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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討論中古韓國漢字音開音節中的聲調。本研究的語料主要來源

為«中世韓國漢字音訓集成» (權仁瀚 2005)。其中開音節的字數一共有 3064 字，

聲調標示分成五種，主要為高調、低調與升調。尚包含聲調標示不明與有疑問

的聲調，其中聲調不明者有 179 例及有疑問者僅有一例。本研究計算用字共有

2884 字。分析方法分成韻母與聲母兩部分。韻母以母音-i 結尾為一類，而非以

母音-i 結尾的例字則成另一類。聲母種類則分成三種：不送氣、送氣與其他。

卡方檢驗的統計結果呈現出顯著差異，在-i 類型與非-i 類型這兩組中，三聲調

呈現出顯著差異。此外，三類型的聲母與三聲調之間在統計上呈現出顯著差異。

本研究亦比較陰聲字與陽聲字，統計結果顯示這兩類音節結構與三聲調之間在

統計上呈現出顯著差異。但陽聲字的聲母類型時，則無顯著差異。以聲母類型

為主的統計結果顯示出陰聲字與陽聲字有所區別。最後，韓國漢字音這三類的

音節結構其分布情形與聲母/韻尾的相關性採用兩特徵區分: 是否偏好高調與聲

母類型。整體統計顯示非入聲字一致地呈現出不偏好高調的情形。陰聲字在低

調與升調中所佔比例相近，而陽聲字則更偏向低調。陰聲字的聲母有區辨功能，

陽聲字則無此差異。 

 

關鍵字: 韓國漢字音、陰聲字、聲母、開音節、閉音節 

 

1. 導論 

        本研究旨在討論中古韓國漢字音開音節中的聲調。根據«訓民正音»的說明，中古韓語

中有三聲調: 高調、低調及升調。這三聲調的標注法乃係根據傍點的數量。1
 中古韓語聲

調的命名常依據中古漢語音韻的分類法: 平、上、去、入。這四聲調中除入聲以塞音為韻

尾之外，其餘三聲調可包含閉音節與開音節。中古韓語的聲調，根據韓國國語學學者李基

文(1961: 134)、金完鎮(1973)、Yi (1983)、吳鐘甲(1988: 262)、Lee(2007)、Lee and Ramsey 

(2011)等人之研究，中古韓語的平聲、去聲及上聲，其調值分別為低調(Low)、高調(High)，

而上聲調值應為升調(Rising ~ Low + High)且為長音。至於中古韓語的入聲，則是歸入其

他平、上、去三聲之中。2
  

                                                             
1 «訓民正音»原文如下， 

諺語平上去入，如활爲弓而其聲平，돌 爲石而其聲上，갈 爲刀而其聲去，붇爲筆而其

聲入之類。凡字之左，加一點爲去聲，二點爲上聲，無點爲平聲，而文之入聲，與去聲相

似。 

 
2
 «訓民正音»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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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漢字音的聲調研究中，如 Ito (2005)，依據中古漢語的分類分成平、上、去與入

