和《俄語語音與上海方言之對比研究》。薛誠之

(1957)的《若干較難的俄語語音和漢語語音的比較》研究是以中國學生學習

俄語語音感到困難的個別音為對比對象。季健(1957)的《俄語發音教學中的

漢俄語音對比》一文從實踐出發提出如何進行語音對比教學的觀點頗具啟發

意義。季健認為，由於每個學生都有獨特的發音習慣，因此，發音教學中

的對比特點是個別的對比。 

80 - 90 年代，華俄語音系統進行對比的論文並不多見，陳君華(1997)

的《俄漢元音對比的新嘗試》是其中的一篇。該文試圖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

法引進到華俄語對比中。作者以華俄語的元音共振峰頻率的相對值進行比

較，並參考了感知結果、發音器官感覺後得出的結論。 

2000 年諸葛蘋，徐來娣出版《俄漢語音實驗對比研究》，該書中通過

實驗針對俄漢音節、詞和語調進行對比。這是最近在俄漢語調方面的最全

面性的一篇研究，包含漢俄音節對比、單音節詞對比、雙音節詞對比、三

四音節詞對比以及語調對比。 

近年來，隨著對外華語事業的發展，華俄語語音研究方面出現一些新

的變化，出現了一些從對外華語教學實踐的角度對語音進行的研究。如

2009 年劉俏、蘇燕、關秋紅在齊齊哈爾大學學報發表的《對俄羅斯留學生

進行漢語語音教學重點分析》一篇文章結合教學實踐並針對俄羅斯留學生學

習華語語音的聲母、韻母、聲調比較容易出現的偏誤進行分析，得出對俄

羅斯學生的華語語音教學重點；楊微 2010 年在黑龍江科技信息期刊發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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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俄羅斯學生的漢語語音教學》針對俄羅斯學生分析華語語音教學的原

則、教學步驟、教學的方法及技巧。2012 年有兩篇論文也專門研究針對俄

羅斯學生華語語音教學，就是宰伊寀娃.克里斯蒂娜的《俄羅斯學生漢語語

音教學對策》以及安澤的《對母語為俄語的學生的漢語語音教學研究》。宰

伊寀娃.克里斯蒂娜在華俄語音對比理論研究基礎上，對俄羅斯學生在學習

華語的語音時產生的偏誤及其原因進行分析研究，針對其中出現的問題提

出了一些相關的教學建議。安澤在他的論文首先介紹華語語音系統和俄語

語音系統，具體分析兩種語言的元音、輔音、音節及聲調的異同；再通過

調查與分析，得出俄語學生學習華語在聲母、韻母、音節、聲調及音變出

現的偏誤，最後對俄語學生的華語語音提出教學策略。王敏孫，鳳波在

2005 年在黑龍江教學學院學報出版的《對俄漢語語音語調教學的探索》是

以華俄兩種語言語調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探討華語語音語調和俄語語音

語調之異同，分析華俄語語音語調教學難的原因，並對華俄語語音語調教

學提出建議。 

21 世紀出現的華俄語語音研究是比較多方面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角

度，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以不同語音方面為研究焦點來進行研究。筆者

按照使用的研究方法將蒐集到的論文分為兩種：華俄語音對比分析研究與

華俄語音偏誤分析研究。 

 

一、華俄語音對比分析研究 

華俄語音對比分析研究共有六篇： 

(一) 潘立超，諸葛蘋(1995)的《俄漢陳述語調對比》探討華俄兩種語言

陳述語調和語段的關係，陳述語調的曲線的形狀、特點、語流中重

音的情況。 

(二) 趙靜 (2007)的《簡論漢語音節、聲調、語流音變與俄語音節、重

音、音變的異同 ─ 兼談兩國人學習對方語音的常見錯誤分析》採

用共時比較的方法，考察華俄音節結構、聲調和重音、連讀形變等

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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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曉 (2011)的《俄華語音對比與對外華語語音教學淺析》對比俄漢

語音系統，首先分析俄語的音位系統，然後與華語的音位系統進行

對照，並針對其差異分析俄羅斯留學生的語音偏誤及其原因，據此

來制定相應的語音教學策略。 

(四) 李雅琴 (2011)的《面向俄羅斯學生的初級漢語語音教學研究-基於漢

俄語音對比分析》通過華俄語音對比，對兩種語音中相同或不同的

語音進行分析研究， 並在最後一節對華俄語教材《漢語新目標》的

語音內容部分，根據前文分析的結果提出一系列針對俄羅斯學生的

華語語音教學對策。  

(五) 小周 (2011)的《俄語漢語的語音比較及俄語國家學生學習華語語音

的錯誤分析》首先比較華俄兩種語言語音特點，再將結合俄語國家

學生學習華語語音時經常出現的偏誤，進行具體分析，總結學習華

語語音的經驗，並提出教學建議。 

(六) 劉培風 (2011)的《漢、俄語音對比及對俄漢語語音教學對策》針對

華語和俄語語音進行對比，分析華俄語音系統的差異以及推出學習

難點，在此基礎上研究針對俄羅斯學生華語語音教學有效的教學方

法。 

這六篇中潘立超、諸葛蘋，趙靜和於曉發表的研究是屬於期刊文章，

其他三篇是碩士學位論文。潘立超，諸葛蘋的研究是第一篇出版的文章以

華俄語調為對比焦點。另外，趙靜的研究亦較特殊，他針對華俄音節結

構、聲調和重音、連讀形變方面的問題進行比較。 

劉培風(2011)的畢業論文《漢、俄語音對比及對俄漢語語音教學對策》

是華俄語音對比分析研究得比較全面的一篇。劉培風提出兩種語音系統的

特點，做很詳細的華俄語聲韻母發音方法、發音部位描述及對比，分析俄

籍學生學習華語輔音、元音及聲調難點，並針對三方面的難點給出了相應

的教學策略。但是筆者對劉培風的研究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劉培風表示俄

語中沒有 z /ts/這個輔音，而筆者認為，俄語的輔音 ц /ts/與華語音 z /ts/很相

似，不過成阻部位有點不一樣，z /ts/是舌尖音，成阻部位是舌尖頂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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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而 ц /ts/是舌葉音，成阻部位是舌葉抵住上齒和齒齦。進行華語 x /ɕ/ 

與俄語 щ’ /ɕː/的描述與比較，劉培風沒提到這兩個音的重要差異，就是發

俄語音 щ’ /ɕː/時，雙唇必須向前伸，且氣流強，發音時間稍長。另外，筆

者對於作者的華語 l /l/與俄語 л /l/的對比以及俄語音 л /l/的發音描述也有不

同的看法。劉培風將俄羅斯學生學習華語輔音的難點和偏誤概括為三類：

在華語語音系統中有而俄語語音系統中沒有的音；在華、俄語中書寫形式

相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音；華俄語音系統中發音相近但是略有不同的音。

對第二類的在華、俄語中書寫形式相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音難點，筆者有

些懷疑。劉培風認為，同樣的書寫形式很容易引起學生的混淆，如俄語輔

х /h/ 的印刷體與華語的 х /ɕ/相同，而從發音來看又有很大區別。而筆者覺

得，學生對這種音反而會有比較強的差別概念。 

專門進行華俄輔音對比分析的筆者只找到了王翠(2006)在西安外事學

院學報發表的《俄漢輔音發音對比》，但這一篇文章的研究是從俄語教學角

度進行的，分析中國學生學習俄語語音比較難發的輔音。 

 

二、 華語語音偏誤分析研究 

華俄語音偏誤分析研究共有五篇： 

(一) 羅音(2007)的《俄羅斯人學習漢語語音偏誤分析》，調查零起點學習

者在語音學習階段及華語學習基礎階段的發音情況，得出俄羅斯留

學生的聲、韻母及聲調的偏誤，分析了四方面的原因，提出了解決

的辦法。 

(二) 賀桃(2009)的《俄羅斯及中亞留學生漢語語音偏誤分析及對策研究》

針對華語初級班的 20 名留學生進行了調查和錄音。通過對調查結

果的統計，總結歸納出留學生在聲母、韻母、聲調方面的偏誤特點，

並從母語的負遷移、目標語的負遷移、留學生的學習背景、課堂教

學因素以及《漢語拼音方案》等五個方面進行偏誤成因分析，最後

對教師、教材、教學法、留學生的學習方法以及《漢語拼音方案》

都提出了針對性的、具體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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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張迪(2011)的《俄羅斯留學生漢語語音偏誤及教學策略》試圖結合

實踐調查，運用對比分析理論，從聲母、韻母、聲調等三個方面具

體分析俄羅斯留學生華語語音習得的偏誤情況，從而制定出適合俄

羅斯學生的華語語音教學策略。張迪採用三個方式收集語料：設計

聲母、韻母、聲調以及變調調查表並針對受試者的語音進行錄音；

日常的採集工作，比如課堂上、對話時、回答問題時，進行錄音記

錄；收集視頻節目中的典型語料。 

(四) 於紅偉(2011)的《俄羅斯留學生漢語正音問題研究》對華俄兩種語

言的語音進行對比，在分析的基礎上，找出了這兩種語言在語音上

的差異。通過對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學生的錄音樣本進行聽辨判

斷，找出了俄羅斯學生在華語習得中在聲、韻、調、語流音變等方

面出現的偏誤。此外，還對 20 名中、高級學生以問卷形式做了調

查，從而為分析偏誤的原因提供了依據，並給預測有效的教學策略

提供了可能。 

(五) 李美傑(2012)的《俄羅斯留學生漢語語音偏誤分析》主要以中介語

理論和二語習得理論為基礎，運用語言對比分析、偏誤分析方法，

通過設計語音問卷對 30 名初中高三個階段的俄羅斯學生進行華語

語音採樣，分別從聲母、韻母、聲調等方面總結了俄羅斯學生的偏

誤特點，並從母語負遷移、目標語知識泛化、教學因素、個體差異

等方面分析了造成俄羅斯留學生語音偏誤的原因。最後，對俄羅斯

留學生漢語語音教學進行了對策闡述。 

其中羅音(2007)的文章是期刊文章，其他五篇是碩士學位論文。上述

論文皆針對華俄語聲母、韻母、聲調及變調四個語音方面的偏誤進行研

究，這種研究當然是比較全面性的，但是筆者認為有些研究不夠深入，如

張迪(2011)在《俄羅斯留學生漢語語音偏誤及教學策略》研究同時進行華俄

語輔音對比與偏誤分析，導致讀者認為偏誤原因皆為母語干擾的，並且上

述的研究都未提到學生發生偏誤的比率。另外，有些研究的結論，如小周

的《俄語漢語的語音比較及俄語國家學生學習華語語音的錯誤分析》僅局限

於經驗，沒有通過實驗進行分析，或是如羅音(2007)的《俄羅斯人學習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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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偏誤分析》或宰伊寀娃.克里斯蒂娜(2012)的《俄羅斯學生漢語語音教學

對策》研究未說明偏誤得出的方式。李美傑的研究對象在六篇論文中是最廣

的，包含初中高級階段的學生，但是在分析結果部分未分出不同階段的學

生偏誤或進行不同階段學生的偏誤比較。上述的研究以兩種方式來進行語

料蒐集，就是語音錄音以及問卷調查，未使用聽辨實驗和聲學實驗，並且

只以聽聲方法來進行偏誤分析，未使用聲譜圖分析方法，因此偏誤描述略

顯不完整。 

近十年間有關聲調方面的文章也出現了。筆者找到了幾篇期刊文章專

門研究俄羅斯學生學習華語聲調偏誤。如徐瑾(2006)的《俄羅斯留學生漢語

聲調偏誤研究》，從調型、調域、語流三方面介紹了俄羅斯留學生華語聲調

方面的偏誤，分析了俄羅斯學生聲調偏誤的三方面原因，並給出了相應的

教學策略；高春燕(2007)的《俄羅斯留學生漢語聲調偏誤初探》運用實驗語

音學的研究方法，對俄羅斯留學生華語單音節聲調進行分析，幫助找出基

本的聲調偏誤現象，研討相應的教學策略。 

最近兩年還有兩位學者以俄羅斯學生學習華語聲調偏誤為碩士學位論

文題目，就是程瀟(2011)的《中高級俄羅斯學生習得漢語聲調的實驗研究》

和鄭琪(2012) 的《中級漢語水平中亞留學生聲調偏誤實驗分析》研究。程

瀟以六名中高級俄羅斯留學生華語聲調習得的錄音材料為研究對象，從聽

辨實驗和聲學實驗兩個不同的角度切入，對比分析 56 個常用字單念時及在

語流中的聲調習得狀況，考察其聲調偏誤類別，分析其聲調偏誤原因，在

此基礎上探討相關的教學對策。鄭琪的研究是最值得參考。他以 30 位中級

留學生均來自通用語為俄語的中亞國家為研究對象，應用對比分析法採集

華語標準音和留學生的單字調、雙字調語音材料，用 Praat 軟件進行整

理，將所得基頻數據使用 z-score（LZ）方法進行歸一處理後，採用四度標

記理論，確定留學生發音的各聲調的調值，並對調型、調域和時長進行聲

學分析，同時採取聽辨與語音實驗相結合的方法獲得中亞留學生習得華語

聲調的聲學偏誤，並藉助偏誤分析理論、漢語聲調理論等進一步分析偏誤

原因，為改善中亞留學生華語聲調習得及華語聲調教學提供理論依據和教

學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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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華俄語音偏誤分析研究以兩種方式來進行語料蒐集，就是語音

錄音以及問卷調查，未使用聽辨實驗，且只以聽聲方法來進行偏誤分析，

未使用聲譜圖分析方法，因此偏誤描述略顯不完整。 

 

第四節  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常見偏誤 

在這個部分筆者參考過去學者針對俄籍學生在華語偏誤上的研究，歸

納出俄籍學生最常見的語音偏誤。結果，俄籍學生學和最常產生的偏誤有

以下幾個： 

一、送氣與不送氣偏誤 

很多學者，如劉俏、蘇燕、關秋紅(2009)，張迪(2011)，於曉(2011)，

李美傑(2012)進行華俄語偏誤研究發現，俄羅斯學生會將華語送氣的音 

p/pʰ/、t /tʰ/、k /kʰ/、c /tsʰ/、ch /tʂʰ/、q /tɕʰ/讀成不送氣音。俄語裡沒有送氣

音與不送氣音之分，但有與此類似的濁清輔音的對應，因此俄羅斯學生會

以俄語中的清輔音來代替華語的送氣音。宰伊寀娃.克里斯蒂娜(2012)提

到，俄羅斯學生剛開始學習漢語語音系統把漢語中三個送氣的音 p/pʰ/、t 

/tʰ/、k /kʰ/讀成俄語中的清輔音 п /p/、т /t/、к /k/。賀桃(2009)表示，留學生

常常這樣讀和說：我的朋 /pəŋ/友、啤 /pi/酒、他 /tᴀ/、空兒 /kuŋr/、唱 

/tʂɑŋ/歌。 

二、清音的濁化 

清音與濁音相對立是俄語輔音的特色，而且清濁輔音具有辨義作用。

華語的輔音無清、濁之對立，但有送氣不送氣音的區別。據張迪(2011)，

於曉(2011)，李美傑(2012)俄羅斯華語輔音偏誤結果，俄籍學生受母語負遷

移的影響，將華語的清音濁化。李美傑(2012)表示，聲母朗讀測驗中表現

最為突出的是，絕大多數學生將聲母中的清音濁化，因此學生常將華語中

的 b /p/、d /t/、ɡ /k/讀成俄語中的濁音 б /b/、д /d/、г /g/。 

三、舌尖後音的偏誤 

俄羅斯學生常將 zh /tʂ/讀成介於 zh /tʂ/和 j /ʨ/之間的音，將 ch /tʂʰ/讀成

介於 ch /tʂʰ/q /ʨʰ/之間的音。這是因為 zh /tʂ/和 ch /tʂʰ/是舌尖後音，而 j /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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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q /ʨʰ是舌面音，即舌面和硬顎前部成阻發音，且與 zh /tʂ/和 ch /tʂʰ/的發音

方法只有發音部位的不同，由此可見，留學生出現此偏誤的原因是用舌面

代替舌尖或用舌面和舌尖一起與硬顎成阻發音。(賀桃，2009) 

張迪(2011)的研究結果發現，90%學生朗讀輔音 zh /tʂ/和 j /ʨ/詞組時，

出現偏誤。張迪(2011)說明，俄羅斯學生分不開這兩組輔音，華語學習到

高級階段的學生，仍然有這樣的偏誤。 

四、舌面音的偏誤 

劉俏、蘇燕、關秋紅(2009)，張迪(2011)，李美傑(2012)學者們發現，

在發華語輔音 j /tɕ/時，因為這個音和俄語輔音 з /z/的發音基本相同，俄羅

斯學生用母語的語音規律來代替華語語音規律，很容易將華語的 j /tɕ/讀成

俄語的 з /z/音，造成輔音 j/tɕ/的偏誤。 

關於華語舌面 x/ɕ/輔音於紅偉(2011)提到了，在俄語中沒有近似的音，

但即使是高年級的學生也會用俄語的 ш /ʂ/輔音去代替華語 x /ɕ/輔音，實際

上華語的 x /ɕ/的發音部位更靠後。 

五、舌尖前音的偏誤 

於紅偉(2011)與安澤(2012)說明，z /ts/和 c /tsʰ/發這兩個音時，俄羅斯

學生會用同一個俄語音來替代它們，這個音就是俄語中的 ц /z/。俄語中的

ц /z/是齒齦音，氣流量介於 z /ts/、c /tsʰ/之間，所以有的學生用它代替 z 

/ts/，有的用它代替 c /tsʰ/，有的甚至用它同時代替二者，導致 z /ts/、c /tsʰ/

不分。 

李美傑(2012)也提到，學習華語發音時，學生常常用兩個俄語輔音的

組合 дз /dz/來標註華語輔音 z /ts/的發音，但是俄語的 з /z/摩擦比華語的 z 

/ts/更強烈，俄羅斯學生常將 z /ts/發成摩擦力很重的音。 

六、r /ʐ/ 的偏誤 

分析輔音 r /ʐ/偏誤，學者們提到了三種偏誤特點： 

(一) 不夠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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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的 r /ʐ/是舌尖後濁擦音，發音時舌保持緊張狀態並持續一段時

間，但是大部分留學生因為不習慣這種發音形式，經常是提前鬆懈(於紅

偉，2011)。 

(二) 舌尖顫動 

於紅偉 (2011)、李美傑 (2012)、安澤 (2012)、宰伊寀娃 .克里斯蒂娜

(2012)在分析輔音 r /ʐ/偏誤時發現，俄羅斯留學生在發 r /ʐ/音時，舌尖在與

硬顎的接觸點會從後往前移動，發像俄語中的 р /r/音。於紅偉(2011)認為，

因為俄羅斯學生習慣於發 р /r/音，因此自然而然地舌尖發生顫動，形成了

舌尖顫音。賀桃(2009)還提到，俄羅斯學生常常將聲母 r/ʐ/讀錯，他們會將

該華語音讀得類似於 l /l/，但舌尖帶有微微的顫動，又像是俄語的舌尖顫音

р /r/，如：日/li/本、如/lu/果、雞肉/lou/等等。 

(三) 用母語音替代 

華語的舌尖後擦輔音 r /ʐ/與俄語的齒顎擦輔音 ж /ʐ/的發音很相似，因

此俄羅斯學生很容易將華語的 r /ʐ/讀成俄語的 ж /ʐ/音。(於紅偉(2011)、李

美傑(2012)、安澤(2012)、宰伊寀娃.克里斯蒂娜(2012)) 

七、l /l/ 的偏誤 

華語輔音 l /l/與俄語輔語 л /l/發音很相似，不過俄語中的 л /l/發音時後

舌面隆起，氣流在口腔中不如華語的 l /l/順暢。於紅偉(2011)，張迪(2011)

說明，由於俄羅斯留學生在發 l /l/時舌面常隆起，造成發音的偏誤。李美傑

(2012)表示，在俄羅斯留學生華語學習的初級階段部分俄羅斯留學生會將

華語中 l /l/直接讀成俄語中的 л /l/。 

八、d 和 t 和齊齒呼韻母相拼 i /i/的偏誤 

賀桃(2009)，安澤(2012)，宰伊寀娃.克里斯蒂娜(2012)研究發現， 俄

羅斯學生將舌尖塞音 d /t/ 和 t /tʰ/ 與韻母/i/、/iɛ/、/iɛn/、/iŋ/ 構成音節時，

讀成舌面塞擦音 j /tɕ/ 和 q /tɕʰ /。俄語裡軟輔音 д /dʲ/ 和 т /tʲ/ 的發音與華語

聲母 j /tɕ/ 和 q /tɕʰ/ 的發音相似，只不過華語的 j /tɕ/ 和 q /tɕʰ/ 是塞擦音，

而軟輔音 д /dʲ/ 和 т /tʲ/ 是塞音，且發軟音時舌面抬起。在俄語裡，當輔音

和[i] 相拼輔音要讀成對應的軟音。因此，賀桃(2009)說明，俄與學生受到

27 



中級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偏誤研究與教學應用 

 

母語影響，在一些d /t/ 和 t /tʰ/ 與齊齒呼韻母構成的音節裡將舌面抬起，就

形成了華語裡的舌面音 j /tɕ/ 和 q /tɕʰ/，如星期天 /ʨʰiɛn/、打電 /ʨiɛn/話、

一定/ʨiŋ/、聽 /ʨʰiŋ/音樂等等。 

 

第五節  語音教學策略 

本節探討學者為語音教學提出的相關教學策略，包含語音教學的原則

及語音教學方法。 

一、語音教學的原則 

語音教學是對外華語教學的基礎。要想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讓學生

掌握準確的發音，除了對學習者進行有效的教學之外，教師還應該注意對

外華語語音教學的原則。 

陳楓(2008)在《對外漢語教學法》一書針對華語語音教學原則提出以下

四種主要原則： 

(一) 音素教學與語流教學相結合，短期集中訓練與長期嚴格要求相結

合 

長期以來，基礎華語教學階段的語音教學存在兩種不同的教學思路，

即所謂「音素教學」和「語流教學」。音素教學強調打好語音基本功，從聲

母，韻母和聲調的單項訓練開始，逐步過渡到詞，句子和會話的教學。教

學實踐中，通常都是在教學剛開始時，安排一個十天到兩周的語音教學階

段，對華語聲韻調系統進行有計劃的集中訓練，並熟悉拼音方案。語流教

學強調在語流中學習語音，一開始就從教句子入手，音素在會話練習中逐

步掌握。因此，語流教學不設相對集中的語音階段，只在開始時用很短時

間快速介紹「華語拼音方案」，將聲母，韻母和聲調先過一遍，然後把語音

教學與詞彙，語法和課文教學結合起來，細水長流地進行教學。這種教學

的指導思想是:語音不可能在短短一個階段學會只能讓學習者先有一個初步

的全面了解，真正掌握需要長期練習，語音教學要貫穿整個華語教學的始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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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教學思路各有利弊。音素的單獨發音和在語流中的發音有很大

不同，準確的發好每一個單音並不一定在語流中能正確發音。語音教學的

目的並不僅僅是聲韻本身，而是能將音節連成準確、自然、流暢的語流。

但發音準確的句子又是以良好的語音基本功為基礎的，這一點毋庸置疑。

因此，只有將音素教學與語流教學相結合，將短期集中訓練與長期嚴格要

求相結合，才是比較理想的做法。在教學中，可在開始階段側重對整個華

語語音系統的初步掌握。具體做法是，以交際為出發點，在有意義的交際

語流中，讓學習者首先對語音和聲調有一個初步的感知。然後，通過分解

練習抽出語流中的音素進行集中練習，特別是對難音難調的訓練，狠抓基

本功。最後，再回到詞、句子和語流中進行練習，使語流自然，音素也得

到鞏固。在這一相對集中的訓練階段後，單音的分析性訓練可逐漸減少，

但對語音的要求卻不能放鬆，要經常性地就學習者出現的語音問題進行有

針對性的糾正，使語音教學貫穿整個華語教學過程。這樣既可避免反覆單

調的語音練習，打好語音基礎又可使學習者從一開始就注重語流的變化，

並在長期的自學練習中真正掌握華語的語音系統，培養良好的語流表達能

力。 

(二) 通過對比分析突出重點、難點 

將華語與學習者的母語語音進行對比，可以找出學習者的語音難點，

而這些難點實際上就是語音教學的重點。一般來說，兩種語音體系中的近

似音，或華語有而母語沒有的音都是難點。但相比起來，近似音更難於學

習和掌握。因為類似的語音項目。學習者很容易用母語中的某個近似音替

代。而在華語交際中近似音可能不會造成誤解，形成交際障礙，因此，母

語為華語的人一般也不會去糾正。這樣就很容易使這些語音偏誤固化。所

以越是相似的音，越不易察覺，在語音教學中越是應尚特別注意。通常華

語語音的難點集中於華語的聲調和變調、送氣音和不送氣音，清濁輔音以

及幾組難音。但對不同母語背景的學習者還有一些特殊的難。當然這些只

是一般意義上的華語的問題，在實際教學中還會出現大量特殊的、個別的

問題。這就需要教師不僅能運用對比分析的方法對教學中可能出現的難點

做出預測，同時，也能有針對性的對實踐中出現的個別問題進行診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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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三) 由易到難，循序漸進 

由易到難是學習的一般原則，在語音教學中，傳統做法的一般順序是:

