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漢語單音節語音偏誤分析 

這章為了在華語發音教育上對韓國學生的針對性，找出系統性和規律

性的問題，按照中介語的理論，先進行對比分析，然後再進行偏誤分析，

最後做出韓國學生學習漢語的難易度。 

第一節  中介語理論與實驗設計 

一、 中介語理論 

中介語(Selinker, 1972)是目前解釋和分析外語習得的理論基礎。中介語

指的是由於學習外語的人在學習過程中所建構語言系統，這個系統既不同

於學習者的母語，又有別於他所學的目的語。中介語的理論可應用於第二

語言的語音、詞彙、語法、文化等方面研究。 

就整個中介語系統來說，其構成因素包括： 

（1） 母語的遷移：中介語的一些規則、語言現象等是從學生的第一語言

轉移過來的。 

（2） 所學的有限目的語知識的歸納與推論。 

（3） 本族或外族文化因素的影響。 

（4） 學習或交際方式和態度等的影響。 

（5） 教師和教材對目的語語言現象的講解和訓練。 

中介語的研究包含對比研究及偏誤分析。偏誤分析可以發現學習中常

犯的錯誤，除了母語干擾之外，還有因目的語本身內部結構的複雜而造成

的錯誤，這樣的分析可以使學習者知道學習過程中實際犯錯的情況，在教

學上有針對性和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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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設計 

1. 研究樣本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的初級與中級班的韓國學生（請參考附錄二）。 

2. 研究步驟 

第一步驟：樣本採集：可懂度聽辨分析的語料 

母語者與韓國學生的語料是採用語音學教程（林燾、王理嘉，1995）

的例子，聲音檔則是根據曾金金（1999）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

計畫（計畫編號：NSC 88-2411-H-003-017）當中所錄製的播音員語料，再

按照朱川（1997：8）可懂度實驗方式來設計 100 字的測驗語料（請參考

附錄三）。韓國學生的樣本由高保真度的 TASCAM MD（MiniDisc 

Recorder/Player），型號是 MD-801R/MD-801P 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語音實驗室錄製。配備的麥克風是 SONY ECM-MS957，可以

90 度和 120 度收音。 

 

第二步驟：實驗分析 

（1） 聽辨分析： 

語音是語言的外表形式，人們就是通過聽辨語音來接受語音信息。因

此，對語音的判斷正確與否，也應通過人們的聽覺感知來實驗也就是可懂

度聽辨實驗。可懂度聽辨實驗分析，目的在於鑒定樣本被誤聽的可能性與

嚴重性。為達此目的，筆者邀請了 7 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的學生進行聽辨測驗。（請參考附錄五裡的基本資料）。以選好的樣本一

個音節一個音節從錄音機放出。請這 7 位學生用漢字、注音符號或漢語拼

音依次記下他們所聽到的音節。每個音節只聽一遍，記音時不互相討論。

將所得結果製成可懂度。利用同樣的方法，邀請了 6 位韓國學生（請參考

附錄二）進行漢語聽辨分析，目的在檢測漢語為第二語言的韓國學生對現

 30 



代漢語的單音節聽辨正確率，歸納出聽辨偏誤現象。 

（2） 語圖佐證： 

語音和其他任何聲音一樣，可以通過物理方法測量出它的聲學特徵。通

過與標準普通話聲學特徵的對比，可以鑑定中介音與目的音差距的大小，

從而驗證偏誤分析的語音差別所在。 

為了要研究聲學特徵，本研究利用CSL™（Computerized Speech Lab）

12進行語圖分析。例如：單元音聲學特徵可由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來

判定。將發音人可懂度測驗中偏低的語料都做成語圖，從寬帶語圖上測得

單元音的第一、第二共振峰，並與標準普通話第一、第二共振峰做對比，

便可以找出發音人在單元音方面的發音特徵。 

 

第三步驟：統計歸納。 

 

第四步驟：分析發音偏誤類型和難點描述 

在實驗和分析的基礎上，對韓國學生存在的難點進行描述。如韓國學

生把[y]發成[wi]，並說明為何會產生這樣的偏誤。由韓漢語言對比分析，

這個偏誤的產生是來自韓國話的負遷移。現代韓國話裡雖然有圓唇單韻母

[y]，但其實際發音已慢慢變成複韻母，可說是從單韻母到複韻母的過渡音。 

 

第五步驟：做出韓國學生的偏誤難易度表 

如果能夠按照不同類型將難點排序，並根據難易度排序來編排教學課

程，那一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六步驟：本論文的語音設計部份是找出韓國學生漢語語音學習的對

策。在掌握了這些對策後，可以迅速地改善自己的語音面貌。這些對策包

                                              
12 Kay Elemetrics Corp. Model 4300B Software Version 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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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些教學建議，還包括一些自我學習的要點，同時並提供了相關的練習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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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聲母篇 

聲母在語音學界也稱為輔音，輔音又叫子音、啞音。「輔、子、啞」

表示這類音素在構成字音的過程中起輔助作用。輔音的特性，就聲帶振動

與否，又可分為無聲及有聲兩類（程祥徽、田小琳；1992）。 

本稿顯示具體的發音（音素）和國際音標表示在括號符號[ ]裡，例如：

[F]、[J]，顯示音位上有差別則表示在/ /符號裡，例如：/F /、/z/，漢語拼

音則不加任何括號。以「加」為例，用國際音標表示[Ria!]，用漢語拼音

表示 ih¯。ϔ

 

一、  現代漢語 

現代漢語裡一共有二十一個輔音聲母，下面分別按照發音方法和發音

部位來分類。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雙唇

音 
唇齒

音 
舌尖

音 
舌根

音 
舌面

音 
舌尖

後音 
舌尖

前音 
不送氣 p  t k    塞音 清 
送氣 p’  t’ k’    

不送氣     R % Y 塞擦

音 
清 

送氣     F T H 

清   f  x V G s 擦音 
濁       J  

鼻音 濁  m  n     

邊音 濁    l     

 
表 3-2-1：現代漢語聲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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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韓國話 

韓國話一共有十九個子音 
舌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雙唇音 

舌尖 前舌 後舌 
喉音 

平音14 b d  g  
緊音 p t  k  

破裂音13

送氣音 pˇ tˇ  kˇ  
平音   z  h 摩擦音 
送氣音   s   
平音   Õ   
緊音   R15   

破擦音 

送氣音   Rˇ   
鼻音  m n  N  
邊音    l   
表 3-2-2：韓國話子音表 
 

韓國話的子音分類方式除了發音部位、發音方法、氣流的形式（air 

stream）以外，還按照緊張（tenseness）的程度來分類。緊張度高的為硬音，

緊張度低的為軟音。例如： 

1. 韓國話的破裂音 

 雙唇音 齒音 軟口蓋音(軟顎) 
軟音 b d g 

不送氣 p t k 硬音 
送氣 pˇ tˇ kˇ 

表 3-2-3 ：韓國話破裂音表 

發音的過程是經過成阻（approach）, 持阻（hold）, 除阻（release）

                                              
13 韓國話的破裂音(stops, plosives)相當於漢語的塞音，聽起來跟一顆水泡破裂的音

一樣，韓國話的摩擦音(fricative)和破擦音(affricates)相當於漢語的擦音和塞擦音

(김진우.1985)。 
14 別稱鬆音（simple）(GNADA Korean Language Institute.1997)。緊音(tension)相當於韓

國文獻術語的硬音，相當於在平音裡再加上舌根塞音[?]。
送氣音(aspirated)相當於韓國文獻術語的激音，而且在平音裡再加上舌根擦音[h]（이익
섭.1986; 연세대학교 한국어학당.1992）。 
15 也可以 [tS]，[Y]表示（이익섭.19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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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段。 

2. 韓國話的破擦音 
 硬口蓋音（硬顎）

軟音 Õ 
不送氣 R 硬音 
送氣 Rˇ 

表 3-2-4：韓國話破擦音 

發音的過程是經過阻礙、持阻、部分放開、磨擦、完全放開五個階段。 

 

3. 韓國話的磨擦音 

 齒音 聲門 
軟音 z h 

無氣音 s  
表 3-2-5：韓國話磨擦音 

發音的過程是經過狹窄、磨擦、放開。 

4. 如果按照送不送氣來分的話(김진우;1985) 

(1) p, t, k, R 是不送氣(unaspirated) 

(2) b, d, g, Õ 是輕送氣(slightly aspirated) 

(3) pˇ, tˇ, kˇ,Rˇ 是重送氣(heavily aspi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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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聲母對比與預測 

以漢語為主，加上網底顏色欄位中的符號就是在韓國話當中沒有的音

（謝雲飛，1993），但有些音會在特定的語音環境出現，如：[x]：h。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雙唇

音 
唇齒

音 
舌尖

音 
舌根

音 
舌面

音 
舌尖

後音 
舌尖

前音 
不送氣        塞音 清 
送氣        

不送氣      % Y 塞擦

音 
清 

送氣      T H 

清   f  x V G  擦音 
濁       B  

鼻音 濁         

邊音 濁         

表 3-2-6：漢韓聲母對比表 

1. 在韓國話[h]音變的時候，會出現類似漢語舌根音[x]的音，如： [x]：h 

→ x/_ì， 例字：흙/xÓk/(이현복.1996)。 

2. 漢語的唇齒音[f]和舌尖後音[%、T、G、B]是韓國話中沒有的。唇齒音[f]

誤發成雙唇音[p]、[b] (吳碧蓮，1999;王秀珍，1996；時習之，1980)。 

3.  韓國話前舌音的發音部位類似漢語的舌面音，且發音部位介於漢語的

舌尖前音和舌尖後音之間、所以初學漢語的韓國學生常以韓國話的前

舌音來代替漢語這三組聲母（王秀珍，1996）。產生舌面音、舌尖前音

和舌尖後音混用的現象。在學習過程中，經過老師講解和誘導，多數

學生都可以發出這三組聲母，但使用起來常常混淆。 

1) 舌尖後音跟舌面音的混淆，例字：少、爭。 

2) 舌尖後音跟舌尖前音的混淆，例字：吃、窗、春、詩、順、說。 

3) 舌面音跟舌尖前音的混淆，例字：區、宣。 

4.  關於[x]的問題：舌根擦音 [x] 發成喉擦音[h]（朱川，19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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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誤導：排列[%]、[T] 、[G] 、[B]的順序，所以學生認為發[B]的時候，

舌位偏最後（朱川，1997；46）。 

6.  將舌尖後音[J]發成舌尖音[l]，例如：讓、日（張春方，1999）。 

7.  韓國話的送氣比較強（朱川,1997：65）。 

8.  韓國話中送氣音和不送氣音不像華語那樣具有辨義作用，就是不同的

音位對立（謝雲飛，1993；王秀珍，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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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結果 

b＝ㄅ＝[p] 

韓國學生發漢語 b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b 的正確率 

測試字：罷、碑、本、表、布（請參考附錄三） 

韓國學生發漢語b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3% 20% 1% 4% 71%

* p t x b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b的正確率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3% 3% 93%

* l b

 
圖 3-2-1：韓國學生發漢語b的可懂度16

圖 3-2-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b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b 的可懂度表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聲母 b 的時候，

有 71％為母語者所能接受，29％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辨識，其中以 b 聽成

p 的比例最高，佔了 20％，這是發音方法相混，即對送氣不送氣不夠敏感

所致。說明韓國學生在說方面需要送氣不送氣的練習。但是，韓國學生聽

辨漢語 b 的正確率表，顯示韓國學生對於 b 音的聽辨正確率相當高，佔了

93％，說明聽跟說的不同。 

 

 

 

 

 

 
                                              
16 符號*是零聲母的意思。而百分比加起來不到 100％的原因是小數點後幾位關係。例

如：在b的可懂度上零聲母佔了 2.9％, p佔了 20.0％, t佔了 0.6％, x佔了 4.0％, b佔了 71.4
％，四捨五入以後變成圖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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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ㄆ＝[p’] 

韓國學生發漢語 p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p 的正確率 

測試字：怕、潑、票 

韓國學生發漢語p的可懂度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7% 17% 1% 6% 1% 69%

b f g h 聽辨缺 p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p的正確率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6% 6% 89%

f h p

 
圖 3-2-3：韓國學生發漢語 p 的可懂度 

圖 3-2-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p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p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p 的時候。有 69％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31％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 p 聽成 f 的比

例最高，佔了 17％，這是發音方法跟發音部位相混所致。韓國學生聽辨漢

語 p 的正確率表顯示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p 的時候，89％的韓國學生可聽

辨漢語 p 之音，12％聽成 h 或 f，各佔了 6％，這也是發音方法和發音部位

不敏感所致，韓語中沒有 p 與 f 的對立。漢語母語者缺聽辨，可能即是無

法判定韓國學生的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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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ㄇ＝[m] 

韓國學生發漢語 m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m 的正確率 

測試字：沒、慢、忙 

韓國學生發漢語m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6% 94%

* m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m的正確率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6% 94%

b m

 
圖 3-2-5：韓國學生發漢語 m 的可懂度 

圖 3-2-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m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m 的可懂度表，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 m 的時候，有

94％為母語者所能接受，6％被聽成零聲母。韓國學生 MY 把「忙」發成

vÜmf，可能將「忙」看成「亡」或「忘」所致。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l 的

正確率表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l 的時候，韓國學生大致可聽辨漢語l

之音，只 6％將 l 聽成 a。 

 

f＝ㄈ＝[f] 

韓國學生發漢語 f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f 的正確率 

測試字：發、佛、飯、風、夫 

韓國學生發漢語f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 0% 0% 98%

b p x f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f的正確率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30% 3% 3% 10% 53%

b g h p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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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7：韓國學生發漢語f的可懂度17

圖 3-2-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f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f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f 的時候，有 98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但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f 的正確率卻只有 53％，47％

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f 音聽成 b 的比例最高，佔了 30％。全部的韓國學生

都將測試字「夫、佛、風、發、飯」當中「發」的音聽成 a¯，韓國學生

MY,BE,XX 將「佛」的音聽成 añ。 

 

d＝ㄉ＝[t] 

韓國學生發漢語 d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d 的正確率 

測試字：大、代、多 

韓國學生發漢語d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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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數列1 1% 99%

s d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d的正確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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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d 100%

1

 
圖 3-2-9：韓國學生發漢語 d 的可懂度 

圖 3-2-1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d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d 的可懂度表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 d 的時候，有 99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被聽成 s。聽辨漢語 d 音的正確率達 100％顯示

韓國學生的 d 的音沒有太大的問題。ϔ

 

 

 

                                              
17 p佔了 0.5％x，佔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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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ㄊ＝[t’] 

韓國學生發漢語 t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t 的正確率 

測試字：太、提 

韓國學生發漢語t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9% 81%

p t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t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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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100%

數列1 8% 42% 50%

b p t

 
圖 3-2-11：韓國學生發漢語 t 的可懂度 

圖 3-2-1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t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t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t 的時候，有 81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9％被聽成 p，這是舌尖雙唇相混造成。韓國學生

聽辨漢語 t 的正確率表，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 t 音聽辨能力有待加強，

只有 50％的正確率，其中以 t 音聽成 p 的比例最高，佔了 42％。5 位韓國

學生將「提」音聽成 oë。 

 

n＝ㄋ＝[n] 

韓國學生發漢語 n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n 的正確率 

測試字：年、女 

韓國學生發漢語n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0% 2% 2% 86%

* l m n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n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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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100%

數列1 17% 17% 67%

* l n

圖 3-2-13：韓國學生發漢語 n 的可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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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n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n 的可懂度表，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 n 的時候，有

86％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4％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n 聽成零聲母的比例

最高，佔了 1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n 的正確率表，顯示出韓國學生聽辨

漢語 n 的時候，67％韓國學生可聽辨，33％則聽成零聲母或 l。這是漢語

鼻音跟邊音聲學特徵類似所致。 

 

l＝ㄌ＝[l] 

韓國學生發漢語 l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l 的正確率 

測試字：流、涼、呂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l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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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 3-2-15：韓國學生發漢語 l 的可懂度

-2-1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l 的正確率 

生發漢語 l 的時候，有 73

％為

＝ㄍ＝[k] 

漢語 g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g 的正確率 

 

圖 3

韓國學生發漢語l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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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數列1 15% 7% 3% 2% 73%

* j n 聽音缺 l

韓國學生發漢語 l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

母語者所能接受，27％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l 聽成零聲母的比例最

高佔了 15％。但是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l 的正確率表，顯示 100％韓國學生

可聽辨漢語 l 之音。 

 

g

韓國學生發

測試字：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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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生發漢語g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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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列1 1% 1% 98%

* h g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g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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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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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圖 3-2-17：韓國學生發漢語 g 的可懂度 

 

生發漢語 g 的時候，有 98

％為

＝ㄎ＝[k’] 

