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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藉由口鼻氣流的數據來探討臺灣華語鼻音及元音鼻化的構音特性。主要的發

現為：(1) 順向鼻化程度大於逆向鼻化，(2) 高元音的鼻化程度顯著地大於非高元音，(3) 

帶音或送氣聲母較能引發元音鼻化，(4) 舌根鼻韻尾 [ŋ] 引發前接元音產生較高比例的

鼻氣流量，而舌尖鼻韻尾 [n] 本身的鼻氣流量比反而較大（但都不達顯著標準），(5) 

就鼻韻尾合流的相關議題而言，實驗結果顯示「被合併」的鼻韻尾（本文記做 [N]）音

長短於 [n] 與 [ŋ]，鼻氣流量比則大於 [n] 與 [ŋ]（不達顯著標準），可視為不完全的對

立消失 (incomplete neutralization)。最後，本文也就實驗所得發現進行語音類型及音韻理

論的相關討論。 

關鍵詞：鼻音，鼻化，協同構音，口鼻氣流，臺灣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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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擬從口鼻氣流的角度來探討臺灣華語鼻音及元音鼻化的構音特性，並討

論實驗結果對跨語言的鼻音協同構音 (nasal coarticulation) 的啟示。由於臺灣華語

沒有具「音位性」的鼻元音 (phonemic nasal vowels)，因此，過去研究較少關注於

描述其鼻音以及鼻音協同構音的相關現象。學界基本上都聚焦於臺灣華語鼻韻尾 

[n, ŋ] 的對立在特定環境下是否消失 (contextual neutralization) 的相關議題（參見

Fon et al. 2011；Hsu and Tse 2007；Kubler 1985；Lin 2002；Tse 1992；Yang 2010

及其他）。上述研究多採口耳記音或是聲學研究的方式進行，目前較欠缺的是構音

層面的研究。1 本文應可適度地彌補這些缺憾，對臺灣華語的鼻音及其相關議題進

行口鼻氣流層面的基礎性的構音性質描寫。除此之外，鼻音雖然是因為軟顎 

(velum) 下降，進而開啟蓋膜埠（velo-pharyngeal port，亦即聯通聲道與鼻腔之間的

管道），使得經由肺部流出的氣流同時從口腔與鼻腔中流出所形成，然而，如此

「簡單」的構音動作，在聲學以及構音上其實都牽涉到了許多複雜的作用與機制。

就語言學的層面而言，鼻音的體現 (realization) 也常常受制於特定語言的音韻系統

而有所不同（如 Cohn 1990；Ladefoged 1982 等。又請參見本文第五節的討論），

因此，研究臺灣華語的鼻音及鼻音協同構音可補足漢語在語音類型學相關層面的實

證數據，進而讓我們更加了解跨語言間鼻音體現的異同及其在音韻理論上的意義。 

本文分為下列數節。第二節介紹使用氣流計的實驗方法、進行程序以及測量、

分析方法。第三節呈現實驗結果，主要報告以下幾項構音性質：(1) 鼻音協同構音

的方向性（亦即：順向或逆向鼻化），(2) 元音舌位高低與鼻化程度的關係，以及 

(3) 聲母對元音鼻化的影響程度。第四節主要探討鼻韻尾的鼻音性及其對元音的鼻

化影響程度，也包括從口鼻氣流的角度來探討舌尖鼻韻尾 (coronal nasal coda) 及

舌根鼻韻尾 (velar nasal coda) 之間的區別是否在某些特定的環境下已經合流的相

關議題。第五節總結本研究的實驗結果，並討論我們的發現在語音、音韻學上的意

義。 

                                                 

1 鼻（化）音的聲學參數可參考 Berger (2007) 的整理，其結論為 A1-P0 以及 COG (1000) 這兩個

參數區辨的效果較佳，且使用一種以上的參數效果會更好，惟無法適用於所有語言。至於鼻音的

構音研究，非侵入性的研究方法應以氣流計最能兼顧精確度、發音人舒適度以及設備費用等需求

（又可參見 Delvaux et al. 2008 的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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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錄音語料 

本研究中所採用的字表包含臺灣華語四種音節結構的單字詞，分別為 CV、

CVN、NV、NVN。聲母 (onset) 為塞音 [p, t, k, pʰ, tʰ, kʰ]、擦音 [f, s, ʂ, ɕ, x]、塞

擦音 [ts, tʂ, tɕ, tsʰ, tʂʰ, tɕʰ] 和鼻音 [m, n]。韻核為元音 [i, y, ə, a, o, u]。韻尾 (coda) 

則為 [n, ŋ]。為了日後方便與英語及其他語言做跨語言的比較，聲調以高降調（四

聲）為優先，高平調（一聲）次之。合計 164個單音節字（請見附錄）。 

研究目的是探討以下幾個問題：(1) 口元音在不同的環境中，氣流的變化是否

有差異；(2) 元音舌位高低對鼻化程度的影響；以及 (3) 不同的輔音聲母對元音鼻

化程度的影響。  

(二)受試者 

本實驗共有十位臺灣華語發音人，五男五女，其中自幼居住於臺北市的有四

位、新北市的有六位。儘管大部分發音人的父母親會說臺灣閩南語，只有兩位發音

人能聽但不會說臺灣閩南語，其他八位發音人則是完全不諳臺灣閩南語。他們與父

母、朋友的溝通語言都是臺灣華語。所有的發音人皆為國立清華大學的學生，年齡

介於 22歲至 26歲之間。根據他們的自我報告，均無語言、聽覺相關疾病。在實驗

結束後也收到相應的報酬。 

(三)實驗程序 

所有錄音均在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語音實驗室的錄音間中進行。164 個

目標字均分別放在以下承載句 (carrier phrase) 中：「我抄 ___ 抄一次」，句中完

全沒有鼻音，以降低可能干擾。並以亂數方式呈現在電腦螢幕上請發音人依序念

出。所有的目標字念完後，再從頭開始錄製，總共錄製三次。由於整個錄音過程相

當冗長，因此每一百個字休息 10 分鐘，或者視發音人需求隨時休息。本研究收錄

了 4,920 筆資料（＝164（字）* 3（次）* 10（人）），但其中有 12 筆資料有問

題，不予分析。因此本研究有效語料共計 4,908筆。 

關於口鼻氣流數據的蒐集，我們使用美國 Scicon R&D Inc. 所研製的 PCqui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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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系統（以下簡稱 PCquirer）。發音人分別戴上口部面罩與鼻部面罩以便收集口