音素-音節-單詞-句子。前面談到，通過語音對比，可以預測語音項目的學

習難度。因此在安排具體音素的教學順序時，不一定要按照「漢語拼音方

案」的次序去教。先學容易的音，用容易的音帶出難發的音，是符合學習者

的一般心理的。比如聲母/s/，幾乎在每個語言都有，相應地，z /ts/、c /tsʰ/

因發音部位相同，也不是很難學。而舌尖後音 zh /tʂ/、ch /tʂʰ/、sh /ʂ/相對就

難學一些。如果按照「漢語拼音方案」的順序，先教 zh /tʂ/、ch /tʂʰ/、sh /ʂ/、

r /ʐ/，再教 z /ts/、c /tsʰ/、s /s/，就其符合由易到難學教學原則。如果我們改

變一下次序，先教 s /s/、z /ts/、c /tsʰ/，再教 sh /ʂ/、zh /tʂ/、ch /tʂʰ/，這樣既

照顧到了發音部位由舌尖前到舌尖後，又照顧到發音方法由不送氣音到送

氣音，很好地表現了由易到難，以易帶難的教學原則，會收到更好的教學

效果。另外，如果從語流教學出發，在按照交際功能的需要選擇詞語、句

子時，必須兼顧音素由易到難，避免從最難的音素開始。同時，聲韻調結

合教學要注意分散難點，新學的聲母難，與之相拼的韻母就應避開難點；

在練習難調時，音素就適當容易些。總之，相對於傳統做法，將語流教學

與音素教學相結合的方法對教材的編寫和教師的素質提出了更高的要求。

因為兼顧語流和音素兩方面都能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安排是比較困難的。

怎樣將兩者較好的結合在一起，是對外華語教學領域中極待解決的問題。 

(四) 在理解的基礎上模仿，並將機械性訓練與有意義的訓練相結合 

語音學習需要大量模仿，以形成新的語言習慣。但盲目的模仿不僅會

影響學習效率，而且可能因對一些音的細微之處無法察覺，而形成偏誤的

發音習慣。因此，模仿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只有理解了，才能更準

確，更有效的掌握。在教學實踐中，理解並不意味著教師要將系統的語音

理論知識完整地講解給學生，而是能針對學生發音時的問題和困難，從發

音部位、發音方法方面給予一定理論指導。而且這種理論性的講解應盡量

深入淺出，避免使用專業的語言學術語。這就要求教師不僅有標準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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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發音，能給出準確示範，而且要占有盡可能多的語音理論知識，這樣才

能做到一針見血地指出學生發音的問題，並深入淺出的予以指導。 

在理解的基礎上模仿，可以提高學習的效率，但學習語音仍然不是一

件輕鬆的事。模仿、重複、再模仿、再重複，反反覆覆的機械性訓練在語

音學習中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是大量的。因此，為了引起學習者的興趣，

減少枯燥疲勞的感覺，在教學中應不斷變換各種機械性訓練方式，比如領

讀、齊讀、拼讀、聽寫等。但更有效的解決辦法是適當加入有意義的訓

練，比如在語音練習中盡可能給一些有意義的音節，短語、成語、俗語或

簡短的日常用語，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避免厭倦情緒的產生。 

宰伊寀娃.克里斯蒂娜(2012)在《俄羅斯學生漢語語音教學對策》的研究

也提出語音教學原則，筆者將有別於陳楓(2008)指出整理如下： 

(一) 以示範與模仿為主，語音理論指點為輔 

語音教學是口耳相傳的活動，老師示範、學生模仿是語音教學中最基

本、最直接的方法。學生要掌握發音技能，必須經過反覆模仿及訓練，但

模仿的前提是要培養正確的聽辨能力，否則是模仿不好的，所以在語音教

學的初始階段，要注重引導學生聽，聽懂了，才能發得對。教師帶領學生

練音所採用的方法，都是在語音理論知識的指導之下進行的。但同時也應

該注意，學好發音不能只靠模仿，特別是在學生遇到發不好的音。在這種

情況下，用語音知識稍加指點有助於克服難點。 

(二) 從易入手，由易到難 

在教學中先易後難是普通的知識。但是如何確定哪些知識點容易哪些

比較難？一是根據一般的情況而論，二是根據學習者的母語而定。如教俄

羅斯學生單元音 ü /y/ 時，就可以從容易發的 i /i/入手，由 i /i/ 帶出 ü /y/ 

來。因為 i /i/這個音在俄語裡有，發起來很容易。 

(三) 溫故而知新 

複習學過的音，引出新的音，這樣過程比較自然。如教師在教以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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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ü 為韻頭的複韻母時，最好先複習單韻母 i /i/、u /u/、ü /y/的發音，因

為單韻母是韻母中最基本的音素，發好它是發好其他韻母的決條件。 

(四) 適時糾正發音 

在語音學習階段，學生會出現多數的語音偏誤。讓學生掌握正確的發

音，糾正學生的發音不對是語音教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在糾正學生

的錯音錯調時，教師不要重複學生的錯音、錯調。這一方面是出於對學生

的尊敬，另一方面，也是更重要的方面，是盡量減少對學生的偏誤刺激。 

 

二、語音教學的方法 

20 世紀初，在「直接教學法」的影響下直覺—模仿—重複的模式開始

流行，學習者通過直覺模仿和機械重複等方式訓練語音。這種教學法主要

是教師與學生面對面的交流，學生模仿教師的發音。20 世紀 40 年代和 50

年代，結構主義語言理論的崛起，在聽說教學法的影響下，語音教學採用

「分析語音模式」。這種模式更加重視句型練習及學習者發音習慣的養成。

主要利用音標、語音描述、音位圖解、對照發音圖及有關語音設備的幫

助，讓學習者進行聽力、模仿及發音練習。特別是 20 世紀中期以來，錄音

機、語言實驗室、現代化的視聽設備及光盤等有力的幫助了外語學習者能

夠直接接觸到標準語音。通過不斷的實踐和訓練，學習者能夠強化他們所

獲得的語音信息並在大腦中保存下來。在交際能力理論的影響下，外語教

學界在 80 年代創立了交際法，自此以後它在外語教學法中一直占主導地

位。在交際教學法的影響下，語音教學形成了聽音-模仿-朗讀-背誦的模

式，語音訓練方法呈現多樣化。語音教師借助錄音機、語音室、多媒體教

室等使學習者能直接接觸到標準語音，通過大量的實踐強化學習者的目標

語語音意識。 

近年來，學者們針對語音教學提出多樣的方法與技巧，筆者參考了趙

賢州、陸有儀(1996)、周小兵、李海鷗(2004)、毛世禎(2008)、陳楓(2008)

提出來的方法，整理了如下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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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演示法 

借助圖表、板書、實物、手勢、體態等手段演示發音部位、發音方法

來展示語音和指導發音。 

1. 圖表板書演示 

在音素教學中，可利用聲母表、韻母表來講解聲母和韻母；用聲韻拼

合表來講解拼音系統的拼合和書寫規則。也可針對某些難發的音使用發音

器官圖來直觀的指導發音。在聲調教學中可利用聲調五度標記圖來直觀的

演示四聲的調值。 

2. 口形、手勢演示 

教師在做發音示範時的口形是最直觀的演示方法。如開口度的大小，

圓唇與不圓唇的差別，嘴唇的收攏成前突等，都可直接向學生展示。而且

也可建議學生用鏡子來觀察自己的口形，並與教師的進行比較，達到自我

矯正的目的。 

3. 實物、體態演示 

發音時輔音以實物或身體動做來達到強調發音的目的，如針對送氣音

與不送氣音的區別，在發音時將一張小紙片放在嘴前，讓學生觀察紙片振

動的富度來體會送氣量的大小。 

(二) 誇張法 

是教師在展示和指導學生發音時，為了加深印象，用適當發音技巧突

出華語某些音發音特點的方法。誇張的範圍很廣，可以誇大口形、延長音

程、增大響度、誇張聲調。在語音教學階段，適當運用誇張的手法，擴大

音與音、調與調之間的差別，可以幫助學生理解和模仿華語的發音。例

如；發元音 a 時，可以把嘴張大一點，用誇張的口形告訴學生，a 的開口度

最大。在讀複韻母時，可以誇大主要元音的響度。 

在學習聲調時，特別是將幾種聲調組合練習時，可以有意強調高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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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變化或延長發音時間來加強印象。還可以來用唱調的形式加以練習。 

值得注意的是，誇張法是為了加強教學的示範作用，加深學生的印象

和理解，讓學生盡快學會華語的難度大的聲母、韻母、聲調，待學生們掌

握之後，教師應該恢復到正常的聲、韻、調教學。 

(三) 對比法 

對比教學法包括華語內部對比和漢外對比。 

1. 華語內部對比 

發音部位相同但發音方法不同，或發音部位不同但發音方法相同的成

對因素，如 z /ts/、c /tsʰ/、s /s/和zh /tʂ/、ch /tʂʰ/、sh /ʂ/、r /ʐ/舌位差別的對

比，先教舌尖前音，後教舌尖後音。再如送氣音和不送氣音的對比，先教

不送氣音，後教送氣音。 

2. 華語外部對比 

即將華語和學生母語的語音系統進行對比，在對比的基礎上找出相同

點和差異點，利用學生的正遷移和負遷移，促進語音的學習和掌握。 

(四) 帶音法 

以舊帶新，以易帶難。先讀已經學過的或學生母語中有的音素，這個

音素跟將要學習的音素比，或者發音部位相同、相似，或者發音方法相

同、相似。學習新語音時，只要改變發音部位(或其中的一小部分)，改變

發音方法(或其中一小部分)，就可以順利帶出新的音。 

(五) 模仿法 

此為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一種方法，分為直接模仿和自覺模仿兩種。

教師怎麼發，學生也怎麼發，完全依靠聽覺被動接受叫直接模仿。通過聽

覺、視覺多方面的配合，經過聽、辨、析，經過綜合思考，主動模仿叫自

覺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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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模仿教學方法還可以分為以下兩種： 

1. 集體模仿 

全班學生或部分學生一起重覆錄音或教師的發音。優點是所有人都開

口，既能提高開口率，又沒有緊張感。缺點是教師聽不清每個學生的發

音，難於發現問題，更不方便針對個別學生的問題進行教學。因此，集體

模仿幾遍之後，就應該轉入個別模仿。 

2. 個別模仿 

學生單個的模仿錄音或教師的發音。優點是方便教師了解每個學生的

發音情況，並據此進行有的放矢的指導和糾正。此外，還可以讓其他同學

練習聽力。在個別模仿時要想辦法讓學生消除緊張情緒。 

還可以將個別模仿跟集體模仿結合起來。個別模仿得非常好的，可以

立刻讓其他學生再進行模仿。這樣既可以鼓勵模仿好的學生，又可以加強

其他學生的注意力，提高開口率。 

(六) 分辨法 

通過聽覺、視覺來分別正誤，或辨別相近的音素、音節、聲調，以提

高學生語音分辨能力，是語音教學常用的方法之一。具體有辨聽、辨認、

辨讀等方式。展示一些容易聽錯、看錯的音素、音節或聲調，讓學生辨

別。可以採用教師念學生指辨、填空或選擇的形式，也可以由發音較好的

同學念，其他同學指認的方式。 

(七) 正音法 

糾正學生發音中存在的問題或偏誤習慣，是語音教學中很重要的一項

任務。在最初的語音集中教學階段，對每一個新音素或音節的學習過程，

就是無數次糾正原有母語發音習慣或偏誤習慣，建立正確的目標語發音習

慣的過程。而且，無論在初、中、高哪一個教學階段，糾正學生的發音問

題，都是日常教學中一項經常性的教學任務。幫助學生糾正發音，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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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學生已經形成的語音偏誤是一件並不簡單的教學工作。除了需要教師

能綜合運用上面提到的誇張法、對比法、模仿法等方法和技巧外，還需要

教師有較強的聽音、辨音能力和扎實的語音理論基礎知識。這樣才能及時

發現學生存在的發音問題，並準確的判斷問題產生的原因，給出有效的糾

正方法。 

(八)  跟述法 

跟述法是一種緊跟著示範音檔，一邊仔細聆聽一邊模仿重述的練習任

務，過程中不中斷，並且力求跟上速度。將聽到的聲音信息立刻由口重

現，以認知心理學和記憶理論的角度來說，正是經過人為意識的控制，讓

內語（inner voice）有聲化（vocalization）的行為，使得聲音訊息得以深刻

地受到保存，供語音迴路進一步分析音律。 

跟述法的進行步驟，在開始跟述之前可先單以耳朵聆聽一遍示範音

檔，掌握語體種類、出場人物、時間、地點…等情境背景，然後確認逐字

稿的生詞、大意。跟述時的步驟：(1)有稿的細聲跟述（mumbling）(2)有稿

的跟述 (3)無稿的韻律跟述（prosody shadowing）(4)自我檢測。但其實只要

遵循「確認背景資訊→確認生詞→掌握大意→跟述練習→自我檢測」的流

程，細部都可依個人需求進行調整。至於練習材料的挑選上，為了避免增

加學習者的負擔，示範音檔的長度建議保持在1到3分鐘之間。語速則應由

慢速循序漸進至標準語速。至於內容難易度則可選擇比學習者的程度稍低

的內容。 

雖然跟述法於華語教學領域中尚未蓬勃發展，但古川典代認為跟述法

對中級以上的學習者有一定的幫助。關口智子（2010）的實驗也證明了其適

用於華語的語音教學，尤其在超音段（segmental）的韻律掌握上更是優越，

而練習材料以具有語境的會話材料為佳。 

 

三、輔音教學對策 

筆者在第四節歸納出過去偏誤分析研究得出的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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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音偏誤，本節採用朱川(2013)在《漢語語音教學對策》提出來的華語輔教

學對策，針對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最常見的輔音偏誤，挑出教學建議與糾

正方法： 

(一)  送氣與不送氣音 

朱川(2013)表示，送氣音的主要聲學微兆是獨立的送氣段的存在，而

不是以往許多人認為的氣流強。基於這種認識，過去採用的「吹紙法」不能

算是對症下藥，效果不佳是不奇怪的。看來對症就只能在幫助學生建立送

氣段上做文章。 

由於塞音、塞擦音送氣段的聲源特微因後接元音的不同，因此不宜採

用單念的辦法，而應結合音節的整體拼讀進行。朱川(2013)提出送氣音的

音節三種類型，並將三種類型分為不同的結構。前兩個結構本文參考了朱川

(2013)提出的，第三個結構是筆者按照同樣的原則推出來的。 

表二-1  送氣音分解結構 

A 類音節可被分解為： 
不送氣音+h+韻母元音 

包括： 
b+h+韻母 
d+h+韻母 
g+h+韻母 
z+h+韻母 
zh+h+韻母 

B 類音節可被分解為：  
不送氣音+同部位擦音+韻母 

包括： 
z+s+韻母 
zh+sh+韻母 
j+x/ɕ/+韻母 

C 類音節可被分解為： 
不送氣音+/j/+韻母 

包括： 
b+/j/+韻母 
d+/j/+韻母 

具體可接送氣塞音、塞擦音與不同音的搭配將音節分類，採用不同的

對策。以下是音節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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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  送氣音音節歸類 

類型 音節 
A 類 pa po pai pei pao pou pan pen pang peng pu  

ta te tai tao tou tan tang teng tong tu tuo tui tuan tun  
ka ke kai kei kao kou kan ken kang keng kong ku kua kuo kuai kui 
kuan kun kuang  
ca ce cai cao cou can cen cang ceng cong cu cuo cui cuan cun 
cha che chai chao chou chan chen chang cheng chong chu chua chuo 
chuai chui chuan chun chuang  

B 類 ci 
chi 
qi qia qiao qie qiu qian qin qiang qing qiong qu que quan qun  

C 類 pi piao pie pain pin ping  
ti tiao tie tian ting  

 

各類音節教學時，應先教學生把送氣段擦音與韻母相拼，然後再於前

面加上相應的不送氣音，快讀拼合後便是一個以送氣音為聲母的音節。此

如音節 pao，先拼 h+ao，再拼 b+hao，得到 pao；音節 ci，先拼 s+i/ɿ/，再拼

z+si，便得到 ci；音節 piao，先拼/ʃ/+iao，再拼 b+/ʃ/iao，便得到 piao。 

經過教學試驗證明，這種將送氣音分解與韻母拼讀的辦法，再解快送

氣問題上效果是比較好的。 

(二)  清濁音 

華語聲母曾經歷過濁音清化的過程。因此許多方語區學習華語的學生

也遇到如何避免把清聲母濁化的問題。這兩種對象雖然不完全一樣，但也

有共同之處。朱川(2013)認為，記住華語清濁轉換規則，對於留學生華語

教學同樣是適用的。 

華語古代(或方語區)濁音聲母現代清化的規則，是與聲母的送氣與否

相關聯的。古濁聲母凡在華語聲母中送氣的，必然歸入陽平調；凡在華語

中不送氣的，必然歸入去聲調。這樣把送氣、聲調連帶著也記住了。例如

下邊這些具有代表性的常用字，是應該記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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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  華語輔音清濁與送氣的對應規律 

b 
p: 爬排盤旁袍培陪賠盆皮啤平評 
b: 罷敗必婢傍抱倍被 笨幣避病 

d 
t: 台抬談潭糖唐逃桃萄騰提題啼田填甜條亭頭圖團 
d: 袋待淡但蕩 道稻盜鄧地弟遞電殿垫掉定豆渡斷 

/dʒ/ 
q: 齊奇其前錢鉗喬僑橋芹琴情晴求球渠 全泉裙 
j: 技薺忌踐健轎      盡近淨靜舅就巨具倦 郡 

/dz/ 
ch: 饞蟬常嘗長朝潮陳晨塵臣廚除雛鋤床垂 
zh: 站綻丈杖仗兆趙鄭      住柱駐助狀墜 

/dz/ 
c: 才財材曹漕層慈詞 
z: 在    皂造贈自字 

 

除了記住這些字音之外，應訓練學生說準聲調。因為聲母濁化時聲帶

顫動消耗了一部分能量，因此濁聲音節的頻率會因之下降，給人聽感上造

成低沉、重濁的感覺。所以在訓練時要讓學生發準音階的原調，這樣可以

使學生強化聲調概念。頻率高了，反過來對克服低沉重濁的擢聲也有好

處。 

(三) 舌尖與舌面音 

朱川(2013)認為，舌尖與舌面這兩組音偏誤問題是比較複雜的，至少

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個問題是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相混。 

第二問題是舌尖後音與舌面音相混。 

為解決第一個問題，建議啟發學生體會，發音時舌尖碰不碰上齒背，

是區分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的關鍵。舌齒碰一碰就成了舌尖前音，反之就

是舌尖後音。在剛開始學習的時候，發舌尖後音不妨稍稍誇張一些，以求

擴大與舌尖前音的差別。得到學會之後，在進行自然度的加工。 

為解決第二個問題，可以從「一日」這兩個簡單的音節開始，讓學生體

會到 i時舌面大部分上舉貼近上顎，而發「日」時舌體收縮，只有舌尖上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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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體會之後，從 i 發 j，只要舌面往上顎一貼就成，發 zh 也只要舌尖往硬

顎一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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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華俄語輔音對比 

本章首先進行華語和俄語輔音描述、輔音分類及特點，再對照華俄語

輔音，提出它們的相同及相異之處，找出母語可能對目標語產生的正遷移

及負遷移，進行難點預測。 

 

第一節  華語輔音 

聲母與輔音關係密切，但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語音學將音素分析成

元音和輔音兩大類，它是構成音節的語音單位，所以輔音是音素中的一大

類。中國音韻學傳統的分析方式，是將一個字分成發音和收音兩部分，也

就是反切的概念。發聲部分是音節的開頭部分叫聲母，收音部分叫韻母，

是從構成音節的成分來說的，所以說：聲母與輔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

者不能替代。 

根據葉德明 (2008) 指出，事實上輔音的範圍比聲母大，因為輔音不

但出現在漢字前面，它也有機會出現在韻母的後面，例如：安 /an/、恩 

/ǝn/。簡言之，音節開頭的輔音是聲母，聲母都是由一個輔音構成的，聲母

一般不能自成音節。語音教學，一般都採用聲母與韻母的概念。 

華語的輔音共有 22 個，聲母有 21 個。林燾、王理嘉 (2005) 表示，華

語的 22 個輔音中，只有舌根鼻音 /ŋ/ 只能出現在音節未尾，不能充當聲

母；舌尖鼻音 /n/ 既能出現在音節未尾，又能充當聲母。除此以外，其餘

21 輔音都只能充當聲母。華語 21 聲母如下：b /p/、p /pʰ/、m /m/、f /f/、d 

/t/、t /tʰ/、n /n/、l /l/、g /k/、k /kʰ/、h /x/、j /tɕ/、q /tɕʰ/、x /ɕ/、zh /tʂ/、ch 

/tʂʰ/、sh /ʂ/、r /ʐ/、z /ts/、c /tsʰ/、s /s/。華語輔音聲母有送氣和不送氣音的

區分( 上標 ʰ 是送氣的標記，表示送氣音) 。華語裡絕對大部分音節是以

輔音開頭的，零聲母的音節比較少。 

 
一、 華語輔音聲母分類 

輔音聲母可以從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兩個角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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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偏誤研究與教學應用 

 

(一) 發音部位 

按發音部位分類，可以分為以下七類： 

1. 雙唇音：/p/、/pʰ/、/m/ 

2. 唇齒音：/f/ 

3. 舌尖前音：/ts/、/tsʰ/、/s/ 

4. 舌尖中音：/t/、/tʰ/、/n/、/l/ 

5. 舌尖後音：/tʂ/、/tʂʰ/、/ʂ/、/ʐ/ 

6. 舌面前音：/tɕ/、/tɕʰ/、/ɕ/ 

7. 舌根音：/k/、/kʰ/、/x/ 

(二) 發音方法 

按發音方法分類，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按照形成和消除阻礙的方式不同，華語中的聲母可以分

為以下五類： 

1. 塞音：/p/、/pʰ/、/t/、/tʰ/、/k/、/kʰ/ 

2. 擦音：/f/、/x/、/ɕ/、/s/、/ʂ/、/ʐ/ 

3. 塞擦音：/ts/、/tʂ/、/tʂʰ/、/tɕ/、/tɕʰ/ 

4. 鼻音：/m/、/n/ 

5. 邊音：/l/ 

第二種方法，按照氣流的強弱，華語中的塞音和塞擦音還可以分為送

氣音和不送氣音兩類： 

1. 送氣音：/pʰ/、/tʰ/、/kʰ/、/tsʰ/、/tʂʰ/、/tɕʰ/ 

2. 不送氣音：/p/、/t/、/k/、/ts/、/tʂ/、/tɕ/ 

第三種方法，按照聲帶是否振動，可以分為清音和濁音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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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音：/p/、/pʰ/、/t/、/tʰ/、/k/、/kʰ/、/f/、/x/、/tɕ/、/tɕʰ/、/ɕ/、/tʂ/、

/tʂʰ/、/ʂ/、/ts/、/tsʰ/、/s/ 

2. 濁音：/m/、/n/、/l/、 /ʐ/ 

綜合上述的歸類方法，可以把華語的 21 個輔音聲母歸納成表： 
 

表三-1 華語輔音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名稱 雙唇 唇齒 
舌尖

前 
舌尖

中 
舌尖

後 
舌面

前 
舌根 

上組 上唇 上齒 齒背 
上齒

齦 
前硬顎 軟顎 

下組 下唇 下唇 舌尖 
舌尖

後 
舌面

前 
舌面

後 
塞音 

清音 

不送

氣 
b /p/   d /t/    g /k/ 

送氣 p /pʰ/   t /tʰ/   k /kʰ/ 
塞擦

音 
不送

氣 
  z /ts/  zh /tʂ/  j /tɕ/   

送氣   c /tsʰ/  ch /tʂʰ/ q /tɕʰ/  
鼻音 

濁音 
 m /m/   n /n/   ng /ŋ/ 

邊音     l /l/    
擦音 清音 不送

氣 
 f /f/ s /s/  sh /ʂ/ x /ɕ/ h /x/ 

濁音      r /ʐ/   

(本表參考葉德明 (2008)。華語語音學─語音理論，106 頁；徐世榮 

(1999)。普通話語音常識，49 頁。) 

 

二、 華語輔音聲母的特點 

吳宗濟在《現代漢語語音概要》，1992 列出華語輔音聲母四個特點： 

(一) 華語有舌尖後音的聲母 (又稱翹舌音或捲舌音)，包括 zh /tʂ/、ch 

/tʂʰ/、sh /ʂ/ 、r /ʐ/和舌面音的聲母 j /tɕ/、q /tɕʰ/、x /ɕ/。 

43 



中級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偏誤研究與教學應用 

 

華語的舌尖音分為舌尖前音 z /ts/、c /tsʰ/、s /s/和舌尖後音 zh /tʂ/、ch 

/tʂʰ/、sh /ʂ/、r /ʐ/兩套。其中舌尖後音是外國人學習華語的難點所在。華語

的舌尖後音發音時舌頭並不是卷得很厲害，而是舌頭向上翹起，舌尖部分

向前硬顎靠近，舌尖翹起時向後縮，在感覺上舌尖略微ㄧ捲即可。如果舌

尖捲得過分，部位太偏後，發出得音反而不是漢語的舌尖後音。 

現代華語中還有舌面音 j /tɕ/、q /tɕʰ/、x /ɕ/，這是許多語言中沒有的。

但是有些語言如英語、日語等等卻有相近的舌葉音 /tʃ/、/tʃʰ/、/ʃ/。這兩組

音的發音部位相差不大，在音色的區別上也就易於混消，因此除學華語學

習者易把它們混同起來，或用自己習慣的舌葉音來替華語中的舌面音。 

(二) 華語的清音聲母占大多數，濁音聲母只有 m /m/、n /n/、l /l/、r /ʐ/ 

四個。 

語音中的清塞音和清擦音，一般說來都可以有其相對應的濁塞音和濁

擦音，如：/p/ - /b/、/t/ - /d/、/k/ - /g/、/f/ - /v/、/ʂ/ - /ʐ/、/s/ - /z/。華語裡只

有清擦音 /ʂ/ 有濁音 /ʐ/ 與相配，其餘的只有清音沒有濁音。外籍學生學

華語時，因受母語或媒介語的干擾，常以濁輔音來發華語中的不送氣清輔

音聲母。 

(三) 華語的塞音聲母和塞擦音聲母都有送氣與不送氣的對位，而且不

送氣聲母語送氣聲母形成整齊的配對局面，列出如下： 

表三-2  華語送氣與不送氣音對位 

 不送氣 送氣 

塞音 
b /p/ p /pʰ/ 
d /t/ t /tʰ/ 
g /k/ k /kʰ/ 

塞擦音 
zh /tʂ/ ch /tʂʰ/ 
z /ts/ c /tsʰ/ 
j /tɕ/ q /tɕʰ/ 

 

以上各音按構型進行比較，這兩套音的發音部位相同，只是發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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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傳統音韻學解釋兩者發音方法的區別，一般只說這是強弱不同的區