語 k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k 的正確率 

圖 3-2-1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g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g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

母語者所能接受，有 2％被聽成零聲母或 h。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g 的

正確率表，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 g 的聽辨正確率為 92％。有 8％被聽成

零聲母。 

 

k

韓國學生發漢

測試字：課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k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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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列1 67% 33%

g k

韓國學生發漢語k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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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100%

1

 圖 3-2-19：韓國學生發漢語 k

 

％為母語者所接受。但

是圖

的可懂度 

圖 3-2-2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k 的正確率

圖 3-2-19 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k 的時候，100

3-2-20 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k 的時候，只有 33％的正確率，67％的

韓國學生把 k 聽成 g，這是對送不送氣音不夠敏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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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ㄏ＝[x] 

韓國學生發漢語 h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h 的正確率 

測試字：號、戶、華、活、懷、回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h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31% 8% 8% 6% 3% 3% 42%

* b g k m p h

 

韓國學生發漢語h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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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數列1 1% 3% 1% 6% 2% 1% 2% 85%

b f j k p sh 聽辨缺 h

圖 3-2-21:國學生發漢語 h 的可懂度 

確率 

生發漢語 h的時候，有 83

％為

[R] 

語 j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j 的正確率 

圖 3-2-2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h 的正

韓國學生發漢語 h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

母語者所能接受，17％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辨識，其中以 h聽成 k的

比例最高，佔了 6％。這是發音方法相混造成的。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h的

正確率為 42％，有 58％聽成零聲母或其他音，其中以 h之音聽成零聲母

的比例最高，佔了 31％。 

 

j＝ㄐ＝

韓國學生發漢

測試字：記、加、借、叫、舊、見、進、京、居、決、捐 

韓國學生發漢語j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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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q x 聽辨缺 j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j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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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3：韓國學生發漢語j的可懂度18

圖 3-2-2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j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j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j 的時候，有 96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4％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 j 聽成 q 的比

例最高佔了 3％，這是對於送不送氣不夠敏感所致。但是韓國學生聽辨漢

語 j 的正確率表，顯示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 j 音容易聽辨，聽辨正確率佔

了 100％。 

 

q＝ㄑ＝[F] 

韓國學生發漢語 q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q 的正確率 

測試字：氣、侵、區、泉、群 

韓國學生發漢語q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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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q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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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5：韓國學生發漢語 q 的可懂度 

圖 3-2-2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q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q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q 的時候，有 75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25％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辨識，其中以 q 聽成 ch

的比例最高佔了 9％，這是發音部位相混造成的。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q 的

正確率為 97％，其他 3％則聽成 x，這是發音方法相混造成的。 

 

                                              
18 零聲母佔了 0.5%，g佔了 0.5％，q佔了 2.5％，x佔了 0.5％，聽辨缺佔了 0.5％，j佔了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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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ㄒ＝[V] 

韓國學生發漢語 x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x 的正確率 

測試字：西、謝、兄、薛、宣 

韓國學生發漢語x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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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27：韓國學生發漢語 x 的可懂度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x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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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列1 37% 3% 60%

q s x

圖 3-2-2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x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x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x 的時候，有 94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6％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x 聽成 p 的比例最高，

這是發音方法相混所致的。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x 的正確率表，顯示韓國學

生聽辨漢語 x 的時候，60％韓國學生可聽辨，40％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x

聽成 q 的比例最高，佔了 37％，這是對漢語的送不送氣音不夠敏感所致。

圖 3-2-27 和圖 3-2-28 說明，必需加強說與聽辨練習。 

zh＝ㄓ＝[%] 

韓國學生發漢語 zh 的可懂度與聽辨漢語 zh 的正確率 

測試字：知、爭、住、莊 

韓國學生發漢語zh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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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列1 5% 2% 1% 93%

j z 聽辨缺 zh

 圖 3-2-29：韓國學生發漢語 zh 的可懂度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zh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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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列1 4% 17% 4% 4% 71%

g j z 聽辨缺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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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zh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zh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zh 的時候，有

93％為母語者所能接受，7％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zh 聽成 j 的比例最高，

韓國學生 HJ 將「爭」發成 i˛mf 或 i˛m，可能她看成「爭」的讀音跟「靜、

淨」一樣，這是漢字讀音相混造成的。圖 3-2-30 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zh

的時候，71％可聽辨漢語 zh 之音，29％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

zh 聽成 j 的比例最高，佔了 17％。顯示韓國學生需加強 zh、j 兩音的聽跟

說訓練。 

 

ch＝ㄔ＝[T] 

韓國學生發漢語 ch 的可懂度與聽辨漢語 ch 的正確率 

測試字：吃、襯、程、初、春、窗 

韓國學生發漢語ch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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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ch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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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1：韓國學生發漢語ch的可懂度19

圖 3-2-3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ch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ch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ch 的時候，有

83％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7％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ch 聽成 c 的比例最高

佔了 4％，這是舌尖後音跟舌尖前音相混造成的。圖 3-2-32 顯示韓國學生

聽辨漢語 ch 的時候，92％韓國學生可聽辨漢語 ch 之音，8％學生聽成其他

音。圖 3-2-31 和圖 3-2-32 可以看出聽辨偏誤現象出現在說方面。 

                                              
19 x佔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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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ㄕ＝[G] 

韓國學生發漢語 sh 的可懂度與聽辨漢語 sh 的正確率 

測試字：詩、上、書、說、順 

韓國學生發漢語/sh/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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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sh/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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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x sh

圖 3-2-33：韓國學生發漢語sh的可懂度20

圖 3-2-3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sh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sh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sh 的時候，有

81％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9％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辨識，其中以 sh 聽成 s

的比例最高佔了 11％，這是舌尖後音跟舌尖前音相混所造成。圖 3-2-34

顯示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sh 的時候，正確率為 87％，其他 13％聽成其他

音，其中以 sh 聽成 x 的比例最高佔了 10％，這是舌尖後音與舌面音所致。 

 

r＝ㄖ＝[B] 

韓國學生發漢語 r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r 的正確率 

測試字：日、讓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r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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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r

 

韓國學生發漢語r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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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j l sh 聽辨 r

                                              
20 j 佔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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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5：韓國學生發漢語 r 的可懂度 

圖 3-2-3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r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r 的可懂度表，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 r 的時候，有

65％為母語者所能接受，35％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 r 被聽成

l 的比例最高，佔了 18％。現代漢語聲母中「濁」聲母只有 4 個雙唇鼻音

m、舌尖中鼻音 n、舌尖中邊音 l 和舌尖中擦音 r 的音。r 被聽成 l 的原因

是舌尖後音與舌尖前音相混，且對邊音擦音不敏感所致。圖 3-2-36 顯示韓

國學生聽辨漢語 r 的時候，正確率為 83％，有 16％被聽成零聲母或其他音，

各佔了 8％。韓國學生將 r聽成 l的原因是舌尖後音跟舌尖前音相混造成的。 

 

z＝ㄗ＝[Y] 

韓國學生發漢語 z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z 的正確率 

測試字：資、在、走、宗 

韓國學生發漢語z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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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sh zh 聽辨 z

 圖 3-2-37：韓國學生發漢語z的可懂度21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z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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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h zh z

圖 3-2-3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z 的正確率 

圖 3-2-37 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z 的時候，有 76％為母語者所能接受，

24％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辨識，其中以 z 聽成 zh 的比例最高佔了 19％，

這是發音部位相混所致。圖 3-2-38 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z 的時候，67％

韓國學生可以聽辨漢語 z 之音，33％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z 聽成 zh 或 s 的

                                              
21 h佔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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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最高，各佔了 13％，這也是發音部位相混造成的。在聽跟說方面最高

偏誤現象一致。 

 

c＝ㄘ＝[H] 

韓國學生發漢語 c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c 的正確率 

測試字：詞、草 

韓國學生發漢語c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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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9：韓國學生發漢語 c 的可懂度 

圖 3-2-4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c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c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c 的時候，有 81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9％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c 聽成 ch 的比例最高，

佔了 18％，這是發音部位相混所致。圖 3-2-40 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c

的時候，正確率為 42％，58％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c 聽成 ch 或 s 比例最

高，各佔了 25％，這也是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發音部位以及塞擦音和擦音

發音方法相混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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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ㄙ＝[s] 

韓國學生發漢語 s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s 的正確率 

測試字：思、掃、松、孫 

韓國學生發漢語/s/的可懂度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3% 1% 1% 95%

sh z 聽辨缺 s

 圖 3-2-41：韓國學生發漢語 s 的可懂度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s/的正確率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4% 96%

sh s

圖 3-2-43：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s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s 的可懂度表，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s 的時候，有 95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5％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 s 聽成 sh 的

比例最高佔了 3％，這是舌尖前音舌尖後音發音部位相混所致。圖 3-2-42

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s 的時候，96％韓國學生可聽辨，4％聽成 sh。 

 

 

 

 

[ 韓國學生發漢語聲母可懂度彙整 ] 

韓國學生發漢語聲母可懂度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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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列1 100 99% 98% 98% 96% 95% 94% 94% 93% 86% 83% 83% 81% 81% 81% 76% 75% 73% 71% 69% 65%

k d f g j s m x zh n h ch t sh c z q l b p r

 
圖 3-2-43：韓國學生發漢語聲母可懂度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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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聲母正確率彙整]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聲母正確率彙整

0%

20%

40%

60%

80%

100%

正確率 100% 100% 100% 97% 96% 94% 93% 92% 89% 87% 83% 71% 67% 67% 67% 60% 53% 50% 44% 42% 33%

d l j q s m b g ch p sh r zh n z x f t h c k

 

圖 3-2-4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聲母正確率彙整 

在漢語聲母彙整表裡，找不出韓國學生說跟聽辨之間的明顯關係。 

 

五、 分析與討論  

按照第三章第二節四實驗結果，每一個輔音在可懂度方面最高偏誤的

音如下: [p] →[p’]，[p’] →[f] ，[m] →零聲母，[f] →[p] ，[t] →[s] ，[t’] 

→[p’] ，[n] →零聲母，[l] →零聲母，[k] →零聲母，[x] →[f] ，[R] →

[F] ，[F] →[T] ，[V] →[p’] ，[%]→[R] ，[T] →[H] ，[G] →[s] ，[B] 

→[l] ，[Y] →[%]，[H] →[T] ，[s] →[G]。 

韓國學生在發漢語聲母時會產生一些偏誤。在發音部位方面主要是雙

唇音與唇齒音相混，舌尖前後音與舌尖音相混，舌面前音和舌尖後音相

混。究其原因是韓國話中漢字讀音的負遷移，而且在韓國話中沒有漢語聲

母音，例如：[p’] → [f] ，[f] → [p]，[%]↔ [R] ， [T] ↔ [H] ，[G] ↔ 

[s] ，[B] →[l] ， [Y] →[%]，[H] →[T] ，[s] →[G]。 

在發音方法方面主要是送不送氣問題以及塞音和擦音相混造成的，例

如：[p] → [p’] ，[R] →[F]，[k] →[x] ，[x] →[k’] ，[V] →[p’]。 

也有失落輔音，就是說成零聲母的現象，例如：[n] ，[l] ，[k] ，[m]。

發成零聲母的例字是「女」、「年」、「呂」、「流」、「涼」、「觀」、「忙」。其

中「年」、「流」、「涼」、「觀」、「忙」的字漢語母語者跟韓國學生的個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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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只找出一或兩筆，不成偏誤現象。韓國學生在介音[y]前容易發成零聲

母。 

 

每一個輔音在正確率方面最高偏誤的音如下：[p] →零聲母和[l]，[p’] 

→[f]、[x]，[m] →[p]，[f] →[p]和[p’]，[t’] →[p’]，[n] →零聲母和[l]，[k] 

→零聲母，[k’] →[k]，[x] →零聲母，[F] →[V]，[V] →[F]，[%]→[R]，

[T] →[Y]、[F]、[t’]，[G] →[T]，[B] →[l]，[Y] →[%]和[s]，[H] →[T]，

[s] →[G]。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聲母時，有時會聽成零聲母的情形，例如把「華」

聽成 vÜ，其原因是母語本身輔音中的清音單獨發時，聽不出其音，加上

元音才聽得出來，韓國學生無法聽辨出 h，是因為 ua 為後響二合元音，u

音色是最清晰的，也最響亮的，所以韓國學生會聽成零聲母。將輔音聽成

零聲母的是[p]、[n]、[k]、[x]、[B]。聽成零聲母的字是「布」、「女」、「觀」、

「華」、「懷」、「回」、「日」。其中在介音[u]前會聽成零聲母佔了 71%，韓

國學生特別舌根清擦音[x]跟介音[u]結合的時候常常聽成零聲母佔了 60

％。說明在針對韓國學生華語教學方面需要零聲母和舌根清擦音[x]的聽辨

練習。 

在發音部位主要是雙唇音跟唇齒音相混、舌尖後音跟舌面前音相混 .。

例如：[p’]→[f]、[f] →[p’]，[%]→[R]。 

在發音方法方面有塞擦音跟擦音相混、將鼻音聽成邊音、將濁音聽成

清音、以及送不送氣相混的現象。例如：[F] →[V]，[V] →[F]，[n] →[l]，

[m] →[p]，[k’]→[k]。 

目前，在對外漢語教學上，大部分的發音研究，是先進行漢語跟學習

者的母語對比研究及分析，再預測學習者的錯誤和提出偏誤的教學方式，

學習者聽辨能力則影響到說話能力。但是筆者研究結果，說跟聽是無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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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介語的理論，學習者在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由於母語語音的

負遷移等原因，所從最難發出來的語音，到容易發出來的語音難易排序。

筆者根據可懂度分析和正確率的結果，把難點排序出來。可懂度和正確率

都有問題的，列為「難點」。下面就是難點度排序表： 

聲母篇 說 聽 
發音部位 雙唇音跟唇齒音相混 

舌尖前後音與舌尖音相混 
舌面前音和舌尖後音相混 

雙唇音跟唇齒音相混 
舌面音跟舌尖後音相混 
 

發音方法 送不送氣相混 
塞音和擦音相混 

塞擦音跟擦音相混 

鼻音跟邊音相混 

濁音跟清音相混 

送不送氣相混 
其他 丟輔音 丟輔音 

表 3-2-7：韓國學生學習漢語聲母難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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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零聲母 

除了上面討論的二十一個輔音聲母以外，漢語裡還有一個零聲母。漢

語裡大部分音節都以輔音聲母開頭，但是也有一些音節開頭不是輔音而是

元音或介音，也就是說，它們的聲母是「零」，例如：「一、牙、屋、外、

遠」的聲母。 

零聲母的開頭雖然說是元音，但是實際發音上往往帶有那麼一點兒同

部位的摩擦成份。例如「一、牙」的開頭就帶有與[i]同部位的摩擦成分，

若精細地描寫，「一、牙」可標作[ji]、[ja]。「屋、外」的開頭就帶有與[u]

同部位的摩擦成分，因此「屋、外」可標作[wu]、[wai]。「遠」的開頭往

往帶有與[y]同部位的摩擦成份，因此「遠」可標作[|an]。零聲母字的開頭

雖然常帶一些輔音成份，但是這些成份有時明顯，有時不明顯，並且不能

區別意義，因此不會強調。但是漢語拼音教學方面，零聲母的拼法跟聲母

的拼法不一樣。例如：xh+x`+vn 等等。所以進行可懂度實驗時，零聲母跟

聲母分開進行。 

一、 零聲母實驗結果 

an＝ㄢ＝[an]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an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an 正確率 

測試字：安 

韓國學生發漢語零聲母

an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2% 2% 95%

ang en an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零聲母

an 的正確率

0%

50%

100%

an 100%

1

 
圖 3-3-1：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an 的可懂度 

圖 3-3-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an 的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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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an 的時候，有 95％為母語者所

能接受，可懂度較高，4％被聽成 ang 或 en，前者是前後鼻韻母相混合，

後者是發音舌位高低所造成的。再深入研究，只一位漢語母語者 YJ 聽成

ang 和漢語母語者 WL 聽成 en，這是漢語母語者個人的因素，因此，不歸

納偏誤現象，圖 3-3-2顯示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零聲母 an的聽辨率高達 100

％，說明韓國學生對零聲母 an 沒有很大的問題。 

 

e ＝ㄜ＝[ö]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e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e 正確率 

測試字：鵝 

韓國學生發漢語

零聲母e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5% 14% 5% 76%

er o 聽辨缺 e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零聲母

e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17% 83%

wo e

 
圖 3-3-3：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e 的可懂度 

圖 3-3-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e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不認得測試字「鵝」之音佔了 50％，筆者刪除發音缺重新整

理圖 3-3-3，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e 的時候，有 76％為母語者所

接受，34％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辨識，其中以 e 聽成 o 的比例最高，佔了