氣流和鼻氣流的相關數據，並以內建式麥克風收集語音資料。2 所收集到的原始語

料，經過 Scicon R&D Inc. 開發的 Xutility 轉換程式，轉成 Wave 檔，所以每個音

檔有三個 Wave 檔（亦即「語音檔」、「口氣流檔」和「鼻氣流檔」）。然後使用

謝育倫 (2011) 撰寫的 Praat 程序，分別繪製成圖一。圖一上圖為目標字的波形

圖、頻譜圖和標音格 (TextGrid)，圖一中圖和下圖分別為口腔氣流圖以及鼻腔氣流

圖，其中 TextGrid 是用來標註音檔。我們定義元音的第二共振峰的起點為元音起

點，第二共振峰的結束點則為元音終點。至於 CVN 和 NVN 音節，鼻韻尾的第一

共振峰結束為鼻韻尾的終點，而元音的終點也是鼻韻尾的起點。 

(四)元音鼻化測量方法 

為測量元音鼻化的口腔和鼻腔氣流值，首先，我們沿用 Delvaux et al. (2008) 

和謝育倫 (2011) 的方法來定義元音鼻化的起點。我們沿時間軸計算元音部分的鼻

氣流值，取得最高值 Y，凡鼻氣流值大於 Y 值的十分之一，它所相對的時間點定

義為元音鼻化的起點（參見圖二）。圖二的 Vs表元音起點，Ve表元音終點，N表

元音鼻化的起點。為比較元音在不同環境下的鼻化現象，我們計算了鼻化時間比

（以下簡稱 NDur%）和鼻氣流量比（以下簡稱 NFL%）。鼻化時間比表示元音鼻

化部分的長度 (Tnasal= Ve-N) 佔整個元音長度 (Tvowel= Ve-Vs) 的百分比 (Montagu 

2007)。鼻氣流量比表示元音發音過程中，流經鼻腔的氣流佔所有氣流的百分比，

即元音的鼻氣流量佔整個元音口氣流量和鼻氣流量3 的總和的百分比（參見圖二）

(Krakow and Huffman 1993)。 

（1）鼻化時間比 (NDur%)
Ve N

Ve Vs

−

=

−

 

（2）鼻化氣流比 (NFL%)
鼻氣流量（實線部分）

=
口氣流量（虛線部分）＋鼻氣流量（實線部分）

  

                                                 

2 聲音訊號設定取樣率為 11,000 Hz，氣流訊號為 1,375 Hz。在每次開始使用面罩之前，對於氣流量

訊號的零點需要做校正，校正方法為觀察目前氣流計所收到的訊號，在還沒有將面罩戴上前，口

腔氣流及鼻腔氣流的訊號應該對齊於零點，也就是圖一中的水平虛線所示。校正完成後方可進行

實驗。 
3 口鼻氣流量的計算方式是沿著時間軸計算該時段在口腔、鼻腔壓力變化的方均根 (Root Mean 

Square, RMS)，在本文中，口鼻氣流量值因為經過 Xutility 程式的轉換，所以單位是任意的單位 

(arbitrary unit)。因此，在文中不另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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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將 PCquirer原始資料轉換成Wave檔所繪出的波形圖、頻譜圖和標音格（上圖），

口腔氣流圖（中圖）及鼻腔氣流圖（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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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臺灣華語 [taŋ]「當」的口鼻氣流圖
4
  

                                                 

4 實線表鼻氣流，虛線表口氣流。 

taŋ 

Tim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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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結果 

(一)順向鼻化和逆向鼻化 

我們首先探討元音受鼻音聲母鼻化（即：順向鼻化，progressive nasalization）

和受到鼻韻尾鼻化（即：逆向鼻化，anticipatory nasalization）的情形。表一為

CV、CVN、NV 和 NVN 音節的元音的口氣流量值、鼻氣流量值、NFL% 和 

NDur%。我們同時使用線性混合效應模型 (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s) ，以音節

結構為固定效應 (fixed effect)，語者為隨機效應 (random effect)，比較不同音節的

口氣流量值、鼻氣流量值、NFL% 和 NDur% 。結果均有顯著差異 (p < 0.05)。表

一顯示元音受鼻音聲母鼻化的程度大於受到鼻韻尾鼻化的程度，NV 音節中 NFL% 

為 71.6%，但 CVN 音節中，NFL% 只有 28.2%。而 NVN 音節中，NFL% 為 

62.6%，比在 NV 音節中還少。事後比較檢定 (Tukey test) 也顯示他們之間的差異

均是顯著的，p 值均小於 0.001。就 NDur% 而言，NV 音節的 NDur% 遠遠大於 

CVN 音節的 (94.3% vs. 54.1%, p < 0.001)，但它和 NVN 音節的 NDur% 非常相

似，且差異並不顯著 (p > 0.05)。總此，臺灣華語的元音受到聲母鼻音影響較大，

受到鼻韻尾的影響較小，也就是順向鼻化大於逆向鼻化。這結果與法語、印地語 

(Hindi) 等語言類似，但和英語不同：英語逆向鼻化大於順向鼻化（如 Cohn 

1990；Ohala 1975）。至於 NVN 音節，我們預期元音會同時受到鼻音聲母和鼻韻

尾的影響，其 NFL% 會比 NV 音節的還大，但結果相反。我們發現 NVN 音

節，元音的口氣流量比 NV 音節的還大 (0.11 vs. 0.08, p < 0.001)，但鼻氣流量卻比

它還小 (0.20 vs. 0.23, p < 0.001)，這可能和元音為保有其口元音特性有關。圖三右

圖為 [miŋ]「命」的口鼻氣流圖。我們可以觀察到鼻氣流（實線）約在元音起點

10% 處降低，同時口氣流量（虛線）最大，之後約在 25% 處，鼻氣流慢慢的增

加。反之，如果我們檢視圖三左圖，在 [mi]「密」的口鼻氣流圖中，鼻氣流（實

線）是約在元音起點 10% 處緩慢的下降一直到元音結束處。也就是說，發「命」

這個音節時，蓋膜埠在元音一開始時，便即刻閉合，隨後等元音快結束時再打開，

此時，氣流只能流經口腔，所以它的口氣流量較大。但在說「密」的元音時，蓋膜

埠是慢慢閉合，故氣流同時流經口腔和鼻腔，因而有較大的鼻氣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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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臺灣華語元音鼻化部分口氣流量值、鼻氣流量值、NFL% 和 NDur%
5
 