別，不送氣的氣流弱 (或發音輕)，而送氣的氣流強 (或發音重)，但事實上

不送氣音也可以用較大的氣流來發，而送氣音有時力量也可以較小，所以

強弱不但是主要的區別，而且也是唯一的區別。 

外籍學生學習華語，如果它們的母語中沒有這對送氣與不送起的區

別，區分華語的這兩種音是有困難的。他們常用同發音部位的不送氣清音

或濁音來代替漢語的送氣音。 

(四) 華語的聲母的輔音都是由ㄧ個單輔音來充當的，華語中沒有複輔

音聲母。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輔音連在一起，稱作複輔音。華語音節中沒有這樣

的現象，輔音只能出現在音節的開頭或結尾。比如，「天」/tɪǝn/ 這個音節

中/t/、/n/ 分別做聲母和韻尾二者不能連用。 

 

三、華語輔音發音 

由於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及教學焦點是華語輔音，筆者在下面針對華語

21 輔音聲母的發音方法與部位做了詳細的描述。 

表三-3  華語輔音聲母的發音方法與部位 

b /p/ b /p/ 是雙唇、不送氣、清、塞音。 

當發這個音時，首先要緊閉雙唇，此時發音的阻礙構成了，緊接

著軟顎上升，堵住鼻腔通路，然後從肺部呼出的軟弱的氣流突然

沖開雙唇，爆發成音，發音時聲帶不振動。 

p /pʰ/ p  /pʰ/ 是雙唇、送氣、清、塞音。  

發這個音時，首先要緊閉雙唇，此時發音的阻礙構成了，緊接著

軟顎上升，堵住鼻腔通路，然後從肺部呼出的軟強的氣流突然沖

開雙唇，爆發成音，發音時聲帶不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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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 華語中的 d  /t/ 是舌尖中、不送氣、清、塞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堵住鼻腔通路，舌尖抵住上齒齦，瞬間除

阻，氣流較弱，聲帶不振動。 

t /tʰ/ t /tʰ/ 是舌尖中、送氣、清、塞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堵住鼻腔通路，舌尖抵住上齒齦，瞬間除

阻，氣流強，聲帶不振動。 

g /k/ g /k/ 在華語中是舌根、不送氣、清、塞音。 

在發這個音時，軟顎上升，舌根抵住軟顎，堵住鼻腔通路，較弱

的氣流從肺部呼出衝破阻礙成聲，發音時聲帶不振動。 

k /kʰ/ k /kʰ/是舌根、送氣、清、塞音。 

在發這個音時，軟顎上升，舌根抵住軟顎，堵住鼻腔通路，較強

的氣流從肺部呼出衝破阻礙成聲，發音時聲帶不振動。 

m /m/ m /m/ 是雙唇、濁、鼻音。 

發音時，雙唇閉攏，聲帶振動，軟顎下降，鼻腔通路打開，氣流

從鼻腔中出來，它是濁音，發音時聲帶振動。 

 
n /n/ 

n /n/是舌尖中、濁、鼻音。 

發音時，聲帶振動，舌尖抵住上齒齦，軟顎下降，氣流從打開的

鼻腔當中出來，發音時聲帶振動。 

l /l/ l /l/ 是舌尖中、濁、邊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堵住鼻腔通路，然後舌尖抵住上齒齦，舌尖

兩邊留有窄縫，氣流從舌葉的一邊或兩邊流出，聲帶振動。 

f /f/ f /f/是唇齒、清、擦音。 

發音時，上齒輕輕接觸下唇，二者不完全閉合，中間留有一條窄

縫，軟顎上升，封閉鼻腔通道，氣流從唇齒縫中擠出，摩擦成

音，聲帶不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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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x/ 

h /x/ 是舌根、清、擦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阻住鼻腔通路，舌根接近軟顎，舌中間留有

一道窄縫，氣流從縫隙中流出，摩擦成聲，發音時聲帶不振動。 

s /s/ s /s/是舌尖前、清、擦音。 

發音時，舌尖向前平伸，聲帶不振動，氣流從窄縫中擠出，摩擦

成聲，聲帶不振動。 

x /ɕ/ x /ɕ/ 是舌面、清、擦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阻住鼻腔通路，舌面向上向前，接近硬顎前

部，但不完全靠緊，中間留有一條縫隙，氣流從縫隙中流出，摩

擦成聲，聲帶不振動。 

z /ts/ z /ts/ 是舌尖前、不送氣、清、塞擦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堵住鼻腔通路，舌尖向前平伸，抵住上齒

背，然後舌尖稍微向後鬆動，使微弱的氣流從窄縫中擠出來，摩

擦成聲，聲帶不振動。 

c /tsʰ/ c /tsʰ/ 是舌尖前、送氣、清、塞擦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堵住鼻腔通路，舌尖向前平伸，抵住上齒

背，然後舌尖稍微向後鬆動，使強的氣流從窄縫中擠出來，摩擦

成聲，聲帶不振動。 

j /tɕ/ j /tɕ/是舌面、不送氣、清、塞擦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阻住鼻腔通路，舌尖向上翹起，在硬顎的前

部抵住，形成阻礙，呼出的氣流較弱，不振動聲帶，氣流在成阻

部位沖開一道縫隙，摩擦成聲，聲帶不振動。 

q /tɕʰ/ q /tɕʰ/ 是舌面、送氣、清、塞擦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阻住鼻腔通路，舌尖向上翹起，在硬顎的前

部抵住，形成阻礙，呼出的氣流較強，不振動聲帶，氣流在成阻

部位沖開一道縫隙，摩擦成聲，聲帶不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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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 /tʂ/ zh /tʂ/ 是舌尖後、不送氣、清、塞擦音。 

在發這個音時，軟顎上升，阻住鼻腔通路，舌尖後向上翹起，在

硬顎的前部抵住，形成阻礙，呼出的氣流較弱，不振動聲帶，弱

氣流在成阻部位沖開一道縫隙，摩擦成聲，聲帶不振動。 

ch /tʂʰ/ ch /tʂʰ/ 是舌尖後、送氣、清、塞擦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阻住鼻腔通路，舌尖後向上翹起，在硬顎的

前部抵住，形成阻礙，呼出的氣流較強，不振動聲帶，強氣流在

成阻部位沖開一道縫隙，摩擦成聲，聲帶不振動。 

sh /ʂ/ sh /ʂ/ 是舌尖後、清、擦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堵住鼻腔通路，聲帶不振動，然後舌尖後向

上翹起，靠近硬顎前部，中間留有一條縫隙，氣流從窄縫中流

出，摩擦成聲，聲帶不振動。 

r /ʐ/ r /ʐ/ 是舌尖後、濁、擦音。 

發音時，軟顎上升，堵住鼻腔通路，然後舌尖後向上翹起，靠近

硬顎前部，中間留有一條縫隙，氣流從窄縫中流出，摩擦成聲，

發音時聲帶振動。 

 

第二節  俄語輔音 

俄語的輔音字母共有 21 個 б、в、г、д、ж、з、й、к、л、м、н、п、

р、с、т、ф、х、ц、ч、ш、щ，但是輔音有 36 個：/b/、/bʲ/、/v/、/vʲ/、

/g/、/gʲ/、/d/、/dʲ/、/ʐ/、/z/、/zʲ/、/j/、/k/、/kʲ/、/l/、/lʲ/、/m/、/mʲ/、/n/、

/nʲ/、/p/、/pʲ/、/r/、/rʲ/、/s/、/sʲ/、/t/、/tʲ/、/f/、/fʲ/、/х/、/хʲ/、/ts/、/ʨ/、

/ʂ/、/ɕː/。 ( 上標 ʲ 是顎化的標記，表示軟輔音) 。兩個或兩個以上相鄰

的輔音構成輔音連綴。此時讀這些輔音是不能在輔音之間加入任何的元

音。 

一、俄語輔音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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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語輔音可以從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兩個角度分類。 

(一)  發音部位 

按發音部位分類，俄語輔音可以分為以下七類： 

1. 雙唇音：/b/、/bʲ/、/p/、/pʲ/、/m/、/mʲ/ 

2. 唇齒音：/f/、/fʲ/、/v/、/vʲ/ 

3. 前舌音：/d/、/dʲ/、/t/、/tʲ/、/ts/、/n/、/nʲ/、/l/、/lʲ/、/s/、/sʲ/、/z/、

/zʲ/、/r/、/rʲ/、/ʂ/、/ʐ/、/ʨ/、/ɕː/ 

4. 中舌音：/j/ 

5. 後舌音：/g/、/gʲ/、/k/、/kʲ/、/х/、/хʲ/ 

(二)  發音方法 

按發音方法分類，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按照形成和消除阻礙的方式不同，俄語中的聲母可以分

為以下五類： 

1. 塞音：/b/、/bʲ/、/p/、/pʲ/、/d/、/dʲ/、/t/、/tʲ/、/g/、/gʲ/、/k/、/kʲ/ 

2. 擦音：/f/、/fʲ/、/v/、/vʲ/、/s/、/sʲ/、/z/、/zʲ/、/ʂ/、/ʐ/、/ɕː/、/х/、

/хʲ/、/j/ 

3. 塞擦音：/ts/、/ʨ/ 

4. 鼻音：/m/、/mʲ/、/n/、/nʲ/ 

5. 邊音：/l/、/lʲ/ 

第二種方法，按照發音時舌中部是否向上抬起可以分成硬輔音和軟輔

音兩類： 

1. 硬輔音：/b/、/v/、/g/、/d/、/ʐ/、/z/、/k/、/l/、/m/、/n/、/p/、/r/、

/s/、/t/、/f/、/х/、/ts/、/ʂ/ 

2. 軟輔音：/bʲ/、/vʲ/、/gʲ/、/dʲ/、/zʲ/、/j/、/kʲ/、/lʲ/、/mʲ/、/nʲ/、/p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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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ʲ/、/sʲ/、/tʲ/、/fʲ/、/хʲ/、/ʨ/、/ɕː/ 

第三種方法，按照聲帶是否振動，可以分為清音和濁音兩類: 

1. 清音：/k/、/kʲ/、/p/、/pʲ/、/s/、/sʲ/、/t/、/tʲ/、/f/、/fʲ/、/х/、/хʲ/、

/ts/、/ʨ/、/ʂ/、/ɕː/。 

2. 濁音：/b/、/bʲ/、/v/、/vʲ/、/g/、/gʲ/、/d/、/dʲ/、/ʐ/、/z/、/zʲ/、/j/、

/l/、/lʲ/、/m/、/mʲ/、/n/、/nʲ/、/r/、/rʲ/ 

36 個俄語輔音可以歸納成為以下表： 

表三-4  俄語輔音 

            
發音 

           
部位 

發音 

方法 

唇 前舌 
中

舌 
後舌 

雙唇 唇齒 齒齦 齒顎 
中

顎 
後顎 

硬 軟 硬 軟 硬 軟 硬 軟 軟 硬 軟 

塞音 
清 п/p/ п’/pʲ/   т/t/ т’/tʲ/    к/k/ к’/kʲ/ 

濁 б/b/ б’/bʲ/   д/d/ д’/dʲ/    г/g/ г’ gʲ/ 

塞擦

音 

清     ц/ʦ/   ч/ʨ/    

濁            

鼻音 濁 м/m/ м’/mʲ/   н /n/ н’/nʲ/      

邊音 濁     л/l/ л’/lʲ/      

擦音 
清   ф/f/ ф’/fʲ/ s/s/ s/sʲ/ ш/ʂ/ щ’/ɕː/  х/x/ х’/xʲ/ 

濁   в/v/ в’/vʲ/ з/z/ з’/zʲ/ ж/ʐ/  й/j/   

顫音 濁       р/r/ р’/rʲ/    

(本表參考 http://www.wikiznanie.ru/ru-wz/index.php/Фонетика_русского_языка,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IPA_for_Russian) 
 
二、俄語輔音的特點 

(一) 俄語輔音中濁音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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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個輔音中有20個濁音，16個清音，而且大部分輔音清濁成對，這樣

成對的輔音一共有 11 對，全部分佈在塞音、擦音中。塞音都是清濁成對

的，一共有 6 對，剩下 5 對都是擦音。 

表三-5  俄語濁音與清音對立 

 濁音 清音 

         塞音 

б /b/ п /p/ 

б’/bʲ/ п’/pʲ/ 

д /d/ т /t/ 

д’/dʲ/ т’/tʲ/ 

г /g/ к /k/ 

г’/gʲ/ к’ /kʲ/ 

擦音 

в /v/ ф /f/ 

в’/vʲ/ ф’/fʲ/ 

з /z/ s /s/ 

з’/zʲ/ s /sʲ/ 

ж /ʐ/ ш /ʂ/ 

 

俄語不成對的輔音中清輔音有 5個，包括塞擦音 2個：ц /ʦ/ 和 ч /ʨ/，

擦音 3 個：щ’ /ɕː/、х /x/ 和 х’/xʲ/。不成對的濁輔音有 9 個，分佈情況為擦

音 1 個：й /j/，鼻音 4 個：м /m/、м’ /mʲ/、н /n/、н’ /nʲ/，邊音 2 個：л /l/、

л’ /lʲ/，顫音 2 個：р /r/、р’ /rʲ/。 

(二) 俄語輔音中塞擦音比較少 

俄語塞擦輔音中只有兩個 ц /ʦ/和 ч /ʨ/，塞音、擦音比較多。塞音共有

12 個 б /b/、б’ /bʲ/、п /p/、п’/pʲ/、д /d/、д’ /dʲ/、т /t/、т’/tʲ/、г /g/、г’/gʲ/、к 

/k/、к’ /kʲ/；擦音共有 14 個 ф/f/、ф’/fʲ/、в/v/、в’/vʲ/、с/s/、с’/sʲ/、з/z/、

з’/zʲ/、ш/ʂ/、ж/ʐ/、щ/ɕː/、х/х/、х’/хʲ/、й/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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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俄語中的輔音有軟輔音、硬輔音之分。 

按發音時舌中部是否向硬顎抬起，俄語輔音分為軟輔音和硬輔音。俄

語有 15 對軟硬對應的輔音。 

表三-6  俄語硬輔音與軟輔音對立 

         硬輔音         軟輔音 

б /b/ б’ /bʲ/ 

д /d/ д’ /dʲ/ 

г /g/ г’ /gʲ/ 

в /v/ в’/vʲ/ 

з /z/ з’ /zʲ/ 

к /k/ к’ /kʲ/ 

л /l/ л’ /lʲ/ 

м /m/ м’ /mʲ/ 

н /n/ н’ /nʲ/ 

п /p/ п’ /pʲ/ 

р /r/ р’ /rʲ/ 

с /s/ с’ /sʲ/ 

т /t/ т’ /tʲ/ 

ф /f/ ф’ /fʲ/ 

х /х/  х’ /хʲ/ 

俄語不成對的輔音中硬輔音有 3 個：ц /ts/、ш /ʂ/、ж /ʐ/，軟輔音也有 3

個：й /j/、ч /ʨ/、щ /ɕː/。 

    (四) 俄語中有複輔音 

兩個或兩個以上相鄰的輔音構成輔音連綴。此時讀這些輔音是不能在

輔音之間加入任何的元音。一個音節所含輔音的數目最多能達到六個，例

如 графств (省、州)、 всплеск (飛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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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俄語有硬音符號和軟音符號 

硬音符號 ъ 和軟音符號 ь不發任何音。軟音符號 ь 在詞裡表示它前面的

輔音是軟輔音，例如 мать (母親)；軟音符號 ь 還有分音作用，表示他前面

的輔音字母和後面的元音字母要分開讀，例如 статья（文章）。硬音符號 ъ

用在 я、ё、ю、е、前面，有分讀的作用。例如 съезд（代表大會）。 

 

第三節   華俄語輔音對比 

身為教師，如果對學生母語跟目標語的異同有一些了解，就可以明白

學生的學習難點。因此，可以說母語跟目標語的語音對比有助了解學習者

的語音難點。而對比往往需要分成不同的類別進行，即從兩種語言中語音

項目異同、相似度上分類，並跟學習難度相關。在俄語中能找到基本相同

語音的可以認為是相對簡單，能找到近似語音的次之，無法找到對應語音

的則較難。 

下面是進行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母語與目標語輔音對比，從而推出俄

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難點。 

一、母語與目標語對比 

(一) 母語有，目標語沒有 

俄語有 36 個輔音，其中/b/、/v/、/g/、/d/、/z/、/r/、/bʲ/、/vʲ/、/gʲ/、

/dʲ/、/zʲ/、/j/、/kʲ/、/lʲ/、/mʲ/、/nʲ/、/pʲ/、/rʲ/、/sʲ/、/tʲ/、/fʲ/、/хʲ/ 華語沒有

的。俄語有22個清濁和30硬軟成對的輔音，有許多複輔音，華語都沒有這

三種特徵。 

雖然上述語音兩種語音有差異，但華語中沒有這些音，因此對以學習

華語為第二語的學生來說，這類語音項目根本不用學。 

(二) 母語目標語一樣 

華語俄語都有 /p/、/f/ 和 /m/ 輔音，這三個輔音在發音方法及發音部

位相同，因此，以俄語為母語的學生學習起來比較容易，在教學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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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遷移，難度不大。 

(三) 母語和目標語相似 

華俄兩種語言都有 /t/、/k/、/ts/、/tɕ/、/x/、/s/、/ɕ/、/ʂ/、/ʐ/、/n/、/l/ 

輔音，它們發音方法尚未完全一樣。 

這些語音項目，學生即使發不準，發成了母語中的某個音，但在華語

交際中可能不會造成誤解，不會形成交際困難。因此，母語為華語的人也

不會去糾正，這樣就很容易養成學生的偏誤。這類語音項目對學生來說也

不容易學習和掌握。從第二語言學習的角度出發，語言項目差別很大，或

差別很小，學習難度都不低。後者因為太相似，反而不容易。(周小兵、李

海鷗主編，2004) 

(四) 母語沒有，目標語有 

華語中的/pʰ/、/tʰ/、/kʰ/、/tɕʰ/、/tʂʰ/、/tsʰ/、/tʂ/ 這 7 個輔音沒有與之相

近的俄語輔音，其中 6 個是送氣音。 

母語沒有、目標語有的語音項目，學習和教授的難度比較高。教師一

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用多種方法讓學生聽音、辨音、發音，使學生在教

學和訓練中養成聽音、發音的習慣模式，能夠比較自然的生成這些語音。 

二、華俄語相似輔音對比 

以華語輔音聲母為主體，從以上的母語與目標語對比，可以看到塞

音、擦音、鼻音、邊音都分佈有華俄輔音。如：塞音 /p/、/t/、/k/，塞擦音 

/ts/、/tɕ/，擦音 /f/、/x/、/s/、/ɕ/、/ʂ/、/ʐ/，鼻音 /m/、/n/，邊音 /l/。這樣

分析下來，華語輔音中只有 /pʰ/、/tʰ/、/kʰ/、/tɕʰ/、/tʂʰ/、/tsʰ/、/tʂ/ 這 7 個

輔音聲母沒有與之相近的俄語輔音，其中 6 個是送氣音。 

因此，兩種語音系統中存在 14 相似的輔音：  

 

 

 54 



第三章  華俄語輔音對比 
 

表三-7 華俄語相似輔音 

國際音標 華語 俄語 

/p/ b п 

/t/ d т 

/k/ g г 

/ts/ z ц 

/tɕ/ j ч 

/f/ f ф 

/x/ h х 

/s/ s с 

/ɕ/ 和 /ɕː/ x щ 

/ʂ/ sh ш 

/ʐ/ r ж 

/m/ m м 

/n/ n н 

/l/ l л 

華語輔音和俄語輔音還是存在很多相似的音。從第二語言習得上來

講，這種相似的發音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積極的方面可以

讓俄羅斯學生更容易接受這些華語發音，消極的一面則是學生本身母語中

存在的音會造成他們學習和母語相似音時的干擾。這個就需要教師在課堂

教學中進行個別指導，既要通過學生母語中的音引導學生迅速掌握華語輔

音的基本特徵，又要強調兩種語音的細微差別，使學生發音更為精準。 

上面的表格雖然以同一國際音標符號來表示兩系統的輔音，但是兩者

發音方法與部位尚未完全一樣。以下筆者針對華俄語相似輔音進行分析，

找出相同和不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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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 b /p/  - 俄語 п /p/ 

b /p/在華語中是一個雙唇、不送氣、清、塞音。當發這個音時，首先

要緊閉雙唇，此時發音的阻礙構成了，緊接著軟顎上升，堵住鼻腔通路，

然後從肺部呼出的軟弱的氣流突然沖開雙唇，爆發成音。俄語中的 п /p/這

個音，是雙唇、清、塞音。俄語的 п /p/與華語的 b /p/接近，二者的區別在

於，後者發音時肌肉比較鬆弛，呼出的氣流也較弱。 

華語 d /t/ - 俄語 т /t/ 

華語中的 d /t/是舌尖中、不送氣、清、塞音。發音時，軟顎上升，堵

住鼻腔通路，舌尖抵住上齒齦，瞬間除阻，氣流較弱，聲帶不振動。俄語

中的 т /t/是前舌、清、塞音，發音時，舌尖依傍下齒，舌葉緊貼上齒背及

齒齦，構成阻塞，氣流驟然除阻，爆破成音。俄語中有 т /t/與華語中不送

氣音 d /t/音質相似。不過，d /t/是舌尖齒音，而 т /t/舌葉齦齒音，成阻部位

不同。 

華語 g /k/ - 俄語 к /k/ 

g /k/在華語中是舌根、不送氣、清、塞音。在發這個音時，軟顎上

升，舌根抵住軟顎，堵住鼻腔通路，較弱的氣流從肺部呼出衝破阻礙成

聲，發音時聲帶不振動。俄語中 к /k/是後舌、清、塞音，舌後部抬向軟顎

並與其接合。華語的 g /k/與俄語的 к /k/發音相同，但是華語的 g /k/成阻部

位較後面，發音時肌肉比較緊張，呼出的氣流也較強。 

華語 z /ts/ - 俄語 ц /ts/ 

華語中的 z /ts/是舌尖前、不送氣、清、塞擦音。在發這個音時，軟顎

上升，堵住鼻腔通路，舌尖向前平伸，抵住上齒背，然後舌尖稍微向後鬆

動，使微弱的氣流從窄縫中擠出來，摩擦成聲。俄語中的輔音 ц /ts/與華語

的 z /ts/相似，ц /ts/是前舌、清、塞擦音。不過，z /ts/是舌尖前音，成阻部

位是舌尖頂住上齒，而 ц /ts/是舌葉音，成阻部位是舌葉抵住上齒和齒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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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 j /tɕ/ - 俄語 ч /tɕ/ 

j /tɕ/在華語中是舌面、不送氣、清、塞擦音。在發這個音時，軟顎上

升，阻住鼻腔通路，舌尖向上翹起，在硬顎的前部抵住，形成阻礙，呼出

的氣流較弱，不振動聲帶，氣流在成阻部位沖開一道縫隙，摩擦成聲。俄

語中的 ч /tɕ/是前舌、清、軟、塞擦音。發音時，舌尖與舌葉緊貼上齒背和

齒齦形成阻礙，舌中部向硬顎高高舉起構成縫隙，雙唇前伸並圓拱，氣流

衝破阻礙，從縫隙中摩擦而出成聲。俄語中的 ч /tɕ/與華語中的 j /tɕ/相近，

不過，華語的 j /tɕ/是前舌面與硬顎成阻，直上直下，閉塞和縫隙都在一個

部位，雙唇也不向前圓拱。 

華語 f /f/  - 俄語 ф /f/ 

f /f/在華語中是唇齒、清、擦音。發這個音時，上齒輕輕接觸下唇，二

者不完全閉合，中間留有一條窄縫，軟顎上升，封閉鼻腔通道，氣流從唇

齒縫中擠出，摩擦成音，聲帶不振動。ф /f/是唇齒、清、擦音，發音時，

下唇與上齒輕輕接觸，形成縫隙，氣流由縫隙中摩擦而出，聲帶不振動。

華語的 f /f/與俄語的 ф /f/基本相同，但是摩擦程度比 ф /f/更重。 

華語 h /x/ - 俄語 x /x/ 

華語中的 h /x/是舌根、清、擦音。在發這個音時，軟顎上升，阻住鼻

腔通路，舌根接近軟顎，舌中間留有一道窄縫，氣流從縫隙中流出，摩擦

成聲，振動聲帶。俄語中 x /x/也是後舌、清、擦音，發音時，舌後部抬向

軟顎構成縫隙，氣流通過時產生摩擦音。華語的 h /x/與俄語的 x /x/相比，

但前者的成阻部位較靠後，發音時肌肉比較緊張，呼出的氣流也較強。 

華語 s /s/ - 俄語 с /s/ 

s /s/在華語中是舌尖前、清、擦音。發音時，舌尖向前平伸，聲帶不

振動，氣流從窄縫中擠出，摩擦成聲。俄語中的 с /s/是前舌、清、擦音，

發音時舌尖靠下齒，舌葉與上齒背及齒齦構成縫隙，氣流從縫隙中摩擦成

聲，聲帶不振動。俄語的 с /s/與華語的 s /s/十分接近。不過，發音部位不

同，s /s/是舌尖齒音，發音時舌尖靠近上齒背構成縫隙，而 с /s/是舌葉齦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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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舌葉靠近上齒齦構成縫隙。 

華語 x /ɕ/ - 俄語 щ /ɕː/ 

華語中的 x /ɕ/是舌面、清、擦音。在發這個音時，軟顎上升，阻住鼻

腔通路，舌面向上向前，接近硬顎前部，但不完全靠緊，中間留有一條縫

隙，氣流從縫隙中流出，摩擦成聲，聲帶不振動。俄語中的 щ /ɕː/是前舌、

清、軟、擦音。щ /ɕː/要讀成長軟音，發音時舌尖和舌葉靠近上齒齦，舌中

部向硬顎舉起構成縫隙，氣流從縫隙中摩擦成聲。舌尖和舌葉抬向上齒

齦，舌中部與硬顎接近，雙唇前伸，氣流沿舌面與舌前縫隙摩擦成聲。x 

/ɕ/與 щ /ɕː/發音部位不同，發華語的 x /ɕ/時，雙唇也不前伸。 

華語 sh /ʂ/ - 俄語 ш /ʂ/ 

華語中的 sh /ʂ/是舌尖後、清、擦音。在發這個音時，軟顎上升，堵住

鼻腔通路，聲帶不振動，然後舌尖向上翹起，靠近硬顎前部，中間留有一

條縫隙，氣流從窄縫中流出，摩擦成聲。俄語中的 ш /ʂ/是前舌、清、擦

音，發音時，舌尖靠近上齒齦構成縫隙，舌後部向軟顎抬高，雙唇前伸，

氣流從縫隙摩擦出來成聲，聲帶不振動。俄語的輔音 ш /ʂ/與華語的 sh 接

近，但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有明顯的差異。發華語的 sh /ʂ/時，舌尖上翹，