14％，這主要是圓唇度的差別。對於漢語零聲母 e 聽辨正確率佔了 83％，

其他一位韓國學生 MY(17%)聽成 wo，這可能在韓國話裡沒有漢語 e[ö]，

所以代替漢語 wo，需要韓國學生 MY 對漢語 e 的聽辨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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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ㄣ＝[Kn]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en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en 正確率 

測試字：恩 

韓國學生發漢語零聲母

en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9% 3% 6% 20% 6% 57%

an e eng yin 聽辨 en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零聲母

en的正確率

0%

50%

100%

en 100%

1

 
圖 3-3-5：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en 的可懂度 

圖 3-3-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en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不認得測試字「恩」之音佔了 17％，筆者重新整理出圖 3-3-5

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en 的時候，有 57％為母語者所能接受，43

％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辨識，其中以 en 聽成 yin 的比例最高佔了 20％。

這是韓國學生 HL 將「恩」讀成 x˛m 所致，韓國話裡「恩」字的讀音為[In]，

這是母語負遷移的現象。反而圖 3-3-6 顯示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零聲母 en

的聽辨正確率 100％，由此可見韓國學生需要加強的是 en,an 的舌位高低練

習和 en,eng 的鼻音韻尾發音練習。 

 

ou＝ㄡ＝[ou]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ou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ou 正確率 

測試字：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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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生發漢語零聲母

ou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7% 10% 31% 5% 2% 29% 17%

pai you o ong uo zhou ou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零聲母

ou 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17% 83%

wu ou

 
圖 3-3-7：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ou 的可懂度 

圖 3-3-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ou 的正確率 

圖 3-3-7 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ou 的時候，有 46％為母語者所

能接受，54％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ou 聽成 o 的比例最高佔了 31％， 這

是韓國學生丟失韻尾[u]所致。韓國學生 JX,HL 將測試字「歐」發成 zhou，

韓國學生 MY 將測試字「歐」發成 pai 的原因是，他們很可能根本不知得

讀音，所以在漢字認知過程中發生誤讀。圖 3-3-8 顯示出韓國學生聽辨漢

語零聲母 ou 的時候，83％可聽辨，其他 17％聽成 wu，這是失落韻腹[o]

所致。說明韓國學生對於漢語零聲母 ou 聽和說方面，需要 ou:o 和 ou:wu

的練習。 

 

wai＝ㄨㄞ＝[wai]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ai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wai 正確率 

測試字：歪 

韓國學生發漢語零聲母

wai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0% 24% 5% 24% 38%

fo fu 聽辨缺 huai wai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零聲母 wai 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17% 83%

wei wai

 
圖 3-3-9：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ai 的可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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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wai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不認得測試字「歪」佔了 50％，筆者重新整理圖 3-3-9，顯

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ai 的時候，有 62％為母語者所能接受，62％被

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 wai 聽成 fu 和 huai 的比例最高，各佔了

24％。這是韓國學生 JX 將「歪」讀成 eõ所致，將「歪」第一次看成「否」

帶輔音跟聲調，第二次看成「不」帶元音，意味著韓國學生 HL 根本不認

得「歪」字，而且韓國學生 XX 將測試字「歪」讀成 huai，這很可能不認

得讀音，所以在漢字認知過程中發生誤讀，這都是個別現象。圖 3-3-10 顯

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wai 的時候，83％可聽辨，17％聽成 wei，這

是韻腹[a]聽成韻腹[e]所致。由此可見，韓國學生學習漢語的時候，先訓練

認讀漢字音，然後進行漢語元音的舌位高低聽辨練習。 

 

wan＝ㄨㄢ＝[wan]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an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wan 正確

率 

測試字：彎 

韓國學生發漢語零聲母

wan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3% 6% 91%

聽辨缺 huan wan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零聲母

wan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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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wan 100%

1

 
圖 3-3-11：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an 的可懂度 

圖 3-3-1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wan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不認得測試字「彎」佔了 17％，筆者重新整理出圖 3-3-11，

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an 的時候，有 97％為母語者所能接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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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圖中顯示以零聲母 wan 聽成 huan 的比例最高

佔了 6％。這是韓國學生 XX 加輔音[h]所致。但是圖 3-3-12 顯示韓國學生

對於漢語零聲母 wan 正確率 100％。 

 

wei＝ㄨㄟ＝[wei]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ei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wei 正確率 

測試字：微 

韓國學生漢語零聲母

wei 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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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數列1 11% 4% 7% 79%

聽辨缺 yue hui or gui wei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零聲母

wei 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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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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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3：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ei 的可懂度 

圖 3-3-1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wei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不認得測試字「微」佔了 33％，筆者重新整理出圖 3-3-13，

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ei 的時候，有 86％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5％

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這是漢語母語者將韓國學生 XX 發出的「微」

的音，聽成 ftˇ、gtˇ、xõd，意味著韓國學生 XX 不認得「微」字，她發介

音 u[u]的零聲母時，常常帶輔音 h[x]，例如：測試字「歪」發成 huai、測

試字「彎」發成 huan、測試字「微」發成 hui。這是韓國學生的個別現象，

而是韓國學生 XX 的偏誤現象。圖 3-3-14，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零聲母

wei 的聽辨正確率 17％，其中以 wei 聽成 yu 的錯誤比例最高，佔了 67％，

這是先將 wei 音聽成 wi，再將 wi 音聽成 yu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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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ㄨㄥ＝[wKN]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eng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weng 正

確率 

測試字：翁 

韓國學生發漢語零聲母

weng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0% 5% 5% 10% 5% 5% 57%

eng ong guang wang yong  聽辨缺 weng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零聲母

weng 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17% 17% 17% 17% 33%

wen yong u 聽辨缺 weng

 
圖 3-3-15：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eng 的可懂度 

圖 3-3-1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weng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不認得測試字「翁」之音佔了 50％，筆者重新整理出圖

3-3-15，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weng 的時候，有 57％為母語者所能

接受，43％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 weng 聽成 eng 或 wang 的比

例最高，各佔了 10％。這是母語者將韓國學生 JX 的音聽成 ˙mf，並將韓

國學生 XX 的音聽成 v¯mf 所致，其原因是韓國學生 JX 失落介音[u]和韓

國學生 XX 相混後鼻韻母起點，這是個別現象。圖 3-3-16 顯示韓國學生對

於漢語零聲母 weng 的聽辨正確率只佔了 33％。韓國學生 MY 聽成 wen，

韓國學生 BE 聽成 yong，韓國學生 JX 聽成 mu，韓國學生 HL 無法聽辨。

由此可見，韓國學生需要加強 weng:wang:eng 的發音練習及

weng:wen:yong:mu 的聽辨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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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ㄧㄢ＝[jan]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an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an 正確率 

測試字：煙 

韓國學生發漢語

零聲母 yan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33% 67%

發音缺 yan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零聲母 yan 的正確率

0%

50%

100%

yan 100%

1

 
圖 3-3-17：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an 的可懂度 

圖 3-3-1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an 的正確率 

圖 3-3-17 顯示出韓國學生不認得測試字「煙」佔了 33％，如果刪除發

音缺重新整理的話，顯示出韓國學生的 yan 音 100％為母語者所能接受。

圖 3-3-18 顯示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零聲母 yan 的聽辨正確率為 100％，說

明韓國學生學習 yan 音並無困難。 

 

yang＝ㄧㄤ＝[jaN]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ang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ang 正確

率 

測試字：央 

韓國學生發漢語零聲母

yang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40% 60%

ang yang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零聲母

yang 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33% 67%

yao yang

 
圖 3-3-19：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ang 的可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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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ang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不認得測試字「央」之音佔了 17％，筆者刪除發音缺重新整

理出圖 3-3-19 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ang 的時候，有 60％為母語者

所能接受，40％被聽成 ang，這是丟失介音[i]所致。圖 3-3-20 顯示韓國學

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ang 的時候，67％可以聽辨，33％聽成 yao，這是三合

元音和後鼻韻母相混的結果，說明韓國學生需要 yang:ang 的發音練習以及

yang:yao 的聽辨練習。 

 

yi＝ㄧ＝[i]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i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i 正確率 

測試字：衣 

韓國學生發漢語

零聲母yi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2% 98%

yin yi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零聲母yi的正確率

0%

50%

100%

yi 100%

1

 
圖 3-3-21：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i 的可懂度 

圖 3-3-2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i 的正確率 

圖 3-3-21 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i 的時候，有 98％為母語者

所能接受，2％被聽成 yin，這是一位母語者將韓國學生 HL 發之音聽成 x˛m，

從 42 筆當中只找出 1 筆。圖 3-3-22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零聲母 yi 聽辨

正確率佔了 100％，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零聲母 yi 時無太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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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ㄩㄥ＝[yoN]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ong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ong 正確

率 

測試字：擁 

韓國學生發漢語零聲母

yong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50% 7% 43% 0%

bao gong weng yong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零聲母

yong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17% 83%

聽辨缺 yong

  
圖 3-3-23：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ong 的可懂度 

圖 3-3-2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ong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不認得測試字「擁」佔了 67％，筆者重新整理出圖 3-3-23 顯

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ong 的時候，沒有母語者能辨識，50％聽成

bao，43％聽成 weng。母語者將韓國學生 BE,XX 發 yong 的音聽成 aán、

a¯n、fšmf 和 v˙mf 所致，意味著他們根本不認得測試字「擁」之音。但

是圖 3-3-24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 yong 音的聽辨正確率佔了 83％。 

 

yu＝ㄩ＝[y]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u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u 正確率 

測試字：迂 

韓國學生發漢語

零聲母yu 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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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列1 3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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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零聲母yu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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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列1 17%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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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5：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u 的可懂度 

圖 3-3-2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u 的正確率 

圖 3-3-25 顯示出韓國學生不認得測試字「迂」佔了 33％，如果刪除發

音缺重新整理的話，100％為母語者所能接受。圖 3-3-26 顯示韓國學生對

於 yu 音的聽辨正確率佔了 83％，結果顯示[y]的音並不難。 

 

yue＝ㄩㄝ＝[ye]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ue 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ue 正確率 

測試字：約 

韓國學生發漢語

零聲母yue 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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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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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 3-3-27：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ue 的可懂度 

圖 3-3-2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ue 的正確率 

圖 3-3-27 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ue 的時候，有 98％為母語者所

能接受，2％被聽成 yuan，差別在鼻音韻尾的有無。韓國學生對於 yue 音

的聽辨正確率高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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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ㄩㄣ＝[yn] 

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un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un正確率 

測試字：暈 

韓國學生發漢語

零聲母yun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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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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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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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 3-3-29：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un 的可懂度 

圖 3-3-3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 yun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不認得測試字「暈」佔了 67％，筆者刪除發音缺重新整理出

圖 3-3-29，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 yun 的時候，有 57％為母語者所能

接受，43％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零聲母 yun 聽成 jun 或 gun 的比例最高

佔了 29％。這是韓國學生 HL 將「暈」之音發成 iÐm，韓國學生 BE 將「暈」

之音發成 fÐm 所致，只一位漢語母語者將韓國學生 BE 發成 xÐm 的音聽成

fÐm，這是個人的現象。韓國學生 HL 將「暈」看成「軍」發成 iÐm。但是

圖 3-3-30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零聲母 yun 音的聽辨正確率為 100％，說明韓

國學生「暈」的發音問題為字音問題，並非語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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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與討論 

以下是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的可懂度偏誤現象跟聽辨漢語零聲母的

正確率偏誤現象。ϔ

韓國學生發漢語零聲母的

可懂度偏誤現象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1% 1% 1% 2% 1% 1% 3% 2% 88%

b f g h j p zh
聽辨

缺

零聲

母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零聲母的正確率偏誤現象

0%

50%

100%

數列1 1% 1% 3% 95%

h m 聽辨缺 零聲母

ϔ

圖 3-3-31：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的可懂度錯誤現象ϔ

圖 3-3-3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的正確率錯誤現象ϔ

圖 3-3-31 顯示，有 88％漢語母語者所能接受，12％被聽成其他音或無

法辨識，這一些錯誤現象是個人的問題。例如：韓國學生 XX 將測試字「擁」

發成 bao、韓國學生 JX 將「歪」讀成 eõ、韓國學生 XX 將測試字「歪」讀

成 huai、韓國學生 JX,HL 將測試字「歐」發成 zhou、韓國學生 MY 將測

試字「歐」發成 pai、韓國學生 XX 將測試字「翁」發成 guang 等等。 

在 88％的零聲母當中可發現一些偏誤現象，第一個發音的出發點偏

高，例如：an[an]發成 en[Kn]、e[ö]發成 o[o]、en[Kn]發成 yin[in]。第二個

個別讀音問題。 

圖 3-3-32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零聲母聽辨正確率相當高，達到 95

％。以下是可懂度跟正確率的彙整。ϔ

ϔ

ϔ

ϔ

ϔ

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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ϔ Z韓國學生漢語零聲母的可懂度彙整\ϔ

韓國學生發漢語零聲母可懂度彙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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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80%

100%

數列1 100 98% 98% 95% 91% 79% 76% 67% 60% 57% 57% 57% 45% 38% 0%

yan yi yue an wan wei e yu yan yun wen en ou wai yon

 

圖 3-3-33：韓國學生發漢語零聲母可懂度彙整 

Z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的正確率彙整\ϔ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零聲母正確率彙整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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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 wan yan yi yue yun e ou wai yon yu yan wei wen

 
圖 3-3-3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零聲母正確率彙整 

圖 3-3-33和圖 3-3-34 顯示出韓國學生在零聲母的說跟聽辨之間找不到

規律的現象。 

 

游汝杰（1980）指出，關於零聲母[³]音位問題，聲母是韻母前面的部

分，可以分兩大類：一是有音，二是無音或近無音。無本身就是一種信息。

所以我們將第二種情況歸納為一個音位，用[³]表示，稱為零聲位。在普通

話中，嚴格分析起來，所謂零聲母即元音起頭的音節，實際上前頭都有一

個同部位的摩擦成分。不過，這種摩擦成分顯著與否，並不構成音感差異，

也沒有辨義作用。因此用零聲母標記，把那些摩擦成分和喉塞成分，都看

做零聲母的條件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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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辨上零聲母具有一些摩擦成，在語圖上出現細衝直條和集中區較

弱，類似於漢語的塞擦音，請參考圖的四角框。 

   ϔ

圖 3-3-35：漢語母語者 zl「an」的語圖 

圖 3-3-36：韓國學生 xx「an」的語圖ϔ

ϔ ϔ ϔ

圖 3-3-37：韓國學生 be「an」的語圖 

圖 3-3-38：韓國學生 jx「an」的語圖 

雖然漢語母語者可以接受韓國學生零聲母之音，但是聲學分析結果是

韓國學生發零聲母時不太明顯地出現摩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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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韻母篇 
韻母是指一個音節中除了聲母以外的部分。由介音、元音和韻尾所組

成。元音又叫母音、響音。「元、母、響」表示這類音素在發音中的重要

地位。元音有兩個特性：第一，聲帶顫動；第二，氣流不受阻礙。按照發

某元音時舌頭最緊張處來決定舌位。元音按舌位高低可分為高元音、低元

音、中元音；按舌位前後可分為前元音、後元音、央元音。嘴唇向前搓圓

的程度，也是元音的區辨特徵之一，後元音多為圓唇，如：[u]與[o]，前元

音多不圓唇，如：[i]與[e]。 

 

一、 現代漢語 

1. 漢語的韻母 

韻母可依其組成成分為單韻母、複韻母和鼻韻母三類。22

1.1 單韻母 

單韻母可就其舌位的前後、高低及圓唇度來描述，如：「阿」的韻母

由單元音[A]所組成，當我們發此音時，舌的中央部位有下壓緊張的感覺，

屬央元音，且舌面與上顎的距離偏低，所以為低元音，嘴唇無向前撮圓動

作，所以為不圓唇元音。 

現代漢語裡共有 10 個主要元音： 

A. [i]：前、高、不圓唇元音，如：一 

B. [u]：後、高、圓唇元音，如：五 

C. [y]：前、高、圓唇元音，如：雨 

D. [A]：央、低、不圓唇元音，如：阿 

E. [o]：後、中、圓唇元音，如：「我」的主要元音 

F. [0]：後、中、不圓唇元音，如：俄 

                                              
22 吳金娥等著（1992），把韻母歸類單韻母、複韻母、聲隨韻母、捲舌韻母和結合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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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前、中、不圓唇元音，如：「謝」的主要元音 

H. [L,W]：央、高、不圓唇元音，如：字，師 

 

1.2 捲舌單韻母 

漢語裡捲舌單韻母只有一個 [_]：為與捲舌結合成的元音，如：二 

由此可見，漢語單元音及空韻表示如下： 

            前           央           後 

i  u

o
0

y 

a 

K  _ 
E 

W   L 

                                             

          高 

            