 口氣流量值 鼻氣流量值 NFL% NDur% 

CV
6
 [1,029] 0.19 (0.09) 0.05 (0.03) 23.2% (0.137) 83.9% (0.267) 

CVN [3,130] 0.23 (0.13) 0.09 (0.06) 28.2% (0.126) 54.1% (0.259) 

NV [283] 0.08 (0.05) 0.23 (0.11) 71.6% (0.132) 94.3% (0.196) 

NVN [466] 0.11 (0.08) 0.20 (0.13) 62.6% (0.165) 95.2% (0.145) 

 

圖三：臺灣華語「密」的口鼻氣流圖（左圖），「命」的口鼻氣流圖（右圖）
7
 

(二)元音舌位高低與元音鼻化 

表二為臺灣華語高元音 [i, y, u] 和非高元音 [ə, o, a] 在 CVN和 NV音節中，8 

元音的口氣流量、鼻氣流量、NFL% 和 NDur%。我們使用線性混合效應模型，以

元音高低為固定效應，語者為隨機效應，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 CVN 或 NV 

音節，高元音的 NFL% 均顯著地比非高元音的還高，33.1%~77.5% vs. 27.0%~ 

61.8%（p 值均小於 0.001）；而且高元音的鼻氣流量 (0.113~0.258) 也比非高元音

的 (0.080~0.176) 還大。但就 NDur% 而言，非高元音的 NDur% 傾向比高元音的

還長，在 CVN 音節中差異是顯著的 (p < 0.001)，但在 NV 音節中差異並不顯著 

(p > 0.05)。 

                                                 

5 標準差值列在（括號）中，[方括號] 表樣本數。 
6 前人發現不同的構音方法，軟顎的高低有所不同，發鼻音時，軟顎最低，元音次高，發阻音 

(obstruents) 時，軟顎最高 (Bell-Berti 1993)。因此，CV 音節的元音也有鼻氣流。但由於該元音的

鼻氣流變化幅度比較小，元音鼻化起點 (N) 往往比 CVN 音節的 N還早，因此其 NDur% 較大。 
7 實線表鼻氣流，虛線表口氣流。 
8 由於臺灣華語固有的音位組合限制 (phonotactic constraints) 之故，NVN 音節只有一個高元音 [i]，

但有 3 個非高元音 [ə, o, a]，因此，本節只比較 CVN 和 NV 音節。 

mi4 miŋ4 

c v 

N N

c v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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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臺灣華語 CVN和 NV音節中高低元音口氣流量、鼻氣流量、NFL% 和 NDur% 

  口氣流量 鼻氣流量 NFL% NDur% 

  高元音 非高元音 高元音 非高元音 高元音 非高元音 高元音 非高元音 

C
V

N
 

0.231 

(0.132) 

0.227 

(0.135) 

0.113 

(0.073)

0.080 

(0.053) 

33.1% 

(0.138) 

27.0% 

(0.120) 

49.2% 

(0.205) 

55.3 % 

(0.270) 

N
V

 

0.069 

(0.036) 

0.108 

(0.060) 

0.258 

(0.120)

0.176 

(0.079) 

77.5% 

(0.087) 

61.8% 

(0.135) 

94.3% 

(0.199) 

94.4% 

(0.190) 

 

我們進一步的探討每個元音的鼻化特性，發現元音間的 NFL% 差異是顯著的 

(p < 0.001)，9 結果請參見表三。然而，事後比較檢定的結果顯示，在 CVN 音

節，除了 [i]-[y] 間 NFL% 的差異不顯著 (p > 0.05) 外，其他元音間 NFL% 的差

異是顯著的 (p < 0.001)，但在 NV 音節，除了 [i]-[y], [i]-[u], [y]-[u] 之間 NFL% 

的差異不顯著 (p > 0.05) 外，其他元音間 NFL% 的差異是顯著的 (p < 0.001)。就

NDur% 而言，我們也觀察到在 CVN 音節中，[i], [y], [ə] 之間差異不顯著，但他

們與 [a], [o] 間的差異均是顯著 (p < 0.001)。在 NV 音節只有高元音 [y] 的 

NDur% 比非高元音 [ə, a] 的長，但差異不顯著 (p > 0.05)。 

總之，高元音的 NFL% 顯著地比非高元音的還高，且個別元音的 NFL% 也

不同，但高元音間的差異並不顯著。至於 NDur%，在 CVN 音節中除了 [ə] 外，

非高元音和高元音間的差異是顯著的。 

(三)聲母對於元音鼻化的影響 

表四是 CVN 音節輔音類型對元音的口氣流量、鼻氣流量、NFL% 和 NDur% 

可能造成影響的結果。統計10 結果發現不同的發音方法對元音的口氣流量、鼻氣

流量、NFL% 和 NDur% 的影響，差異均為顯著 (p < 0.05)。事後比較檢定結果發

現，塞音和塞擦音對元音的的口氣流量、鼻氣流量、NFL% 和 NDur% 影響的差

異不顯著 (p > 0.05)。但送氣的有無和清濁對鼻化程度則有一定的影響。有聲擦音 

[ʐ] 和流音後元音的 NFL% (32.3%~34.0%) 和 NDur% (56.6%~57.0%) 都比不送氣

無聲阻塞音大。Moll and Daniloff (1971) 研究英語不同的音節軟顎下降的情形，發

現 CVN 音節中聲母若是流音，軟顎在聲母成阻 (closure) 或除阻 (release) 之前

就開始下降了（Cohn 1990 的氣流研究結果亦是如此）；若聲母是塞音和擦音，軟 

                                                 