聲，這四聲調的分類其實同時包含對音節結構與聲調的雙重詮釋，其中入聲字傳統分類上

為聲調的一種，但實際上入聲字亦代表韻尾帶有塞音的音節結構，與韻尾為鼻音的陽聲字

及開音節的陰聲字相對應。以音節結構的研究已見於林智凱(2016)，其研究將顯示中古韓

語閉音節聲調中已充分顯示出韓國漢字音與韓國固有語閉音節分布的不對稱性。林智凱

(2016)的閉音節包含塞音(CVC[stop])及流音(CVC[lateral])為韻尾的入聲字及鼻音(CVC[nasal])為

韻尾的陽聲字。其結果顯示韓國漢字音的入聲字有極高比例(98.9%)為高調，而陽聲字的

分布情形則成現出低調佔整體 51.1%，升調佔 37.0%，而高調僅佔 11.9%。另一方面，韓

國固有語的情形中，其分布情形與漢字音陽聲字雷同，低調皆為大宗，高調其次，而升調

最低。3
 此外，林智凱(2016)亦深入討論閉音節中的聲調發生原因，結論指出韻尾子音的

清濁，而非字首子音的清濁，對聲調的發生有其重要影響。單音節的底層聲調為低調，高

調與升調則是受到韻尾子音清濁的影響。雖然這樣的結果說明韻尾子音的清濁會影響聲調，

濁聲為低，清聲為高(統計結果為顯著差異)，但這樣的結果卻不適用開音節，因為開音節

本身缺乏韻尾子音，所以開音節的聲調無法區分高低。若是如此，勢必會因為音節結構不

同，而有不同的發展結果。為釐清這樣的差異，本研究將從三個層面分析。首先，需先整

理出韓國漢字音開音節的聲調分佈情形，其分佈是否與陽聲字及入聲字相同。此外，根據

林智凱(2016)的討論，本研究將聲母的差異列入考慮，在陰聲字中是否存在對聲調發展的

差異性。最後，本研究亦比較陰聲字與陽聲字兩者的差異。 

        林智凱(2016)已討論過韓國閉音節中的聲調，分成漢字音與固有語兩組。在本研究中，

不討論固有語的情形，研究題材將專注於漢字音。第二小節將詳細介紹本研究所使用的語

料庫與取材方式，其結果將呈現於第三小節，分析角度以韻母與聲母兩種為主。韻母的種

類分成-i 結尾與非-i 結尾兩組。聲母種類則分成三種：不送氣、送氣與其他。第四小節摘

要主要發現及總結本文。 

  

2. 研究材料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語料主要來源為«中世韓國漢字音訓集成» (權仁瀚 2005)。其中收錄的開音

節字數一共有 3064 字，其中對聲調的標示分成五種，主要有高、低、升三調，高調標為

H(high tone)、低調標為 L(low tone)、升調為 R(rising tone)。尚包含聲調標示不明，標為 X

與有疑問的聲調，標為?，其中聲調有疑問者僅有一例，為‘考’一字(權仁瀚 2005: 33)，此

字可忽略。而聲調標示不明者有 179 字，如槁字(權仁瀚 2005: 32)。在本研究中，為避免

混淆，聲調表示不明或是有疑問的 180 例字，一律不列入計算。扣除不採計之 180 例字之

後，本研究的計算用字共有 2884 字，其聲調分布情形列於表一中。 

 

 

 

 

                                                                                                                                                                                                    

諺之入聲無定，或似平聲，如긷爲柱，녑爲脅。或似上聲，如낟 爲穀。깁 爲繒。或似

去聲，如몯 爲釘，입 爲口之類。其加點則與平上去同。 

 
3 詳細分布如下: 韓國固有語陽聲字(低調 54.4%、高調 26.2%、升調 19.4%)，韓國固有語入聲字(低調 62.6%、

高調 27.9%、升調 9.5%)。 



表一：韓國漢字音(開音節) 

聲調類型 高調 低調 升調 總計 

例字數量 565 1142 1177 2884 

 

既然開音節沒有韻尾字音，開音節為主的分析方法便是將收集到的例字，分成韻母與聲母

兩部分。韻母的部分以母音-i 結尾為一類，如龜귀[kui]，而非以母音-i 為結尾的例字為另

一類，如好호[ho]或劉류[rju]。聲母的部分可根據清濁(無聲與有聲之差別)，區分兩類，

之後再以送氣與否，分成送氣與不送氣兩大類。其中的有聲一類包含塞音、擦音與塞擦音

與另一類的鼻音、流音、其他喉音與零聲母。4
 

 

3. 開音節聲調分佈情形 

        本節分別討論開音節韻母類型與聲母類型在聲調上的分布差異。3.1 節先討論韻母類

型，3.2 節再討論聲母類型。 

 