 

   低 

 

e

A 

中

圖 3-4-1：漢語單元音與空韻舌位圖23

 

2. 複韻母24

漢語的複元音包含兩個單元音的成分。一般所謂的前響複元音，前一

個元音的響度較大，而後響複元音，則是後一個元音的響度較大，也可視

為介音加元音。以下所列為前響元音： 

A. [ai]：為 [a] 接[i]所組成的元音，如：愛 

B. [ei]：為 [e] 接[i]所組成的元音，如：黑 

C. [au]：為 [a] 接[u]所組成的元音，如：好 

D. [ou]：為 [o]接[u]所組成的元音，如：歐 

 
23 筆者整理自朱川（1997）和鍾榮富中譯（1994）。 
24 現代漢語的複韻母，共有 13 個：ai, ei, ao, au, ia, ie, iao, iou, ua, uo, uai, uei, 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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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響元音以外，也有後響元音[iA]、[iE]、[uA]、[uo]、[yE]和中

響元音[iAu]、[iou]、[uaI]、[uei]。 

3. 鼻韻母（元音加鼻音韻尾25） 

A. [an]：為 [a] 加前鼻音，如：三 

B. [Kn]：為 [0] 加前鼻音，如：很 

C. [aN]：為 [a] 加後鼻音，如：忙 

D. [KN]：為 [0] 加後鼻音，如：朋 

 

二、  韓國話 

1. 單母音 

韓國話的單母音一共有 10 個：[i]、[e]、[E]、[y]、[ë]、[*]、[K]、[a]、

[u]、[o]。 

A. [[i：前、高、不圓唇元音，就是 이 

B. [[e]]：前、中高、不圓唇元音，就是 에 

C. [[E]：前、中低、不圓唇元音，就是 애 

D. [[y]]：前、高、圓唇元音，就是 위 

E. [[ë]]：前、中高、圓唇元音，就是 외 

F. [[I]]：中、高、不圓唇元音，就是 으 

G. [[a]]：中、低、不圓唇元音，就是 아 

H. [[U]]：後、中低、不圓唇元音，就是 어 

                                              
25  現代漢語的鼻韻母，共有 16 個：an, ian, uan, yuan, en, in, uen, yun, ang, iang, uang, eng, 
ing, ueng, ong, 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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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u]]：後、高、圓唇元音，就是 우 

J. [[o]]：後、中、圓唇元音，就是 오 

由此可見，韓國話單母音表示如下(이호영;1996)： 

ui y

o

E 

a

* 

U 

O: e ë 

O 

  

 

 

 

 

                            

              圖 3-4-2：韓國話單母音舌位圖 

現在韓國年輕人把[y]發成[wi]，對他們來說，現代韓語只有 8 個單母

音。如果[y]發成複韻音[wi]，[ë]也是發成複韻音[we]。在文字上可以區別

[we]、[ë]，但是實際上兩個音的發音同為[we]。 

 

2. 半母音（semi vowel）與複韻音 

半母音是比發元音更靠近上顎的音，但比發輔音不靠近上顎的音。與

半母音連結組成的音叫做複韻音，可以說，複元音是兩個單元音組成一個

音的元音。韓國話裡有兩個[j]]、[w]]的半母音。複元音是跟[u]結合的和跟

[w]結合的，而且也有比較特殊的[Ii]。 

2.1 [j-]系列的複韻母： 

야[ja]、여[jU]、요[jo]、유[ju]、얘[jE]、예[je] 

 

2.2 [w-]系列的複韻母： 

와[wa]]、워[wU]、왜[wE]、웨[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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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系列的複韻母：의[[Ii] 

 

三  韻母對比分析與預測 

1. 以漢語為主，在韓國話當中沒有捲舌單元音。 

2. 漢語有相當多的複韻母比韓國話多兩倍。 

3. 因韓國話[y]的過渡現象，韓國學生把漢語的單元音[y]發成複元音

[wi]。 

4. 複韻母的縮略：韓國話沒有漢語的前響二合元音和三合元音，所以韓國

學生可能把這一些元音縮略成單元音或後響二合元音（孟柱億，1997）。 

 

 

四、 實驗結果 

a＝ㄚ＝[A]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a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a 的正確率 

測試字：罷、怕、發、大 

韓國學生發漢語

`ϔ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 5% 95%

e o a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 的正確率

0%

20%

40%

60%

80%

100%

a 100%

1

 
圖 3-4-3: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a 的可懂度 

圖 3-4-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a 的正確率 

在進行可懂度實驗時，筆者要求受試者出現不認字說「不知道」，分

析時把它歸為「發音缺」。刪除發音缺重新整理出圖 3-4-3，顯示出韓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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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發漢語聲母 a 的時候，有 95％為母語者所能接受，6％被聽成其他音，

其中以 a 聽成 o 的比例最高，這是舌位偏後和嘴型太圓，而且舌頭的位置

高所致。其深研究，韓國學生 HJ 將「怕」發成 bo，所以佔了 5％，這是

個人的錯誤現象。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對於 a 音

的聽辨正確率，佔了 100％。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韻母 a 上沒有太大的

問題。 

 

ai＝ㄞ＝[ai]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ai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ai 的正確率 

測試字：代、太、在 

韓國學生發漢語

ai 的可懂度

0

50

100

ai ai 100

百分比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i 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6% 6% 89%

uai ui ai

 
圖 3-4-5：韓國學生發漢語 ai 的可懂度 

圖 3-4-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i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ai 的可懂度，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 ai 的時候，沒有

錯誤的現象。但是，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i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辨 ai

的時候，正確率只有 89％，其他 12％為將 ai 之音聽成 t`h 和 th，這是加

介音所致。其原因是韓國學生 JX 與韓國學生 MY 將測試字「在」各聽成

zhuai 與 shui 的，因此，需要韓國學生在聽辨方面需要 ai:uai:ui 的練習。 

 

 

 

 76 



an＝ㄢ＝[an]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an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an 的正確率 

測試字：慢、飯 

韓國學生發漢語

an 的可懂度

0%

50%

100%

an 100%

1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n 的正確率

0%

50%

100%

an 100%

1

 
圖 3-4-7：韓國學生發漢語 an 的可懂度 

圖 3-4-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n 的正確率 

 

ang＝ㄤ＝[aÑ]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ang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ang 的正確率 

測試字：忙、上、讓 

韓國學生發漢語

ang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 6% 1% 93%

a wang 聽辨缺 ang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ng 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6% 94%

iang ang

 
圖 3-4-9：韓國學生發漢語ang的可懂度26

圖 3-4-1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ng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ang 可懂度，顯示出有 93％為母語者所能接受，其他

8％被聽成其他的音或聽辨缺，其中將 ang 之音聽成零聲母 wang 比例最

高，這是加介音[u]的所致，而且韓國學生將 ang 之音發成零聲母 wang 的

                                              
26 a佔了 0.8%，wang佔了 5.6%，「聽辨缺」佔了 0.8%，ang佔了 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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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與他們母語的負遷移有關。韓國學生 MY 可能將「忙」字看成「忘」

字，而且韓國話是非聲調的關係，將「忙」之音發成 vÜmf。這是個人的

錯誤現象。 

漢語母語者聽受試者的發音以後，在百字表上表示問號的音，把它稱

為「聽辨缺」。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ng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漢語 ang 的時候，

將漢語 ang 聽成 iang 現象佔了 6％。這也是加介音[i]所致。其原因韓國學

生 MY 測試字「上」聽成 xiang 的緣故。這也是個人的錯誤。說明韓國學

生在聽跟說方面沒有太大的問題。 

 

ao＝ㄠ＝[aú]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ao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ao 的正確率 

測試字：號、早、草、掃 

韓國學生發漢語

ao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 2% 97%

eng ou ao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o 的正確率

0%

50%

100%

ao 100%

1

 
圖 3-4-11：韓國學生發漢語 ao 的可懂度 

圖 3-4-1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o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ao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 ao 的時候，有 97％為

母語者所能接受，3％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ao 聽成 ou 的比例最高，這是

二合元音出發點偏高(a[a] →o[o])的原因。其原因是漢語母語者 WL，YX

將測試字「號」被聽成 hao，這是漢語母語者的個人因素，所以不當成偏

誤現象。但是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ao 的正確率，顯示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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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 的時候，100％的韓國學生聽辨出 ao 之音，說明聽跟說方面沒有太大的

問題。 

 

e＝ㄜ＝[0]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e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e 的聽辨正確率 

測試字：哥、課 

韓國學生發漢語

e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 2% 2% 4% 90%

* a o ou e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 的正確率

0%

50%

100%

e 100%

1

 
圖 3-4-13：韓國學生發漢語 e 的可懂度 

圖 3-4-1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e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e 的時候，有 90％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9％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 e 聽成 ou 的比例最高，佔

了 4％，這是將單元音聽成複元音即換元音所致。其原因漢語母語者 WL、

YX 將測試字「課」、「哥」各被聽成 kou，這是漢語母語者的個人問題，不

成偏誤現象。但是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 的時候，100％的韓國學生聽辨出漢語韻母 e 之音。說明韓國學生聽跟說

方面沒有太大的問題。 

 

 

 

 

 

 79 



ei＝ㄟ＝[ei]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ei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ei 的正確率 

測試字：碑、沒 

韓國學生發漢語

ei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36% 4% 60%

ai ao ei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i 的正確率

0%

50%

100%

ei 100%

1

 
圖 3-4-15：韓國學生發漢語 ei 的可懂度 

圖 3-4-1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i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ei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ei 的時候，有 60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40％母語者被聽成其他音。其中將 ei 之音聽成 ai

現象偏高其他的音，佔了 30％，這是表面上複元音舌位起點稍低造成。其

實測試字「沒」和「碑」當中，韓國學生發「沒」字的時候，有 100％為

母語者所能接受，韓國學生發「碑」字的時候，韓國學生 HJ,HL 缺「碑」

字音，韓國學生 BE,JX,XX,MY 將「碑」字看成「牌」，會發成 oÜh，佔了

30％，而且有一些母語者將韓國學生 MY 的「碑」之音聽成 oán，佔了 4

％，這是認字上的錯誤，並非發音的錯誤。 

 圖 3-4-16 顯示韓國學生對漢語 en 的聽辨正確率比例佔了 100％，說明

韓國學生學習漢語韻母 ei 的時候，在聽跟說方面沒有太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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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ㄣ＝[Kn]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en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en 的正確率 

測試字：本、襯 

韓國學生發漢語

en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2% 19% 2% 5% 73%

ang eng un 聽辨缺 en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n 的正確率

0%

50%

100%

en 100%

1

 
圖 3-4-17：韓國學生發漢語 en 的可懂度 

圖 3-4-1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n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en 的可懂度，顯示出有 73％為母語者所能接受，27

％被聽成其他音，其中將 en 音聽成 eng 的現像偏高於其他音，佔了 19％。

韓國學生把前鼻音發得位置偏後，類似後鼻音，所以將 en 之音發成 eng。

但是，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n 的正確率，顯示出 100％的韓國學生可以聽辨

出 en 之音。說明在說方面需要 en:eng 練習。 

 

eng＝ㄥ＝[KÑ]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eng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eng 的正確率 

測試字：風、爭、程 

韓國學生發漢語

eng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6% 3% 5% 1% 5% 2% 67%

ang in ing oeng ong 聽辨 eng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ng 的正確率

0%

50%

100%

eng 100%

1

 
圖 3-4-19：韓國學生發漢語 eng 的可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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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ng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 MY,HL 缺「爭」之發音，而且韓國學生 HJ 缺「程」之發音。

韓國學生發漢語的 eng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eng 的時候，有 67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33％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將 eng 之音聽

成 ang 的現象偏高於其他音，佔了 16％，韓國學生發鼻韻母的時候，舌位

偏低(e[0]→a[a])，所以將 eng 之音發成 ang。其深研究，韓國學生 BE，XX

將測試字「爭」發成 zhang 的原因。這不是發音的問題，就是認讀的問題。

韓國學生聽辨 eng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可以聽辨 eng 之音，佔了 100

％。說明聽跟說沒有大的問題。 

 

er＝ㄦ＝[2]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er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er 的正確率 

測試字：二 

韓國學生發漢語 /e r/的可懂度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12% 88%

e er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r /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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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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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er

 
圖 3-4-21：韓國學生發漢語 er 的可懂度 

圖 3-4-2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r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er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 er 的時候，有 88％為

母語者所能接受，12％被聽成 é。這是韓國學生 MY 把兒化韻母只發成 e

的原因，這是個人的錯誤現象。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r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

學生聽辨 er 的時候，83％的韓國學生可以聽辨漢語 er，17％被聽成 áq。

韓國學生聽的時候，因為兒韻起點音開口度過大，聽感上類似 áq。說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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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方面需要 er 的練習。 

 

i＝ㄧ＝[i]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i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i 的正確率 

測試字：提、記、氣、西 

韓國學生發漢語

/i/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2% 1% 98%

in 聽辨缺 i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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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I 100%

1

 
圖 3-4-23：韓國學生發漢語 i 的可懂度 

圖 3-4-2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i 的可懂度顯示出，有 98％為母語者所能可以接受，2

％被聽成為 in，這是在元音裡加輔音，就是單元音跟鼻韻母相混造成的。

其原因，漢語母語者 SY,YS 將韓國學生 HL「記」之音被聽成 jin 的緣故，

這是母語者的個人因素，不成偏誤現象。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 的正確率，

顯示出 100％的韓國學生可以聽辨漢語 i 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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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ㄓ的韻母=[W]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i-1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i-1 的正確率 

測試字：知、吃、詩、日 

韓國學生發漢語

/i-1/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4% 2% 5% 2% 1% 1% 86%

ai e i-2 u v 聽辨 i-1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1/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29% 4% 4% 4% 58%

u v yu 聽辨缺 i-1

 
圖 3-4-25：韓國學生發漢語空韻[W]的可懂度 

圖 3-4-2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空韻[W]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翹舌空韻[W]的可懂度，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空韻[W]

的時候，有 86％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4％被聽成其他的音或無法聽辨，其

中以舌尖後音的空韻[W]聽辨成舌尖前音的空韻[L]的現像偏高於其他的

音，佔了 5％。例如：韓國學生 MY 將「詩」之音發成 r˛，韓國學生 MY

「吃」之發音聽寫成 b˛， 佔了 5％，這是舌頭前後相混所致。這是個別錯

誤現象，不成偏誤現象。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翹舌空韻[W]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翹舌

空韻[W]的時候，58％韓國學生可聽辨漢語翹舌空韻[W]之音，其他 42％聽成

其他音，其中以[W]聽成 u 的偏誤現象高於其他音佔了 29％。 

韓國話沒有漢語空韻[W]、[L]音，所以常常用[I]音來代替漢語空韻[W]和

[L]音，這是由於漢語[W]的舌位比漢語[I]稍後所致。在可懂度顯示在說方面

用[I]來替代舌尖後音的空韻，在聽方面由於蹺舌空韻的聲學特徵類似圓唇

音所產生的效果，因此容易聽成 u。這是韓國學生母語的負遷移現象。說

明韓國學生應加強[W]:[u]的聽辨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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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ㄗ的韻母＝[L]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i-2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i-2 的正確率 

測試字：資、詞、思 

韓國學生發漢語

i-2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6% 1% 83%

i-1 聽辨缺 i-2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2 的正確率

0%

50%

100%

i-2 100%

1

 
圖 3-4-27：韓國學生發漢語舌尖前音空韻[L]的可懂度 

圖 3-4-2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舌尖前音空韻[L]的可懂度 

韓國學生發漢語舌尖前音空韻的可懂度，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舌尖

前音空韻[L]的時候，有 83％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7％被聽成舌尖後音空韻

或無法聽辨，其餘則是將舌尖前音空韻[L]聽成舌尖前音空韻[W]的比例最高

佔了 16％，這是輔音不到位所致。但是韓國學生聽辨漢語舌尖前音空韻的

正確率，顯示 100％韓國學生可以聽辨，說明韓國學生應加強漢語空韻[W]：

[L]的發音練習。 

 

ia＝ㄧㄚ＝[iA]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ia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ia 的正確率 

測試字：加 

韓國學生發漢語/ia/的可懂度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5% 95%

o ia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a/的正確率

0%

50%

100%

ia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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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9：韓國學生發漢語 ia 的可懂度 

圖 3-4-3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a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ia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 ia 的時候，有 95％為

母語者所能接受，5％將韓國學生 MY 的發音被聽成[o]，這是將單元音換

成複元音造成的。韓國學生 MY 將「加」之發音發成[o]的現象只計出兩筆

佔了 5％，這是個別現象，不成韓國學生的偏誤現象。 

但是圖 3-4-30 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a 的時候，100％韓國學生可聽

辨漢語 ia 之音，說明韓國學生對於漢語韻母 ia 聽與說方面沒有大的問題。 

 

ian＝ㄧㄢ＝[iEn]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ian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ian 的正確率 