抵住硬顎前沿，舌面後部並沒有向上抬起，而且雙唇也並不前伸、拱圓。 

華語 r /ʐ/ - 俄語 ж /ʐ/ 

r /ʐ/在華語中是舌尖後、濁、擦音。r /ʐ/發音時，軟顎上升，堵住鼻腔

通路，然後舌尖向上翹起，靠近硬顎前部，中間留有一條縫隙，氣流從窄

縫中流出，摩擦成聲。俄語中的 ж /ʐ/是前舌、濁、擦音，發音時，舌尖靠

近上齒齦構成縫隙，舌後部向軟顎抬高，雙唇前伸，氣流從縫隙摩擦出來

成聲，聲帶振動。俄語的 ж /ʐ/與華語的 r /ʐ/發音相似，不過發音部位與發

音方法有明顯的差異。r /ʐ/是舌尖後與硬顎前部的一個音，而 ж /ʐ/ 是舌尖

上齒齦音，發華語的 r /ʐ/時，舌尖上翹，但舌後部沒有向軟顎抬高，雙唇

也不前伸。另外，俄語 ж /ʐ/的摩擦程度比華語要重，氣流通過舌後部與軟

顎及舌尖與上齒齦時摩擦程度加強。 

 58 



第三章  華俄語輔音對比 
 

華語 m /m/  - 俄語 м /m/ 

華語中的m /m/是雙唇、濁、鼻音。發音時，雙唇閉攏，聲帶振動，軟

顎下降，鼻腔通路打開，氣流從鼻腔中出來，它是濁音。俄語中的 м /m/ 

和華語中 m /m/發音非常相似。м /m/雙唇、濁、鼻音，是發音時，雙唇緊

閉，氣流通過鼻腔呼出，雙唇阻塞打開，聲帶振動。 

華語 n /n/ - 俄語 н /n/ 

 n /n/在華語中是舌尖中、濁、鼻音，發音時，聲帶振動，舌尖抵住上

齒齦，軟顎下降，氣流從打開的鼻腔當中出來。俄語中的 н /n/是前舌、

濁、鼻音，發音時，舌前部緊貼上齒背及齒齦，形成阻塞，氣流通過鼻腔

流出，聲帶振動。俄語的 н /n/與華語的 n /n/非常相似。不過，n /n/是舌尖

齒音，而 н /n/舌葉齦齒音，成阻部位不同。 

華語 l /l/ - 俄語 л /l/ 

華語中的 l /l/是舌尖中、濁、邊音。在發這個音時，軟顎上升，堵住鼻

腔通路，然後舌尖抵住上齒齦，舌尖兩邊留有窄縫，氣流從舌葉的一邊或

兩邊流出，聲帶振動。俄語的 л /l/是一個前舌、濁、邊音，發音與 l /l/相

似。但發音部位不同，華語中的 l /l/是個舌尖齒齦音，而俄語中的 л /l/是舌

尖齒背音，發音時，舌前緊靠上牙槽，同時舌尖抵往上齒。另外，發華語

中的 l /l/ 時，舌面是斜坡的，而俄語的 л /l/舌面是凹陷的。 

 

第四節  俄語母者學習華語輔音難點 

筆者整理上述的華俄語輔音對比，將俄語為母語的學生學習華語輔音

的難點分為四類： 

一、送氣音 

華語輔音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成對出現送氣音與不送氣音。他們的發

音部位相同，只是由於發音氣流的強弱而形成對立。這些對立的音，各自

構成不同的音位，有區別意義的作用。顯然，分不清楚送氣與不送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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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造成交際障礙，以致造成誤解。俄語中沒有送氣音，因此俄語母語者

對送氣音掌握比較難，常常將送氣發成不送氣音。 

二、清音 

華語中有21個輔音聲母，除了比音m /m/、n /n/和邊音 l /l/ 以外，只有 

r/r/ 一個濁音，其處都是清音。而俄語中有成套的清、濁音形成對立，構

成不同音位。因此母語為俄文的學生容易受母語影響及字形的影響將華語

的清音發成濁音。 

三、舌尖後音 

華語中的 zh /tʂ/、ch /tʂʰ/、sh /ʂ/、r /ʐ/是一組特殊輔音。俄語中沒有 zh 

/tʂ/ 和 ch /tʂʰ/ 這兩個輔音，有與 sh /ʂ/和 r /ʐ/相似的音，但兩種語言的輔音

在發音方法有明顯的差異，因此，這幾個音是母語為俄語學生學習的難

點。 

四、舌面音 

俄語中沒有 q /tɕʰ/這個音，而與 j /tɕ/和 x /ɕ/有相似的輔音。這一組華語

的舌面音對俄語為母語的學生亦有相當的學習難度，因為俄語中沒有舌面

音，俄羅斯學生會用自己習慣的舌葉音來替華語中的舌面音。 

五、舌尖前音  

華語舌尖前音有三個 z /ts/、c /tsʰ/、s /s/。俄語 с/s/與華語的 s/s/音相

似，因此其發音對學生不成問題。而 z /ts/、c /tsʰ/的音比較特別，俄語中有

相近的音，但發音方法與發音部位有很明顯的差別，因此這兩個音若要精

準的發音對俄語為母語的學生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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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分為： 

一、問卷調查對象 – 26 位 

表四-1 問卷調查對象的詳細基本資料 

性別 
男 5 位 
女 21 位 

年齡 21 – 25 歲之間 26 位 

國籍 
白俄羅斯 24 位 
俄羅斯 2 位 

母語 
俄語 26 位 
白俄羅斯語 2 位 

初學華語年齡 
13 – 17 歲之間 5 位 
18 – 25 歲之間 21 位 

學習華語時間 
1 – 2 年 13 位 
3 – 4 年 13 位 

在華語地區學習華語經

驗 
是 10 位 
否 16 位 

二、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對象– 8 位 

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對象來自問卷調查對象其中，聽寫測驗對象與發

音測驗對象是相同的。表四-2 為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對象的詳細基本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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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 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對象基本資料 

受試者 性別 年齡 國籍 母語 
初學華語

年齡 
學習華

語時間 

在華語地

區學習華

語經驗 

A 女 21 – 25
歲之間 

白俄羅斯 俄語 13 – 17 
歲之間 

3 – 4 年 是 

B 男 21 – 25
歲之間 

白俄羅斯 俄語 13 – 17 
歲之間 

3 – 4 年 否 

C 女 21 – 25
歲之間 

白俄羅斯 俄語 18 – 25
歲之間 

1 – 2 年 否 

D 女 21 – 25
歲之間 

白俄羅斯 俄語 13 – 17 
歲之間 

1 – 2 年 是 

E 女 21 – 25
歲之間 

白俄羅斯 俄語 13 – 17 
歲之間 

3 – 4 年 否 

F 女 21 – 25
歲之間 

白俄羅斯 俄語 13 – 17 
歲之間 

3 – 4 年 是 

G 女 21 – 25
歲之間 

白俄羅斯 俄語 18 – 25
歲之間 

3 – 4 年 是 

H 女 21 – 25
歲之間 

白俄羅斯 俄語 13 – 17 
歲之間 

1 – 2 年 否 

研究對象皆為俄語母語者，17 歲以後開始學華語的成人，目前在明斯

克國立語言大學英文學院就學，英語和華語為主修外語，二年級與三年級

學生。學華語時間為第四學期至第六學期，華語程度為中級 (1000 小時以

上)。受試者使用的華語語音系統皆為漢語拼音。 

本研究採用中級程度的學習者主要原因為學生曾學過華語的聲、韻、

調、音節的拼合方式及變調，因此已掌握華語語音基礎，如果遇到沒學過

的字能夠藉由拼音念出其發音。中級學習者的語音已經學到一種程度，但

是語音習慣還沒固定，因此可以分析他們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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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過程與步驟  

本論文首先透過文獻探討界定研究目的與問題，研擬研究計畫。再蒐

集各國相關的文獻，包含華俄語音對比研究與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語音偏

誤研究，並進行文獻探討，再歸納出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常見偏誤以

及造成偏誤的原因，以及探討學者為語音教學提出的教學原則和方法。接

下來，進行華俄語兩種語言輔音描述、輔音分類及特點，對照華俄語輔

音，提出它們的相同點和不同點，找出母語可能對目標語產生的正遷移及

負遷移，進行難點預測。 

在下階段，選定本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依據文獻探討的歸納與整

理，以及華俄語輔音對比結果，設計研究語料，包括問卷調查，聽寫測驗

和發音測驗語料。語料設計完成，就進行資料蒐集，利用問卷調查收集學

生學習華語語音經驗，以及學習者認知上的華語輔音難點；應用聽寫測驗

和發音測驗找出俄語為母語的學生華語輔音偏誤。下一階段為研究結果分

析與探討。最後本研究提出有效教學策略及輔音偏誤糾正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過程與步驟以流程圖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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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 研究過程與步驟 

 

 

華俄語語音對比研究 俄語母語者華語輔音偏誤研究 

問卷調查 聽寫測驗 發音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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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以研究俄語母語者之華語輔音主軸。 

本論文研究方法包含一下三種： 

(一)  對比分析法 – 採用對比分析為研究方法，進行華俄語輔音對

比，找出兩種系統的異同，以及預測俄語母語者在華語輔音學習

上的難點為何。 

(二)  問卷調查法 – 採用問卷調查方法，進行學習者對語音學習調

查，了解學生學習華語語音之經驗以及對華語輔音認知上的難

點。 

(三)  偏誤分析法 – 採用偏誤分析為研究方法，欲找出中級俄語母語

者學習華語輔音偏誤，再進行偏誤統計與分類，最後針對偏誤類

型進行教學策略說明。 

本研究採用以下兩種方式進行偏誤探析：1. 聽寫測驗 – 評估學習者

輔音聽寫的能力；2. 發音測試 –了解學習者輔音發音偏誤現象。 

 

第四節  研究語料設計 
一、問卷 

問卷問題包含學生基本資料、語音學習經驗，以及輔音學習難點三部

分。其中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國籍、母語、初學華語年

齡、學習華語時間、在華語地區學習資訊，以了解問卷受試者基本資料。

第二部分華語語音教學調查：針對標準發音的重要性、母語對學習華語語

音的影響、學習華語語音經驗設計問題。第三部分輔音學習難點：欲了解

學生學習華語輔音時，感覺困難的語音為何，請受試者針對每一個輔音判

斷學習難易度。問卷目的欲了解學生的輔音難點，並不包含學生認讀漢字

的中文能力，因此問卷以受試者的母語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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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寫測驗和發音測驗 

本研究以自編材料為語音錄音測試的語料。筆者以所有華語輔音設計

了 42 個常用單音節詞為測驗項目，測驗項目中每個輔音出現兩次。由於本

研究的目的為分析輔音聲母，筆者在設計測驗語料時，為了減輕韻母和聲

調的影響只採用 i /i/、-i /ɿ/、-i /ʅ/、u /u/、ü /y/、e /ɤ/、ei /ei/幾種元音韻母

和第一、第四聲兩種聲調配合輔音。聽寫測驗項目和發音測驗項目相同，

但出現的順序在兩種測驗不同。為了避免因不認字而無法完成測試，發音

測驗語料中每題提供漢語拼音閱讀提示，且為了符合受試者在白俄羅斯學

習情況給予簡體字測驗卷。 

表四-3 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語料 

1. 居 jū 2. 咪 mī 3. 次 cì 

4. 木 mù 5. 书 shū 6. 弟 dì 

7. 字 zì 8. 是 shì 9. 兔 tù 

10. 至 zhì 11. 布 bù 12.四 sì 

13. 立 lì 14. 需 xū 15. 逆 nì 

16. 赤 chì 17. 日 rì 18. 度 dù 

19. 付 fù 20. 喝 hē 21. 猪 zhū 

22. 租 zū 23. 逼 bī 24. 科 kē 

25. 区 qū 26. 细 xì 27. 费 fèi 

28. 粗 cū 29.戶 hù 30. 气 qì 

31. 瀑 pù 32. 苏 sū 33. 计 jì 

34. 怒 nù 35. 出 chū 36. 入 rù 

37. 替 tì 38. 哥 gē 39. 路 lù 

40. 库 kù 41. 故 gù 42. 批 p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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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寫測驗和發音測驗的示範發音人員為一名專業華語老師，通過教育

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足以作為華語發音代表。而錄音場所為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博愛樓語音實驗室，以 Praat 軟體錄音。 

三、測試 

為確保聽寫測驗音檔沒有問題，筆者請 5 名漢語母語進行聽寫測驗。

受試者上測驗網址http://lingtlanguage.com/Katerina_tw/，先點選 Согласны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的班級，再點選 Тест на аудирование 進入聽寫測驗。受

試者以漢語拼音填寫所聽到的答案。由於本測驗的研究目標為華語輔音，

作答時受試者不用表示聲調。完成測驗後，筆者檢查答案正不正確，以及

詢問受試者進行作答時，是否對某些題目的音不確定。 

而為了解問卷調查問題的難度，以及聽寫與發音測驗過程時間與步驟

是否適當，本研究請一名非本研究對象的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依照設

計的流程進行試測。然後按照受試者對問卷及測驗內容與方式提出的建議

進行修改。 

 

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適用的工具如下： 

一、問卷調查 

由於本研究使用 Google Docs 網路的線上調查。透過 Google Docs 網站

的功能可以快速製作問卷，並直接將網址給研究對象，受試者填好之後馬

上可以在網路上看到填表數、回應內容與簡單的統計。 

Google Docs 線上調查的主要優點為: (1)節省費用，(2)在較短時間內可

以調查大量受訪者，(3)可讓受訪者有足夠時間作答，(4)受訪者可保有隱私

權，(5)受訪者可在自己方便的時間內作答，(6)受訪者可理解系列問題之間

的關係，(7)受訪者較不易受到研究者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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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聽寫測驗 

本研究的聽寫測驗利用 Lingt Classroom 網站提供的平台，受試者只要

有網路與麥克風即可以在家自行完成。 

Lingt Classroom 是一個提供教師設置線上活動與作業平台，聽說讀寫

四種類型都適用。教師可適用圖片或影片布置多媒體活動，只要建立課程

或作業後，將網址給學生，他們不須註冊或登入便可使用。除此之外，教

師還可以直接於平台上給個別學生書面或口語的回饋。 

三、發音測驗 

本研究的發音測驗利用 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s (RIA) ，RIA 是免費

線上數位學習系統。教師建立課程後，課程連接給學生，他們在家就可也

完成此課程習題。使用 RIA 所建置的系統，其回應與互動功能不僅易於使

用，且能多元化的呈現操作介面，讓使用者在操作網頁應用程式的同時，

亦有如操作桌面應用程式一般，以迅速反應使用者的操作且提供立即性的

回應，可隨時依照使用者的需求，提供其最適合的功能及資訊，所以使用

者可因此減少學習、適應與操作應用系統的時間，且提高其使用網頁應用

程式的效率，進而讓使用者更樂意於與網路各種應用系統互動。 

 

第六節  研究資料蒐集 

 由於距離的關係，筆者在台灣進行研究，而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就

讀於白俄羅斯明斯克語研大學，故本研究採用線上工具蒐集資料，請受試

者使用網路，接著點選測驗網址連結，在家完成測驗。 

一、問卷調查 

請受試者連結以下網址進入測驗網站填選線上問卷。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v_F3lzAc0QNtMrmnKiIQyKtfSkHcM

MSl6cgUb3db-E/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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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聽寫測驗 

請受試者上測驗網址  http://lingtlanguage.com/Katerina_tw/ 先點選 

Согласны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的班級，再點選 Тест на аудирование 進入聽

寫測驗。首先請學生研讀聽寫測驗的說明，檢查喇叭的音量和鍵盤輸入語

言。接下來，受試者按下螢幕開始鍵，錄音檔就開始呈現。受試者會聽到

每題音檔播放一次，接著按照聽到的華語音以漢語拼音在下方空白處填寫

所聽到的答案。由於本測驗的研究目標為華語輔音，作答時學生不用表示

聲調。完成聽寫測驗後，受試者按下提交鍵，輸入名字，若想收到測驗的

結果請輸入電子郵件信箱。 

三、發音測驗 

請受試者上測驗網址  http://clear.msu.edu/mashups/23821進入發音測

驗。首先請受試者研讀發音測驗的說明，以及檢查麥克風的設定。接著，

受試者按下 Audiobox 開始鍵，請輸入名字(若想收到測驗的結果，請輸入

電子郵件信箱)。接下來，學生會進入到錄音開始的畫面後，即可依畫面上

之顯示開始錄音。結束後按下儲存鍵，測驗結果將會寄出。 

 

第七節  分析方法 
一、聽聲分析 

以通過雙耳的播放為手段，對受試者的錄音語音語料進行分析。為求

分析學生語音偏誤的標準性，分析者必須具有一定的條件才符合研究信

度。本研究邀請三位華語為母語，曾通過「華語口語與表達」測試，目前在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所的研究生參與本實驗，並做為評判標準。分析

者利用聽音量表，對受試者的語音進行偏誤分析，以及指出偏誤特徵類

型。偏誤指定與分析說明如下：以華語輔音聲母為重點，忽視韻母及聲調

的偏誤，將聽辨結果分為對、錯兩種，並紀錄偏誤語音，附加以文字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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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  

(一) 對回收問卷當中的輔音難點，以及學生對於華語語音學習經驗進

行統計。 

(二) 對聽寫測驗中的輔音偏誤做出統計，並分出偏誤類別。 

(三) 對發音測驗中的輔音偏誤統計做出，並分出偏誤類別。 

三、 比較 

  (一) 對照問卷調查、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結果，了解受試者認知上

難點、聽覺和發音方面的偏誤是否有一致性。 

  (二) 對照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偏誤，了解聽力能力語發音能力的關

聯。 

  (三) 對照過去研究與本研究發現的輔音偏誤，了解符合程度。 

四、 聲譜圖分析  

 歸納出受試者輔音偏誤類別，並以 Praat 軟體進行偏誤解釋與分析。 

 70 



第五章  研究結結果分析與討論 
 

第五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問卷結果分析 

問卷問題包含學生基本資料、語音學習調查，以及輔音學習難點三部

分。問卷調查對象為 26 位俄語母語者，目前在明斯克國立語言大學就學，

華語程度為中級。本節將問卷調查三部分的結果個別分析及進行簡單討

論。 

 

一、基本資料資料  

1. 性別 

表五-1  受試者性別統計表 

性別 女 男 
人數 21 5 
百分比 81% 19% 

學生性別多為女性 21 位，男性學生 5 位。 

2. 年齡 

本問卷的對象年齡為 21 – 25 歲之間。 

3. 國籍 

表五-2  受試者國籍統計表 

國籍 白俄羅斯 其他(俄羅斯) 
人數 24 2 
百分比 93% 7% 

學生國籍 93% (24 位)為白俄羅斯，7% (2 位)為俄羅斯。由於白俄羅斯

人口共有 100 多個民族，其中主體民族白俄羅斯族占 83.4%，俄羅斯族占

8.2% (2012年)，此外，2012年在白俄羅斯大學就學2163位俄羅斯學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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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對象 26 位之間有 2 位俄羅斯學生。 

4. 母語(複選) 

表五-3  受試者母語統計表 

母語 俄語 其他(白俄羅斯語) 
人數 26 2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語兩者都為白俄羅斯官方語言，但是民間語言還是

俄語。因此，26 位學生都勾選俄語為自己的母語，而認定兩種語言為母語

只有 2 位學生。 

5. 初學華語年齡 

表五-4  受試者初學華語年齡統計表 

年齡 0 - 7 8 - 12 13 - 17 18 - 25 26 以上 
人數 0 0 5 21 0 
百分比 0% 0% 19% 81% 0% 

本問卷受試者都於大學階段接觸華語，因此初學華語年齡有 81%介於

18 – 25 歲之間，19% 在 13 – 17 歲之間。 

6. 學習華語時間 

表五-5  受試者學習華語年齡時間統計表 

時間 1 年以下 1 – 2 年 3 – 4 年 5 年以上 
人數 0 13 13 0 
百分比 0% 50% 50% 0% 

問卷受試者為二、三年級的學生，因此 50% 學習華語時間為 1 – 2 年

之間，50%為 3 – 4 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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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華語地區學習華語經驗 

表五-6  受試者在華語地區學習華語經驗統計表 

在華語地區學習華語經

驗 
是 否 

人數 10 16 
百分比 38% 62% 

26位受試者其中 10位學生去過中國大陸留學，在華語地區學習時間為

一個月到六個月。 

 

二、華語語音學習 

1. 學習華語發音標準重要性 

 
圖五-1 問卷調查之學習華語發音標準重要性 

關於華語發音標準重要性，77% 學生認為，學習語音很重要，12% 

認為重要和 12% 一般重要。如此結果顯示，華語語音學習在學生認知中的

重要性很高，多數學習者希望將華語語音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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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俄語語音對華語語音影響 

 
圖五-2 問卷調查之俄語語音對華語影響 

根據圖五-2 可得出，8%學生認為，俄語語音對自己的華語語音有很大

影響，12%學生認為有相當影響，31%學生認為有一些影響，38%學生認為

有很小影響和 12%認為不影響。由此可推論，沒有專業知識的學生很難判

定俄語語音是否對華語語音有影響。 

3. 上課時，教師採用的語音教學方法(複選) 

表五-7  問卷調查之教師採用的語音教學方法 

語音解釋

方法 
教師正確

地多次示

範發音 

以學生母

語解釋發

音方法 

以華語解

釋發音方

法 

使用口腔

結構圖 
其他 

人數 25 13 7 8 0 
百分比 47% 25% 13% 15% 0% 

針對在上課教師採用的語音教學方法，47%學生表示，教師最常用的

教學方法是正確地多次示範發音。此外，25%學生勾選以學生母語解釋發

音方法，13%學生以華語解釋發音方法，以及 15%學生使用口腔結構圖。

可見傳統語音教學方法發音示範仍在華語語音教學中占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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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語音教學方法有效性(複選) 

表五-8  問卷調查之語音教學方法有效性 

語音解釋

方法 
教師正確

地多次示

範發音 

以學生母

語解釋發

音方法 

以華語解

釋發音方

法 

使用口腔

結構圖 
其他 

人數 22 17 3 13 3 
百分比 38% 29% 5% 22% 5% 

關於語音教學方法的有效性，大多數學生(22 位)同意教師正確地多次

示範發音方法是最有效的，占 38%。以學生母語解釋發音方法與使用口腔

結構圖方法亦占重要地位，相應的 29% 與 22%。以華語解釋發音方法只占

5%。因此可得，學生選擇教師以他們的母語來解釋發音，不希望教師以華

語解釋發音。此外，學生認為使用口腔結構圖教學方法有效性也很高

(22%)，不過教師在課上使用該教學方法比率只占 15%。 

5. 練習發音方法有效性 (勾選三種) 

表五-9  問卷調查之練習發音方法有效性 

練習 
方法 

模仿 
跟讀 

音近

詞朗

讀 

聽音 
辨調 

朗讀

句子

文章 

聽廣

播 
看電

視 
和華

語母

語者

聊天 

其他 

人數 18 11 10 5 9 14 21 16 
百分比 17% 11% 10% 5% 9% 13% 20% 15% 

按照學生勾選的答案，最有效的練習發音方法是和華語母語者聊天及

模仿跟讀，相應的 20% 與 17%，看電視練習發音方法占 13%，音近詞朗讀

方法占 11%，聽音辨調方法占 10%，聽廣播方法占 9%以及朗讀句子文章占

5%。此外，15%學生還提到其他發音練習方法。由此結果表示，非常高比

率的受試者會選擇和華語母語者聊天為練習發音方法，模仿身邊母語者之

發音，可見環境對學習者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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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發音糾正期待 

 
圖五-3 問卷調查之發音糾正期待 

學生都認為教師應該對他們發生偏誤的情況有反應，但期待性卻不

同。69% 學生希望教師經常糾正，學生一發偏誤，教師立刻糾正；19% 

學生認為，教師應該常糾正；8% 學生認為應該有時糾正；而對 4% 學生

偶爾糾正才是適當的糾正。因此，筆者認為教師應該對學生發音糾正有針

對性，以學生期待作為教師遵循的教學原則。 

7. 學習華語語音經驗(複選) 

表五-10  問卷調查之學習華語經驗 

學習華語 
語音經驗 

修過華語語

音的課程 
華語教材裡

面學習的 
教師補充材

料裡學習的 
其他 

人數 16 9 3 1 
百分比 55% 31% 10% 3% 

由於本問卷受試者來自兩個不同的學院，加上學生自學方法，受試者

的學習華語語音經驗不同。55% 學生修過華語語音的課程，31% 學生從

華語教材裡面學習的，10% 學生從教師補充材料裡學習的，以及 3% 學生

勾選其他學習來源。 

8. 學習華語語音採用的教科書 

學習華語語音時，學生採用的教科書提到以下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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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1  問卷調查之學習華語採用的教科書 

 教科書名 教科書類型 
1. 何平主編。漢語語音教程， 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6。 
專門華語語音教材 

2. Спешнев Н.А. Введение в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СПб.: КАРО, 2006. 

專門華語語音教材 

3. 李曉琪。博雅漢語 1 – 4 冊，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4。 
綜合華語教材(課前設立

單獨的語音部分) 
4. 康玉華、來思平。漢語會話 301 句，北京

語言大學出版社， 2006。 
綜合華語教材(前三課中

介紹華語語音規則與發

音) 
5. 劉珣主編。新實用漢語課本(俄文註釋

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8。 
綜合華語教材(前六課中

介紹華語語音規則與發

音) 

6. Кондрашевский А.Ф., Румянцева М.В., 
Фролова М.Г.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издание), 
Восточное издание, 2013. 