3.1 開音節中韻母類型與聲調關係 

        因為開音節並沒有如陽聲字的鼻音韻尾或是入聲字的塞音韻尾，所以區分開音節時，

本研究採用的標準需在主要母音之外，韻尾位置是否有其他母音，如-i 或-u 之類的母音。

受限於韓語本身的音韻限制，語料庫中並沒有韻尾為-u 的音節結構，所以韻母類型的分

類，分成-i 與非-i 兩類。主要的分布情形列於表二， 

 

表二：韓國漢字音開音節(-i 與非-i 對比) 

                   語尾類型 

聲調類型 
-i 非-i 總計 

高調 160 405 565 

低調 235 907 1142 

升調 324 853 1177 

總計 719 2165 2884 

 

        首先，直接可看出-i 類型的音節數較非-i 類型的音節數來的少，比例上為一比三 (719 

vs. 2165，24.9% vs. 75.1%)。若從聲調類型方面考慮，可發現在開音節中，高調數量最少，

僅有 565 例字，低調與升調的數量相當接近(1142 vs. 1177)。高調佔整體的 19.6%，低調

佔整體的 39.6%，而升調佔整體的 40.8%。         

        根據表二，進行卡方檢驗，來檢視各組是否有顯著差異。檢定統計量(19.28)大於臨界

值(9.21)，故拒絕 H0。在顯著水準 α = 0.01 之下，自由度為 2(d.f. = 2)的情況下，呈現出顯

                                                             
4 這分類基本上對應到漢語傳統聲韻學中的聲母分類，次清(=送氣)、全清(＝不送氣)與次濁(＝邊音、鼻音

與零聲母)三類。但需要的注意的是本研究並沒有將傳統聲韻學的全濁特別獨立成一組，這是因為韓國音韻

中在字首時，僅有少數的濁聲，如[z]，其他的濁聲如[b, d, ɡ]並不出現在字首位置，所以第三節的討論中，

將不特別獨立全濁。 



著差異(p < .01)。表示在-i 類型與非-i 類型這兩組中，三聲調呈現出顯著差異。5各聲調比

例，詳見於表三， 

 

表三：韓國漢字音開音節百分比 

                   語尾類型 

聲調類型 
-i 非-i 

高調 160  22.3% 405  18.7% 

低調 235  32.7% 907  41.9% 

升調 324  45.0% 853  39.4% 

總計 719  100.0% 2165  100.0% 

 

        從表三的比例可發現在-i 類型與非-i 類型中，高調的比例皆是最低，分別佔 22.3% 

(160/719)與 18.7%(405/2165)。而在-i 類型與非-i 類型的低調與升調中，則有不同的分布比

例。在-i 類型中，升調的比例明顯大於低調(45.0% > 32.7%)，而在非-i 類型中，雖然低調

的比例大於升調(41.9% > 39.4%)，但比例卻相當接近。 

        根據表三，可以確定的是開音節並不常出現高調。此外，最能區分-i 類型與非-i 類型

這兩類的條件，主要來自-i 類型較非-i 類型更偏好升調。這樣的偏好或許可視為-i 類型中

的母音-i 引發了語尾聲調變化，特別是聲調上升的現象，但這非絕對。此現象表面上或許

與 L+H > R 相關，但與傳統的韓語固有語中的升調不同，因為韓國固有語的升調乃係來

自於雙音節的縮減(Martin 1999)。但韓國漢字音的開音節-i 類型並非雙音節，而為單音節，

因此可以 L+H > R 的角度來解釋-i 類型較偏好升調，這樣的解釋必須先承認開音節的-i 類

型具有雙音節的特色，且-i 類型的-i 母音必須對應到高聲調。是否絕對如此，無法妄下定

論，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語料庫的分布情形中，高調不為大宗。 

 