測試字：年、見 

韓國學生發漢語/ian/的可懂度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2% 1% 96%

in ing ian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an/的正確率

0%

50%

100%

ian 100%

1

 
圖 3-4-31：韓國學生發漢語 ian 的可懂度 

圖 3-4-3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an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ian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ian 的時候，有

96％為母語者所能接受，3％被聽成為其他的音，其中將 ian 聽成 in 的比

例高於其他音佔了 2％，這是 ian 的動程上不到[a]所致。其深研究，漢語

母語者 ZB 將韓國學生 BE 發的「見」之音被聽成 jin 和漢語母語者 YX 也

將韓國學生 MY 發的「見」之音被聽成 jin，而且韓語母語者 RP 將韓國學

生發的「見」之音被聽成 jing 的緣故，這是漢語母語者個別錯誤現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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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韓國學生的偏誤現象。所以韓國學生在說方面沒有問題。 

但是圖 3-4-32 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an 的時候，沒有問題。 

 

iang＝ㄧㄤ＝[iAÑ]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iang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iang 的正確

率 

測試字：涼 

韓國學生發漢語

iang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3% 17% 80%

in ing iang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ang 的正確率

0%

50%

100%

iang 100%

1

 
圖 3-4-33：韓國學生發漢語 iang 的可懂度 

圖 3-4-3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ang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iang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iang 的時候，有

80％為母語者所能接受，20％被聽成其他音，其中將 iang 之音聽成 ing 的

現象偏高於其他音，佔了 17％。這是鼻韻母的起點相混造成的，其深研究，

韓國學生 HL 將測試字「涼」發成 jing 的緣故，這是韓國學生個別問題。 

但是圖 3-4-34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 iang 聽辨正確率，高達 100％，

說明在聽方面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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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o＝ㄧㄠ＝[iAu]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iao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iao 的正確率 

測試字：表、票、叫 

韓國學生發漢語

iao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2% 98%

ia iao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ao 的正確率

0%

50%

100%

iao 100%

1

 
圖 3-4-35：韓國學生發漢語 iao 的可懂度 

圖 3-4-3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ao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iao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iao 的時候，有

98％為母語所能接受，2％被聽成 ia。這是韓國學生 XX 將「叫」之音發成

ihá 所致，意味者學習者 XX 有 iao → ia 的問題，這是學習者個別錯誤現

象。但是圖 3-4-36 顯示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 iao 聽辨正確率為 100％，說

明在聽跟說沒有問題。 

 

ie＝ㄧㄝ＝[iE]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ie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ie 的正確率 

測試字：借、謝 

韓國學生發漢語

ie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2% 98%

ian ie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e 的正確率

0%

50%

100%

ie 100%

1

 
圖 3-4-37：韓國學生發漢語 ie 的可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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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e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ie 的可懂度顯示出韓國學生發 ie 的時候，有 98％為

母語者所能接受，2％被聽成 ian。兩位母語者將韓國學生 my 的「謝」之

發音聽成 whám。所以韓國學生要加強鼻音韻尾的發音練習。ϔ

 

in＝ㄧㄣ＝[in] 

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 in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韻母 in 的正確率 

測試字：進、侵 

韓國學生發漢語

in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2% 13% 86%

i ing in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n 的正確率

0%

50%

100%

in 100%

1

 
圖 3-4-39：韓國學生發漢語 in 的可懂度 

圖 3-4-4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n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 MY,HJ,HL 缺「侵」之音，筆者重新整理出圖 3-4-39，顯示

韓國學生發漢語 in 的時候，有 86％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5％被聽成其他

音。其中以 in 聽成 ing 的偏誤比例最高，佔了 13％。這是前後鼻韻母相混

所致的。但是圖 3-4-40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 in 聽辨正確率高達 100％，

說明韓國學生需要鼻韻母(in:ing)的發音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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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 ㄧㄥ＝ [iN] 

韓國學生發漢語 ing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ng 的正確率 

測試字：京 

韓國學生發漢語

ing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48% 52%

in ing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ng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83% 17%

in ing

 
圖 3-4-41：韓國學生發漢語 ing 的可懂度 

圖 3-4-4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ng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ing 的可懂度，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 ing 的時候，

有 52％為母語者所能接受，48％被聽成 in，這是前後鼻韻母相混造成的。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ng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ng 的時候，17

％的韓國學生可聽辨漢語 ing 之音，反而 83％的韓國學生將 ing 之音聽成

in，這也是前後鼻韻母相混造成的。說明韓國學生需要加強 in:ing 的聽與

說練習。 

ϔ

iong＝ㄩㄥ＝[yuN] 

韓國學生發漢語 iong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ong 的正確率 

測試字：兄 

韓國學生發漢語

iong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2% 2% 95%

ong ueng iong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ong的正確率

0%

50%

100%

iong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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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3：韓國學生發漢語 iong 的可懂度 

圖 3-4-4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ong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iong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 iong 的時候，有 95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4％被聽成其他音，一位漢語母語者 YS 將韓國學生

BE 發之音聽成 ong，佔了 2％，這是丟介音[i]所致，而且她將韓國學生 HL

發之音聽成 rgt˙mf(ㄕㄨㄥ)，這也佔了 2％，這是漢語母語者 YS 個人聽

辨差異所致的。 

但是圖 3-4-44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 iong 聽辨正確率為 100％， 說

明韓國學生對於漢語韻母 iong 聽和說方面沒有問題。 

 

iu＝ㄧㄡ＝[iou] 

韓國學生發漢語 iu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u 的正確率 

測試字：流、舊 

韓國學生發漢語

iu 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6% 8% 1% 1% 83%

iao v you 聽辨缺 iu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u 的正確率

0%

50%

100%

iu 100%

1

 
圖 3-4-45：韓國學生發漢語iu的可懂度27

圖 3-4-4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iu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iu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 iu 的時候，有 83％為

母語者所能接受，17％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 iu 聽成û比例高

於其他音。這是韓國學生 MY 將複元音 iu 發成 單元音ûϔ所致，而且是個

別錯誤現象。但是圖 3-4-45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 iu 聽辨正確率達 100％。 

                                              
27 圖表上的 v 等於漢語拼音 û、注音符號 ㄩ 和國際音標[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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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ㄛ＝[o] 

韓國學生發漢語 o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o的正確率 

測試字：潑、佛 

韓國學生發漢語

o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 5% 5% 26% 27% 35%

聽辨缺 uo ou a u o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o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25% 75%

uo o

 
圖 3-4-47：韓國學生發漢語 o 的可懂度 

圖 3-4-4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o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的 o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 o的時候，只有 35％為

母語者所能接受，65％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辨識，其中以 o聽成 u比率最

高，佔了 27％，聽成 a的佔了 26%。這是舌位偏高與嘴型不圓唇造成的，

其原因，韓國學生 BE,JX 將 o 之音發成 u，而且韓國學生 XX,HJ 將 o 之音

發成 a，這些都是韓國學生讀音的錯誤現象。 

漢語中的 o由於總是出現在 b、p、m、f之後，在發 o時，由於受其前

面唇輔音的影響，在唇輔音聲母和 o 之間，實際上有一個過渡音[w]，這是

由於嘴唇打開後舌位滑動正好經過 w 的位置時自然產生的，[w]音短且模

糊。因為在教學上，教師不能夠招待漢語拼音 o 本身問題，所以學生把 o

之音寫成 ou（吳宗濟、1992），可懂度圖表上佔了 5％。 

圖 3-4-48 顯示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o的時候，75％韓國學生可聽辨漢

語 o之音，25％聽成漢語 uo 之音，與吳宗濟（1992）不符合。在聽辨教

育上加強（雙唇音和唇齒音）＊o[o]：（舌尖音和舌根音）＊o[o]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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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ㄨㄥ＝[uKN] 

韓國學生發漢語 ong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ong 的正確率 

測試字：宗、松 

韓國學生發漢語

ong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3% 1% 4% 1% 1% 3% 87%

o on ou u uo 聽辨缺 ong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ong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17% 83%

u ong

 
圖 3-4-49：韓國學生發漢語 ong 的可懂度 

圖 3-4-5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ong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ong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 ong 的時候，有 87％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3％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辨識。其中將 ong 聽成 ou

的現象偏高於其他的音，佔了 4％，這是鼻韻母韻尾丟失造成。反而，韓

國學生聽辨漢語 ong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ong 的時候，83％

的韓國學生可聽辨，17％的韓國學生聽成 u，說明韓國學生帶鼻韻母的發

音與母語者有差異。 

 

ou＝ㄡ＝[ou] 

韓國學生發漢語 ou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ou 的正確率 

測試字：走 

韓國學生發漢語/ou/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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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1：韓國學生發漢語 ou 的可懂度 

圖 3-4-5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ou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ou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 ou 的時候，有 98％為

漢語母語者所能接受，2％無法分辨。圖 3-4-52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 ou

的聽辨正確率達 100％，說明漢語 ou 沒有太大的問題。 

 

u＝ㄨ＝[u] 

韓國學生發漢語 u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的正確率 

測試字：布、父、戶、住、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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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3：韓國學生發漢語u的可懂度28

圖 3-4-54：韓國學生發漢語 u 的可懂度 

韓國學生發漢語 u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 u的時候，有 94％為母

語者所能接受，6％被聽成其他的音和無法聽辨。其中以 u聽成 uan 比率

高於其他的音。漢語母語者將韓國學生 HL「布」之音聽成 wtÜm 和 wtÓm，

佔了 2％，容易被聽成帶鼻韻尾。這可能是韓國學生認讀上錯誤造成。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的時候，98

％韓國學生可以聽辨，2％韓國學生聽成零聲母的 wu。 

 

                                              
28 「聽辨缺」佔了 1.5％， e佔了 0.3％ ，i佔了 0.3％， i-1 佔了 0.3％， iong佔

了 0.3％ ，uan佔了 2.1％ ，un佔了 1.2%， u佔了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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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ㄨㄚ＝[uA] 

韓國學生發漢語 ua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 的正確率 

測試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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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數列1 2% 5% 93%

a ia ua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67% 17% 17%

a wa ua

 
圖 3-4-55：韓國學生發漢語 ua 的可懂度 

圖 3-4-5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ua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ua 的時候，有 93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7％被聽成其他的音。韓國學生 MY 將「華」發成 ih¯、

oÜ，佔了 7％。在 3-4-57 顯示 u 摩擦性較強，幾乎看不到介音 u 的部分，

沒有共振峰的變化，實際發 gÜ，這是個別現象。ϔ

   
圖 3-4-57：韓國學生 gõ` 的語圖   

圖 3-4-58：漢語母語者 gõ` 的語圖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 的時候 17

％的韓國學生可聽辨漢語 ua，82％被聽成其他的音，其中將 ua 之音聽成

a現象高於其他的音，佔了 67％。在 3-4-58 語圖上顯示後響二合元音的韻

尾的音長很長，所以韓國學生聽起來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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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i＝ㄨㄞ＝[uai] 

韓國學生發漢語 uai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i 的正確率 

測試字：懷 

韓國學生發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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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9：韓國學生發漢語 uai 的可懂度 

圖 3-4-6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i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uai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uai 的時候，有

100％為母語者所能接受。但是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i 的正確率顯示 33％

韓國學生可聽辨，其他 66%學生聽成 wai 或 wei。在語圖上很難找出輔音

的部分，又跟零聲母的語圖不一樣。很可能因為輔音佔的時間很短，所以

韓國學生聽成零聲母 wai，總之，韓國學生對漢語 uai 的聽辨正確率佔了

66％。 

韓國學生聽辨輔音 h[x]加介音 u[u]再加上第二聲的時候，容易聽成零

聲母，佔了 66％。在教學上需要加強聽辨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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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n＝ㄨㄢ＝[uan] 

韓國學生發漢語 uan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n 的正確率 

測試字：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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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1：韓國學生發漢語 uan 的可懂度 

圖 3-4-6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n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uan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uan 的時候，有

98％為母語者所能接受，2％被聽成零聲母 wan，這是丟輔音所致，其原因，

漢語母語者 SY 將韓國學生 BE 發的「觀」之音被聽成 wan 的緣故，這是漢

語母語者個別錯誤現象。 

圖 3-4-62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 uan 的聽辨正確率佔了 96％，4％韓

國學生聽成零聲母 wen，這是丟輔音和前鼻音起點相混造成的，其原因，

韓國學生 BE 將測試字「觀」聽成 wen，這是個別錯誤現象。說明韓國學生

在聽與說上沒有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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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ng＝ㄨㄤ＝[uAN] 

韓國學生發漢語 uang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ng 的正確率 

測試字：莊、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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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3：韓國學生發漢語 uang 的可懂度 

圖 3-4-6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ang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uang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uang 的時候，

有 79％為母語者所能接受，21％被聽成其他的音，其中將 uang 之音聽

成 ang 比例高於其他音佔了 17％。韓國學生 XX 將「莊」字發成 y¯mf 和 y

g¯mf，韓國學生 HL,HJ 將「窗」字發成 bg¯mf 和 b¯mf。韓國話裡將「莊

、窗」讀成장[ÕaN],창[t˛HaN]，發「莊、窗」的時候，受到韓語的負

遷移，丟了介音[u]。但是圖顯示 3-4-65 韓國學生對於漢語 uang 的聽辨

正確率，佔達 100％，說明聽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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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ㄨㄟ＝[uei] 

韓國學生發漢語 ui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i 的正確率 

測試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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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5：韓國學生發漢語 ui 的可懂度 

圖 3-4-6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i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ui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ui 的時候，有 93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6％被聽成其他的音或無法辨識。韓國學生HL將「回」

音發成 gÒh 或 gç，這是丟介音[u]和韻尾不到位所致，而且是學習者 HL 的

個別錯誤現象。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i 的正確率（圖 3-4-66），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i 的時候，沒有人聽辨漢語 ui，韓國學生聽辨輔音 h[x]加介音 u[u]再加上

第二聲的時候，容易聽成零聲母，佔了 100％（請參考圖 3-4-67）。在百

字表裡輔音 h[x]加介音 u[u]再加上第二聲的測試字「戶」、「華」、「活」、

「懷」、「回」當中韓國學生聽成零聲母的偏誤現象佔了 61％。在教學上需

要加強聽辨零聲母：gt_(＝ㄏㄨ_＝[xu_])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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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ㄨㄣ＝[uKn] 

韓國學生發漢語 un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n 的正確率 

測試字：春、順、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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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7：韓國學生發漢語 un 的可懂度 

圖 3-4-6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n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un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un 的時候，有 83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7％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將 un 之音聽

成 iong 的比例高於其他音佔了 6％。韓國學生 MY 將「春」之音發成 phñmf，

這是學習者MY在讀音上個別錯誤現象，而不是發音上偏誤現象。韻尾en[Kn]

說成 eng[KÑ]的現象佔了 6％，韓國學生在漢語韻母 un 上需要加強 en:eng

發音練習。但是un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un的聽辨正確率達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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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ㄨㄛ＝[uo] 

韓國學生發漢語 uo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o 的正確率 

測試字：多、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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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9：韓國學生發漢語 uo 的可懂度 

圖 3-4-7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o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uo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 uo 的時候，有 69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31％被聽成其他的音或無法辨識，其中以 uo 聽成

ua 的比例最高，佔了 18％。韓國學生 BE 將「活」之音說成 gtá，韓國學

生 JX,XX 將「活」之音發成 gtÜ。這是韻腹相混造成的。韓國學生應練習

huo:hua 的發音練習。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o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uo 的時候，

有 94％為學生所能聽辨，6％聽成 o佔了 6％，這是丟介音[u]造成的。韓

國學生需要介音 u[u]聽辨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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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ㄩ＝Zx\ 

韓國學生發漢語û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的正確率 

測試字：女、呂、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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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1：韓國學生發漢語û的可懂度 

圖 3-4-7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û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û的時候，有 96％為

母語者所能接受，4％被聽成為ûm 或無法聽辨。其中以û聽成ûm 的比例最

高佔了 3％。韓國學生 MY 將「女」之音發成零聲母 xõm，佔了 3％，這是

韓國學生 MY 的個別讀音錯誤現象。 

韓國學生聽辨發漢語û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的時候，75

％韓國學生可聽辨漢語û，25％聽成零聲母 yu 或 i，其中以û聽成零聲母

yu，這是韓國學生將「女」之音聽成 xð所致，之原因是聽不到輔音[n]。

筆者不知其原因。說明韓國學生需加強 mû：xt 的聽辨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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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an＝ㄩㄢ＝[y<n] 

韓國學生發漢語ûan 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an 的正確率 

測試字：捐、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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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3：韓國學生發漢語û`m的可懂度 

圖 3-4-7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m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û`m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û`m 的時候，有