9 我們使用線性混合效應模型，以元音為固定效應，語者為隨機效應。 
10 我們使用線性混合效應模型，以輔音類型為固定效應，語者為隨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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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臺灣華語六個元音的口氣流量、鼻氣流量、NFL% 和 NDur%
11

 

CVN i y o ə a 

口氣流量 
0.231 

(0.136) 

0.231 

(0.117) 

0.212 

(0.123) 

0.236 

(0.140) 

0.227 

(0.136) 

鼻氣流量 
0.115 

(0.076) 

0.104 

(0.057) 

0.078 

(0.058) 

0.085 

(0.052) 

0.085 

(0.052) 

NFL% 

33.3% 

(0.140) 

32.4% 

(0.125) 

27.0% 

(0.111) 

24.8% 

(0.118) 

28.5% 

(0.123) 

NDur% 
49.8% 

(0.199) 

46.5% 

(0.229) 

61.7% 

(0.297) 

46.7% 

(0.255) 

58.6% 

(0.252) 

NV i y u ə a 

口氣流量 

0.064 

(0.030) 

0.070 

(0.048) 

0.075 

(0.036) 

0.121 

(0.053) 

0.101 

(0.063) 

鼻氣流量 

0.274 

(0.137) 

0.232 

(0.105) 

0.254 

(0.105) 

0.171 

(0.083) 

0.171 

(0.083) 

NFL% 

78.9% 

(0.093) 

78.9% 

(0.093) 

76.5% 

(0.076) 

59.9% 

(0.111) 

62.7% 

(0.146) 

NDur% 
93.7% 

(0.211) 

98.7% 

(0.073) 

92.8% 

(0.228) 

92.6% 

(0.213) 

95.3% 

(0.177) 

表四：臺灣華語在不同輔音類型環境元音的口氣流量、鼻氣流量、NFL% 和 NDur% 

 

不送氣 

塞音 

不送氣 

塞擦音 

送氣 

塞音 

送氣 

塞擦音 

擦音 

有聲 

擦音 

流音 

口氣流量 0.206 0.194 0.306 0.292 0.208 0.149 0.157 

鼻氣流量 0.082 0.080 0.102 0.094 0.083 0.066 0.083 

NFL% 29.1% 29.3% 24.6% 24.2% 29.4% 32.3% 34.0% 

NDur% 51.0% 51.3% 58.7% 56.5% 52.1% 56.6% 57.0% 

 

顎在聲母除阻階段才開始下降。本研究的結果呼應了他們的發現：臺灣華語 CVN 

音節的聲母是有聲擦音 [ʐ] 和流音聲母時，「預期」會有鼻韻尾的出現，因此軟

顎很早就開始下降（NFL% 與 NDur% 都比較大）。而本研究另外一個發現是：

送氣輔音後的元音鼻化的口氣流量、鼻氣流量和 NDur% 均比不送氣輔音的大，

這可能是送氣輔音聲母除阻後聲門還是打開階段，軟顎已經下降，大量氣流同時從

鼻腔和口腔流出，因此送氣輔音之後的元音，它的口氣流量和鼻氣流量均大於在其

他發音方法之後的元音的口氣流量和鼻氣流量 (p < 0.001)。這也與 Matisoff (1975) 

首先發現的 rhinoglottophilia 現象相呼應：在歷時音變的過程中，「送氣」與「鼻

                                                 

11 標準差值列在（括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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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常常可以互換。Ohala (1975) 認為此現象是由於送氣與鼻化在聽覺感知上相似

使然，本實驗結果則是提供在口鼻氣流的層面上，送氣與鼻化也有其類似之處的構

音數據。  

四、鼻韻尾的相關議題 

臺灣華語迥異於漢語普通話，在語音層面上最顯著特色之一就是鼻韻尾 [n] 

和 [ŋ] 在特定環境下傾向合併（發音部位對立的消失）。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均

一致指出臺灣華語 /an/ 和 /aŋ/ 沒有合流的現象，而傾向將 /əŋ/ 發成 [ən]。但對

於 /iŋ/ 和 /in/ 這對區別，學者們的看法則有所歧異。有人認為是 /iŋ/ 發成 [in]

（如 Kubler 1985；Tse 1992；Yang 2010），有人則認為是 /in/ 發成 [iŋ]（如 Lin 

2002；Hsu and Tse 2007）。Fon et al. (2011) 則是認為此現象與地域相關：臺灣北

部華語語者傾向將 /in/ 發成 [iŋ]，而南部語者則會傾向將 /iŋ/ 發成 [in]。由於上

述都是以記音或是聲學數據為主的研究，本文提供口鼻氣流方面的相關數據，從構

音角度來探討這個議題。首先，由於發音人均戴著口鼻面罩錄製語料，因此有時很

難判定其鼻韻尾的發音部位，而且在口罩內的錄音品質不好，也無法進行聲學分

析，我們只能憑靠聽辨結果做出分類。這裡把這些「曖昧模糊」的韻尾標記為 

[N]。結果如表五。和前人的結果相似：(1) 所有的發音人能明確區分 /an/ 和 /aŋ/ ; 

(2) 85%~89% 的 /ən/ 和 /əŋ/ 可區辨；(3) 只有 74%~79% 的 /in/ 和 /iŋ/ 能區

辨。其中，一位男性發音人的 /n/ 和 /ŋ/ 無法區辨，有三位女性發音人和一位男

性發音人無法區分少數的 /in/ 和 /iŋ/。 

表五：本實驗中臺灣華語鼻韻尾聽辨結果 

韻母

聽辨成 

n ŋ N 

an 100% 

ən 89% 11%（1人） 

in 79% 21%（5人） 

aŋ 100% 

əŋ 85% 15%（2人） 

iŋ 74% 2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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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後續檢視了 CVN 音節中，[n], [ŋ] 鼻韻尾對元音鼻化的影響程度的差別