3.2 開音節中聲母類型與聲調關係 

        不同於上一小節的韻母類型，本節將討論聲母類型與聲調之間的關係。根據傳統漢語

聲韻學的分類，聲母分成四類: 全清、次清、全濁與次濁。全清係指不送氣的無聲塞音、

擦音與塞擦音。次清為送氣的無聲塞音、擦音與塞擦音。全濁意指有聲塞音、擦音與塞擦

音。而次濁包含鼻音、流音與其他喉音。雖然聲母類型共有四類，本研究不採用傳統的名

稱，而是採用不送氣、送氣、有聲與其他四類。詳細分類列於表四， 

 

表四：韓國漢字音開音節(聲母類型) 

           聲母類型 

聲調類型    
不送氣 送氣 有聲 其他 總計 

高調 300 136 4 125 565 

低調 547 272 15 308 1142 

升調 557 246 19 355 1177 

總計 1404 654 38 788 2884 

                                                             
5 雖然有顯著差異(P <0.01 )，但在關係強度中，韻母類型與這三聲調卻呈現出不高的強度(Cramer’s V 係數

為 0.08)。 



 

        表四的第一類聲母類型為不送氣子音，包含五類子音[p, t, k, s, ts]。第二類子音為送氣

子音，包含五類子音[ p
h
, t

h
, k

h
, ts

h
, h]。6而第三類則為有聲子音，僅有[z]一組。第四類子

音包含流音[l]、鼻音[m, n]與零聲母。第一類的不送氣子音有 1404 個例字，而第二類的送

氣子音有 654 個例字。因有聲子音僅在[z]中出現，所以數量僅有 39 例。而其他的流音、

鼻音與零聲母共有 788 個例字。 

        若要根據表四的結果來做卡方檢驗，計算前須決定有聲子音[z]是否合併或刪除，這

是因為子音[z]出現小於五的個數。本研究將有聲子音[z]併入其他這一組別，並將其命名

為有聲。卡方檢驗的計算結果，檢定統計量(16.38)大於臨界值(13.28)，故拒絕 H0。在顯

著水準 α = 0.01 之下，自由度為 4(d.f. = 4)的情況下，呈現出顯著差異(p < .01)，表示這三

類型的聲母與三聲調之間在統計上呈現出顯著差異。7
 

        若觀察各聲調類型內的百分比，可發現不送氣聲母在數量上在三聲調內皆最高，如表

五所示， 

 

表五：韓國漢字音開音節百分比(I) 

聲母類型 

聲調類型 
不送氣 送氣 有聲 總計 

高調 300 53.1% 136 24.1% 129 22.8% 565 100.0% 

低調 547 47.9% 272 23.8% 323 28.3% 1142 100.0% 

升調 557 47.3% 246 20.9% 374 31.8% 1177 100.0% 

 

        另一方面(見底下表六)，若是以聲母類型為主，則可發現在這三組聲母中，高調皆是

比例最低。而在不送氣的聲母中，低調與升調的差異極小(<1%)，但在送氣聲母中，低調

高於升調比例(41.6%  > 37.6%)，而有聲聲母中，則是升調高於低調 (45.3% > 39.1%)。 

 

表六：韓國漢字音開音節百分比(II) 

         聲母類型 

聲調類型 
不送氣 送氣 有聲 

高調 300 21.4% 136 20.8% 129 15.6% 

低調 547 39.0% 272 41.6% 323 39.1% 

升調 557 39.7% 246 37.6% 374 45.3% 

總計 1404 100.0% 654 100.0% 826 100.0% 

 

         簡單來說，在這三組聲調中，不送氣聲母則無偏好低調或升調，有聲聲母偏向升調，

而送氣聲母略偏好低調。 

 

                                                             
6 表四的第二類聲母類型與傳統漢語聲韻學有所不同，主要在於子音[h]的認定問題。本研究將子音[h]與其

他的送氣子音歸為一類，但傳統上，子音[h]屬於次濁一類。 
7 雖然有顯著差異(P < 0.01 )，但在關係強度中，聲母類型與這三聲調卻呈現出不高的強度(Cramer’s V 係數