綜合華語教材(每一課包

含語音介紹與練習部分) 

由表五-11 可得，學習華語語音時，學生採用的書籍包含專門華語語音

教材與綜合華語教材。專門華語語音教材比較詳細介紹語音規則，對比華

俄語語音，提供豐富多種練習。綜合華語教材據安排語音部分方式分為三

種：語音部分單獨在於所有課前；語音部分在於前三至六課中；語音部分

在於每一課中。 

9. 華語語音課程成立必要性 

表五-12  問卷調查之華語語音獨立專門課程成立必要性 

必要性 需要 不需要 
人數 23 3 
百分比 88% 12% 

針對是否需要開獨立華語語音課程，88% 學生認為，需要開獨立課

程，12% 學生認為不需要。可見，大多數學生同意華語語音需要開獨立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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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華語語音需不需要分為獨立專門課程原因 

關於需要或不需要將華語語音分為獨立專門課程的原因，學生提到一

下幾個原因： 

表五-13  華語語音需不需要分為獨立專門課程原因 

需要分為獨立專門課程原因 不需要分為獨立專門課程原因 

1.華語語音在華語教學中占重要

地位。 

2.華語音很難學。由於華語是一

種聲調語言，而俄語無聲調語

言，對於俄語母語者該華語語音

方面很難掌握，因此需要經過專

門教學。 

3.華語發音情況對口語水平與聽

力水平有很大的影響，若發音或

聽力不好，無法進行交際。 

1. 為了將華語語音學好，最初的

二到四個星期語音教學階段或綜

合華語教材裡面語音章節足夠。 

因此可推論，大多數學生同意，由於華語語音在華語教學中占重要地

位，影響聽說水平，再加上華語語音一些特徵，如聲調、變調等等，需要

將華語語音分為獨立專門課程。但也有少數學生認為，華語語音不需要分

為專門獨立課程，因為了將華語語音掌握好最初的二到四個星期語音教學

階段或綜合華語教材裡面語音章節足夠。 

 

三、華語輔音難點 

以下表五-14 呈現學生華語輔音難點認知統計結果，目的是了解學生對

華語輔音的想法，不代表學生認為難點就有偏誤現象發生，或是學生認為

簡單的語音，發音時就沒有偏誤現象發生。本研究希望除了從研究者角度

分析輔音偏誤特徵，也從學習者的角度出發，做為教學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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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4  華語輔音難點認知統計結果 

輔音 國際 

音標 

很容

易 

1 

容易 

2 

普通 

3 

難 

4 

很難 

5 

平均 

難度 

標準

差 

b /p/ 54% 38% 4% 0% 4% 1.62 0.80 

p /pʰ/ 58% 23% 19% 0% 0% 1.61 0.62 

m /m/ 81% 19% 0% 0% 0% 1.19 0.15 

f /f/ 77% 19% 4% 0% 0% 1.27 0.28 

d /t/ 42% 38% 15% 4% 0% 1.79 0.69 

t /tʰ/ 38% 46% 15% 0% 0% 1.75 0.48 

n /n/ 65% 35% 0% 0% 0% 1.35 0.23 

l /l/ 58% 42% 0% 0% 0% 1.42 0.24 

g /k/ 31% 46% 15% 4% 4% 2.04 0.98 

k /kʰ/ 46% 27% 23% 0% 4% 1.89 1.04 

h /x/ 65% 31% 4% 0% 0% 1.39 0.32 

j /tɕ/ 19% 35% 19% 23% 4% 2.58 1.32 

q /tɕʰ/ 15% 23% 27% 31% 4% 2.86 1.28 

x /ɕ/ 38% 35% 8% 15% 4% 2.12 1.41 

zh /tʂ/ 35% 35% 27% 0% 4% 2.06 0.98 

ch /tʂʰ/ 23% 38% 31% 4% 4% 2.28 0.98 

sh /ʂ/ 46% 31% 19% 0% 4% 1.85 0.99 

r /ʐ/ 15% 8% 50% 12% 15% 3.04 1.4 

z /ts/ 38% 23% 27% 8% 4% 2.17 1.3 

c /tsʰ/ 27% 23% 42% 4% 4% 2.35 1.09 

s /s/ 46% 35% 15% 0% 4% 1.81 0.93 

此研究有關華語輔音難點設計的向度由1代表很簡單至5代表很難。由

表五-14可得，學生對於華語輔音的難度認知在最低1.19至最高3.04之間，

標準差介於 0.15 至 1.41，並沒有 4 以上的平均值，如此結果顯示，對於輔

音發音多數學生並不覺得非常難。現以表五-15 標示出平均心理認知難易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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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討論不同難度範圍內輔音特徵。 

表五-15  華語輔音心理認知難易度 
類 心理認知 

難易度 

輔音 

1 1 – 2 b /p/、p /pʰ/、m /m/、f /f/、d /t/、t /tʰ/、n /n/、l /l/、k /kʰ/、
h /x/、sh /ʂ/、s /s/ 

2 2.1 – 3 g /k/、j /tɕ/、q /tɕʰ/、x /ɕ/、zh /tʂ/、ch /tʂʰ/、z /ts/、c /tsʰ/ 
3 3.1 – 4 r /ʐ/ 

 

筆者將輔音的難度區分為 3 類。第一類為心理認知難易度介於 1 至 2

之間者，這些輔音為與俄語輔音相似的 b /p/、m /m/、f /f/、d /t/、n /n/、l 

/l/、h /x/、sh /ʂ/、s /s/音、以及送氣音p /pʰ/、t /tʰ/和k /kʰ/。此外，可以發現

與俄語完全相同或差異很小的音 m /m/、f /f/、n /n/、l /l/的難度認知皆介於

1 – 1.5 之間，而與俄語差異比較大的清音 b /p/、d /t/ /和送氣音 p /pʰ/、t 

/tʰ/、k /kʰ/介於1.6 – 2之間。第二類為心理認知難易度介於2.1至3之間者，

輔音包含 g /k/、j /tɕ/、q /tɕʰ/、x /ɕ/、zh /tʂ/、ch /tʂʰ/、z /ts/、c /tsʰ/音，除了

與俄文相似的 g /k/音，其他都是俄語沒有的音。第三類為心理認知難易度

介於 3.1 至 4 之間者，輔音為俄語沒有的舌尖後音 r /ʐ/。 

由此分類結果可看出，學習者對於輔音難度的認知與其母語有密切的

關係。華語有而俄語沒有的輔音難度較高，華俄語有相似的輔音難度次

之。 

 

第二節  聽寫測驗結果 

本研究採用聽寫測驗來評估學習者輔音聽寫的能力，找出俄語母語者

學習華語輔音聽力偏誤。本節偏誤統計說明受試者在聽寫測驗偏誤為何。

表五-16為聽寫測試結果表，橫向為 8位受試者A–H代號，縱向為 21個華

語輔音。表格中的數字表示學生輔音有聽寫偏誤現象。且由於在測驗中每

一個華語輔音出現兩次，數字「1」和「2」表示輔音偏誤次數。最右邊統計

為個輔音測驗中出現次數 (2x8=16)、偏誤數量及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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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6  聽寫測驗結果 

輔音 
國際

音標 
偏誤

現象 A B C D E F G H 

出

現 
次

數 

偏

誤

數

量 

偏誤 
比率 

% 

b /p/          16 0 0% 

p /pʰ/ b/p/ 1  1 1    2 16 5 31.25% 

m /m/ n/n/ 1        16 1 6.25% 

f /f/          16 0 0% 

d /t/          16 0 0% 

t /tʰ/          16 0 0% 

n /n/          16 0 0% 

l /l/ m/m/     1    16 1 6.25% 

g /k/          16 0 0% 

k /kʰ/          16 0 0% 

h /x/          16 0 0% 

j /tɕ/     1     16 1 0% 

q /tɕʰ/          16 0 0% 

x /ɕ/ s/s/ 1        16 1 6.25% 

zh /tʂ/          16 0 0% 

ch /tʂʰ/          16 0 0% 

sh /ʂ/          16 0 0% 

r /ʐ/          16 0 0% 

z /ts/ c /tsʰ/  1  1 1   1 16 4 25% 

c /tsʰ/          16 0 0% 

s /s/          16 0 0% 

由表五-16 看出受試者聽寫偏誤不多。送氣塞音 p /pʰ/和塞擦音 z /ts/偏

誤率最高 –送氣塞音 p /pʰ/偏誤比率為 31.25%，塞擦音 z /ts/比率為 25%，

學生將塞送氣音 p /pʰ/聽成不送氣音 b /p/，將不送氣塞擦音 z /ts/聽成送氣塞

擦音 c  /tsʰ/。因此可推論，學習者在兩送氣對立聽寫上卻有難點存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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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測驗顯示出聽寫偏誤有 m /m/、l /l/、x /ɕ/輔音，但其偏誤率只有 6.25%

之高，少數學生將這些音聽成發音相似的音 n /n/、m /m/、s /s/。 

 

第三節  發音測驗結果 

本研究採用發音測驗來找出中級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學習者輔音發音

偏誤，再進行偏誤統計與分類。三位分析者以通過雙耳的播放為手段，利

用聽音量表，對受試者的輔音進行偏誤分析，以及指出偏誤特徵類型。 

筆者進行三位審聽人聽聲結果統計時，以兩位審聽人視為偏誤者，進

入偏誤統計。表五-17 為發音測試結果表，橫向為 8 位受試者 A–H 代號，

縱向為 21 個華語輔音。表中的數字表示學生輔音發音有偏誤現象。由於在

測驗中每一個華語輔音出現兩次，數字「1」和「2」表示輔音偏誤次數。最

右邊統計為個輔音測驗中出現次數(2x8=16)、偏誤數量及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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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7  發音測驗結果 

輔音 
國際

音標 A B C D E F G H 
出現

次數 
偏誤

數量 
偏誤 
比率% 

b /p/   1 1   2  16 4 25% 

p /pʰ/   1      16 1 6.25% 

m /m/         16 0 0% 

f /f/         16 0 0% 

d /t/    2  1  1 16 4 25% 

t /tʰ/         16 0 0% 

n /n/         16 0 0% 

l /l/         16 0 0% 

g /k/    2   2 1 16 5 31.25% 

k /kʰ/     1    16 1 6.25% 

h /x/         16 0 0% 

j /tɕ/  1  1     16 2 12.5% 

q /tɕʰ/         16 0 0% 

x /ɕ/    1     16 1 6.25% 

zh /tʂ/ 1   1    1 16 3 18.75% 

ch /tʂʰ/ 1   1    1 16 3 18.75% 

sh /ʂ/ 2   1 1 1   16 5 31.25% 

r /ʐ/         16 0 0% 

z /ts/    2 1  2 2 16 7 43.75% 

c /tsʰ/   1 1 1 1  1 16 5 31.25% 

s /s/        0 16 0 0% 

由表五-17 可得，學生華語輔音發音偏誤比率為 0 – 38.8%之間，此結

果顯示，中級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對個輔音發音掌握程度不同。表五-18

將華語輔音按偏誤比率分為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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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8  發音測驗之華語輔音偏誤比率 

 偏誤比率 華語輔音 

1. 0% – 10% p /pʰ/、m /m/、f /f/、t /tʰ/、n /n/、l /l/、k /kʰ/、h /x/、
q /tɕʰ/、x /ɕ/、r /ʐ/、s /s/ 

2. 11% – 20% j /tɕ/、zh /tʂ/、ch /tʂʰ/  
3. 21% – 30% b /p/、d /t/ 
4. 31% – 40%  g /k/、sh /ʂ/、c /tsʰ/ 
5. 41% – 50% z /ts/ 

第一類偏誤比率為 0% 至 10% 之間者，這些輔音包含 p /pʰ/、m /m/、f 

/f/、t /tʰ/、n /n/、l /l/、k /kʰ/、h /x/、q /tɕʰ/、x /ɕ/、r /ʐ/、s /s/。第二類偏誤

比率為 11% 至 20% 之間者，輔音包含 j /tɕ/、zh /tʂ/、ch /tʂʰ/。第三類為

21% 至 30% 之間者，輔音包含 b /p/、d /t/。第四類為 30% 至 40% 之間

者，輔音包含 g /k/、sh /ʂ/、c /tsʰ/。第五類為 41% 至 50% 之間者，只有一

個輔音 z /ts/。 

由此分類結果可看出，學習者輔音發音偏誤與其母語關係不明顯。如

華語輔音 r /ʐ/在學生認知上輔音 r /ʐ/是心理認知難易度最高的華語輔音，但

是其輔音偏誤比率為 0%。此外，華語輔音 sh /ʂ/發音與俄語輔音 ш /ʂ/發音

很相似，認知上其輔音發音亦沒有問題，但發音測驗結果顯示，俄語為母

語華與學習者對輔音 sh /ʂ/掌握不佳。 

 

第四節  偏誤類型與特徵 
一、偏誤類型 

表五-19 呈現發音測驗中受試者所有的輔音偏誤類型： 

表五-19  發音測驗之偏誤類型 

輔音偏誤 偏誤類型 
送氣不送氣音偏誤 p /pʰ/、k /kʰ/、ch /tʂʰ/、 

c /tsʰ/ - 發成未送氣或送氣不足的音 
清音濁音化 b /p/、d /t/、g /k/、j /tɕ/、zh /tʂ/、z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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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成濁音 
舌尖後音與舌尖前音混淆 zh /tʂ/、ch /tʂʰ/、 sh /ʂ/ - 發成舌尖前

音或舌尖後與舌尖前之間的音 
舌面音與俄語軟輔音混淆 j /tɕ/、x /ɕ/ -  發成俄語軟輔音 д 

/dʲ/ 、c /sʲ/ 
 
 
二、偏誤特徵 

本研究將發音測驗偏誤類型分類並以受試者聲譜圖與母語者比較，描

述所列的輔音偏誤。 

     (一) 送氣音與不送氣音 

受試者在發音測驗表現，對於華語送氣與不送氣音掌握不佳。華語與

俄語最大的不同點之一在於華語的送氣音與不送氣音是對立的，在華語音

上有區別辨意的作用。然而在俄語中並無送氣音。因此，發音測驗結果表

示，俄語母語者發華語送氣音時會將送氣音念成不送氣音，如 p/pʰ/念成 p 

/p/；或發送氣音時送氣不足。因此，會念成一個介於送氣和不送氣之間的

音，如 c /tsʰ/念成 z /ts/和 c /tsʰ/之間的音。 

表五-20  發音測驗之送氣音偏誤比率(發音方法) 

輔音 p /pʰ/ t /tʰ/ k /kʰ/ q /tɕʰ/ ch /tʂʰ/ c /tsʰ/ 
偏誤比率 6.25% 0% 6.25% 0% 6.5% 31.25% 

從表五-20 可看出，偏誤比率最高的輔音是送氣音 c /tsʰ/偏誤比率為

31.25%，輔音 p /pʰ/、k /kʰ/和 q /tɕʰ/的偏誤比率為 6.25%，輔音 t /tʰ/和 q /tɕʰ/

的偏誤比率為 0%。 

由於送氣與不送氣塞音和送氣與不送氣塞擦音在聲譜圖表現不同，我

們分開來看這兩種輔音。 

塞送氣與不送氣音在成阻階段一樣，成阻形式不同，主要就是在阻礙

放開後是否繼續有一段摩擦出現。不送氣塞音破裂後直接出現元音共振峰

橫槓或經過一個極短的無聲段(不到 10ms)後接共振峰橫槓，而送氣塞音阻

礙破裂後則有一段摩擦。這表明，不送氣塞音極短，聲源單一，即只有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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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部位的破裂聲源；送氣音則不同顯示，破裂之後有一個 50ms 以上的亂

紋，再接共振峰橫槓，這表明送氣塞音較長，破裂後有摩擦。送氣塞音與

不送氣塞音的單一聲源不同，它有兩個聲源，即在相應不送氣音的破裂之

外，還有一個摩擦聲源。 

塞擦音由於破裂後本身就有摩擦段，在加上送氣段摩擦，情況較送氣

塞音要複雜一些。不送氣塞擦音破裂時阻礙不完全消失，仍在一段程度上

維持，因此形成同部位摩擦。送氣與不送氣塞擦音主要差別表現摩擦段的

長短上。有研究顯示(吳宗濟、林茂燦 1989)，不送氣塞擦音的時長在 80ms

左右，而送氣塞擦音時長在 180ms 左右。 

以下就送氣音與不送氣音的偏誤，以聲譜圖各舉一例描述偏誤現象。 

1. 送氣音 p /pʰ/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C 

pù → [pʰ] pù → [pʰ] ~ [p] 

  
從聲譜圖可明顯看出亂紋現象，表示

阻礙破裂後有摩擦，是送氣部分，再

接共振峰橫槓，VOT = +15.6。 

人耳聽辨為不送氣音，從聲譜圖可看

出亂紋階段，但是摩擦時長比母語者

段，這可判定為弱送氣，VOT = 
+3.5。 

圖五- 4 送氣音 p /pʰ/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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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氣音 k /kʰ/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E 

kù → [kʰ] kù → [k] 

  
送氣音，阻礙破裂後有一段摩擦，表

現為亂紋，VOT = +14.3。 
語圖顯示為不送氣塞音，破裂後直接

出現元音共振峰橫槓，VOT = 0。 

圖五- 5 送氣音 k /kʰ/偏誤聲譜圖 

3. 送氣音 ch /tʂʰ/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H 

chì → [tʂʰ] chì → [tʂ] 

  
塞擦音本身摩擦段在加上送氣段

摩擦，在聲譜圖表現為較長的摩擦

段(亂紋部分)，說明是一個送氣

音，VOT = +26.4。 

從聲譜圖可看出亂紋階段，VOT = 
+8.7，摩擦時長等於不送氣塞擦

音。因此，亂紋階段是塞擦音的摩

擦，而不是送氣的摩擦。 

圖五- 6 送氣音 ch /tʂʰ/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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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氣音 c /tsʰ/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H 

cì → [tsʰ] cì → [tsʰ] ~ [tsʰ] 

  
送氣音，塞擦音本身摩擦段在加上

送氣段摩擦，在聲譜圖表現為較長

的摩擦段，VOT = +20.2。 

從聲譜圖可明顯看出亂紋現象，

VOT =+10.3，摩擦時長只到母語者

的一半，可判定為弱送氣音。 

圖五- 7 送氣音 c /tsʰ/偏誤聲譜圖 

(二) 清音與濁音 

本研究發現很多受試者將華語清音發成濁音的偏誤現象，包含 b /p/、d 

/t/、g /k/、j /tɕ/、zh /tʂ/、z /ts/輔音，受試者的偏誤明顯受母語影響而以俄

語代替。華語輔音多為清音，濁音只有少部分如 m /m/、n /n/、l /l/、r /ʐ/為

濁音。俄語有清濁音的對立，而華語卻只有舌尖後擦音存在清濁對立。舌

尖後清擦音是 sh /ʂ/，舌尖後濁擦音是 r /ʐ/。其他塞音、塞擦音和擦音只有

清聲母而沒有相對立的濁音。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由於自己的母語中有

許多濁音輔音，因而習慣於將華語的一些清輔音濁化，這些被濁化的輔音

都是不送氣的。 

表五-21  發音測驗清音之偏誤比率(發音方法) 

輔音  b /p/ d /t/ g /k/ j /tɕ/ zh /tʂ/ z /ts/ 
偏誤比率 25% 25% 31.25% 6.25% 18.75% 43.75% 

表五-21 顯示，受試者對華語清音掌握不佳，偏誤比率相當高，雖然在

俄語裡有和華語不送氣塞清音 b /p/、d /t/、g /k/相同的音，但受試者對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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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輔音也呈現不穩定的表現。 

清音聲母與濁音聲母在聲譜圖表現不同。清聲母發音時聲帶不顫動，

因而在語圖底線上沒有共振峰或嗓音橫槓出現，表示嗓音尚未開始。而濁

輔音除阻發音之前，聲帶已經開始振動，因此在語圖輔音除阻的表現之前

底線上已經出現嗓音橫槓。 

以下將濁音偏誤各舉一例以母語聲譜圖作對照描述說明： 

2. 清音 b /p/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G 

bī → [p] bī → [b] 

  
從語圖上可以看到寬帶譜上的衝直

條，這是塞音 b /p/除阻的瞬間。在

這之前底線上沒有嗓音橫槓，表示這

是清音，VOT = 0。 

在代表輔音除阻的衝直條產生之

前底線上已經出現了嗓音橫槓，

表示輔音除阻發音之前，聲帶已

經開始顫動，VOT = - 8.6，說明受

試者將清 b /p/發成濁音。 

圖五- 8 清音 b /p/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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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音 d /t/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G 

dù → [t] dù → [d] 

  
語圖底線上沒有共振峰或嗓音橫槓

出現，VOT = 0。 
語圖在塞音除阻前有聲帶振動的

橫槓，顯示為濁音 VOT = - 7.6。 

圖五- 9 清音 d /t/偏誤聲譜圖 

4. 清音 g /k/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G 

gù → [k] gù → [g] 

  
母語者的 g /k/在除阻前沒有任何橫

槓，是一個清音，VOT = 0。 
衝直條產生之前底線上已經出現

了嗓音橫槓，表示有濁音現象，

VOT = - 6.7。 

圖五- 10 清音 g /k/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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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音 j /tɕ/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B 

jū → [ɕ] jū → [dɕ] 

  
塞擦音 j /tɕ/的亂紋區之前或下面底

線上並無嗓音橫槓，說明輔音發的

是清音， VOT = 0。 

亂紋區之前底線上可看出聲帶振

動的橫槓，顯示受試者將清音發成

濁音，VOT = - 8.1。 

圖五- 11 清音 j /tɕ/偏誤聲譜圖 

6. 清音 zh /tʂ/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B 

zhì → [tʂ] zhì → [dʒ] 

  
亂紋區之前或下面底線上沒有任

何橫槓，是一個清音，VOT = 0。 
從語圖上可以看到亂紋區之前出

現了嗓音橫槓，VOT = -12.0，負值

VOT 為典型的濁音。 

圖五- 12 清音 zh /tʂ/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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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音 z /ts/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H 

zì → [ts] zì → [dz] 

  
從聲譜圖可明顯看出亂紋區之前

底線上並無嗓音橫槓，表明為清

音，VOT = 0。 

如語圖所是，有一在亂紋區前聲帶

振動的橫槓，顯示為濁音，VOT = 
-9.0。 

圖五- 13 清音 z /ts/偏誤聲譜圖 

(三) 舌尖後音偏誤 

舌尖後音是許多外國學習者共同的語音難點，透過本研究發現，中級

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也有相同的困難。受試者常將 zh /tʂ/念成介於 zh /tʂ/

和 z /ts/之間的音，將 ch /tʂʰ/念成介於 ch /tʂʰ/和 c /tsʰ/之間的音，將 sh /ʂ/ 念

成介於 sh /ʂ/和 s /s/之間的音。學生傾向於將舌尖後音發成舌尖「中」音，

也就是所謂的「不到位」，應該翹舌的舌尖後音舌位不夠後面，多介於中間

的位置。 

表五-22  發音測驗之舌尖後音偏誤比率(發音部位) 

輔音 zh /tʂ/ ch /tʂʰ/ sh /ʂ/ r /ʐ/ 

偏誤比率 12.5% 12.5% 31.25% 0% 

從表五-22可得出，舌尖後輔音 zh /tʂ/、ch /tʂʰ/、sh /ʂ/偏誤比率為12.5% 

~ 31.25% 之間，表示受試者對這些輔音表現不穩定。而對輔音 r /ʐ/受試者

居然呈現程度很高的掌握，偏誤比率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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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輔音 zh /tʂ/、ch /tʂʰ/和 z /ts/、c /tsʰ/都是塞擦音，發音方法是相同

的，但是發音部位不同，輔 zh /tʂ/和 ch /tʂʰ/是舌尖後音，而輔音 z /ts/和 c 

/tsʰ/是舌尖前音。輔 sh /ʂ/和 s /s/在發音方法也是相同的音，兩者皆為擦音，

不同點在於發音部位，輔音 sh /ʂ/是舌尖後音，而輔 s /s/是舌尖前音。因

此，舌尖後音與舌尖前在聲譜圖表現也不同。塞擦音與擦音在語圖上表現

為摩擦階段，不過舌尖後音亂紋的頻率下限較高，而且衝直條也比較完

整，強頻集中區在上面與中間的位置，而舌尖前音亂紋的頻率下限比舌尖

後音低，衝直條也亦沒有達到舌尖後音完整的程度，這表示舌尖後音的強

度比舌尖前音高，強頻集中區在上面。 

以下將舌尖後音偏誤各舉一例以母語聲譜圖作對照描述說明： 

 

1. 舌尖後音 sh /ʂ/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D 

shì → [ʂ] shì → [ʂ] ~ [s] 

  
舌尖後塞擦音 sh /ʂ/的亂紋頻率下限

很低，且衝直條也完整，強頻集中

區在上面與中間的位置。 

亂紋頻率下限比母語者高，衝直條

比較淡，強頻集中區在上面，顯示

為舌尖後與舌尖前之間的音。 

圖五- 14 舌尖後音 sh /ʂ/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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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舌尖後音 zh /tʂ/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D 

zhì → [tʂ] zhì → [ts] 

  
在語圖上可看出很典型的舌尖後

音，亂紋頻率下限很低，且衝直條

也完整，強頻集中區在上面與中間

的位置。 

亂紋頻率下限比母語者高，衝直條

比較淡，並強頻集中區在上面，顯

示為舌尖前音。 

圖五- 15 舌尖後音 zh /tʂ/偏誤聲譜圖 

3. 舌尖後音 ch /tʂʰ/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A 

chì → [tʂʰ] chì → [tʂʰ] ~ [tsʰ] 

  
舌尖後音 ch /tsʰ/的亂紋頻率下限很

低，且衝直條也完整，強頻集中區

在上面與中間的位置。 

受試者發的舌尖後 ch /tsʰ/輔音的亂

紋頻率下限比母語者高，衝直條比

較淡，強頻集中區在上面，顯示為

舌尖後與舌尖前之間的音。 

圖五- 16 舌尖後音 ch /tsʰ/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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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舌面音偏誤 