（參見表六）。統計12 結果發現在舌根鼻音 [ŋ] 之前的元音 NFL% 比在舌尖鼻音 

[n] 的元音 NFL% 還大（26.3%~35.1%（平均：30.3%）vs. 23.8%~30.7%（平均：

26.0%）），且差異顯著 (p < 0.001)。至於 [N] 之前的元音 NFL% 均又大於舌尖

鼻音  [n] 前的（21.7%~34.3%（平均：27.4%~30.2%）），但差異不顯著。就

NDur% 而言，則是 [n] 之前元音的 NDur% 傾向比 [ŋ] 之前元音的 NDur% 還

大，但差異不顯著。事後比較檢定結果無論是元音的 NFL% 還是 NDur%，/an/ 

和 /aŋ/ 的差異均顯著 (p < 0.001)，但 /iŋ/ 和 /in/ 以及 /ən/ 和 /əŋ/ 之間的差異

都不顯著。舌位高低間的差異則為顯著。也就是說：元音的 NFL%：/in/ > /an/***; 

/in/ > /ən/***; /iŋ/ > /aŋ/***; /iŋ/ > /əŋ/***; NDur% 則是：/an/ > /ən/*; /in/ > /ən/*; /aŋ/ 

> /iŋ/*（按：> 表大於，* 表 p < 0.05，*** 表 p < 0.001）。 

表六：在不同鼻韻尾前，臺灣華語 CVN音節元音的 NFL% 和 NDur% 

NFL% NDur% 

元音＼韻尾 n N( < n)13 ŋ N( < ŋ) n N( < n) ŋ N( < ŋ) 

a 26.1% 31.0% 61.3% 55.8%

ə 23.8% 21.7% 26.3% 24.1% 44.0% 50.0% 48.2% 52.3% 

i 30.7% 32.1% 35.1% 34.3% 48.8% 52.1% 52.3% 44.2% 

y(n)/o(ŋ) 32.4% 27.0% 46.5% 61.7%

平均14 26.0% 27.4% 30.3% 30.2% 53.8% 51.2% 52.9% 47.5% 

 

既然不同的鼻韻尾並不會影響元音鼻化程度，我們認為也許是鼻韻尾的鼻音性 

(nasality) 扮演一定的影響力，因此又比較了不同鼻韻尾的音長和其 NFL%。表七

顯示 [ŋ] 的音長顯著地比 [n] 的音長還長，而 [n] 的音長又比 [N] 的音長還長

（平均 152 ms > 126 ms > 122 ms，p < 0.00115）。但 [ŋ] 的 NFL% (69.9%) 比 [n] 

的 NFL% (75.2%) 和 [N] 的 NFL% (77.6%) 還低，差異顯著 (p < 0.001)。這樣的

結果表明 [N] 在語音體現上並不完全等同於 [n] 與 [ŋ]。  

此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這裡的結果與元音有密切關係：[ŋ] 在 [i] 和 [ə] 之

後的 NFL% 均比 [n] 的還大 (p > 0.05)。但在 [a] 之後 [ŋ] 的 NFL% 比 [n] 的  

                                                 

12 我們使用線性混合效應模型，以鼻音韻尾為固定效應，語者為隨機效應。 
13 N(<n)和 N(<ŋ)分別表舌尖鼻韻尾和舌根鼻韻尾難以判定其發音部位，標記為[N]。 
14 [yn]和[oŋ]的數值並未列入平均值計算中。 
15 我們使用線性混合效應模型，以鼻音韻尾為固定效應，語者為隨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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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在不同元音後，臺灣華語鼻韻尾的口氣流量、鼻氣流量、NFL% 和音長 

口氣流量 鼻氣流量 

元音＼韻尾 n N( < n) ŋ N( < ŋ) n N( < n) ŋ N( < ŋ) 

a 0.088 0.159 0.263 0.263 

ə 0.083 0.062 0.083 0.072 0.339 0.169 0.351 0.200 

i 0.080 0.063 0.068 0.051 0.357 0.276 0.367 0.285 

平均 0.085 0.063 0.118 0.059 0.303 0.227 0.310 0.252 

 

 

   

 

 

鼻韻尾的 NFL% 鼻韻尾音長(ms) 

元音＼韻尾 n N( < n) ŋ N( < ŋ) n N( < n) ŋ N( < ŋ) 

a 71.1% 58.7% 117 149 

ə 78.5% 71.7% 79.4% 72.3% 130 109 148 131 

i 80.9% 81.1% 83.6% 82.4% 145 121 166 127 

平均 75.2% 76.8% 69.9% 78.4% 126 115 152 129 

 

還小，且差異顯著 (p < 0.05)。我們認為 [ŋ] 在 [i] 和 [ə] 之後的 NFL% 和在 [a]

之後的 NFL% 間的差異 (79.4%~83.6% vs. 58.7%) 有可能與構音機制有關。根據 

Wrench (1999) 的說法，發舌根鼻音 [ŋ] 時，顎舌肌 (palatoglossus) 會用力收縮，

以抬高舌根 (tongue dorsum)。因此在發 [aŋ] 時，[ŋ] 的舌根部位受到 [a] 舌位偏

低的影響，需做大幅度的抬升、下顎伸展，進而引發較大量的口部氣流（降低 

NFL%），因此，其 NFL% 會較小。而發鼻韻尾 [n] 時，舌根呈靜態、偏低和偏

前的位置，顎舌肌只是輕微地將舌根拉前、拉高。所以，在發 [an] 時，舌根（與

下顎）並不會受到大幅度的影響而有所運動，因此較不會增大口部氣流。最後，根

據元音鼻化的結果和鼻音韻尾的鼻音特性，我們認為臺灣華語鼻音尾合流應與韻核

元音和鼻韻尾的協同構音 (VN coarticulation) 有關（又請參見 Hsieh et al. 2009的

相關討論）。因為 [aŋ] 在構音時舌根大幅度的抬升動作，形成不同於 [an] 的口

腔和鼻腔的阻抗 (oral-nasal coupling)，致使 [an] 和 [aŋ] 的區別相對清楚。相較之

下，[iŋ] 和 [in] 以及 [ən] 和 [əŋ] 舌根高低改變的幅度相對較小，形成相似的口

腔和鼻腔氣流的阻抗，因此在聽覺感知上容易造成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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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臺灣華語的鼻音及元音鼻化的現象，包括鼻化的方向性、元音

舌位高低以及聲母與韻尾對於元音鼻化的影響。我們的結果和前人的研究結果相互

呼應，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我們比較 NV 和 CVN 音節，發現在臺灣華語的元