56％為母語者所能接受，44％被聽成為其他的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û`m

聽成 uan 的比例最高佔了 20％。韓國學生 BE、MY 將「泉」之音發成 bgtÜm

這是嘴型的撮口[y]合口[u]相混跟舌頭位置相混所致，而且韓國學生 JX

將測試字「泉」之音發成 jú`mf。這些都是韓國學生的讀音問題。 

ϔ

ûd＝ㄩㄝ＝ZxD\ 

韓國學生發漢語ûd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d的正確率 

測試字：決、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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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5：韓國學生發漢語ûd 的可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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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d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ûd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ûd的時候，有 86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4％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ûd聽成 in 的比例最高，

韓國學生 XX 將「薛」之音發成 oëm，佔了 10％，這是韓國學生 XX 的個別

讀音錯誤現象。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d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d的時候，92

％韓國學生可聽辨漢語ûd，其他 8％以ûd聽成 ie，這是換介音[y]所致，

說明韓國學生需要加強舌面音加介音[i]:[y]的聽辨練習。 

 

ûm＝ㄩㄣ＝[yn] 

韓國學生發漢語ûm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m的正確率 

測試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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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7：韓國學生發漢語ûm 的可懂度 

圖 3-4-7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m 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ûm 的可懂度，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ûm 的時候，有 82

％為母語者所能接受，18％被聽成其他的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ûm 聽成

tmf 的比例最高。漢語母語者 YX 將韓國學生 JX,XX 的「群」被聽成 pÐmf，

佔了 7％。這是鼻韻母相混造成的，而且漢語母語者個別錯誤現象。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m 的正確率，顯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ûm 的時候，

83％的韓國學生可聽辨漢語ûm，其他 17％以ûm 聽成 hm，這是介音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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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音跟展音相混造成的。說明韓國學生加強聽方面 in:ûm 的練習。ϔ

 

五、 分析與討論 

 

1. 單韻母 

凡是發音時，舌頭的前後、舌位的高低、嘴唇的展圓等發音條件，都

維持原來幅度而不改變音值的韻母，叫做單韻母，所以單韻母可用高低、

前後、圓展的方法來描述和區分。單韻母發音時，基本上口形始終不變，

舌頭不改變位置，共鳴腔不改變形狀。 

韓國學生在說方面單韻母實驗當中只找到了舌尖前後音相混現象，例

如：將舌尖後音的空韻[W]發成舌尖前音的空韻[L]。 

以下是韓國學生發漢語韻母時發生的個別錯誤現象。 

現象 1：舌位前後，o是舌後音，a是舌央音，韓國學生把「潑」發成 e¯

的現象，是舌位前後錯誤現象之一。 

現象 2：舌位高低，o是舌位中央音，u是舌位高音，兩者不一樣的舌頭位

置，把「佛」錯成 eõ的現象，是舌位高低錯誤現象之一。 

現象 3：圓展的混淆 

漢語單韻母發音時嘴唇圓與展的狀態是韓國學生常常錯犯的地方，該

圓唇的沒有圓唇，不該圓唇的卻圓唇了。從調查分析來看，` 與 n 兩個圓

唇元音這方面的情形特別，例如：將測試字「佛、潑」發成 `，將測試字

「怕」發成 n。 

 韓國學生個別錯誤現象當中大部分的原因是認讀的問題，他們根本不

認得測試字的音，這現象應在漢字教學上討論。 

以下是在聽辨上的偏誤現象 

現象 1：將單韻母聽成複韻母，例如：將 o[o]聽成 uo[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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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 2：單韻母的零聲母化，例如：將 u[u]聽成零聲母，將û[y]聽成零聲

母。 

現象 3：舌位偏後，例如：將[W]聽成 u[u]。 

現象 4：舌位偏低，例如：將 er[2]聽成 ar。 

 

2. 複韻母 

複韻母則在發音過程中舌位有明顯變化，而是從一個元音舌位向另一

個元音的舌位滑動，所以共鳴腔的形狀也會產生變化。漢語的複韻母包含

兩個或兩個以上單元音的成分，在複韻母偏誤方面主要是介音丟失，動程

不到位以及頭腹尾比例失調（朱川。1997）29。 

韓國學生在複韻母實驗說方面，找不到複韻母的偏誤現象。 

 以下是個別錯誤現象 

現象 1：複韻母發成單韻母，例如：將h`[iA]發成n[o]ϔ，將ht[iou]ϔ發成û[y]
30。 

現象 2：舌位偏低，例如：將 dh[ei]發成 `h[ai]，ϔ將 hd[iE]發成ϔ h`m[iEn]ϔ，

將 th[uei]發成ϔ dh[ei]ϔ，將 tn[uo]發成ϔ t`[uA]。 

現象 3:嘴唇的圓展，例如：將 t`[uA]發成ϔ h`[iA]ϔ，將 tn[uo]發成ϔ t`[u 

A]ϔ，將ûd[yE]ϔ發成 hm[in]。ϔ

ϔ 在聽辨上的偏誤現象ϔ

現象 1：加介音，例如：將 ai[ai]聽成 uai[uai]。 

現象 2：丟介音，例如：將 ua[uA]聽成 a[A]。 

現象 3：圓展相混，例如：將[ye]聽成 ie[iE]。 

現象 4：(hu_)+第二聲的零聲母化，例如：將 uai[uai]聽成 wei[wei]和

                                              
29 本論文討論漢語母語者的可懂度跟韓國學生的正確率，因此，不討論動程跟複韻母頭

腹尾的比例。 
30 在可懂度上ia發成o，[W]發成[L]的錯誤跟偏誤現象比例都是 5％，ia是 42 個聲音檔當

中找出了 2 個錯誤聲音檔，[W]是 168 個聲音檔當中找出了 8 個偏誤聲音檔，反過來說如

果在測試音ia裡找出了 2 個錯誤現象佔 5％，在[W]裡找出了 2 個錯誤現象佔 1％.可懂度

百分比只代表在測試音當中的錯誤比例，所以分析時不表示可懂度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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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wai]，將 ui[ui]聽成 yu[y]和 wei[wei]。 

 

3. 鼻韻母 

韓國學生發不準相對立的前鼻音和後鼻音。在說方面，有的發不準前

鼻音，將所有的鼻韻母都往後鼻音靠攏，如：將「本」發成 aÒmf，在可懂

度上佔了 19％的偏誤現象，將 hm 發成 hmf 的現象也佔了 13％；有的相反，

把後鼻音韻母向前鼻音韻母靠攏，如：將測試字「京」發成 in 的偏誤現

象也佔了 48％。 

在聽方面，將後鼻音聽成前鼻韻母，如：將測試字「京」聽成 in 的比

例佔了 83％。 

因此，在華語教育上需要加強 en:eng 和 in:ing 的說跟聽的練習。 

4.難點 

韻母篇 說 聽 

單韻母 前後空韻相混 單韻母跟複韻母相混 

舌位前後相混 

複韻母  介音問題 

圓展相混 

零聲母化 

鼻韻母 前後鼻韻母相混 前後鼻韻母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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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聲調篇 

漢語的音節是聲調和聲韻母緊密結合的整體。一個音節不能沒有元

音，也不能沒有聲調。聲調在音節中的重要地位是顯而易見的。本章將進

行三個實驗，第一，分析百字表中韓國學生發音的可懂度，第二，以漢語

為第二語言的韓國學生來進行漢語聲調聽辨實驗，分析聽辨能力。第三，

利用韓國話單音節語調概念來檢驗，是否可利用韓國話語調來進行漢語聲

調教學。 

 

一、 現代漢語 

漢藏語系的語言特色之一是：它是有聲調的語言，不同的聲調有不同

的辨義作用。如果把「水餃」說成「睡覺」，那不是聲或韻的問題，而是

在聲調上出了毛病。聲調是指聲音高低升降的調子。字有字調，詞有詞調，

語有語調，各有各的調子，但一般所說的聲調，都是字調，是每一字的本

來的聲調，也叫做「本調」。 

現代漢語的聲調是每個音節的必要成分。一般對聲調描述可分為調類

的描述與調值的描述。漢語共分四個調類，每個調類的調值敘述如下：  

A、 第一聲為高平調，聽起來高高平平的，如：衣。 

B、 第二聲為升調，聽起來向上急升，速度快，如：姨。 

C、 第三聲為低調，聽起來先低後高，低久高暫，如：椅。 

D、 第四聲為降調，聽起來往下直落，去勢甚快，如：義。 

現代漢語聲調基本調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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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漢語聲調基本調型31

如果改用五度制的分法，每一度包含兩個半音多一些，也就是第一度

是 12-14.4 第二度是 14.4-16.8，第三度是 16.8-19.2，第四度是

19.2-21.6，第五度是 21.6-24。至於音長，白滌洲根據浪紋計上浪線的長

短，推算出各聲的平均值。陰平是 436 毫秒，陽平是 455 毫秒，上聲是 483

毫秒，去聲是 425 毫秒。由此可見：上聲最長，陽平次之，陰平又次之，

去聲最短。綜合起來，可以用五度制坐標法畫出漢語的四聲調值（包含音

高和音長），如下圖 a和 b： 

 

 

圖 3-5-2：漢語四聲調值 

 

 

 

                                              
31吳金娥等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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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韓國話單音節語調 

表達語言的最小單位就是單音節，單音節語調一定有重音，而且單音

節前後有停頓(pause)。由重音、音長、音韻（rhythm）、速度（tempo）、

音色（voice quality）等因素來構成語調。語調（intonation）是語句

的調子(speech melody)。韓國話當中常用的單音節語調大概有 20 種。

筆者參考이현복（2000）翻譯成中文。 

1. 下降調 

 1.1 低下降調：從調域的中間開始，由低調滑到底部，同時重音在剛

開始很強，越來越弱。表示恭敬。調型如下： 

 

1.2 高下降調：從比中間的調域高一點的部分開始，下降到約中音的

位置。除了端正的態度以外表示關心和活潑。調型如下： 

 
1.3 全下降調：聲音從調域的高的部分滑到底部。除了端正的態度以

外表示不滿、批評和指責。調型如下： 

 

 

1.4 低央下降調：從調域中間的地方開始，下降一度再持續。低下降調

的調域比低央下降調的調域廣一點且音長也較短。表示有一點不滿、假裝

不關心、發脾氣。調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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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央下降調：高央下降調類似低央下降調，不同點是開始的高度。

意思同低央下降調，但更明確。調型如下： 

 
1.6 上下降調：上下降調類似高下降調，不同點是起點由高音開始，

終點不同，所以語調從高到中。表示驚訝、不滿、疑問。調型如下： 

 

 

2.上升調 

2.1 低上升調：從低音開始到中間的高度，重音開始的部分比較強，

越來越弱。表示有一點關心的意思。調型如下： 

 
2.2 高上升調：與低上升調，不同點是開始的高度不一樣。說話者表

示感興趣、關心和驚訝。調型如下： 

 
 

2.3 全上升調：從低音開始到高音的語調。表示驚訝、歧視和憤怒。

調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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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雙方向調 

3.1 低升─降調：從低音開始，到了中音再一次下降的語調。重音也是

剛開始的時候比較強，到終點較弱。表示溫柔、說服、小心的態度。調型

如下： 

 
3.2 高升─降調：類似低升─降調，不同點是開始的部分，從中音的部

分開始到中間的部分結束。表示積極的關心，偶而表示不滿和麻煩。調型

如下： 

 
3.3 低降─升調：從中音開始到最低部再上升的語調，跟漢語的第三聲

一樣。表示委婉和溫柔地說服的意思。調型如下： 

 
3.4 高降─升調：從高音開始下降到中音再上升的語調。表示積極的關

心和興趣。調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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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個方向調 

4.1 低降─升─降調：從中間聲音的高度開始下降（這時，高度平常比

開始的部分低一點）再上升，再一次下降的語調。表示不愉快、急躁和麻

煩的意思。調型如下： 

 

4.2 高降─升─降調：跟低─升─降調型一樣，不同點是起點跟終點不一

樣。表達的意思比低降─升─降調稍強，也表示發脾氣和憤怒。調型如下： 

 
4.3 低升─降─升調：從低聲音到中間再下降（這時，高度平常比開始

的部分高一點），再稍微上揚一點。表示有一點的驚訝和不滿。調型如下： 

 

4.4 高升─降─升調：跟低升─降─升調調型一樣，只是起點的高度比升

─降─升調型高一點。表示明顯的不滿、歧視，有時表示驚訝。調型如下： 

 
 

 

5. 平調 

平調是從頭到尾沒有明顯的音高變化的語調。從中音開始的叫做「中

平調」，從高音開始的叫做「高平調」，從低音開始的叫做「低平調」。平

調一般表示中立的態度和不關心或者慎重的態度，其中中平調表示最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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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高平調表示假裝的關心，低平調表示慎重和深思熟慮。調型如下： 

中平調           高平調        低平調 

 

 

三、 韓國話單音節語調聽辨結果與實驗結果 

1. 韓國話單音節語調聽辨結果 

按照第五節二，20 種韓國話單音節語調的順序，先讓母語者把不同單

音節並同樣語調聽一次，也就是一樣的語調聽三次，然後記下類似漢語聲

調的調型或聲調阿拉伯數字。以下韓國話單音節語調實驗結果32

韓國話單音節語調當中

漢語的第一聲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0% 0% 0% 14% 0% 14% 0% 0% 0% 0% 0% 0% 0% 0% 0% 14%71%86% 100

%

0%

1.1 1.2 1.3 1.4 1.5 1.6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韓國話單音節語調當中

漢語的第二聲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0% 0% 14% 14% 0% 43% 100

%

14%29%43% 0% 0% 0% 0% 29%29% 0% 0% 0%

1.1 1.2 1.3 1.4 1.5 1.6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圖 3-5-3:韓國話單音節語調當中漢語的第一聲 

圖 3-5-4:韓國話單音節語調當中漢語的第二聲 

漢語第一聲是高平調，因此，圖顯示出在韓國話單音節語調當中，有

100％為母語者所能接受的韓國話單音節高平調，當成漢語的第一聲，5 之

1 是韓國話單音節中平調有 85％為母語者所能接受，當成漢語的第一聲。

由此可見，漢語母語者聽漢語第一聲的時候，重視時間上的平調和高度上

的音高。 

                                              
32 1-1 低下降調，1-2 高下降調，1-3 全下降調，1-4 低央下降調，1-5 高央下降調，1-6
上下降調，2-1 低上升調，2-2 高上升調，2-3 全上升調，3-1 低升降調，3-2 高升降調，

3-3 低降升調，3-4 高降升調，4-1 低降升降調，4-2 高降升降調，4-3 低升降升調，4-4 
高升降升調，5-1 中平調，5-2 高平調，5-3 低平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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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話單音節的低上升調是從低音開始中間的高度，起點音強比較

強，越來越弱。高上升調是從中間開始到高音的高度，與低上升調不同點

是開始的高度不一樣。漢語第二聲為升調，調域在五度標制法裡從 3 度到

5 度，跟韓國話單音節的高上升調差不多。因此，圖顯示在韓國話單音節

語調當中，有 100％為母語者所能接受韓國話單音節語調的高上升調，當

成漢語的第二聲。 

韓國話單音節語調當中

漢語的第三聲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0% 0% 0% 29% 0% 0% 14% 0% 57%14% 0% 29%29%14%14% 0% 14% 0% 0% 0%

1.1 1.2 1.3 1.4 1.5 1.6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韓國話單音節語調當中

漢語的第四聲

0%

20%

40%

60%

80%

100%

數列1 0% 43% 14% 0% 0% 43% 0% 0% 0% 0% 0% 0% 29% 0% 0% 0% 0% 14% 14% 0%

1.1 1.2 1.3 1.4 1.5 1.6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圖 3-5-5:韓國話單音節語調當中漢語的第三聲 

圖 3-5-6:韓國話單音節語調當中漢語的第四聲 

漢語的第三聲為低調聽起來先低後高，低久高暫。韓國話單音節全上

升調是從低音開始到高音的語調。因此，圖顯示出有 57％為母語者所能接

受韓國話單音節全上升調，當成漢語的第三聲。 

漢語的第四聲為降調，聽起來往下直落，去勢甚快。韓國話單音節高

下降調是從比中間的調域高一點的部分開始，下降到約中音的位置。上下

降調是類似高下降調，不同點是起點由高音開始，終點不同。因此，圖顯

示出有 43％為母語者所能接受韓國話單音節的高下降調和上下降調，當成

漢語的第四聲。 

總體來看，韓國話單音節語調中的高平調可當成漢語的第一聲，而且

高上升調可當成漢語的第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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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結果 

以下是統計歸納韓國學生發漢語聲調的可懂度，和聽辨漢語聲調的聽

辨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第一聲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第一聲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第一聲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0% 2% 4% 1% 82%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聽辨缺 第一聲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第一聲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0% 0% 0% 1% 98%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聽辨缺 第一聲