俄語裡軟輔音 д /dʲ/ 、т /tʲ/和 с /sʲ/的發音與華語輔音 j /tɕ/、q /tɕʰ/和 x /ɕ/

的發音相似，華語輔音 j /tɕ/和 q /tɕʰ/是舌面塞擦音，輔音 x /ɕ/是舌面擦音，

而俄語軟輔音 д /dʲ/ 、т /tʲ/是前舌與舌面塞音，軟輔音 с /sʲ/是前舌與舌面擦

音。軟輔音的特點與硬輔音的不同點就是發軟輔音時，舌面會向上抬起，

因此俄語軟輔音發音與華語舌面音很相似，只不過發俄語軟輔音 д /dʲ/ 、т 

/tʲ/和 с /sʲ/除了舌面向上抬起，前舌也一起抬起。 

因此，本測驗發現，一些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時，受到母語影響，發

華語舌面輔音將舌面和舌尖向上一起抬起，因此將華語輔音 j /tɕ/、q /tɕʰ/和

x /ɕ/念成俄語軟輔音 д /dʲ/、т /tʲ/和 с /sʲ/。分析者將這種偏誤描述為 j /tɕ/和 z 

/z/之間的音、q /ʨʰ/和 c /c/之間的音以及 s /s/和 x /ɕ/之間的音，因為俄語軟

輔音發音部位與華語的舌尖前和舌面這兩類輔音一樣。 

表五-23  發音測驗之舌面音偏誤比率(發音部位) 

輔音 j /tɕ/ q /tɕʰ/ x /ɕ/ 
偏誤比率 12.5% 0% 6.25% 

表五-23 顯示，輔音 j /tɕ/偏誤比率為 12.5%，輔音 x /ɕ/為 6.25%，輔音

q /tɕʰ/為 0%，因此可說，只有少數受試者發生華語舌面輔音偏誤。 

軟輔音與舌面音在聲譜圖也會表現不一樣。華語的舌面音 j /tɕ/和 q /tɕʰ/

的亂紋頻率下限會比俄語前舌音低，強頻集中區在於上面與中間的位置，

而俄語軟輔音的強頻集中區在上面。軟輔音與舌尖前的音差別在語圖上表

現為軟輔音的比較濃的衝直條，這是因為軟輔音的音強比舌尖前音高。 

以下就舌面音的偏誤，以聲譜圖各舉一例描述偏誤現象，首先將受試

者發的音與華語母語者發的舌面音比較，再與俄語母語者發的俄語軟輔音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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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舌面音 j /tɕ/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A 

jū → [tɕ] jū → [dʲ] 

  
在語圖上可看出塞擦音 j /tɕ/的摩擦

階段，亂紋頻率下限達到中間，強

頻集中區在上面與中間的位置，說

明發的輔音是舌面音。 

語圖顯示，受試者發的音也有摩擦

階段，但是摩擦時長比母語者短，

亂紋頻率下限不太清楚，強頻集中

區在上面。 

   

俄語母語者 受試者 A 

дю → [dʲ] jū → [dʲ] 

  
從語圖可以看出俄語軟輔音的亂

紋頻率下限很高，強頻集中區在上

面。 

受試者發的音亂紋頻率下限比俄

語軟輔音低一些，但強頻集中區亦

在上面，因此可以推論，受試者將

華語舌面音 j /tɕ/念成舌尖前與舌面

之間的音，很像俄語軟輔音 д /dʲ/。 

圖五- 17 舌面音 j /tɕ/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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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舌面音 x /ɕ/ 

華語母語者 受試者 D 

xū → [ɕ] xū → [sʲ] 

  

華語擦音 x /ɕ/的摩擦表現為亂紋，

亂紋頻率下限達到中間，強頻集中

區在上面與中間的位置，說明發的

輔音是舌面音。 

受試者發的音也是擦音，但亂紋頻

率下限比母語者發的音高，並強頻

集中區在上面。 

 

俄語母語者 受試者 D 

сю → [sʲ] xū → [sʲ] 

  

從語圖可以觀察到，俄語軟輔音的亂

紋頻率下限很高，且強頻集中區在上

面。 

受試者發的輔音的音亂紋頻率下

限不太清楚，但強頻集中區在上

面，可以推論，受試者發舌尖前

與舌面之間的音，很像俄語軟輔

音 с /sʲ/。 

圖五- 18 舌面音 x /ɕ/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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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結果比較與綜合討論 

本節首先進行問卷調查、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結果比較，再對照聽寫

測驗語發音測驗中出現的偏誤，最後針對過去研究發現的俄語母語者學習

華語輔音偏誤與本研究發現的偏誤進行對比。 

一、問卷調查、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結果比較 

本研究針對問卷調查結果、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結果進行比較，試圖

接合三方面的結果，探討三者關係為何。從表可以看出對哪一些華語輔音

受試者感到困難，問卷調查結果包含第二至第三類心理認知難易度輔音，

聽寫測驗與華語測驗包含偏誤比率 10%以上的華語輔音。 

表五-24  問卷調查、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結果比較 

華語輔音 
區別特徵 

問卷調查結果 
(難點認知) 

聽寫測驗結果 發音測驗結果 

送氣/不送氣對立 g /k/ p /pʰ/ b /p/、d /t/、g /k/ 
舌面音 j /tɕ/、q /tɕʰ/、x /ɕ/  j /tɕ/ 
舌尖後音 
 

zh /tʂ/、ch /tʂʰ/、r 
/ʐ/ 

 zh /tʂ/、ch /tʂʰ/、
sh /ʂ/ 

舌尖前音 z /ts/、c /tsʰ/ z /ts/ z /ts/ 、c /tsʰ/ 

除了輔音 g /k/對送氣/不送氣的心理認知受試者並不感到困難，但在聽

寫測驗與發音測驗都出現問題。聽寫測驗結果表示，許多學習者對送氣音

p /pʰ/掌握不佳，受試者會將送氣音 p /pʰ/聽成不送氣音 b/p/。而發音測驗結

果卻顯示受試者對華語清輔語音 b /p/、d /t/、g /k/的困難。俄語為母語華語

學生受到母語的影響會將華語清語音發成濁音。除了塞清音 b /p/、d /t/、g 

/k/，塞擦音 j /tɕ/、zh /tʂ/、z /ts/也會發生濁音化。 

舌面音 j /tɕ/、q /tɕʰ/、x /ɕ/ 為認知上的難點，但是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

結果顯示，舌面音偏誤比率不高，因此可以說，舌面音 j /tɕ/、q /tɕʰ/、x /ɕ/

對受試者不是困難。從發音測驗結果可以看出，少數受試者會將華語舌面

音發成像俄語軟輔音 д /dʲ/ 、т /tʲ/、с /sʲ/的音。由於華語舌面音與俄語軟輔

音發音相似，學生受到母語的影響，發華語舌面音時會將舌面與舌尖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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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抬起，故發生偏誤。 

舌尖後音 zh /tʂ/、ch /tʂʰ/、r /ʐ/ 是華語特輔音，俄語中沒有的，因此這

三個舌尖後音都是認知上的難點。而由於舌尖後音 sh /ʂ/ 是與俄語輔音 ш 

/ʂ/ 很相似，心理上學生也不感到困難。聽寫測驗結果表示，受試者對華語

舌尖後音掌握程度很高，偏誤比率都為 0%。發音測驗卻發現，除了認知心

理認知難易度最高的輔語音 r /ʐ/ ，對其他舌尖後輔音 zh /tʂ/、ch /tʂʰ/、sh 

/ʂ/ 受試者都有問題。三個輔語音偏誤現象皆為不到位，受試者發舌尖後音

時，應該翹舌的舌位不夠後面，多介於中間的位置，因此發出來的音像舌

尖後與舌尖前之間的音。其他舌尖後音偏誤包含清輔語音 zh /tʂ/ 的濁音化

及送氣音 ch /tʂʰ/ 的送氣不足問題。 

舌尖前音 z /ts/、c /tsʰ/ 也是華語特輔音，俄語中沒有的。研究結果表

示，對這兩個舌尖前音認知上，聽辨與發音對受試者都有問題，偏誤比率

亦最高的輔音。聽寫上的偏誤在於受試者將不送氣音 z /ts/聽成送氣音 c 

/tsʰ/。發音測試主要的偏誤現象分為兩種，受試者會將華語清音 z /ts/濁音

化，以及將送氣音 c /tsʰ/發成不送氣或送氣不足的音。 

二、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偏誤比較 

筆者針對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中出現的偏誤進行對照，並找出兩種測

驗共同的偏誤。 

表五-25 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偏誤比較 (A-H 為本測驗受試者代號) 

輔音 
國際 
音標 

聽寫測驗偏誤 發音測驗偏誤 

b /p/ 完全正確 CDG 有誤 
p /pʰ/ ACDH 有誤 C 有誤 
m /m/ A 有誤 完全正確 

f /f/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d /t/ 完全正確 DFH 有誤 
t /tʰ/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n /n/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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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E 有誤 完全正確 

g /k/ 完全正確 DGH 有誤 
k /kʰ/ 完全正確 E 有誤 
h /x/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j /tɕ/ D 有誤 BD 有誤 
q /tɕʰ/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x /ɕ/ A 有誤 D 有誤 
zh /tʂ/ 完全正確 ADH 有誤 
ch /tʂʰ/ 完全正確 ADHм 
sh /ʂ/ 完全正確 ADEF 有誤 
r /ʐ/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z /ts/ BDEH 有誤 DEGH 有誤 
c /tsʰ/ 完全正確 CDEFH 有誤 
s /s/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由表五-25 可知，受試者在發音測驗中對比較多輔音感到困難，聽寫測

驗只有 6個輔音發生偏誤，包含 p /pʰ/、m /m/、l /l/、q /tɕ/、x /ɕ/、z /ts/；而

發音測驗中共有 12 個輔音發生偏誤，包含 b /p/、p /pʰ/、d /t/、g /k/、k 

/kʰ/、j /tɕ/、x /ɕ/、zh /tʂ/、ch /tʂʰ/、sh /ʂ/、z /ts/、c /tsʰ/。兩種測驗共同發生

偏誤的輔音有以下 4 個：p /pʰ/、j /tɕ/、x /ɕ/、z /ts/。可以看出，聽寫測驗中

出現的 6 個輔音偏誤其中 4 個在發音測驗也出現。而且輔音 p /pʰ/、j /tɕ/、z 

/ts/的偏誤於兩種測驗中同樣受試者都發生。如受試者 C 在聽寫與發音測驗

中都發生輔音 p /pʰ/的偏誤；受試者 D 在聽寫與發音測驗中都發生輔音 j /tɕ/

的偏誤；受試者 D、受試者 E 和受試者 H 在聽寫與發音測驗中都發生輔音

z /ts/的偏誤。但在發音測驗中出現的偏誤不一定在聽寫測驗會發生。 

因此，可以說如果在聽力上對某個輔音學習者感到困難，發音上可能

也會出現偏誤；而聽力上沒有問題的輔音，發音上不一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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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去研究與本研究發現的輔音偏誤現象比較 

在第二章第二節筆者整理過去研究提出的俄語母語者輔音常見偏誤類

型。分析本測驗的發音測驗結果後，筆者針對過去研究的結果與本測驗的

結果進行比較，以及作出差異的說明。  

表五-26  過去研究與本研究發現的輔音偏誤現象比較 

偏誤類型 過去研究 本研究 
送氣與不送氣偏誤 俄羅斯學生會將華語送

氣的音 p/pʰ/、t /tʰ/、k 
/kʰ/、c /tsʰ/、ch /tʂʰ/、q /tɕʰ/
讀成不送氣音。 

中級俄語為母語華語學

習者會將華語送氣輔音

發成不送氣輔音或送氣

不足的音。 
清音的濁化 俄羅斯學生受母語負遷

移的影響，將華語的清

音濁化。 

中級俄語為母語華語學

習者會將華語清輔音濁

音化。 

 
舌尖後音的偏誤 俄羅斯學生將 zh /tʂ/讀

成介於 zh /tʂ/和 j /ʨ/之
間的音，將 ch /tʂʰ/讀成

介於 ch /tʂʰ/q /ʨʰ/之間的

音。 
俄羅斯學生發華語的 r 
/ʐ/輔音時，發音不夠穩

定。此外，學生會將 r /ʐ/
輔音發像俄語的舌尖顫

音 р /r/或讀成俄語的

ж/ʐ/音。 

中級俄語為母語華語學

習者會將舌尖後 zh 
/tʂ/、ch /tʂʰ/、sh /ʂ/音念

成舌尖前音或舌尖後與

舌尖前之間的音。 

舌面音的偏誤 俄羅斯學生會將華語的

j /tɕ/讀成俄語的 з /z/音。 
羅斯學生會將華語的 x 
/ɕ/讀成俄語的 ш /ʂ/音。 

中級俄語為母語學生會

將華語舌面輔音 j /tɕ/、q 
/tɕʰ/和 x /ɕ/念成俄語軟

輔音 д /dʲ/ 、т /tʲ/和 с /sʲ/。 
舌尖前音的偏誤 俄羅斯學生會用俄語中

的 ц /z/來替代華語 z /ts/ 
和 c /tsʰ/輔音。 

 

l /l/ 的偏誤 俄羅斯學生會將華語中

l /l/直接讀成俄語中的 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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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d 和 t 和齊齒呼韻母相

拼 i /i/的偏誤 
俄羅斯學生將舌尖塞音

d /t/ 和 t /tʰ/ 與韻母/i/、
/iɛ/、/iɛn/、/iŋ/ 構成音

節時，讀成舌面塞擦音 j 
/tɕ/ 和 q /tɕʰ /。 

 

 

由表五-26 可知，本研究發現的送氣/不送氣音的偏誤與過去研究是相

同的，俄語為母語的學生容易將華語的送氣音發成不送氣音或送氣不足的

音。但本測驗結果顯示，送氣/不送氣音的偏誤比率不高。 

此外，過去研究與本研究皆發現受試者將華語清音發成濁音的偏誤現

象，包含 b /p/、d /t/、g /k/、j /tɕ/、zh /tʂ/、z /ts/輔音，受試者的偏誤明顯受

母語影響而以俄語代替。 

進行過去研究與本研究舌尖後音的偏誤對比，筆者發現一些不同。過

去研究結果顯示，俄羅斯學生將 zh /tʂ/讀成介於 zh /tʂ/和 j /ʨ/之間的音，將

ch /tʂʰ/讀成介於 ch /tʂʰ/q /ʨʰ/之間的音，發生舌尖後音與舌面音的混淆。而

本研究得出的結果為中級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會將舌尖後 zh /tʂ/、ch 

/tʂʰ/、sh /ʂ/音念成舌尖前音或舌尖後與舌尖前之間的音，發生舌尖後音與

舌尖前音的混淆。此外，過去研究發現受試者針對華語的舌尖後 r /ʐ/輔音

掌握不佳，而且偏誤類型也很多，如用俄語中的輔音 p /r/或輔音 ж /ʐ/來替

代華語的舌尖後 r /ʐ/輔音。但是本測驗結果顯示，受試者的舌尖後 r /ʐ/輔音

偏誤為 0%。 

關於舌面音的偏誤，過去研究的結果與本研究的結果也有所差異。過

去研究結果顯示，俄羅斯學生會將華語的舌面音 j /tɕ/讀成俄語的 з /z/音，

以及華語的舌面音 x /ɕ/讀成俄語的 ш /ʂ/音。本研究未發現類似的偏誤，但

是發音測驗結果顯示，俄語為母語的學生有其他舌面音偏誤現象，就是受

試者會將華語舌面輔音 j /tɕ/、q /tɕʰ/和 x /ɕ/念成俄語軟輔音 д /dʲ/、т /tʲ/和 с 

/sʲ/。 

華語的舌尖前 z /ts/輔音與俄語的 ц /z/輔音發音相似，過去研究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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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俄羅斯學生會用俄語中的 ц /z/來替代華語 z /ts/ 和 c /tsʰ/輔音。本研究

除了清音 z /ts/的濁化偏誤，以及送氣音 c /tsʰ/發不送氣音的偏誤，未發現其

他偏誤現象。 

此外，前研究發現華語輔音 l /l/ 的偏誤與d 和 t 和齊齒呼韻母相拼 i /i/

的偏誤，但是本測驗中未出現該偏誤的現象。 

因此可以說，本研究發現的偏誤與過去研究有所不同。在第二章第一

節本文探討中介語發展的四個階段：無規律性的錯誤階段(random error 

stage)、突發階段(emergent stage)、系統形成階段(systematic stage)和穩定階

段(stabilization stage)。筆者認為，過去研究發現的一些偏誤，如用俄語中的

輔音p /r/或輔音ж /ʐ/來替代華語的舌尖後 r /ʐ/輔音，用俄語中的ц /z/來替代

華語 z /ts/ 和 c /tsʰ/輔音，輔音 d /t/ 和 t / tʰ/ 和齊齒呼韻母相拼 i /i/的偏誤屬

於無規律性的錯誤階段或突出階段的華語學習者。他們只是模糊地意識到華

語輔音的系統知識或剛開始內化輔音發音規則，這些內化的規則，如用俄語

輔音替代一些華語輔音，從標準的華語角度來看不一定很正確，但學習者卻

感到它們是合理的規則。但是本研究對象為中級學習者，學習者的中介音

已經屬於系統形成階段，因此偏誤類型與初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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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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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有效改善輔音偏誤教學策略 

華語語音教學是現代華語教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習得第二種語

言的時候選擇好的教學方法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各種方法各有優缺點或者

不適合某國家的學生習得語言的教學方式。最佳的選擇是採用多種針對性

的教學方法。研究華語和俄語之間的差異和中級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

偏誤之後本文根據得出的結論提出對應的教學方法與教學對策。希望這能

使對外華語語音教學的研究邁出新的一步。 

 

  第一節  教學方法 

本研究在第二章第五節整理下來學者針對語音教學提出的八種教學方

法與技巧，包含演示法、誇張法、對比法、帶音法、模仿法、分辨法、正

音法和跟述法。本節針對本研究發現的輔音偏誤，探討適合於改善受試者

的偏誤類型教學方法。 

一、演示法 
演示法借助圖表、板書、實物、手勢、體態等手段演示發音部位、發

音方法來展示語音和指導發音。在輔音教學中，教師可利用聲母表來講解

聲母；用聲韻拼合表來講解拼音系統的拼合和書寫規則。 

口腔舌位圖在講解輔音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時非常有效的一種教學工

具。筆者認為在輔音教學或糾正，教師可以首先向學生介紹口腔內部各發

音部位。發音涉及到的部位主要有口腔、上齒、下齒、上齒齦、下齒齦、

硬顎、軟顎、舌尖、舌尖前、舌尖後、小舌、聲帶、鼻腔等。教師完全可

以利用口腔舌位圖，在圖上直接給學生指出發音的部位和氣流的出處。這

樣可以避免提到軟顎、硬顎、齒背、齒齦等難懂的口頭描述。口腔舌位圖

具有直觀、形象、具體等的特點，可以是很好的輔助華語語音教學教具。 

糾正舌尖前與舌尖後音的偏誤時，教師還可以採用手勢的手段區分兩

組的輔音。例如可以一個手心向下，四指併攏，另一個手心向上，手指彎

105 



中級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偏誤研究與教學應用 

 

曲。考慮到動作的複雜性，也有單手展示的。例如一隻手四指併攏，如果

四指與拇指接觸，表示舌尖和齒接觸後發出 z /ts/、c /tsʰ/、s /s/ 的音；如果

四指與拇指沒有接觸，只是向其彎曲，表示捲舌發出的 zh /tʂ/、 ch /tʂʰ/、

sh /ʂ/、r /ʐ/的音。 

糾正華語清音濁化的問題時，可以先讓學習者發俄語濁音 б /b/、д 

/d/、г /g/時，把手觸摸喉嚨，讓學生感到聲帶的顫動；發華語清音 b /p/、d 

/t/、g /k/時，聲帶不顫動，對此便可分辨清濁音。 

現在輔音教學不建議採用吹紙的方法來教華語送氣音，因為這種方法

未反映送氣音的主要特徵，就是送氣的階段存在。筆者建議採用朱川教師

(2013) 提出的送氣音分解與韻母拼讀的辦法來解決送氣音的問題。 

   二、誇張法 

誇張法適合於教師在展示和指導學生華語的輔音發音採用。為了突出

華語某些音發音特點的方法，教師可以稍點誇張一些，但待學生們掌握之

後，教師應該恢復到正常的教學。過度的誇張也可以導致學習者發音偏

誤，如過度送氣音的偏誤。 

   三、對比法 

對比法在對外華語教學中常用的教學方法。因為俄語為母語學生學習

華語時多少會受到母語的影響，教師也可以採用華語外部對比進行華俄語

輔音比較，通過對比學生可以看出來兩種語言的區別和共同點，如華語清

音與俄語濁音對比，華語舌面音與俄語軟輔音對比。進行輔音教學未必要

其語音對比的詳細資料，但可以適時應用母語正遷移的優勢，讓學生了解

哪些輔音和母語輔音相同、相似或相異，應該可以減少學習者的困擾，也

可以增進聽辨能力。相同的輔音能夠讓學習者馬上應用並且肯定自己的發

音；相似的輔音可能造成學生混淆，便需要教師說明發音應該注意之處；

相異或華語特有的輔音常常是學習者的難點，教師應該給予明確具體的發

音部位及方法的指示，才能幫助學習者習得新的輔音。 

在教華語輔音時，除了考慮華外對比之外，華語內部對比也被廣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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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教輔音時，由於存在發音部位相近但是卻是完全不同的音，比如 b 

/p/ 和 p /pʰ/ 、d /t/和 t/tʰ/ 、g/k/ 和 g /kʰ/、j /tɕ/ 和 q /tɕʰ/、zh /tʂ/和 ch /tʂʰ/、

z /ts/和 c /tsʰ/，前者是不送氣音，後者是送氣音。這幾組的發音在按照發音

部位教授之後，就可以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學習，使學生辨別出二者之間的

不同。同理，舌尖後輔音組與舌尖前輔音組；舌尖前輔音組與舌面輔音

組，這幾組容易混淆的輔音都可以採取此方法。 

   三、帶音法 

帶音法就是以舊帶新，以易帶難。教師可以採用俄語中有的和已經學

過的輔音，可以進行兩個輔音的對比，帶出將要學習的輔音。筆者建議採

用帶音法指導華語舌尖與舌面輔音。在第二節舌尖前、舌尖後與舌面音糾

正方法筆者做詳細介紹。 

五、模仿法 

第二語言習得的時候模仿是最傳統的方法，勢必不可少的方法。教材

上常常提供每個音的具體發音方法，但卻只是紙上談兵，要想準確地發好

音，教師的正確的示範非常重要。 

在華語輔音教學中筆者建議採用自覺模仿，通過演示與口腔舌位圖的

手段，教師講解輔音發音方法後，以及學生掌握好發音部位，可以先進行

集體模仿再轉入個別模仿。教師先幾次示範正確的輔音發音方法，學生聽

音、觀察教師的口型，再模仿發音，教師邊檢查邊領讀。模仿舌尖前與舌尖

後音發音時，學生可以利用鏡子練習發音，發舌尖前音成阻時可以看見舌

尖，發舌尖後音時，在鏡子中看不見舌尖。 

此外，由於學生認為教師的發音為標準語音，以教師的發音為榜樣，

提醒華語教師「身教」的重要性。雖然學習者在外面的生活環境未必符合標

準發音，但教師身為傳授華語知識者，在課堂上的課室語不論是語法或語

音都學習者重要的輸入，因此華語教師對於自我語音的要求更應重視。 

六、正音法 

糾正學生發音中存在的問題或偏誤習慣，是語音教學中很重要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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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因此在輔音教學中正音法也是個不可缺少的方法。由於語音聽辨較

難，學生也無法確定自己的語音絕對有誤。教師糾正學習者的偏誤，要有

正確科學的態度，糾錯方法要得當，最好的辦法是啟發學生自己發現並改

正偏誤。如果學生自己無法發現偏誤，教師指出偏誤的音，再採用適當的方

法來指導該輔音的正確發音。 

根據本研究問卷統計，雖然多數學習者同意教師經常對其偏誤語音糾

正，但也有少部分的受試者不同意教師在任何時給予語音的糾正，他們認

為，教師只要偶爾對其偏誤語音糾正。為了達到糾正的目的並且顧及學習

者的意願，教師進行偏誤糾正時應該考慮學生的學習態度、意願與個性，

並且應該創造班級積極學習，帶有開朗心情的風氣。 

七、跟述法 

跟述法適用於華語的語音教學，尤其在超音段的韻律掌握上更是優

越，而練習材料以具有語境的會話材料為佳。本研究提出的輔音練習材料

限於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未涉及到句子與對話，因此無法採用跟述法。 

八、分辨法 

分辨法很適合於輔音發音練習使用。教師可以讓學生辨別相近的音，

如送氣與不送氣音、舌尖與舌面音，以提高學生語音分辨能力。 

九、其他教學方法與建議 

(一) 大量的練習 

學習任何事情的時候，練習都是很必要的。學習語音更是如此，如果

練習不夠，不能熟練地應用。掌握了發音規則之後，一定要經過反覆的練

習，這樣才能夠不斷的發現問題，糾正發音，學生也才能正確的理解並掌

握語音。教師一定要在學生練習的過程中指出發音上的問題。發現問題之

後，教師還應該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這樣一來，學生就能在不斷的在練

習中取得進步。因此，在輔音教學和輔音偏誤糾正中，教師一定要學生經

過大量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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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語音練習，一部分是聽力練習。語音

練習包括錄音、對老師的發音反覆地模仿及跟讀練習等，聽力練習包括分

辨、判斷、填寫等。在華語輔音教學聽力練習的相關活動也十分重要。但

必須配合輔音聽辨的指導，告訴學習者聽辨技巧，也就是讓學習者明白華

語輔音的特徵，才能增進學習者的聽辨能力，不致使聽辨練習流於形式。 

此外，在發音練習過程中，教師應該根據學生的日常生活具體情況，

選擇一些實用的生活常用詞彙進行練習，因為對第二語言學生而言，學習

能夠滿足他們日常交際的基本需要，會讓他們感覺很有成就感，這對激發

學習興趣是很有幫助的。 

(三) 教學工具 

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外華語語音教學還應該引入現代化多媒體的

教學手段。在日常教學中，教師可以運用相關教學設備讓學生進行聽讀訓

練，聽讀訓練結束之後，利用設備中的錄音、回放等功能讓學生自己進行

發音對比。此外，教師還可以利用相關語音實驗軟件（如 praat）記錄學生

偏誤的發音，分析偏誤產生的原因，這樣一來可以針對學生出現的問題提

出有效的教學策略。 

此 外 ， 教 師 可 以 都 採 用 線 上 工 具 進 行 華 語 語 音 教 學 ， 如

http://lingtlanguage.com/ 或 http://clear.msu.edu/clear/index.php的網站。以現

代化的手段豐富教學方法，可以激發學生學習華語的興趣，促進華語教學

的開展。 

 