為 0.05)。 



3.3 綜合討論 

        在 3.1 與 3.2 兩節分析中，可以發現無論聲母類型或是韻母類型都呈現出統計上的顯

著差異，但這樣的結果是否就可以說明聲母類型與韻母類型同時對韓國漢字音的開音節皆

有其影響。那究竟應該是聲母還是韻母扮演比較重要的條件呢? 在開音節的語料分布中，

其實無法直接斷定到底聲母還是韻母何者較重要，因為兩者皆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這

樣的顯著差異，在計算 Cramer’s V 係數之後，卻也發現無論是聲母類型還是韻母類型，

其關係強度其實都過於偏低，兩者皆小於 0.1，這樣的計算結果在詮釋資料上必須格外小

心，因為這有可能是來自卡方檢驗時的誤差，因為在卡方檢驗中當母數數量越大時，其檢

定統計量應該也越大，但開音節的韻母類型的檢定統計量為 19.28，而聲母類型的檢定統

計量為 16.38，雖然計算結果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檢定統計量偏低亦是事實，所以本

研究將不妄下定論，就認定聲母類型與韻母類型在韓國漢字音的開音節中有絕對的差異性。 

 

4. 陰聲字與陽聲字對比 

        本小節將比較韓國漢字音陰聲字與陽聲字兩類型。表二與表四已經呈現出韓國漢字音

的高調為三聲調中比例最低的聲調。高調偏低的現象，並非只見於開音節中。根據林智凱

(2016)對韓國漢字音陽聲字的計算結果，陽聲字亦呈現出相同結果，詳見表七(節錄自林智

凱 2016: 647)， 

 

表七：韓國漢字音百分比(陽聲字) 

聲調 數量 百分比 

高調 261 11.9% 

低調 1124 51.1% 

升調 814 37.0% 

總計 2199 100.0% 

 

        根據表七及本研究的開音節聲調分布情形，重新計算陰聲字與陽聲字之間的關係，並

將兩者資料列於表八中， 

 

表八：韓國漢字音(陰聲字對比陽聲字) 

聲調類型 

音節結構 
高調 低調 升調 總計 

陰聲字 565 1142 1177 2884 

陽聲字 261 1124 814 2199 

總計 826 2266 1991 5083 

 

        依據表八的資料來進行卡方檢驗，其計算結果，檢定統計量(87.49)大於臨界值(9.21)，

故拒絕 H0。在顯著水準 α = 0.01 之下，自由度為 2(d.f. = 2)的情況下，呈現出顯著差異(p 

< .01)，表示這兩類音節結構與三聲調之間在統計上呈現出顯著差異。8
 

 

 

                                                             
8  在關係強度中，兩音節結構與三聲調的 Cramer’s V 係數為 0.13。 



表九：韓國漢字音百分比(陰聲字對比陽聲字) 

聲調類型 

音節結構 
高調 低調 升調 總計 

陰聲字 565 68.4% 1142 50.4% 1177 59.1% 2884 

陽聲字 261 31.6% 1124 49.6% 814 40.9% 2199 

總計 826 100.0% 2266 100.0% 1991 100.0% 5083 

 

        若對比表九的百分比，可以發現陰聲字的比例皆高於陽聲字。其中陰聲字在高調的比

例遠高於陽聲字，但在低調中，陰聲字與陽聲字的比例卻相當接近，各占一半。升調的兩

者比例則同樣是陰聲字高於陽聲字。因此，根據表九，陰聲字與陽聲字最大的差別存在於

高調中，其次的差別為升調，最無差異的是兩者的低調比例。 

        本研究重新計算林智凱(2016)中陽聲字的聲母類型來檢視聲母類型與聲調之間是否同

樣有差異。根據上節表四的計算標準，陽聲字的聲母類型同樣先分成四類: 不送氣、送氣、

有聲與其他。詳列於表十中， 

 

表十：韓國漢字音(陽聲字聲母類型) 