音受到鼻音聲母的影響大於受到鼻韻尾的影響，16 在 NV 音節中，NDur%佔整個

元音音長 94%，但 CVN 音節中，NDur% 只佔整個元音音長 54.1%，且 NFL% 

也只有 28.2%，說明臺灣華語是屬順向鼻化大於逆向鼻化的語言。關於鼻化現象

是順向鼻化大於逆向鼻化，還是逆向鼻化大於順向鼻化的語言，是屬於語言特有的

現象 (language specific)，應與音位性的鼻元音的有無沒有關係。也就是說，從對

立維持 (contrast preservation) 的觀點而言，VN 的口元音不鼻化可以確保與鼻元音

的對立，因此可以合理預測：如果沒有口鼻元音的音位對立，應可預期 VN 的口

元音較易發生逆向鼻化。但此預測與跨語言的事實不甚相符。例如巴西葡萄牙語

（有口鼻元音對立）與美國英語（沒有口鼻元音對立），都是屬於逆向鼻化大於順

向鼻化的語言 (Clumeck 1976; Cohn 1990; Rochet & Rochet 1991; Bell-Berti 1993; 

Krakow 1993; Flege 1988)，但法語 (Delvaux et al. 2008; Basset et al. 2001)、希臘語 

(Diakoumakou 2004)、印地語、廈門話  (Amoyese) (Clumeck 1976)、日本語 

(Ushijima & Hirose 1974) 則是屬於順向鼻化大於逆向鼻化的語言。本研究的結果顯

示臺灣華語也是屬於順向鼻化大於逆向鼻化，而謝育倫 (2011) 和 Chang et al. 

(2011) 的研究也發現臺灣閩南語是順向鼻化大於逆向鼻化的語言。這可再次說明

順向鼻化是跨語言的「預設值」，而逆向鼻化是語言特有的現象。就語言處理 

(language processing) 而言，無論是構音或是聽覺，都是線性的。在發 NV 音節如

「密」時，雙唇緊閉時，蓋膜埠早已打開，雙唇打開後，蓋膜埠才慢慢閉合（參見

圖三），因此，順向鼻化是構音機制的慣性所形成的 (Flege 1988)。相較之下，逆

向鼻化的成因就比較不明確。Clumeck (1976) 指出美國英語（無口鼻元音對立）和

巴西葡萄牙語（有口鼻元音對立）的 CVN 音節，軟顎是在元音一開始的地方，

                                                 

16 有一位審查者認為臺灣華語的順向鼻化大於逆向鼻化的原因可能是受到臺灣閩南語的影響所致，

然而，相同的現象至少在北京話的高前元音也可觀察得到（時秀娟 2011）。這裡順帶要提出的一

點是：本文不討論漢語普通話口鼻氣流的相關實驗結果。主要因為實驗方法不同，對比分析也不

容易得出有意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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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慢慢下降。而瑞典語、廈門話則是在鼻韻尾開始前 20-30 毫秒，軟顎才開

始下降。但 Basset et al. (2001) 和 Delvaux et al. (2008) 分別發現法語只有 46% 和 

27% 的 CVN 音節有逆向鼻化，其中甚至有 7% 的音節，元音結束後才開始有鼻

氣流。在臺灣華語資料中所有的 CVN 音節均有逆向鼻化，平均始於鼻韻尾前 

54.1% 處，鼻氣流開始增加。在臺灣閩南語中也有 97% 的 CVN 音節是有逆向鼻

化，平均始於鼻韻尾前 41.8% 處，鼻氣流開始增加（謝育倫 2011；Chang et al. 

2011）。至於為何法語逆向鼻化的個數比臺灣華語與臺灣閩南語還要少，應該是因

為法語所謂的 CVN 音節在歷史上原本是 *[CVNə]，後因字尾的 [ə] 脫落而形

成，也就是說，我們推測是因法語的韻核元音和鼻韻尾的結合度不如臺灣華語或臺

灣閩南語的緊密所致。 

本研究也探討了元音舌位高低和元音鼻化間的關係。結果 CVN 和 NV 音節

中高元音的 NFL% 顯著地比非高元音的大，但 NDur% 卻比較小，雖然差異並不

顯著。從 Delvaux et al. (2008) 關於法語、Rochet & Rochet (1991) 關於美國英語、

加拿大英語以及謝育倫 (2011)、Chang et al. (2011) 關於臺灣閩南語的研究顯示，

這些語言裡元音 NFL% 的結果和本研究的結果相呼應：高元音的 NFL% 均比非

高元音的高。但在 NDur% 方面，他們均發現高元音的 NDur% 比非高元音的還

長。Delvaux et al. (2008) 認為他們的實驗結果是因為法語高元音沒有口鼻元音的對

立，所以高元音鼻化程度高並不會影響音位對立的區別所致。然而，這樣的解釋無

法套用到臺灣閩南語（有口鼻高元音的對立）以及臺灣華語（與法語相同，沒有口

鼻高元音的對立）。因此，我們認為也許跟臺灣華語的音位組合限制 (phonotactics) 

有關：臺灣華語只容許非高元音 [o] 與 [ŋ] 相接，而高元音 [y] 只跟 [n] 相接。

如表六所示，鼻韻尾的發音部位會影響元音的逆向鼻化的時長。[i, a, ə] 在 [n] 前

面的 NDur% 比他們在 [ŋ] 前面的還長 (53.8% vs. 52.9%)。但是，只能在 [ŋ] 之前 

[o] 的 NDur% 為 61.7%，卻比只能在 [n] 之前 [y] 的 NDur% 長許多 (46.5%)。

上述的觀察或能解釋為什麼本實驗結果不同於前人研究。 

由於臺灣華語沒有音位性的鼻元音，我們無法探討鼻元音對聲母造成逆向鼻化

的現象。但我們觀察了 CVN 音節輔音的發音方法和軟顎下降的關係，間接地探

討了聲母對逆向鼻化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們發現送氣的有無和清濁會對元音的口氣

流量、鼻氣流量和 NDur% 造成影響。聲母是有聲擦音 [ʐ] 和流音時，元音的 

NFL% 和 NDur% 是最大的。這反映軟顎在聲母成阻或除阻之前就開始下降了 

(Moll and Daniloff 1971)。聲母是送氣輔音時，元音的口氣流量、鼻氣流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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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ur% 均比其他發音方法大。這可能是聲母除阻後的送氣階段，軟顎業已下降，