第二節  教學策略 

本研究從華語與俄語的輔音對比中發現了華俄輔音語音系統之間的差

異，從而預測了中級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難點及容易產生的偏誤，再

通過問卷調查、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找出輔音偏誤，本節將針對上述偏誤

提出相對應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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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以具體簡明的教學步驟，說明在實際進行俄語為母語學生的華

語教學時，該如何針對發音偏誤，進行有效的教學與糾正，提高學生的發

音準確度；另外，依據發音難度的不同，由簡入繁安排教學順序，提供教

師課程設計時的參考，以進行更有效率的輔音教學。在進行學生的華語糾

正教學時，應盡具體易懂的方式說明正確發音方式，例如圖示及手勢教

學。除了說明正確發音法之外，應以發音相似的俄語輔音作為對比參照，

使學生有簡明的參考依據。接著進行有針對性的大量訓練 。  

 

一、送氣/不送氣音 

(一) 語音說明 

在華語輔音中六組音兩兩相配，成對的兩個音發音部位相同，發音方

法基本相同，只是在發音時送氣的強弱有所不同，形成了送氣和不送氣對

立。輔音發音時候都要先形成阻礙，送氣音和不送氣音區別是：發不送氣

音時，破除阻礙後，聲門閉上，緊接元音；發送氣音時，破除阻礙後，聲

門打開，流出一小股氣流，再接上元音。也就是說造成二者差別的主要原

因是氣流通過聲門時，時間的長短和氣流的強弱。 

 

表六-1  送氣與不送氣音發音方法與發音部位 

塞音 塞擦音 

雙唇 舌尖 舌根 舌面 舌尖前 舌尖後 

不

送

氣 

送氣 不

送

氣 

送

氣 
不

送

氣 

送氣 不送

氣 
送氣 不

送

氣 

送氣 不

送

氣 

送氣 

b p D t g k J q z c zh ch 

/p/ /pʰ/ /t/ /tʰ/ /k/ /kʰ/ /tɕ/ /tɕʰ/ /ts/ /tsʰ/ /tʂ/ /tʂ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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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送氣音和不送氣音口腔舌位圖 

b /p/是雙唇、不送氣、清、塞音。 p /pʰ/是雙唇、送氣、清、塞音。 

  
圖六- 1 不送氣音 b /p/和送氣音p /pʰ/口腔舌位圖 

 

d /t/是舌尖中、不送氣、清、塞音 t /tʰ/是舌尖中、送氣、清、塞音。 

  
圖六- 2 不送氣音 d /t/和送氣音 t /tʰ/口腔舌位圖 

 

g /k/是舌根、不送氣、清、塞音。 k /kʰ/是舌根、送氣、清、塞音。 

  

圖六- 3 不送氣音 g /k/和送氣音 k /kʰ/口腔舌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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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tɕ/是舌面、不送氣、清、塞擦音。 q /tɕʰ/是舌面、送氣、清、塞擦音。 

  

圖六- 4 不送氣音 j /tɕ/和送氣音 q /tɕʰ/口腔舌位圖 

 

z /ts/是舌尖前、不送氣、清、塞擦音。 c /tsʰ/舌尖前、送氣、清、塞擦音。 

  

圖六- 5 不送氣音 z /ts/和送氣音c /tsʰ/口腔舌位圖 

 

zh/tʂ/是舌尖後、不送氣、清、塞擦音。 ch /tʂʰ/是舌尖後、送氣、清、塞擦音。 

  

圖六- 6 不送氣音 zh/tʂ/和送氣音 ch /tʂʰ/口腔舌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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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送氣音與不送氣音偏誤類型與偏誤原因 

表六-2  送氣與不送氣音偏誤類型與偏誤原因 

 輔音偏誤現象 偏誤原因 

1. 中級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

者會將華語清輔音濁音

化。 

俄語中沒有送氣不送氣音對立，但是有清

濁音對立。因此，學生在未掌握送氣對立

的差異時，用母語中的清濁對立來代替送

氣對立。此外，俄語母語者常常有英文知

識背景，而《漢語拼音方案》中不送氣音

所使用的拉丁字母 b、d、g 等於在英語中

的濁輔語音。因此，學生接觸華語拼音時

會習慣地發出濁輔音。 

2. 中級俄語學生無法聽辨送

氣與不送氣音。 

 

由於俄語中沒有送氣音，有些學習者對於

華語中的送氣和不送氣語音不敏感。因

此，送氣與不送氣音對於俄語學生有聽力

上的難點。為了掌握好母語沒有的音，並

有能力聽辨發音相似的音，需要經過足夠

的練習。 

3. 中級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

者會將華語送氣輔音發成

不送氣輔音或送氣不足的

音。 

學習者無掌握發音送氣和不送氣音的方

法，不清楚送氣程度為何。 

 

(四) 華俄語輔音對比 

b /p/的發音與俄語中的 п /p/很相似。區別在於發音時唇部肌肉張弛，b 

/p/是個弱音，發音時比較鬆弛，п /p/是個強音。而 p /pʰ/ 則是 b /p/的送氣

音，和俄語的 п /p/是不同的音。 

d /t/發音與俄語中的 т /t/很相似。它們的最大區別在於舌尖與齒成阻的

部位，華語輔音 d /t/是舌尖抵上齒齦，是弱音，俄語輔音 т /t/的發音部位則

更靠前些，舌尖抵下齒，前舌部貼上齒背，是強音。因此，指導學生該音

時，應該提醒學生們 d /t/與他們熟悉的 т /t/既相似又相區別的地方。而 t/tʰ/ 

則是 d /t/的送氣音，和俄語的 т /t/是不同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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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k/的發音與俄語中的 к /k/很相似，但是華語的 g /k/成阻部位較後

面，發音時肌肉比較緊張，呼出的氣流也較強。而 k /kʰ/ 則是 g /k/的送氣

音，和俄語的 k /k/是不同的音。 

z /ts/的發音與俄語中的 ц /ts/很相似，不過 z /ts/是舌尖與齒背接觸發

音，ц /ts/是前舌部與齒背接觸發音，舌頭部位與齒背接觸的範圍不同。而

c /tsʰ/ 則是 z /ts/的送氣音，和俄語的 ц /ts/是不同的音。 

 

(五) 糾正方法 

1. 清濁音偏誤 

清音濁化的現象在華語中雖為偏誤，卻不致影響語意，但如果將清音

發成濁音，母語者會聽出來外國人的口音 。 

要糾正清音濁化的現象，先要讓學生明白清音和濁音的概念，應該給

學生講清楚，華語的這六個音都是清輔音，發音時聲帶不震動。可以採用

華語清音和俄語濁音體會兩者不同，讓學生進行發音練習，練習的時讓學

生用手輕輕按住喉頭的外部，如果感覺到喉頭裡面的顫動，那麼發的是濁

音，如果感覺不到顫動，發的就是清音。學生掌握好華語清輔音的發音方

法後，可以單獨練習華語六個清輔音配合不同的韻母，並且讓學生了解代

表濁音的拉丁字母，在華語中就完全不一樣的清音。 

華語輔音曾歷經濁音清化的過程。濁音清化的規律與輔音的送不送氣

有關。古代濁輔音在現代華語輔音中送氣的必然歸入陽平調；凡在現代華

語中不送氣的必然歸入去聲調。所以學習克服濁音的重點在不送氣音，可

以讓學生練習陽平與去聲的詞組。 

2. 送氣不送氣音偏誤 

學習者大多知道華語的送氣與不送氣對立，但是沒有掌握送氣和不送

氣音的發音方法或發送氣音時，氣流的多少控制不當，甚至有的送氣過

多，雖然不致為影響意義，但是母語者聽起來便能感到外國人發音的異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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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氣和不送氣音糾正應該從發音方法的角度開始，先讓學習者體會送

氣音和不送氣音的區別。 

發不送氣塞擦音時，先做好發音準備，如 ba, b 是雙唇音，氣流堵在雙

唇，口腔一打開，立即發 a 音；而 pa, p 與 b 的基本動作相同，但要有蓄氣

的準備，雙唇打開後，先送出一點氣流，然後再發 a, pa。這樣不必費力就

可以發出送氣音。 

發不送氣塞擦音時，如 za, a 是舌尖前音，舌尖和齒背形成阻礙，發音

時舌尖和齒背之間打開一個小隙縫，氣流摩擦流出同時馬上發 a；而發 ca

時，前期動作與 z 相同，但是氣流在舌尖和齒背之間摩擦送氣的時間長一

些，然後再發 a, ca。 

此外，教師還可以採用朱川教師(2013)提出的送氣音分解與韻母拼讀

的辦法來解決送氣音的問題。學生明白華語送氣和不送氣對立的特色後，

再配合不同韻母的練習。發送氣音時，有意識地將送氣時間拖長一點，這

樣比較容易體驗出二者的區別。並告知學生送氣不足的和送氣過度的偏

誤，在練習活動時，指導學習者送氣流量。 

 

(六) 練習 

1. 清濁音體驗 

1. 爸 bà  –  ба (баба) 步 bù  –  бу (буря) 

2. 大 dà  –  да (да) 度 dù  –  ду (душа) 

3. 蓋 gài  –  гаи (ГАИ) 故 gù  –  гу (губа) 

 

2. 清音體驗 

1. 閉 bì 步 bù 報 bào 拜 bài 蹦 bèng 半 bàn 

2. 地 dì 度 dù 到 dào 代 dài 鄧 dèng 但 dàn 

3. 各 gè 故 gù 告 gào 蓋 gài 更 gèng 幹 g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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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 jì 句 jù 較 jiào 假 jià 降 jiàng 見 jiàn 

5. 至 zhì 住 zhù 照 zhào 債 zhài 政 zhèng 站 zhàn 

6. 字 zì 駔 zù 造 zào 在 zài 贈 zèng 讚 zàn 

 

3. 清濁音比較 

1. 牌子 páizi  – 輩子 bèizi 2. 詞組 cízǔ  – 自足 zìzú 

3. 停下 tíng xià  – 定下 dìngxià 4. 評價 píng jià  – 病假 bìngjià 

5. 求求 qiúqiu  – 舅舅 jiùjiu 6. 頭子 tóuzi  – 豆子 dòuzi 

7. 廚房 chúfáng  – 住房 zhùfáng 8. 上橋 shàngqiáo –上轎 shàngjiào 

9. 便宜 piányi  – 便利 biànlì 10. 談話 tánhuà  – 淡化 dànhuà 

 

4. 送氣不送氣音體驗 

1. 爸 bà  – 怕 pà 

2. 多 duō  – 拖 tuō 

3. 該 gāi  – 開 kāi 

4. 寄 jì  – 氣 qì 

5. 找 zhǎo  – 炒 chǎo 

6. 字 zì  – 次 cì 

 

5. 送氣不送氣音比較 

1. 伯伯 bóbo  – 婆婆 pópo 2. 爆破 bàopò  – 瀑布 pùbù 

3. 弟弟 dìdi  – 天天 tīantian 4. 獨特 dútè  – 土地 tǔdì 

5. 哥哥 gēge  – 可可 kěkě 6. 功課 gōngkè – 空殼 kōngké 

7. 積極 jījí  – 情切 qīngqiè 8. 機器 jīqì  – 器具 qìjù 

9. 蜘蛛 zhīzhū – 產車 chǎnchē 10. 支持 zhīchí  – 處置 chǔ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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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宗族 zōngzú  – 摧殘 cuīcān 12. 早操 zǎocāo  – 詞組 cízǔ 

 

6. 聽音辨音(二選一) 

1. 白 bái  – 排 pái 2. 抱 bào  – 泡 pào 

3. 班 bān  – 攀 pān 4. 大 dà  – 踏 tà 

5. 度 dù  – 兔 tù 6. 底 dǐ  – 體 tǐ 

7. 姑 gū  – 哭 kū 8. 葛 gě  – 可 kě 

9. 更 gēng  – 坑 kēng 10. 尖 jiān  – 千 qiān 

11. 今 jīn  – 親 qīn 12. 將 jiāng  – 槍 qiāng 

13. 炸 zhá  – 查 chá 14. 遮 zhē  – 車 chē 

15. 追 zhuī  – 吹 chuī 16. 宗 zōng  – 聰 cōng 

17. 增 zēng  – 噌 cēng 18. 字 zì  – 次 cì 

 

7. 聽音辨音(三選一) 

1. 詞典 cídiǎn  – 起點 qǐdiǎn  – 支點 zhīdiǎn 

2. 探病 tànbìng – 大兵 dàbīng  – 天平 tiānpíng 

3. 普遍 pǔbiàn  – 不騙 búpiàn  – 旁邊 pángbiān 

4. 職稱 zhíchēng  – 支持 zhīchí  – 指正 zhǐzhèng 

5. 減輕 jiǎnqīng  – 前景 qíngjǐng  – 盡情 jìnqíng 

6. 趕快 gǎnkuài  – 看開 kànkāi  – 感慨 gǎnkǎi 

7. 粽子 zòngzi  – 蟲子 chóngzi  – 衝刺 chōngcì 

8. 打聽 dǎtīng  – 打定 dǎdìng  – 塔頂 tǎdǐng 

9. 四十 sìshí  – 速食 sùshí  – 虛實 xūsh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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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朗讀(單音節詞) 

1. 比 bǐ  – 匹 pǐ 2. 奔 bēn  – 喯 pēn 

3. 波 bō  – 坡 pō 4. 冰 bīng  – 乒 pīng 

5. 爹 diē  – 貼 tiē 6. 顛 diān  – 天 tiān 

7. 當 dāng  – 湯 tāng 8. 東 dōng  – 通 tōng 

9. 歌 gē  – 科 kē 10. 瓜 guā  – 夸 kuā 

11. 過 guò  – 括 kuò 12. 告 gào  – 靠 kào 

13. 雞 jī  – 七 qī 14. 接 jīe  – 切 qīe 

15. 京 jīng  – 青 qīng 16. 居 jū  – 區 qū 

17. 知 zhī  – 吃 chī 18. 豬 zhū  – 出 chū 

19. 專 zhuān –穿 chuān 20. 中 zhōng  – 沖 chōng 

21. 災 zāi  – 猜 cāi 22. 髒 zāng  – 倉 cāng 

23. 早 zǎo – 草 cǎo 24. 粗 zū – 粗 cū 

 

9. 朗讀(雙音節詞) 

1. 白球 báiqiú – 排球 páiqiú 2. 讀書 dúshū  – 圖書 túshū 

3. 鼓勵 gǔlì  – 苦力 kǔlì 4. 機器 jīqì  – 漆器 qīqì 

5. 竹子 zhúzi  – 廚子 chúzi 6. 字典 zìdiǎn  – 詞點 cídiǎn 

7. 批評 pīpíng  – 比拼 bǐpīn 8. 從此 cóngcǐ – 唇齒 chúnchǐ 

9. 珍珠 zhēnzhū – 藏族 zàngzú 10. 打聽 dǎtīng  – 台燈 táidēng 

11. 功課 gōngkè –控告 k̀ònggào 12. 技巧 jìqiǎo  – 前景 qíngjǐng 

13. 錯字 cuòzì  – 再次 zàicì 14. 超重 chāozhòng –戰場

zhánch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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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舌尖前、舌尖後與舌面音 

(一) 語音說明 

華語有三組輔音，由於發音部位接近，易發生混淆，它們是： 

1. 舌尖前音 – z /ts/、c /tsʰ/、s /s/ ，發音時舌尖前部抵住齒

背。 

2. 舌尖後音 – zh /tʂ/、ch /tʂʰ/、sh /ʂ/、r /ʐ/ ，發音時舌尖後部

翹起抵住或靠近硬顎最前面部，住意，不要將舌尖過分捲

起。 

3. 舌面音 – j /tɕ/、q /tɕʰ/、x /ɕ/ ，發音時舌面前部抵住或接近

前硬顎。 

表六-3  舌尖前音、舌尖後音與舌面音發音方法與發音部位 

 塞擦音 擦音 

 不送氣 送氣 清音 濁音 

舌尖前音 z /ts/ c /tsʰ/ s /s/  

舌尖前音 zh /tʂ/ ch /tʂʰ/ sh /ʂ/ r /ʐ/ 

舌面音 j /tɕ/ q /tɕʰ/ x /ɕ/  

這三組音在發音時口腔無變化，但是舌位及舌與硬顎接觸的部位和舌

形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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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4  舌尖前音、舌尖後音與舌面音發音區別特徵 

 輔音 接觸點 舌形 

舌尖

前音 

z /ts/、c /tsʰ/ 舌尖前–門齒背 舌體平展、舌尖前

伸，舌尖、舌根翹

起 
s /s/ 舌尖接近門齒背 

舌尖

後音 

zh /tʂ/、ch 

/tʂʰ/ 
舌尖後–硬顎前 

舌體前推、舌尖翹

起 
sh /ʂ/、r /ʐ/ 

舌尖後–硬顎前接

近、舌尖不捲 

舌面

音 

j /tɕ/、q /tɕʰ/ 舌面–前硬顎 

舌尖接近硬顎前 

舌體向前、向上，

舌頭接觸面大 x /ɕ/ 

 

通過聽覺可以感受到三組音的區別： 

1. 舌尖前音 z /ts/、c /tsʰ/、s /s/聲音比較細、尖 。 

2. 舌尖後音 zh /tʂ/、ch /tʂʰ/、sh /ʂ/、r /ʐ/ 聲音比較粗、洪。 

3. 舌面音 j /tɕ/、q /tɕʰ/、x /ɕ/ 發音時氣感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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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口腔舌位圖 

1. 舌尖前音 

z /ts/是舌尖前、不送氣、

清、塞擦音。 
c /tsʰ/是舌尖前、送氣、清、

塞擦音。 
s /s/是舌尖前、

清、擦音。 

   

圖六- 7 舌尖前音 z /ts/、c /tsʰ/ 和 s /s/口腔舌位圖 

 

2. 舌尖後音 

zh /tʂ/是舌尖後、不送氣、清、塞擦音。 ch /tʂʰ/是舌尖後、送氣、清、塞擦音。 

  

圖六- 8  舌尖後音 zh /tʂ/ 和 ch /tʂʰ/口腔舌位圖 

 

sh /ʂ/是舌尖後、清、擦音。 r /ʐ/是舌尖後、濁、擦音。 
 

 

圖六- 9  舌尖後音 sh /ʂ/ 和 r /ʐ/口腔舌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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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舌面音 

j /tɕ/是舌面、不送氣、清、

塞擦音。 
q /tɕʰ/是舌面、送氣、清、

塞擦音。 
x /ɕ/是舌面、清、擦

音。 

  
 

圖六- 10 舌面音 j /tɕ/、q /tɕʰ/和 x /ɕ/口腔舌位圖 

 

(三) 舌尖前音、舌尖後音與舌面音偏誤類型與偏誤原因 

表六-5  舌尖前音、舌尖後音與舌面音偏誤類型與偏誤原因 

 輔音偏誤現象 偏誤原因 

1. 中級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

者會將舌尖後音念成舌尖

前音或舌尖後與舌尖前之

間的音。 

舌尖後音與舌尖前音發音方法相同，而發

音部位有差異，學生沒有掌握好舌尖後輔

音的發音部位，翹舌的舌尖後音舌位不夠

後面，多介於中間的位置，因此會發生偏

誤。 

2. 中級俄語為母語學生會將

華語舌面輔音 j /tɕ/、q /tɕʰ/
和 x /ɕ/念成俄語軟輔音 д 
/dʲ/ 、т /tʲ/和 с /sʲ/ 。 

俄語裡軟輔音 д /dʲ/ 、т /tʲ/和 с /sʲ/的發音與

華語輔音 j /tɕ/、q /tɕʰ/和 x /ɕ/的發音相似， 

發音時舌面會向上抬起。只不過發俄語軟

輔音除了舌面向上抬起，前舌也一起抬

起。因此，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受到母

語影響，發華語舌面輔音將舌面和舌尖向

上一起抬起。 

 

(四) 華俄語輔音對比 

華語中的舌尖前輔音 z /ts/與俄語中的 ц /ts/很相似。不過，z /ts/是舌尖

前與齒背接觸發音，ц /ts/是前舌部與齒背接觸發音，舌頭部位與齒背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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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不同。  

華語中的舌尖前輔音 s /s/與俄語中的 с /s/ 十分接近，差別在於舌尖部

位略有不同，前者舌尖和上齒背靠近，後者舌尖要抵下齒，這個區別很細

微，一般從發音上聽不出來區別，要提醒學生注意。 

華語中的 sh /ʂ/與俄語中的輔音 ш /ʂ/接近 。區別在於發俄語 ш /ʂ/時，

舌尖靠近上齒齦構成縫隙，舌後部向軟顎抬高，雙唇前伸；而發華語的 sh 

/ʂ/時，舌尖上翹，抵住硬顎前沿，舌面後部並沒有向上抬起，而且雙唇也

並不前伸、拱圓 。 

華語中的 r /ʐ/與俄語中的 ж /ʐ/發音相似，不過，r /ʐ/是舌尖後與硬顎前

部的一個音，而 ж /ʐ/是舌尖上齒齦音，發音時，舌後部向軟顎抬高，雙唇

前伸 ，氣流從縫隙摩擦出來成聲 ；而發華語的 r /ʐ/時，舌尖上翹，但舌

後部沒有向軟顎抬高，雙唇也不前伸。另外，華語 r /ʐ/的摩擦程度比俄語

較弱。 

華語的舌尖後音 zh /tʂ/、ch /tʂʰ/與舌尖前音 c /tsʰ/是華語特有的輔音，

俄語中沒有相同或相似的輔音。 

華語的 j /tɕ/與俄語的軟輔音 д /dʲ/ 發音很相似。 在發華語的 j /tɕ/音

時，舌尖向上翹起，在硬顎的前部抵住，形成阻礙，氣流在成阻部位沖開

一道縫隙，摩擦成聲。而發俄語中的軟輔語 д /dʲ/ 時，舌尖抵下齒，前舌

與舌面一起向上抬起，貼上齒背形成阻礙。俄語中的清輔音 т /tʲ/ 比濁音 д 

/dʲ/ 強，故較接近華語的送氣音 q /tɕʰ/ ，區別在於發音部位，與 j /tɕ/和 д 

/dʲ/相同。 

華語中的 x /ɕ/與俄語的軟輔音 с /sʲ/也很相似。在發 x /ɕ/時，舌面向上

向前，接近硬顎前部，但不完全靠緊，中間留有一條縫隙，氣流從縫隙中

流出，摩擦成聲。 而發俄語的 с /s/時，舌尖靠下齒，前舌與舌面一起向上

抬起，與上齒背及齒齦構成縫隙，氣流從縫隙中摩擦成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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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糾正方法 

舌尖前音、舌尖後音與舌面音三組輔音發音是對學生較難掌握的，因

此教師在教學過程應該講解清楚如何區別開這容易混淆的三組輔音，每組

發音的特點是什麼，然後通過不斷的加強學生的訓練，來改善學生的偏

誤。 

首先，教師可以使用口腔舌位圖講解輔音理論知識的指導，可以標註

出重要的發音部位，幫助學生掌握三組輔音的發音，在進行發音示範。學

生理解並掌握舌位後，進行反覆訓練。 

發音訓練要從體會發音部位著手，按照 z /ts/–zh /tʂ/–j /tɕ/ 、c /tsʰ/–

ch /tʂʰ/ –q /tɕʰ/、s /s/–sh/ʂ/–x /ɕ/的順序訓練，讓學生詳細體會舌位逐步

後移的感覺。再將幾組音進行對比訓練：舌尖前音組–舌尖後音組、舌尖

後音組–舌面音組、舌尖前音組–舌面音組，體會相互之間的差別。 

華語中舌尖前音的發音部位是舌尖前與上齒背，與俄語中輔音 ц /ts/、

с /s/的發音部位相似。因此，教師在解釋舌尖前音的發音部位時，可以引

導學生將舌尖放到比俄語軟輔音前面一點的位置，舌尖應接觸上齒背。接

下來，可用「帶音法」介紹舌尖後音。發舌尖後語音可以說明，舌尖應該上

翹接觸上顎，在犬齒之前部接觸。所以糾正這兩組輔音偏誤，可以讓學生

體會發音時舌尖能否接觸到上齒背，接觸到上齒齦就成舌尖前音，反之接

觸上顎就成舌尖後音。練習發音時，學生可以利用視覺幫助發音，口對著

鏡子練習發音，發舌尖前音組成阻時可以看見舌尖，發舌尖後音時，在鏡

子中看不見舌尖。練習舌面音組時，因舌面與硬顎接觸，會感到整個舌頭

上舉，比發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時用力。 

此外，教舌尖後音，教師還可以採用手勢教學法。如教師以四指與拇

指接觸，表示舌尖和齒接觸後發出 z /ts/、c /tsʰ/、s /s/ 的音；如果四指與拇

指沒有接觸，只是向其彎曲，表示捲舌發出的 zh /tʂ/、ch /tʂʰ/、sh /ʂ/、r /ʐ/

的音。 

在教舌面音時，教師可以利用俄語中的軟輔音，可以幫助學生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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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準確的學習華語中的舌面音；但是應該提示學生，華語中的舌面音的發

音並不能等同於母語的軟輔音。對於俄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生來說，舌面音

的教學與糾正應該注意的是發音部位。學習者受到母語影響，發華語舌面

輔音將舌面和舌尖向上一起抬起。在教學中可以先讓學生聽辨示範舌面音

與母語的軟輔音的差異，然後讓學生進行發音練習。練習時，可以引導學

生發華語舌面音前舌部不能與舌面一起抬起。 

 