聲母類型 

聲調類型 
不送氣 送氣 有聲 其他 總計 

高調 145 46 1 69 261 

低調 606 210 14 294 1124 

升調 422 155 23 214 814 

總計 1173 411 38 577 2199 

 

        鑑於表十中有聲聲母[z]的高調數量過低，按第三小節的計算法，需要合併，因此有

聲聲母併入鼻音與流音一組中。其數量重新計算於表十一中。 

 

表十一：韓國漢字音(陽聲字聲母類型) 
聲母類型 

聲調類型 
不送氣 送氣 有聲 總計 

高調 145 46 70 261 

低調 606 210 308 1124 

升調 422 155 237 814 

總計 1173 411 615 2199 

 

        卡方檢驗的結果顯示，檢定統計量(1.50)小於臨界值(13.28)，故接受 H0。在顯著水準

α = 0.01 之下，自由度為 4 (d.f. = 4)的情況下，無顯著差異，表示在陽聲字中聲母類型與

三聲調之間並沒有差異。以聲母類型為主的統計結果顯示出陰聲字與陽聲字有所區別。陰

聲字中聲母與聲調呈現出顯著差異，但在陽聲字中卻無顯著差異。 

         除聲母類型之外，亦可從韻尾的情形來區分，如表十二所示， 

 

 



表十二：韓國漢字音開音節(韻尾類型) 

            韻尾類型 

聲調類型 
-i 非-i 鼻音 總計 

高調 160 405 261 826 

低調 235 907 1124 2266 

升調 324 853 814 1991 

總計 719 2165 2199 5083 

 

        檢定統計量(106.35)大於臨界值(13.28)，故拒絕 H0。在顯著水準 α = 0.01 之下，自由

度為 4 (d.f. = 4)的情況下，呈現出顯著差異(p < .01)，表示這三類型的韻尾類型與三聲調之

間在統計上呈現出顯著差異。9總之，韓國漢字音的陰聲字與陽聲字統計上，聲母類型沒

有區分，而韻尾類型有所區分，這樣的結果與林智凱(2016)的統計結果相符，亦即韻尾子

音，而非字首子音，對聲調的發生有其重要影響。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林智凱(2016)的結論中，曾提及清濁對聲調的影響，依據為韓國固

有語的資料，在漢字音的部分受限於入聲字的條件而無計算。若加入聲字一起計算韻尾類

型與聲調之間的關係，其結果如表十三所示， 

 

表十三：韓國漢字音(三類型韻尾對比) 

聲料類型 

音節類型 
高調 低調 升調 總計 

陰聲字 565 1142 1177 2884 

陽聲字 261 1124 814 2199 

入聲字 1047 7 4 1058 

總計 1873 2273 1995 6141 

 

        依據表十三的資料來進行卡方檢驗，卡方檢驗的計算結果，檢定統計量(2900.81)大於

臨界值(13.28)，故拒絕 H0。在顯著水準 α = 0.01 之下，自由度為 4(d.f. = 4)的情況下，呈

現出顯著差異(p < .01)，表示這兩音節結構與三聲調之間在統計上呈現出顯著差異。10
 顯

而易見，表十二中的入聲字高調為主要這三類型音節結構的差異來源。11
 

 