 
圖 3-5-7：韓國學生發漢語第一聲的可懂度 

圖 3-5-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第一聲的正確率 

圖 3-5-7 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第一聲的時候，有 82％為母語者所能

接受，18％被聽成其他聲調或無法聽辨，其中以「漢語第一聲」聽成「漢

語第二聲」的比例最高，佔了 10％。漢語第一聲是高平調，第二聲是上升

調，圖 3-s1z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第一聲聽辨正確率相當高，佔了 98％。

意味者韓國學生雖然對漢語第一聲聽辨率相當高，但是在說方面還是混淆

第一聲跟第二聲說明聽跟說不同。 

 

[韓國學生發漢語第二聲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第二聲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第二聲的可懂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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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聲 第三聲 第四聲 聽辨缺 第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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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聲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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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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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9：韓國學生發漢語第二聲的可懂度 

圖 3-5-10：韓國學生聽辨漢語第二聲的正確率 

圖 3-5-9 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第二聲的時候，有 75％為母語者所能接

受，25％被聽成其他聲調或無法聽辨，其中以「漢語第二聲」聽成「其他

聲調」的比例最高，個個佔了 8％。但是韓國學生對於漢語第二聲聽辨正

確率相當高，佔了 87％，說明聽跟說不同。 

 

[韓國學生發漢語第三聲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第三聲的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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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1：韓國學生發漢語第三聲的可懂度 

圖 3-5-1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第三聲的正確率 

圖 3-5-11 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第三聲的時候，有 65％為母語者所能接

受，35％被聽成其他聲調或無法聽辨，其中以「漢語第三聲」聽成「漢語

第二聲」的比例最高，佔了 30％。但是韓國學生對於漢語第三聲聽辨正確

率佔了 100％，說明聽跟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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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生發漢語第四聲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第四聲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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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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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3：韓國學生發漢語第四聲的可懂度 

圖 3-5-1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第四聲的正確率 

圖 3-5-13 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第四聲的時候，有 86％為母語者所能接

受，14％被聽成其他聲調或無法聽辨，其中以「漢語第四聲」聽成「漢語

第一聲」的比例最高，佔了 7％。但是韓國學生對於漢語第一聲聽辨正確

率佔了 100％，說明聽跟說不同。 

 總之，韓國學生對於漢語聲調可懂度和正確率比例如下： 

韓國學生發漢語聲調可懂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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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數列1 82% 76% 65% 86%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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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5：韓國學生發漢語聲調可懂度結果 

圖 3-5-1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聲調正確率結果 

 韓國學生在漢語聲調說方面，漢語第一聲發成第二聲，漢語第二聲發

成第三聲，漢語第三聲發成第二聲，漢語第四聲發成第一聲的偏誤比例最

高，意味者第二聲跟第三聲容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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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聲學分析與討論 

聲調的音高變化主要由聲帶振動所產生的基頻來決定，是依附於元音

和濁輔音的，因為只有發元音和濁輔音時聲帶才振動。在語圖上所顯示的

元音和濁輔音共振峰由許多條垂直條紋組成，每一條垂直條紋代表聲帶振

動的一個週期，條紋越密聲音越高，條紋越細聲音越細，從共振峰條紋的

疏密是可以看出聲調高低升降的變化的。在聲學分析時，用「窄帶語圖」

來分析聲調，因為窄帶語圖顯示出一條條的細橫槓，最低的一條是基頻。 

韓國學生在漢語聲調可懂度上，三聲遠低於其他聲調，在漢語聲調聽

辨正確率上，二聲遠低於其他聲調。漢語母語者聽起來，韓國學生發第三

聲時，接近第二聲，聽起來像一個上升調。而且，在發第二聲時，接近第

三聲，聽起來像一個曲折調。 

筆者將 6 位韓國學生所發的最典型四聲分佈圖，輸入CSL進行了聲調

分析。韓國學生BE的「呂」被聽為讀成二聲，因此筆者該生說「表」來分

析三聲。代號HJ的韓國學生把「呂」讀成四聲，因此另以「本」來分析三

聲。代號HL的韓國學生把「佛」讀成一聲，因此另以「提」來分析二聲，

而且，HL不認得「呂」字，因此以「早」來分析三聲。代號XX的韓國學

生讀「窗」時，漢語母語者聽成二聲和三聲，因此以「西」來進行一聲分

析，而且XX把「佛」讀成四聲，因此以「華」來進行二聲的分析。代號

MY的韓國學生不認得「呂」字，因此以「早」33來分析三聲。 

漢語聲調可懂度聲學實驗結果如下： 

                                              
33 在可懂度分析中，只有一位漢語母語者YJ聽成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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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生be漢語聲調可懂度

時間

音

高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韓國學生hj漢語聲調可懂度

時間

音

高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4 3
2 1  

圖 3-5-17：韓國學生 BE 漢語聲調可懂度    

圖 3-5-18：韓國學生 HJ 漢語聲調可懂度 

韓國學生hl漢語聲調可懂度

時間

音

高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韓國學生jx漢語聲調可懂度

時間

音

高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圖 3-5-19：韓國學生 HL 漢語聲調可懂度      

圖 3-5-20：韓國學生 JX 漢語聲調可懂度 

 

韓國學生my漢語聲調可懂度

時間

音

高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韓國學生xx漢語聲調可懂度

時間

音

高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圖 3-5-21：韓國學生 MY 漢語聲調可懂度    

圖 3-5-22：韓國學生 XX 漢語聲調可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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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母語者漢語聲調分析

時間

音

高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圖 3-5-23：漢語母語者漢語聲調分析 

 

根據韓國學生聲調可懂度分析，筆者發現韓國學生的聲調起點、調域、

三聲、二聲和一聲偏誤現象，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 漢語基本性質在於它表示了音節的音高模式，但音質的長短和

強弱，也是區別不同聲調的特徵。音長跟音強在聲調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李如龍 1990）。實驗中顯示韓國學生之所以從起點開始的升降斜度比漢

語母語者更陡，是因為發漢語時，韓國學生起點的音比較高。 

第二， 聲調的「調域」就是從聲調的最低到最高基頻的變化範圍，在

調域實驗中，顯示韓國學生的調域比母語者還窄。母語者四聲分佈在 1 度

到 5 度之間，韓國學生四聲分佈在 1 度到 4 度。 

第三，三聲在向上升之前帶了一個低平穩定段，但是韓國學生的穩定

段不太明顯。他們的調值是 213，分布在 2 度或 3 度。終點的調值不如漢

語母語者高。 

第四，發二聲時，調型類似三聲。在漢語聲調的音長方面，第三聲最

長，第二聲次之，第一聲又次之，第四聲最短。實驗顯示漢語母語者，音

長最長的順序是 3142，但是韓國學生的音長不如漢語母語者那麼穩定，特

別代號 my 的陽平調比上聲調長 27％。 

其次，調型方面，在進行可懂度實驗的五度標調上，二聲跟三聲的調

型很類似。二聲的結尾斜度比三聲的更陡，而且在窄帶圖上也顯示其他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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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結尾斜度不如二聲急。 

第五， 韓國學生發陰平調時，無法延長音高，而且起點顯示出下降的

曲線。 

以下將討論實驗結果怎麼在教學上進行應用。 

韓國學生發漢語的聲調時，聲調的起點偏低，不延長音高。在教學上

發一聲的起點非常重要，起點發不高，就會出現把高平調念作韓國話的中

平調或低平調，若果二聲起得太低，就可能影響四聲，因為四聲的起調和

一聲結尾一樣高，如果一聲起點低，四聲起點也低，以致四聲降不下去；

二聲起點低，同樣也會影響二聲，因為二聲結尾和二聲一樣很高，如果二

聲結尾低，就升不到位，這樣使四聲、二聲的調域都變窄。 

韓國學生二聲跟三聲混淆。二聲調值的主要特點是上升調，由中音升

到高音，準確的發音應該是，比一聲低的起調，然後逐漸升高，升到最高。

三聲調值的主要特點是低調和穩定段。但實際上，三聲只有在單念或強調

時，才念這種先降後升的本調，而在連調時，常不需向上升，只念調值為

211 的字。 三聲在雙音詞組的第一字時，若果第二個字不是三聲，三聲要

發「半上」，「半上」就是沒有調尾升的部分的，有時後連調頭降的部分也

可以不用，「半上」實際上是個低平調。 

現在通行的五度標調法是用一根橫線分為四等分，從下到上分為五

度，表示聲高低的尺度（低、半低、中、半高、高）。例如現代漢語陰平

是高平調 55，陽平是中升調 35，上聲是降升調 214，去聲是高降 51。 

那麼，如何對韓國學生進行聲調訓練？ 

韓國話非聲調語言，因此，在聲調教學上有一些困難。韓國學生學習

漢語聲調時的主要問題是；對聲調的卻切音高無明確概念，特別是對善變

的上聲，則更感到難以駕馭。上面韓國話單音節語調實驗中，顯示出韓國

話單音節語調高平（86％）跟低平（100％）聽成漢語的第一聲，而且，

韓國話單音節語調上升調（100％）聽成漢語的第二聲。按照實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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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教第二聲，慢慢切入漢語聲調上。第二聲的結尾剛好跟第一聲的起點一

樣，第二聲的終點拉長就是第一聲，就是高平調。不必過細要求，只要能

掌握調型，暫時不管調值。可以練習「平、升、曲、降」四種基本調型，

使學生體會出聲調高低升降關係，有了聽辨和基本調型的概念，就要用五

度限定高低的細緻區分。這種練習是為了使學生在掌握調型的基礎上，再

掌握調值的準確度。利用五度標調法來進行準確的漢語聲調調值。 

但是，五度標調法有優點，也有缺點。它的優點是不至使人誤會聲調

是絕對音高；它的缺點是有時候不能準確地表示某種聲調。只能表示高

平、中平、低平、全升、全降、高升、低降、降升、升降等，它只能表示

三折調，例如降平升、升平降。 

在教學上教三聲絕對音高時，利用五度標調法， 調值為 214。但是依

「劉復」則應是 114,依「半上」則應是 211 或 11（王力。1997）。筆者進

行漢語母語者三聲實驗顯示調值為 212。三聲基本上是個低平調，就是穩

定段，起點的降、結尾的升，都是次要的。 

在一般課堂教學上，按照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的聲調順

序講練，效果不甚理想。其原因沒有充分地對比分析，不考慮到聲調的困

難程度。經過比較、分析，我認為按照「第二聲 → 第一聲 → 第三聲 → 

第四聲」順序講練聲調，如：十分穩定、台灣美麗、國家好看等等。教漢

語第二聲時，按照韓國話單音節語調實驗的結果，拿韓國話單音節高上升

語調的概念來代替漢語二聲。 

總之，我們應該先著眼訓練學生聽辨「平、升、曲、降」調型，而後

進一步使學生發出漢語聲調調型，限定音長，學好相對音高、音長的長短，

進而絕對音高，從而準確地學會漢語的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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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音節篇 

音節是語音發音的基本單位，音節通常是由一個主要母音及附加輔音

所組成，每個語言的音節組成規律不盡相同。 

 

一、 現代漢語 

漢語音節結構方式十分整齊，也很有規則。每個音節都有聲母和韻母，

然後在整個音節上配以聲調。聲母、韻母、聲調是漢語音節的三個成素。 

1. 漢語音節結構 

漢語和大多數語言一樣，具備音節結構的四種基本類型。例如： 

A、 V 型，如：阿[a$] 

B、 CV 型，如：大[ta$] 

C、 VC 型，如：安[an$] 

D、 CVC 型，如：單[tan!] 

四種基本類型的擴展有相當嚴格的限制。漢語雖然有相當豐富的複母

音，但是沒有複輔音的存在，也就是說，V可以擴展成 VV 和 VV，C不能擴

展成 CC 和 CCC。三合母音 VVV 只能在開音節裡出現，閉音節裡只有單母音

V和二合母音 VV。此外，閉音節裡的第二個輔音-C 只能是鼻音 N和塞音 P。

整個音節的構成序列一般不能超過四個結構成份。由於有以上的各種各件

的限制，漢語的音節可再分析出十種不同的結構方式。 

A. V 型，是只由單元音構成的，如：阿[a] 

B. VV 型，是由二合元音構成的，如：牙[ia] 

C. VVV 型，是由三合元音構成的，如：要[iau] 

D. CV 型，是由輔音加單元音構成的，如：打[ta] 

E. CVV 型，是由輔音加二合元音構成的，如：到[tau] 

F. CVVV 型，是由輔音加三合元音構成的，如：調[ti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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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VN 型，是由主要元音加鼻音構成的，如：安[an] 

H. VVN 型，是由二合元音加鼻音構成的，如：晚[uan] 

I. CVN 型，是由輔音加單元音構成的，如：擔[tan] 

J. CVVN 型，是由輔音、二合元音加鼻音構成的，如：鍛[tuan]  

根據以上十種結構方式，可以把漢語音節結構歸納成一個公式： 

（C）+（V）V（V）+（N）N:鼻音 

總之，漢語的音節結構可圖示如下： 

聲調 
韻母 

韻尾 

結 
構 

成 
分 

例字 

聲母 
韻頭：

介音 
韻腹： 

主要母音 母音 輔音 

 
 
記音符號 
（漢語拼

音） 
五 ϔ ϔ tϔ ϔ ϔ vðϔ
襪 ϔ tϔ `ϔ ϔ ϔ váϔ
愛 ϔ ϔ `ϔ hϔ ϔ áhϔ
由 ϔ hϔ nϔ tϔ ϔ xñtϔ
運 ϔ ϔ ûϔ ϔ mϔ xúmϔ
用 ϔ hϔ nϔ ϔ mfϔ xómfϔ
歌 fϔ ϔ dϔ ϔ ϔ f˙ϔ
雪 wϔ ûϔ dϔ ϔ ϔ wtçϔ
開 jϔ ϔ `ϔ hϔ ϔ j¯hϔ
尿 mϔ hϔ `ϔ nϔ ϔ mhÓnϔ
村 bϔ tϔ dϔ ϔ mϔ bÐmϔ
向 wϔ hϔ `ϔ ϔ mfϔ whámfϔ

表 3-6-1：漢語音節結構 

 

從表裡可以看出漢語音節結構的一些特點： 

第一、漢語的音節最多可以有四個音素，最少有一個音素。第二、每

一個音節都有母音成分，少則一個，多則三個，三個母音連續排列，分別

充當韻頭、韻腹、韻尾。第三、有的音節沒有輔音，有的輔音的音節裡，

輔音的位置比較固定，或者在音節開頭，或者音節末尾，沒有兩個輔音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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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排列的形式。第四、每個音節都有聲調。 

 

2. 聲母和韻母的搭配關係 

漢語音節結構的系統性，也表現在聲母和韻母的配合關係上。漢語有

二十二個聲母，三十七個韻母，可能構成的基本音節數目，應該有八百一

十四個，但是實際能夠出現的音節只有四百一十個左右，可見聲母和韻母

的配合是有限制的，這種限制就存在於聲母和韻母的搭配關係上。韻頭在

漢語中一般只能是高母音[i]、[u]、[y]，再加上沒有韻頭的，一共有四種，

傳統所謂「四呼」是對韻母的一中分類方法和韻頭就有密切的關係。開口

呼是沒有韻頭，韻腹又不是[i]、[u]、[y]的韻母，如：[a]、[ei]等，齊齒呼

是韻頭或韻腹是[i]的韻腹，如：[i]、[iou]等，合口呼是韻頭或韻腹是[u]的

韻腹，如：[u]、[uan]等，撮口呼是韻頭或韻腹是[y]的韻腹，如：[y]、[yE]

等。它的概略情況可以用下表來表示（林燾、王理嘉，1995）： 

 開口呼 齊齒呼 合口呼 撮口呼 
p,p’,m +＋ ＋ (u)  
f ＋  (u)  
t,t’ ＋ ＋ ＋  
n,l ＋ ＋ ＋ ＋ 
Y,H,s ＋  ＋  
%,T,G,B ＋  ＋  
R,F,V  ＋  ＋ 
k,k’,x ＋  ＋  
ë ＋ ＋ ＋ ＋ 

表 3-6-2：漢語聲母和韻母的配合關係 

  

從表上可以看出： 

2.1 [p,p’,m]只跟開口呼、齊齒呼、合口呼（限於 u）韻母相拼，不跟

撮口呼韻母相拼。 

2.2 [f]只跟開口呼、合口呼（限於 u）韻母相拼，不跟齊齒呼、撮口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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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母相拼。 