(六) 練習 

1. 舌尖前、舌尖後與舌面音體驗 

1. 字 zì 駔 zù 造 zào 仄 zè 讚 zàn 臟 zàng 

2. 次 cì 醋 cù 操 cào 策 cè 燦 càn 蹭 cèng 

3. 四 sì 速 sù 掃 sào  色 sè 散 sàn 喪 sàng 

4. 至 zhì 住 zhù 照 zhào 這 zhè 站 zhàn 帳 zhàng 

5. 赤 chì 處 chù 耖 chào 撤 chè 懺 chàn 唱 chàng 

6. 是 shì 數 shù 紹 shào 社 shè 善 shàn 上 shàng 

7. 日 rì 入 rù 繞 rào 熱 rè 任 rèn 讓 ràng 

8. 計 jì 具 jù 較 jiào 借 jiè 見 jiàn  降 jiàng  

9. 氣 qì 去 qù 翹 qiào 切 qiè 欠 qiàn  蹌 qiàng 

10. 細 xì 序 xù 效 xiào 謝 xiè 現 xiàn 向 xiàng 

 
 

2. 舌尖前、舌尖後與舌面音對比 

 

1. 支援zhīyuán  – 紀元 jìyuán 2. 支持 zhīchí  – 激起 jīqǐ  

3. 知識 zhīshi  – 自私 zìsī  4. 助理 zhùlǐ  – 阻力 zǔlì 

5. 新春 xīnchūn  – 西村 xīcūn 6. 粗布 cūbù  – 初步 chūb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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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亂吵 luànchǎo –亂草 luàncǎo 8. 木柴 mùchái  – 木材 mùcái 

9. 詩人 shīrén  – 西人 xīrén 10. 時機 shíjī  – 司機 sījī 

11. 上數 shàngshù–橡樹 xàngshù 12. 收拾 shōushi  – 休息 xiūxi 

13. 吃驚 chījīng  – 淒清 qīqīng 14. 水池 shuǐchí  – 睡去 shuìqù 

15. 實際 shíjì  – 習氣 xíqì 16. 食指 shízhǐ  – 錫紙 xīzhǐ 

17. 資源 zīyuán – 職員 zhíyuán 18. 自制 zìzhì  – 侄子 zhízi  

19. 掃除 sǎochú – 少出 shǎochū 20. 小雪 xiǎoxuě –少雪 shǎoxuě 

21. 找到 zhǎodào – 早稻 zǎodào 22. 雜誌 zázhì  – 雜記 zájì 

23. 搜查 sōuchá – 收查 shōuchá 24. 小學 xiǎoxué –燒水 shāoshuǐ 

25. 製造 zhìzào  – 自造 zìzào 26. 日記 rìjì  – 立志 lìzhì  

 

3. 聽音辨音(三選一) 

1. 字 zì  – 至 zhì  – 計 jì 2. 雜 zá – 夾 jiá  – 炸 zhá 

3. 尺 chǐ  – 此 cǐ  – 起 qǐ 4. 蟲 chóng – 窮 qióng – 從 cóng 

5. 森 sēn  – 身 shēn  – 心 xīn 6. 訊 xùn – 順 shùn  – 損 sǔn 

7. 腳 jiǎo  – 早 zǎo  – 找 zhǎo 8. 竄 cuàn – 勸 quàn – 串 chuàn 

9. 賞 shǎng – 嗓 sǎng – 想 xiǎng 10. 舉 jǔ  – 組 zǔ  – 主 zhǔ 

11. 差 chā  – 擦 cā  – 掐 qiā 12. 細 xì  – 四 sì  – 是 shì 

13. 就 jiù  – 宙 zhòu  – 奏 zòu 14. 書 shū – 需 xū  – 蘇 sū 

15. 莎 shā  – 撒 sā  – 蝦 xiā 16. 禪 chán – 殘 cán  – 錢 qián 

 

4. 聽音辨音(四選一) 

1. 食指 shízhǐ  –  錫紙 xīzhǐ  – 實際 shíjì  – 習氣 xíq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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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度 zhìdù  – 忌妒 jìdù  – 尺度 chǐdù  – 氣度 qìdù  

3. 私有 sīyǒu  – 稀有 xīyǒu  – 自有 zìyǒu  – 棋有 qíyǒu  

4. 妻子 qīzi  – 機子 jīzi – 曲子 qǔzi  – 橘子 júzi  

5. 巨人 jùrén  – 主人 zhǔrén  – 去人 qùrén  – 出任 chūrèn  

6. 資本 zīběn  – 基本 jīběn  – 西奔 xībēn  – 七本 qīběn 

7. 電子 diànzǐ  – 電阻 diànzǔ  – 電磁 diàncí  – 電爐 diànlú 

8. 名詞 míngcí  – 名醋 míngcù  – 民族 mínzú  – 名字 míngzi 

9. 刺激 cìjī  – 粗氣 cūqì  – 自己 zìjǐ  – 組取 zǔqǔ 

10. 菊圃 júpǔ  – 吉普 jípǔ  – 主僕 zhǔpú  – 曲譜 qǔpǔ 
 
 

5. 朗讀 

1. 解放 jiěfàng  – 解散 jiěsàn  – 解釋 jiěshì 

2. 生產 shēngchǎn  – 出生 chūshēng  – 生前 shēngqián 

3. 政治 zhèngzhì  – 主張 zhǔzhāng  – 裝置 zhuāngzhì 

4. 謝絕 xièjué  – 謝世 xièshì  –  謝詞 xiècí 

5. 車廠 chēchǎng  – 窗前 chuāngqián  – 城市 chéngshì 

6. 積極 jījí  – 計較 jìjiào  – 堅決 jiānjué 

7. 主席 zhǔxí  – 主持 zhǔchí  – 主線 zhǔxiàn 

8. 小腳 xiǎojiǎo  – 小橋 xiǎoqiáo  – 小巢 xiǎocháo 

9. 紀錄 jìlù  – 日記 rìjì  – 記取 jìqǔ 

10. 事實 shìshí  – 逝世 shìshì  – 紳士 shēnshì 

11. 汽車 qìchē  – 汽水 qìshuǐ  – 汽酒 qìjiǔ 

12. 汽車 qìchē  – 清楚 qīngchu  – 前程 qiánchéng 

13. 知識 zhīshi  – 知道 zhīdào  –  知覺 zhīj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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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整潔 zhěngjié  – 枝節 zhījié  – 逐漸 zhújiàn 

15. 休息 xiūxi  – 休假 xiūjià  – 休憩 xiūqì 

16. 日本 rìběn  – 日語 rìyǔ  – 日食 rìshí 

17. 實現 shíxiàn  – 首先 shǒuxiān  – 審訊 shěnxùn 

18. 學生 xuésheng  – 欣賞 xīnshǎng  – 消失 xiāoshī 

19. 進展 jìnzhǎn  – 機智 jīzhì  – 舉重 jǔzhòng 

20. 消息 xiāoxi  – 新鮮 xīnxiān  – 現象 xiànxi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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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結論 
 

第一節  研究成果 

本研究首先進行華俄語輔音比較，預測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難

點，再進行實驗研究，得出學生在學習華語輔音過程中實際偏誤情況，探

討造成偏誤的原因與輔音教學策略，希望能幫助研究者與華語老師在發音

教學以及俄語母語者在發音入門和糾正方面，找出適宜教學和學習的方

法。  

本研究分析得到以下幾個發現： 

一、進行華俄輔音對比與相關文獻的探討，預測俄語母語者在華語輔

音學習上的難點。 

(一) 送氣音 

華語輔音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成對出現送氣音與不送氣音。他們的發

音部位相同，只是由於發音氣流的強弱而形成對立。這些對立的音，各自

構成不同的音位，有區別意義的作用。顯然，分不清楚送氣與不送氣音，

就會造成交際障礙，以致造成誤解。俄語中沒有送氣音，因此俄語母語者

對送氣音掌握比較難，會將送氣發成不送氣音。 

(二) 清音 

華語中有21個輔音聲母，除了鼻音m /m/、n /n/和邊音 l /l/ 以外，只有 

r/r/ 一個濁音，其處都是清音。而俄語中有成套的清、濁音形成對立，構

成不同音位。因此母語為俄文的學生容易受母語影響及字形的影響將華語

的清音發成濁音。 

(三) 舌尖後音 

華語中的 zh /tʂ/、ch /tʂʰ/、sh /ʂ/、r /ʐ/是一組特殊輔音。俄語中沒有 zh 

/tʂ/ 和 ch /tʂʰ/ 這兩個輔音，有與 sh /ʂ/和 r /ʐ/相似的音，但兩種語言的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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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音方法有明顯的差異，因此，這幾個音是俄語為母語的學生學習難

點。 

(四) 舌面音 

俄語中有與 j /tɕ/、q /tɕʰ/和 x /ɕ/相似的輔音，但這一組華語的舌面音對

俄語為母語的學生亦有相當的學習難度，因為俄語中沒有舌面音，俄羅斯

學生會用自己習慣的軟輔音來代替華語中的舌面音。 

(五) 舌尖前音  

華語舌尖前音有三個 z /ts/、c /tsʰ/、s /s/。俄語 с/s/與華語的 s/s/ 音相

似，因此其發音對學生不成問題。而 z /ts/、c /tsʰ/的音比較特別，俄語中有

相近的音，但發音方法與發音部位有很明顯的差別，因此這兩個音準確的

發音對俄語為母語的學生較為困難。 

 

二、進行輔音偏誤分析，找出俄語母語者在華語輔音學習上的偏誤類

型。 

(一)  送氣不送氣音偏誤 

受試者將華語送氣輔音發成不送氣輔音或送氣不足的音，因此會念成

一個介於送氣和不送氣之間的音。學習者沒有掌握發音送氣和不送氣音的

方法，不清楚送氣程度為何。 

(二)  清音濁音化 

受試者將華語清輔音發成濁音，包含 b /p/、d /t/、g /k/、j /tɕ/、zh 

/tʂ/、z /ts/輔音。學生在未掌握送氣對立的差異時，用母語中的清濁對立來

代替送氣對立。  

(三)  舌尖後音與舌尖前音混淆  

受試者將舌尖後音 zh /tʂ/、ch /tʂʰ/、sh /ʂ/發成舌尖前音或舌尖後與舌尖

前之間的音。 學生沒有掌握好舌尖後輔音的發音部位，翹舌的舌尖後音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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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夠後面，多介於中間的位置，因此會發生偏誤。  

(四) 舌面音與俄語軟輔音混淆 

受試者將華語舌面輔音念成俄語軟輔音。俄語裡軟輔音 д /dʲ/ 、т /tʲ/和

с /sʲ/的發音與華語舌面音發音相似，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受到母語影

響，將華語舌面音發成俄語軟音。 

 

三、針對俄語母語者的華語輔音偏誤類型，提出相應的教學對策。 

(一)  採用多種針對性的教學方法； 

(二)  引入現代化多媒體的教學手段； 

(三)  針對學生發音偏誤，教師該給予即時針對性的糾正；  

(四)  在進行輔音教學或學生的華語糾正教學時，教師應盡量以具體易懂的

方式說明正確發音方法與發音部位，例如圖示及手勢教學； 

(五)  以發音相似的俄語輔音作為對比參照，使學生有簡明的參考依據； 

(六)  學生掌握了發音規則之後，一定要經過大量反覆的練習。  

 
第二節  未來之研究方向 

本論文探討中級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難點、偏誤與教學策略，對

於未來的研究方向，有幾點建議： 

一、 增加受試者的樣本數 

本研究設計之初希望有較多的受試者可以參加此次的測驗，讓研究分

析結果更加客觀，但由於本研究以電子郵件聯繫明斯克語言大學華語學習

者，並通過線上軟體蒐集語料，參加本研究的樣本數量較少，聽寫測驗與

發音測驗的受試者只有 8 位。其實驗結果不足以涵蓋所有俄語母語者學習

華語輔音的狀況，但其研究結果仍可作為教師與學生之參考。未來的研

究，可以增加聽寫測驗與發音測驗受試者人數，提高研究的信度及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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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大受試者級別 

本研究對象僅限於中級階段的華語學習者，沒有涉及初級與高級水平

的華語學習者，因此實驗結論不能代表不同水平的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

音狀況。未來的研究可以採用不同程度的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為研究對

象，以對不同級別的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偏誤能更加深入的認識。 

三、 篩選具有專業語音知識的分析者 

本研究邀請三位華語教師以通過雙耳的播放為手段，對受試者的錄音

語音語料進行分析。筆者統計分析結果時發現，通過專門語音訓練的華語

教師，分析語音語料時也較專業，指出的偏誤量、偏誤類別及偏誤描述與

沒通過相關語音訓練的教師有明顯差異。因此，筆者建議未來的研究篩選

具有專業語音知識的分析者。 

四、 個別分析並對照在華語地區留學過和沒留學過的學生偏誤 

筆者將測驗結果告知受試者後發現，有些學生已了解自己發生偏誤的

原因。例如，舌尖後音偏誤是在中國南部留學經驗所造成的。參與本研究

的受試者其中一部分去過中國大陸留學。在華語地區留學，是否產生不同

的偏誤類型？偏誤數量是否有差別? 筆者建議未來的研究進行受試者的偏

誤分析時，將在華語地區留學過學生和其他學生分為兩組，並對照分析結

果。 

五、 進行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元音偏誤研究 

本文著重於對俄語母語者學習漢語輔音過程中的偏誤分析，對於學習

華語元音以及聲調的偏誤本文並未著墨。但分析發音測驗錄音語料時，筆

者發現，受試者元音發音亦存在問題，如單元音韻母 ü /y/、e [ɤ]以及兩個

舌尖元音-i /ɿ/和-i /ʅ/。由於本測驗只採用 i /i/、-i /ɿ/、-i /ʅ/、u /u/、ü /y/、e 

/ɤ/、ei /ei/幾種元音韻母配合輔音，筆者不了解針對其他華語單元音與複元

音韻母表現為何。因此，未來研究可以採用華語元音為研究題目分析俄語

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偏誤相像。 

六、 進行實際的教學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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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結論 

 

本研究探討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偏誤及有效改善輔音偏誤的教學

策略，由於其他條件的限制，未能進行實際教學之檢驗，期待後續研究者

能進行相關的教學實證研究，以比較教學前後的分析結果及驗證教學方式

的適切性，並探討更有效率的輔音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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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問卷 (中文)  

 

中級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偏誤研究 
 

 
    您好： 

    本研究為了進一步了解俄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輔音難點及偏誤，設計

這份調查。本調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問卷；第二部 分為聽寫測驗；

第三部分為發音測驗。 

 

    這份調查採不記名方式，所得資料將僅學術研究專用，希望能在華

語發音教學時，給華語教師與俄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提供參考。 

 

    請接著點選以下連結，您僅需要 20 到 30 分鐘完成此調查。 

 

1. 問卷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v_F3lzAc0QNtMrmnKiIQyKtfSkHcMMSl6cgUb3db-E/viewform 
 

2. 聽寫測驗 
http://lingtlanguage.com/Katerina_tw/ 

3. 發音測驗 
http://clear.msu.edu/mashups/23821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學業進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研究生  林祈凱琳 敬上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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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基本資料資料  
1. 性別： 
□ 男      □ 女  
 
2. 年齡： ___________ 
 
3. 國籍： ___________ 
 
4. 母語： 
□ 俄文         □ 其他____________ 
 
5. 初學華語年齡： 
□ 0 – 7 歲         □ 7 – 12 歲       □ 13 – 17 歲    
□ 18 – 25 歲       □ 26 歲或以上 

 
6. 學習華語時間： 
□ 1 年以下     □ 1 – 2 年     □ 3 – 4 年     □ 5 年以上  
 
7. 在華語地區學過華語： 
□ 是              □ 否    

 
8. 在哪裡學過華語 (可多選)： 
□ 中國        □ 台灣        □ 其他___________             
 
9. 在華語地區學習華語時間： 
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_周   

 
Ⅱ 華語語音教學 

1. 學習華語時發音標準重要嗎? 
□ 很重要     □ 重要     □ 一般重要    □ 不太重要    □ 不重

要 
 
2. 您覺得俄語語音對自己的華語語音有影響嗎? 
□ 有很大影響    □ 有相當影響   □ 有一些影響                                               
□ 有很小影響    □ 不影響 
 
3. 在課上，教師採用以下哪幾種語音教學方法 (可多選) ? 
□ 教師正確地多次示範發音         □ 以學生母語解釋發音方法 
□ 以華語解釋發音方法             □ 使用口腔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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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按照您的意見勾選最有效的語音教學方法(可多選)： 
□ 教師正確地多次示範發音         □ 以學生母語解釋發音方法 
□ 以華語解釋發音方法             □ 使用口腔結構圖 
 
5. 請按照您的意見勾選三種最有效的方法練習發音？ 
□ 模仿跟讀            □ 近似音朗讀        □ 近似音聽辨 
□ 朗讀句子文章        □ 聽廣播            □ 看電視             
□ 和華語母語者聊天    □ 其他 ___________ 

 
6. 您希望教師糾正您的語音錯誤嗎？ 
□ 不糾正   □ 偶爾糾正   □ 有時糾正  □ 常糾正  □ 經常糾正 
 
7. 您如何學習過華語語音? 
□ 修過華語語音的課程  
□ 華語教材裡面學習的  
□ 教師補充材料裡學習的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8. 學習華語語音您採用那一些教科書(請表示書名和作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華語語音需要分為獨立專門課程嗎? 
□ 需要     □ 不需要    
  
10. 請說明為什麼您覺得華語語音需要或不需要分為獨立專門課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Ⅲ 華語輔音難點 

請根據您的意見，針對以下華語輔音從 1「很容易」到 5 「很難」，

勾圈適合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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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音 例子 

1 2 3 4 5 

很容

易 
容易 普通 難 很難 

b 布 bù 逼 bī      

p  瀑 pù 批 pī      

m 木 mù 咪 mī      

f 付 fù 費 fèi       

d 度 dù 弟 dì      

t 兔 tù 替 tì      

n 怒 nù 逆 nì      

l 路 lù 立 lì      

g 故 gù 哥 gē      

k 庫 kù 科 kē      

h 戶 hù 喝 hē      

j 居 jū 計 jì      

q 區 qū 氣 qì      

x 需 xū 細 xì      

zh 豬 zhū 至 zhì      

ch 出 chū 赤 chì      

sh 書 shū 是 shì      

r 入 rù 日 rì      

z 租 zū 字 zì      

c 粗 cū 次 cì      

s 蘇 sū 四 s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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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問卷 (俄文)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ШИБОК  
В ПРОИЗНОШЕНИИ КИТАЙСКИХ СОГЛАСНЫХ У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 СРЕДНЕГО УРОВНЯ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Тиханович Екатерина, я являюсь студенкой магистратур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Тайвань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емой моей дипломной 
работы является «Исследовние ошибок в произношении китайских согласных 
у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 Дан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елится на три части: 
анкетирование, тест на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тест на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Просим Вас принять участие в данн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которого буду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олько для научных целей 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помощь студентам и учителям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изучении 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л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каждой из трех часте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ам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от 5 до 10 минут. Чтобы начать, перейдите по следующим 
ссылкам, в порядке указанном ниже: 
 

1. Анкетирование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v_F3lzAc0QNtMrmnKiIQyKtfSkHcMMSl6cgUb3db-E/viewform 
 

2. Тест на аудирование 
http://lingtlanguage.com/Katerina_tw/ 
 

3. Тест на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http://clear.msu.edu/mashups/23821 
 
 

С уважением, 
 
 

Тиханович Екатерина 
Январь,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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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Общ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1. Пол： 
□ мужской          □ женский  
 
2. Возрас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Родной язык (можете выбра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ответов)： 
□ русский          □ другой __________ 
 
5. Возраст, в котором вы начали изучать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 0 – 7 лет           □ 7 – 12 лет       □ 13 – 17 лет   
□ 18 – 25 лет       □ 26 лет и больше 
 
6. Как долго вы изучаете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 меньше 1 года   □ 1 – 2 года   □ 3 – 4 лет   □ 5 лет и больше 
 
7. Изучали ли вы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 стране носителей языка? 
□ да             □ нет    

 
8. В какой стране вы изучали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 Китай           □ Тайвань            □ другой __________ 
 
9. Как долго вы изучали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 стране носителей языка? 
_____ года/лет ______ месяца   
 

 
ⅡИзучение фонети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1. Важно ли правильное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 очень важно            □ важно          □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важно    
□ не очень важно       □ не важно  
 
2.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ка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изучение фонети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казывает ваш родной язык?  
□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е         □ большое          □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большое    
□ небольшое               □ не оказывает влияние  

 
3. Какие из ниже приведенных методо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фонети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аш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использует/использовал на уроках? 
(можно выбра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ответов) 
□ учитель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правильно произносит изучаемый звук        
□ учитель объсняет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как произносить изучаемый звук  
□ учитель объясняет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как произносить изучаемый звук               
□ учитель использует 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артикуляции изучаемого 
звука 
□ други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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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Какие метод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фонети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являются 
наи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ми? (можно выбра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ответов) 
□ учитель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правильно произносит изучаемый звук        
□ учитель объсняет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как произносить изучаемый звук  
□ учитель объясняет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как произносить изучаемый звук               
□ учитель использует 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артикуляции изучаемого 
звука 
 
5. Какие упражн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наи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ми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фонети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жно выбра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ответов) 
□ имитация/повторение   
□ чтение слов с похожими звуками в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и        
□ различение и выбор похожих звуков на слух 
□ чтение вслух предожений и текстов 
□ слушать радиовещание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 смотреть передачи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с носителями языка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а 
□ други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Как часто вы бы хотели, чтобы учителя исправляли ваши ошибки в 
произношении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 никогда    □ редко    □ иногда    □ часто    □ всегда 

 
7. Как вы изучали фонетику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 Отдельный предмет             
□ Разделы фонетики в общем учебник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 Друго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Какие учебники вы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фонети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желательно указать название учебника и автор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Нужно ли фонетику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ыделить как отдельный предмет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 нужно               □ не нужно     
 
10. Поясните, почему вы считаете, фонетику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ужно или 
не нужно выделить как отдельный предмет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Ⅲ Трудности в изучении согласных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пределите уровень сложности согласных звуков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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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огласный Пример 
1 2 3 4 5 

Очень 
легкий 

Легкий Средней 
сложности Трудный 

Очень 
трудный 

b 布 bù 逼 bī      

p  瀑 pù 批 pī      

m 木 mù 咪 mī      

f 付 fù 費 fèi      

d 度 dù 弟 dì      

t 兔 tù 替 tì      

n 怒 nù 逆 nì      

l 路 lù 立 lì      

g 故 gù 哥 gē      

k 庫 kù 科 kē      

h 戶 hù 喝 hē      

j 居 jū 計 jì      

q 區 qū 氣 qì      

x 需 xū 細 xì      

zh 豬 zhū 至 zhì      

ch 出 chū 赤 chì      

sh 書 shū 是 shì      

r 入 rù 日 rì      

z 租 zū 字 zì      

c 粗 cū 次 cì      

s 蘇 sū 四 s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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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聽寫測驗語料 

 

 
1. 立 lì 2. 豬 zhū  3. 怒 nù  4. 字 zì 

5. 氣 qì 6. 布 bù  7. 哥 gē 8. 赤 chì 

9. 戶 hù  10. 四 sì 11. 付 fù  12. 批 pī 

13. 瀑 pù  14. 計 jì 15. 粗 cū  16. 兔 tù  

17. 書 shū 18. 逆 nì 19. 庫 kù  20. 細 xì 

21. 費 fèi 22. 至 zhì 23. 咪 mī 24. 逼 bī 

25. 故 gù  26. 日 rì 27. 喝 hē 28. 居 jū  

29. 出 chū  30. 租 zū  31. 度 dù  32. 次 cì 

33. 蘇 sū  34. 區 qū  35. 是 shì 36. 路 lù  

37. 替 tì 38. 木 mù  39. 科 kē 40. 弟 dì 

41. 入 rù  42. 需 x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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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發音測驗語料 
 

 

1. 居 jū 2. 咪 mī 3. 次 cì 

4. 木 mù 5. 书 shū 6. 弟 dì 

7. 字 zì 8. 是 shì 9. 兔 tù 

10. 至 zhì 11. 布 bù 12.四 sì 

13. 立 lì 14. 需 xū 15. 逆 nì 

16. 赤 chì 17. 日 rì 18. 度 dù 

19. 付 fù 20. 喝 hē 21. 猪 zhū 

22. 租 zū 23. 逼 bī 24. 科 kē 

25. 区 qū 26. 细 xì 27. 费 fèi 

28. 粗 cū 29.戶 hù 30. 气 qì 

31. 瀑 pù 32. 苏 sū 33. 计 jì 

34. 怒 nù 35. 出 chū 36. 入 rù 

37. 替 tì 38. 哥 gē 39. 路 lù 

40. 库 kù 41. 故 gù 42. 批 pī 

 

 

 

 

 

 

 
 150 



附錄 

 

附錄五：發音測驗聽聲量表 

請以人耳審聽，判斷聽到的聲母偏誤類型，並紀錄在以下表格中(不包

括韻母和聲調偏誤)。偏誤類型可歸納為以下幾類： 

  清音念成濁音； 

  未送氣； 

  送氣不足； 

  不到位； 

  帶 … 音； 

  …和…音之間； 

  誤念為…音； 

  其他 (以文字描述)。 

若受試者的聲母發音為華語標準，在表格中不需做任何標記。 

 

編

號 
題目 A B C D E F G H 

1. 居 jū         
2. 咪 mī         
3. 次 cì         
4. 木 mù         
5. 書 shū         
6. 弟 dì         

7. 字 zì         
8. 是 shì         
9. 兔 tù         
10. 至 zhì         
11. 布 b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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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四 sì         
13. 立 lì         
14. 需 xū         

15. 逆 nì         
16. 赤 chì         
17. 日 rì         
18. 度 dù         
19. 付 fù         
20. 喝 hē         
21. 豬 zhū         
22. 租 zū         
23. 逼 bī         
24. 科 kē         
25. 區 qū         
26. 細 xì         
27. 費 fèi         
28. 粗 cū         
28. 戶 hù         
30. 氣 qì         
31. 瀑 pù         

32. 蘇 sū         
33. 計 jì         
34. 怒 nù         
35. 出 chū         
36. 入 rù         
37. 替 tì         
38. 哥 gē         
39. 路 lù         
40. 庫 kù         
41. 故 gù         
42. 批 p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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