5. 結論 

        本研究以韓國漢字音的開音節為出發點，探討音節結構與聲調類型之間的關係，並輔

以討論聲母類型/韻母類型與聲調之間的關係。根據林智凱(2016)的先前研究，韓國漢字音

的入聲字極大部分對應至高調，但陽聲字的分布則是以低調為主。本研究奠基於林智凱

(2016)的研究，專注於韓國漢字音的開音節。發現其分布情形與陽聲字和入聲字不同，低

調與升調之間的比例相近且高於高調。 

        在陰聲字的資料中，為驗證韻尾有無是否會影響聲調，本研究將陰聲字分成韻母為-i

類型與非-i 類型兩組。統計結果顯示陰聲字的韻尾為-i 母音與非-i 母音兩組中，呈現出顯

                                                             
9
  在關係強度中，這三類音節結構與三聲調的 Cramer’s V 係數為 0.10。 

10 在關係強度中，這三類音節結構與三聲調的 Cramer’s V 係數為 0.49。 
11

 若計算聲母類型的話，其分布還是偏向高調，因計算聲母類型並無意義，所以本研究略去不計。 



著差異。除了韻尾差異之外，本研究亦計算聲母類型與聲調之間的關係。聲母類型分成不

送氣、送氣、有聲與其他四類，鑑於有聲的數量過低，統計計算時將其併入其他一類，所

以聲母類型為三類: 不送氣、送氣與有聲。卡方檢驗結果同樣顯示出顯著差異，這樣的結

果同時說明韻尾與聲母類型對聲調皆影響。除陰聲字之外，本研究亦加入陽聲字做比較。

統計結果顯示這兩類的韻尾類型在聲調上呈現出顯著差異，主要差異在於陰聲字較陽聲字

更偏向高調。此外，在統計陽聲字的聲母類型之後，其結果顯無顯著差異，這是陰聲字與

陽聲字最大的差別。韓國漢字音三類的音節結構其分布情形與聲母/韻尾的相關性可總結

於表十四中，採用兩特徵區分: 是否偏好高調與聲母類型是否有差異。 

 

表十四：韓國漢字音(三類型韻尾總結) 

差異點 

音節結構 
高調 聲母差異 

陰聲字 x √ 

陽聲字 x x 

入聲字 √ ----- 

 

         從音節結構的角度切入韓國漢字音，可知與傳統漢語聲韻學聲調分類的不同。韓國

漢字音的入聲字極為明顯地偏向高調，但陰聲字與陽聲字則是不偏向高調。入聲字明顯偏

向高調應該是在分類時的特意區分，這樣的分類雖然符合傳統的聲調分類，但同時也失去

了實際音值的對應關係。在整體的統計中，非入聲字則一致地呈現出不偏好高調的情形。 

開音節的陰聲字在低調與升調中所佔比例略近，而陽聲字則更偏向低調。但為區分陰聲字

與陽聲字之時，聲母可以做出區別。陰聲字的聲母類型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陽聲字沒

有如此差異。 

         最後，在對比韻尾類型與聲母類型之後，並整合林智凱(2016)的研究可發現到在韓語

漢字音中，韻尾類型較聲母類型在聲調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這樣的條件在漢字音進入

韓國時，聲調轉換時仍有其重要性。希望本研究跳脫傳統漢語聲韻學的聲調分類框架，重

新檢視韓國漢字音的聲調，研究成果呈現出傳統漢語聲調的分類在韓國漢字音的限制，如

入聲字，但新的研究角度也提供了新的成果，如陰聲字與陽聲字在聲母類型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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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ones in open syllables in Sino-Korean from a corpus-based approach. 

The dataset is based on Kwon’s (2005) Collection of Sino-Korean, from which 3064 are gleaned. 

In Kwon’s notations, there are three main tones: high, low and rising. Besides, there are 179 

unclear tones and one unidentified tone. Thus, only 2884 tokens are analyzed. The analysis 

explores two parts: rhyme and onset. The rhyme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types: coda taken by 

-i and zero. There are three categories of onsets: unaspirated, aspirated and voiced. Chi-square 

tests are also conducted, an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yllable types and tones. In addi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onset types and 

tones. This paper also compares open syllables with closed syllable with a nasal coda. The 

results of Chi-square tests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yllable types in tones.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yllable types in tones. Finally, two 

features are proposed to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yllable types and tones. The two 

features are preference of high tone and onset types. Non-checked tones consistently disfavor 

high tones, while checked tone favors high tone. Open syllable shows close percentage in low 

and rising tones, whereas closed syllable ending in nasal tend to be have more low tones. The 

onsets in open syllabl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Suc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not found in closed 

syllable ending in na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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