2.3 [t,t’]只跟開口呼、齊齒呼、合口呼韻母相拼、不跟撮口呼韻母相拼。 

2.4 [n,l]能跟開口呼、齊齒呼、合口呼、撮口呼四類韻母相拼。 

2.5 [k,k’,x,%,T,G,B,Y,H,s]只跟開口呼、合口呼韻母相拼，不跟齊齒

呼、撮口呼韻母相拼。 

2.6 [R,F,V]跟所有齊齒呼、撮口呼的韻母都可相拼，不跟開口呼、合

口呼韻母相拼。 

2.7  零聲母能跟四呼中所有的韻母相拼。 

 

二、 韓國話 

韓國話的音節最多有四個音素，具備音節結構的八種類型： 

A. V 型，是單元音構成的，如：아[a],오[o] 

B. VV 型，是複元音構成的如：야[ja] 요[jo]  

C. CV 型，是輔音和單元音構成的，如：가[ga],나[na] 

D. CVV 型，是輔音和複元音構成的，如：과[gwa] 

E. VC 型，是單元音和輔音構成的，如：일[il] 운[un] 

F. VVC 型，是複元音和輔音構成的，如：왕[waN] 얄[jal] 

G. CVC 型，是輔音和單元音再加輔音構成的，如：말[mal] 

H. CVVC 型，是輔音和複元音在加輔音構成的，如：권[gwUn]  

根據以上八種結構方式，可以把韓語音節結構歸納成一個公式： 

（C）+V(V)+（C）（韓國話的音尾只有 7 個音） 

 

漢語音節結構有十種類型，韓國話音節結構有八種類型，這是漢語有

多樣複韻母所致，漢語在複韻母當中，有個後響複韻母，個前響複韻母，

4個中響複韻母，但是在韓國話中，只有 11 個後響複韻母跟一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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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複韻母[=i]。兩種語種複韻母類型差不多，現代漢語有 13 個複韻母，

韓國話有 12 個複韻母，在韓國話只有後響複韻母，不存在前響複韻母和

中響複韻母。漢語韻尾輔音有兩個[n][Ñ]的限制，韓國話韻尾（音尾）卻

有 7個[kÇ]、[n]、[tÇ]、[l]、[m]、[pÇ]、[Ñ]，比韓國話更少 5個音尾，

而且現代漢語在前響複韻母跟中響複韻母裡不能出現在韻尾。 

總之，現代漢語雖然有多種複韻母，但是有韻尾輔音的限制，實際的

音節一共有 410 個，韓國話一共有 1100 個，比韓國話少一倍餘。 

 

三、 實驗結果 

現代漢語的單音節由輔音、母音和聲調組成。 

[韓國學生發漢語開口呼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開口呼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開口呼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1% 3% 0% 1% 95%

齊齒呼 合口呼 撮口呼 聽辨缺 開口呼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開口呼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0% 4% 0% 95%

齊齒呼 合口呼 撮口呼 開口呼

 
圖 3-6-1:韓國學生發漢語開口呼的可懂度 

圖 3-6-2: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開口呼的正確率 

圖 3-6-1 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開口呼的時候，有 95％為母語者所能

接受，其他 5％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開口呼」聽成「合口

呼」的比例最高佔了 3％，這是嘴型圓展相混造成的，圖 3-6-2 也顯示出韓

國學生聽辨漢語開口呼的時候，以「開口呼」聽成「合口呼」的比例最高，

說明聽跟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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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生發漢語齊齒呼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齊齒呼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齊齒呼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4% 0% 1% 0% 95%

開口呼 合口呼 撮口呼 聽辨缺 齊齒呼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齊齒呼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0% 4% 1% 94%

開口呼 合口呼 撮口呼 齊齒呼

 
圖 3-6-3:韓國學生發漢語齊齒呼的可懂度 

圖 3-6-4:韓國學生聽辨漢語齊齒呼的正確率 

圖 3-6-3 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齊齒呼的時候，有 95％為母語者所能接

受，其他 5％被聽成其他音，其中以「齊齒呼」聽成「開口呼」的比例最

高，佔了 4％，這是嘴型圓展相混造成的。圖 3-6-4 顯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

齊齒呼聽辨正確率相當高佔了 94％，而且將「齊齒呼」聽成「合口呼」的

最高偏誤率佔了 4％，這也是嘴型圓展相混造成的。 

 

[韓國學生發漢語合口呼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合口呼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合口呼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4% 1% 0% 2% 93%

開口呼 齊齒呼 撮口呼 聽辨缺 合口呼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合口呼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4% 1% 6% 1% 89%

開口呼 齊齒呼 撮口呼 聽辨缺 合口呼

 
圖 3-6-5:韓國學生發漢語合口呼的可懂度 

圖 3-6-6:韓國學生聽辨漢語合口呼的正確率 

圖 3-6-5 顯示出韓國學生發漢語合口呼的時候，有 93％為母語者所能

接受，其他 7％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合口呼」聽成「開口

呼」的比例最高佔了 4％，這是嘴型圓展相混造成的。圖 3-6-6 顯示韓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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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於漢語合口呼聽辨正確率佔了 89％，將「合口呼」聽成「撮口呼」的

偏誤現象最高佔了 4％，這也是嘴型圓展相混造成的，說明聽和說相同。 

 

[韓國學生發漢語撮口呼的可懂度與韓國學生聽辨漢語撮口呼的正確率] 

韓國學生發漢語

撮口呼的可懂度

0%

50%

100%

數列1 0% 4% 5% 2% 88%

開口呼 齊齒呼 合口呼 聽辨缺 撮口呼

 

韓國學生聽辨漢語

撮口呼的正確率

0%

50%

100%

數列1 0% 4% 0% 1% 95%

開口呼 齊齒呼 合口呼 聽辨缺 撮口呼

 
圖 3-6-7:韓國學生發漢語撮口呼的可懂度 

圖 3-6-8:韓國學生聽辨漢語撮口呼的正確率 

 圖 3-6-7 顯示韓國學生發漢語撮口呼的時候，有 88％為母語者所能接

受，12％被聽成其他音或無法聽辨，其中以「撮口呼」聽成「齊齒呼」的

偏誤現象最高佔了 4％，這是嘴型圓展相混造成的。圖 3-6-8 顯示韓國學生

對於漢語「撮口呼」的聽辨正確率相當高佔了 95％，其他以「撮口呼」聽

成「齊齒呼」的偏誤現象最高佔了 4％，這也是嘴型圓展相混造成的。 

 總之，韓國學生對於漢語四呼偏誤現象 

 
偏誤 四呼 開口呼 齊齒呼 合口呼 撮口呼 
開口呼 0     
齊齒呼  0   
合口呼     0  
撮口呼    0 

表 3-6-3：韓國學生對於漢語四呼偏誤現象 

 

在表裡 符號表示韓國學生對於漢語四呼可懂度最高的偏誤現象，

表示韓國學生聽辨漢語四呼正確率最高的偏誤現象，顯示出出開口呼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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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呼對聽跟說方面相同，在偏誤現象中，最為突出的是圓唇和展唇問題。 

 

四、小結 

一般語音教學上，教師上課之前按照中介語理論來對比研究，找出偏

誤現象的因素。中介語是已經離開的母語，但是尚未擺脫母語的語言，是

學習者在母語和目標語之間的過程，這是一種驗證過程，是第二語言學習

者在學習過程中，對目標語的規律做出不正確的歸納和推理，而產生的新

語言系統，這個過程是動態的。 

我們可以探討「偏誤」這個述語。偏誤（error）指的是中介語與目標

語規律之間的差距。偏誤是有規律可循的。只有外語學習的人才會發生偏

誤。通常我們所說的「錯誤」與「偏誤」是有區別的。Brown(1980)認為「錯

誤」是指在使用語言時的胡猜亂想和口誤，是沒有正確使用已知的語言系

統所致，說話者一般能自己檢查出來並自己加以糾正，並不反映說話者的

語言能力，即使使用母語者，也經常都會發生錯誤。「偏誤」則是對目標

語偏離正確形式和規則，這種錯誤自成系統，有規律，學習者多數不能自

己檢查出來並加以糾正，因此反證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區別了「錯誤」和

「偏誤」這兩個概念，我們在對中介語系統進行分析的時候，就可以排除

那些沒有規律的、偶然發生的形式。 

由於漢語語音的結構規律比較強，在初學階段只要比較努力，一般都

可以基本掌握，在掌握了基本結構之後，往往就把注意力過早地轉移到詞

彙和語法的學習，對如何糾正自己不正確的發音，不再像初學時那樣重

視，外籍學生學漢語，也普遍存在這種現象，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洋

腔洋調」。語音學習是一種習慣的養成，有透過不斷反覆練習才能學得好，

而且習慣養成，要再糾正就相當困難，對於中、高級學生的語音教學無法

突破，也就是已經定型(fossilization)。因此，對初級漢語學習著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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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會特別加強練習。 

早期語音教學屬於音位教學，基本上漢語拼音或者注音字母為基礎，

再加上四聲。但其訓練方式多為模仿(imitation)，也就是跟讀練習。從

根本上說，語音學習只不過是一種模仿活動，是一種口耳訓練。多聽多模

仿是提高語音水準的唯一途經，不只是模仿「字」音，還要模仿整句話的

輕重高低、語調模式。但是這些方法，似乎對學生的幫助仍然有限，最根

本的問題出在學生不僅發音會受母語影響，聽辨能力也會受母語影響。 

洋腔洋調形成的關鍵並不在聲母和韻母，而在聲調和比聲調更高的語

音層次。聲調的調值是聲調的調域界限，聲調的調語界限是相對的，並沒

有絕對的標準，不但個人之間有很大差異，就是同一個人，說話時的調域

也是有時寬，有時窄，有時高，有時低。漢語母語者對於聲調的聽辨是經

過歸類的，也就是某一類的聲調漢語母語者會把它歸類為同一聲調。因

此，學習聲調主要應該是學會分清調類的。 

 漢語聲韻母都存在模糊區域和內部分歧。林燾（2000）指出， 現代漢

語中，q 是擦音還是通音，ntϔ裡的 nϔ是否圓唇等等的模糊區域，也存在

內部分歧，因此，在語音教學中，一方面要掌握較嚴格的語音標準，另一

方面也必須對存在分歧的語音現象採取較寬鬆的態度。 

分析韓國學生偏誤的時候，怎樣可以推出偏誤現象，應該有規律性的、

系統性的，例如:韓國話裡沒有脣齒音，所以發成雙唇音或者舌尖前音跟舌

尖後音相混，這些都是偏誤現象。但是韓國學生將 yϔ音讀成 iϔ之音，在

語音學方面，將 yϔ音讀成 iϔ的現象無法解釋，延伸到字音跟漢字認知，

就可以解釋。有一些韓國學生將「爭」讀成 iímϔ或者 iímf，這是將「爭」

看成「靜」或者「淨」所致，可推測發生漢字讀音和前後鼻韻母相混，這

是個人在漢字認讀上的錯誤現象。反而韓國學生將「碑」都讀成 oÜh，這

是將「碑」看成「牌」所致，可以說韓國學生在漢語認讀上的偏誤現象。ϔ

韓國學生掌握不好[yu]，那麼韓國學生「語言」的「語」，「下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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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預備」的「預」，「學生」的「學」，在這些音上都發生系統

性的問題，如果發得準「下雨」的「雨」和「語言」的「雨」，但是學生

還沒學過「預見」的「預」，那麼他在語音上有問題嗎?他的錯誤現象從漢

字認知上著手，應該放在漢字認知過程或漢字習得過程來討論。研究發音

的對象是語音，研究認字讀音的對象是漢字。現代漢語語音的結構是有限

制的，只有410個音節加上四聲，漢字的數量是數不勝數。 

一般分析漢語聲母時，按照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來進行，在發音部位

上，韓國話沒有唇齒音、舌尖前後音，因此韓國學生以韓國話雙唇音替代

漢語的唇齒音，而且以韓國話前舌音替代漢語舌尖前後音和舌面音。在發

音方法上，主要是送不送氣與塞音和擦音的相混問題。 

零聲母特徵是帶有一點同部位的摩擦成分。韓國學生時而帶摩擦成

分，時而不帶摩擦成分。 

在單韻母上韓國學生偏鬆偏展，在複韻母上韓國學生出現韻尾不到位

的現象，韻腹不太「響」，在鼻韻母上發生前後鼻韻母的相混，而且起點

和韻尾的不到位。請詳細看語圖。 

   

圖3-6-9：漢語母語者、韓國學生BE與韓國學生XX「在」的語圖 

 圖3-6-9可以看出韓國學生BE韻腹所佔的時間不到為主的程度，反而，

韻尾所佔的時間較長，到了主的程度。韓國學生XX殘缺韻尾，所以漢語母

語者聽起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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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10：漢語母語者與韓國學生JX「早」的語圖 

 `n中的n是一個含混的鬆韻母[ú]，在發音過程中，從[A]向到[o]的部位

移動時，雙唇逐漸變圓，而且n只意味者滑動的終點方向，不一定到達。

但是在圖3-6-10中顯示韓國學生發`n時一定到達n位置才停止，因此韻尾較

長。 

後響複韻母 

  

圖3-6-11：漢語母語者與韓國學生JX「加」的語圖 

圖3-6-11上，顯示韓國學生JX殘缺韻頭[i]，因此，漢語母語者聽起來[ja]。 

  

圖3-6-12：漢語母語者與韓國學生JX「謝」的語圖 

 圖3-6-12上，顯示韓國學生JX殘缺韻頭[i]，因此，漢語母語者聽起來[Ve]。 

中響複韻母 

  

圖3-6-13：漢語母語者與韓國學生BE「舊」的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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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圖3-6-13上顯示，漢語母語者發「舊」音的時候，前半部較「亮」逐

漸消失，反而韓國學生前半部和中半部較「亮」，到了韻尾在n和t中間停

止，因此漢語母語者各個成ihán和iít。ϔ

複韻母是從一個韻母發音的位置出發向另一韻母發音位置滑動的一個

「過程」。在出發點與終點之間有無數過渡點，這樣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

複韻母，而且在複韻母發音時必定有主有次，只有韻腹才是發得清楚和完

整的，韻頭和韻尾是次要的。 

韓國學生發漢語複韻母時，韻腹所佔的時值沒有達到為主的程度，例

如：前響複韻母的「在」，而且明顯地出現韻頭韻尾殘缺的現象，例如：

後響複韻母的「加」和「謝」、中響複韻母的「舊」。 

 

在鼻韻母上只有兩個難點，這就是聲調問題和鼻韻母的發音問題。都

發不準相對的前鼻韻母和後鼻韻母。要麼發不準前鼻音，把所有的鼻韻母

都往鼻音靠攏；要麼反過來，把後鼻韻母向前鼻音母靠攏，把前鼻音發城

後鼻音，後鼻音發城前鼻音，時而都趨央，時而都偏前，沒有明顯的規律。

在 `m 和 `mf 是發生的偏誤略微少一些。dm 和 dmf 錯誤多一些，hm 和 hmf

的錯誤就更多。似乎韻腹越小就越難掌握。鼻韻母上偏誤現象出現在韻尾

部位以外，也在韻腹上出現。請詳細看以下的語圖 

   

圖3-6-14：漢語母語者a,an, ang的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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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15：韓國學生a, an, ang的語圖 

漢語母語者跟韓國學生 a 的聲學分析中母語者 f1 顯示 1086Hz、f2 顯

示 1540Hz ，並韓國學生 f1 顯示 989Hz、f2 顯示 1572Hz，可以猜出韓國

學生舌位偏前和偏高。 

朱川（1997）書指出前後鼻音的差異不僅僅表現在韻尾上，更重要的

是表現在韻腹上。前鼻韻母是，在韻腹發音時已開始將舌位前移，發到最

後，而並非到了最後才匆匆忙忙將舌尖前推或舌根後移的。`m 中的韻腹 `

是 `[A]，發音時舌尖接觸下齒背，而 `mf 中的 ` 則是後 `[a]，發音時舌尖

不接觸下齒背。圖 3-6-10 可以看出韓國學生 `m 中的韻腹較像 d，發得鬆一

點，漢語母語者聽成[mKn]。 

 

在聲調方面，韓國學生第二聲跟第三聲容易混淆。 

 

漢語母語者常常說韓國學生發漢語時，出現短促的調子，原因之是韓國話

有促的入聲[p]、[t]塞音發生母語的干擾，而且漢語的韻母比韓國話發達，

所以造成短促的調子。 

 

漢語學習者口音來源相當複雜，上面所舉單音節的例字還是比較簡單

的一種，但從也可以看出一些問題值得我們再改進華語語音教學時思考。

我們不能滿足於初級階段能夠教會學生讀準單音節的韻母，韻母和聲調，

還應該在更高的語音層次上多下些工夫。如何借鑑當前語音學的一些的成

果，並且在教學法和教材中體現出來，是當前改進語音教學應該著重研究

的一各方面。如果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相信華語語音教學上一定能夠前進

一大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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