伴隨著大量氣流同時從鼻腔和口腔流出。本實驗結果也可為歷時音變中常見的 

rhinoglottophilia 現象 (Matisoff 1975; Ohala 1975) 提供構音層面的佐證。 

最後，本研究也提供臺灣華語鼻韻尾合流現象的氣流數據。表七顯示就鼻韻尾

的 NFL% 而言，[N] 略高於 [n] 與 [ŋ]，但未達顯著標準。音長則是差異顯著 [ŋ] 

> [n] > [N]。至於對前接元音逆向鼻化的影響，NFL% 為 [ŋ] > [N] > [n]，而 

NDur% 為 [n] > [ŋ] > [N]，但都未達顯著標準（參見表六）。因此，我們可把 [N] 

視為鼻韻尾音位對立部分消失的一個變體  (incompletely neutralized allophonic 

variation)。這是因為 [N] 在音長上確有顯著的差異，而其自身的 NFL% 及在協同

構音層面的影響力則保持了小幅度、不顯著的差異。因此，整體而言，與前人研究

不同的是，我們的實驗結果顯示 [N] 並不特別地與 [n] 或 [ŋ] 相似（雖然這也許

是實驗方法不同所致）。 

綜觀上文所述，臺灣華語的鼻音及鼻化現象還是有其特殊性，因此，後續的研

究重點應是試圖剖析形成這些特點的動因為何。於此同時，正如一位審查者所建議

的，我們也應該繼續探究諸如聲調、重音、語速、韻律階層 (prosodic hierarchy) 

乃至於不同區域語者等因素對臺灣華語鼻音體現的影響。  

 

（責任校對：王思齊、孔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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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錄音字表 

 [p] [pʰ] [m] [f] [t] [tʰ] [n] [l] [k] [kʰ] [x] 

[i] 必 屁 蜜 

 

第 替 逆 立 

   

[in] 殯 聘 敏 

   

您 吝 

   

[iŋ] 並 乒 命 

 

定 聽 濘 另 

   

[a] 爸 怕 罵 法 大 踏 那 辣 尬 咖 哈

[an] 半 判 慢 飯 但 炭 難 爛 幹 看 汗

[aŋ] 棒 胖 蟒 放 盪 燙 囊 浪 槓 抗 沆

[y] 
      

女 驢 

   

[u] 布 瀑 木 富 肚 兔 怒 路 故 酷 戶

[ə] 
    

的 特 呢 了 各 克 賀

[ən] 笨 噴 悶 憤 

  

嫩
 

跟 

  

[əŋ] 
    

瞪 藤 能 愣 更 坑 橫

[oŋ] 蹦 碰 夢 鳳 動 痛 弄 攏 共 空 鬨

 

 [tɕ] [tɕʰ] [ɕ] [tʂ] [tʂʰ] [ʂ] [ʐ] [ts] [tsʰ] [s]  

[i] 計 氣 戲 

        

[in] 進 沁 信 

        

[iŋ] 竟 慶 姓 

        

[a] 
   

詐 岔 煞 

 

紮 擦 薩 

 

[an] 
   

站 懺 善 染 讚 燦 散 

 

[aŋ] 
   

障 唱 上 讓 葬 倉 喪 

 

[y] 具 去 續 

        

[yn] 俊 逡 訊 

        

[u] 
   

住 觸 樹 入 租 醋 素 

 

[ə] 
   

這 澈 設 熱 則 測 色 

 

[ən] 
   

鎮 趁 甚 任 怎 參 森 

 

[əŋ] 
   

正 稱 勝 扔 增 

 

僧 

 

[oŋ] 
   

眾 衝 

 

戎 粽 聰 送 

 

 



清  華  學  報 

 
648

引用書目 

時秀娟，〈漢語語音的鼻化度分析〉，《當代外語研究》，5，上海：2011，頁 24-

28。 

歐愷云，《臺灣華語的鼻音及元音鼻化的氣流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謝育倫，《臺灣閩南語的鼻元音和鼻化元音的氣流及聲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

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Basset, Patricia, Angélique Amelot, Jacqueline Vassière and Bernard Roubeau. “Nasal 

Airflow in French Spontaneous Speech,”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31.1, 2001, pp. 87-99. doi: 10.1017/S0025100301001074 

* Beddor, Patrice Speeter. “The Perception of Nasal Vowels,” in M. K. Huffman and R. A. 

Krakow (eds.),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l. 5: Nasals, Nasalization, and the Velu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3, pp. 171-196. doi: 10.1016/B978-0-12-360380-7. 

50011-9 

* Bell-Berti, Fredericka. “Understanding Velic Motor Control: Studies of Segmental 

Context,” in M. K. Huffman and R. A. Krakow (eds.),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l. 

5: Nasals, Nasalization, and the Velu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3, pp. 63-85. 

doi: 10.1016/B978-0-12-360380-7.50007-7 

Berger, Michael A. “Measurement of Vowel Nasalization by Multi-dimensional Acoustic 

Analysis,” MA Thesis,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2007. 

Chang Yueh-chin, Hsieh Feng-fan and Hsieh Yu-lun. “Phonetic Implementation of 

Nasality in Taiwanese (and French): Aerodynamic Case Stud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onetic Sciences.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pp. 436-439. 

* Clumeck, Harold. “Patterns of Soft Palate Movements in Six Languages,” Journal of 

Phonetics, 4.4, 1976, pp. 337-351. 

* Cohn, Abigail C. “Phonetic and Phonological Rules of Nasal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0. 

* Delvaux, Véronique, Didier Demolin, Bernard Harmegnies and Alain Soquet. “The 

Aerodynamics of Nasalization in French,” Journal of Phonetics, 36.4, 2008, pp. 578-

606. doi: 10.1016/j.wocn.2008.02.002 



臺灣華語鼻音及元音鼻化的氣流研究 

 
649

 Diakoumakou, Evanthia. “Coarticulatory Vowel Nasalization in Modern Greek,” Ph.D. 

Dissertation,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4. 

* Flege, James Emil. “Anticipatory and Carry-over Nasal Coarticulation the Speech of 

Children and Adults,” Journal of Speech & Hearing Research, 31.4, 1988, pp. 525-

536. doi: 10.1044/jshr.3104.525 

Fon, Janice, Hung Jui-mei, Huang Yi-hsuan and Hsu Hui-ju. “Dialectal Variations on 

Syllable-final Nasal Mergers in Taiwan Mandar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2, 

2011, pp. 273-311. 

Hsieh Feng-fan, Michael Kenstowicz and Mou Xiaomin. “Mandarin Adaptations of Coda 

Nasals in English Loanwords,” in Andrea Calabrese and W. Léo Wetzels (eds.), Loan 

Phonolog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pp. 

131-154. doi: 10.1075/cilt.307.05hsi 

Hsu Hui-ju and John Kwock-ping Tse. “Syllable-final Nasal Mergers in Taiwan Mandarin: 

Leveled but Puzzling,”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3.1, 2007, pp. 1-18. 

* Krakow, Rena A. “Nonsegmental Influences on Velum Movement Patterns: Syllables, 

Sentences, Stress, and Speaking Rate,” in M. K. Huffman and R. A. Krakow (eds.),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l. 5: Nasals, Nasalization, and the Velu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3, pp. 87-113. doi: 10.1016/B978-0-12-360380-7.50008-9  

Krakow, Rena A. and Marie K. Huffman. “Instruments and Techniques for Investigating 

Nasalization and Velopharyngeal Function in the Laboratory: An Introduction,” in M. 

K. Huffman and R. A. Krakow (eds.),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l. 5: Nasals, 

Nasalization, and the Velu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3, pp. 3-59. doi: 

10.1016/B978-0-12-360380-7.50006-5 

Kubler, Cornelius C.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Taipei: Student Book, 1985. 

Ladefoged, Peter. A Course in Phone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Lin, Chienjer Charles. “Nasal Endings of Taiwan Mandarin: Production, Perception and 

Linguistic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

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7-10 November 2002, Temp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Matisoff, James A. “Rhinoglottophilia: The Mysterious Connection between Nasality and 

Glottality,” in Charles A. Ferguson, Larry M. Hyman and John Ohala (eds.), Nasàlfest: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on Nasals and Nasalization. Stanford: Language 

Universals Project,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pp. 265-288. 



清  華  學  報 

 
650

* Moll, Kenneth L. and Raymond G. Daniloff. “Investigation of the Timing of Velar 

Movements During Speech,”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50.2, 1971, 

pp. 678-684. doi: 10.1121/1.1912683 

Montagu, Julie. “Analyse Acoustique et Perceptive des Voyelles Nasales et Nasalisées du 

Français Parisi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aris: University of Paris III, 

2007.  

* Ohala, John J. “Phonetic Explanations for Nasal Sound Patterns,” in Charles A. Ferguson, 

Larry M. Hyman and John Ohala (eds.), Nasàlfest: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on 

Nasals and Nasalization. Stanford: Language Universals Project,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pp. 289-316. 

Rochet, Anne Putnam and Bernard L. Rochet. “The Effect of Vowel Height on Patterns of 

Assimilation Nasality in French and English,” in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s Sciences, vol. 3. Aix-en-Provence: L’Institut de 

Phonétique d’Aix-en-Provence, 1991, pp. 54-57.  

Tse Kwock-ping.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Syllable Final [n] and [ŋ] in Mandarin 

Chinese: An Experimental Study,”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18, 

1992, pp. 143-156. 

Ushijima T. and Hirose H. “Electromyographic Study of the Velum during Speech,” 

Journal of Phonetics, 2, 1974, pp. 315-326.  

Wrench, Alan A. “An Investigation of Sagittal Velar Movement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Lip, Tongue, and Jaw Movem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XIV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9, pp. 435-438. 

Yang, James H. “Phonetic Evidence for the Nasal Coda Shift in Mandarin,”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8.1, 2010, pp. 29-56. doi: 10.6519/TJL.2010.8(1).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臺灣華語鼻音及元音鼻化的氣流研究 

 
651

Selected Bibliography 

Basset, Patricia, Angélique Amelot, Jacqueline Vassière and Bernard Roubeau. “Nasal 

Airflow in French Spontaneous Speech,”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31.1, 2001, pp. 87-99. doi: 10.1017/S0025100301001074 

Beddor, Patrice Speeter. “The Perception of Nasal Vowels,” in M. K. Huffman and R. A. 

Krakow (eds.),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l. 5: Nasals, Nasalization, and the Velu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3, pp. 171-196. doi: 10.1016/B978-0-12-360380-

7.50011-9 

Bell-Berti, Fredericka. “Understanding Velic Motor Control: Studies of Segmental 

Context,” in M. K. Huffman and R. A. Krakow (eds.),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l. 

5: Nasals, Nasalization, and the Velu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3, pp. 63-85. 

doi: 10.1016/B978-0-12-360380-7.50007-7 

Clumeck, Harold. “Patterns of Soft Palate Movements in Six Languages,” Journal of 

Phonetics, 4.4, 1976, pp. 337-351. 

Cohn, Abigail C. “Phonetic and Phonological Rules of Nasal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0. 

Delvaux, Véronique, Didier Demolin, Bernard Harmegnies and Alain Soquet. “The 

Aerodynamics of Nasalization in French,” Journal of Phonetics, 36.4, 2008, pp. 578-

606. doi: 10.1016/ j.wocn.2008.02.002 

Flege, James Emil. “Anticipatory and Carry-over Nasal Coarticulation the Speech of 

Children and Adults,” Journal of Speech & Hearing Research, 31.4, 1988, pp. 525-

536. doi: 10.1044/jshr.3104.525 

Krakow, Rena A. “Nonsegmental Influences on Velum Movement Patterns: Syllables, 

Sentences, Stress, and Speaking Rate,” in M. K. Huffman and R. A. Krakow (eds.),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l. 5: Nasals, Nasalization, and the Velu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3, pp. 87-113. doi: 10.1016/B978-0-12-360380-7.50008-9 

Moll, Kenneth L. and Raymond G. Daniloff. “Investigation of the Timing of Velar 

Movements During Speech,”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50.2, 1971, 

pp. 678-684. doi: 10.1121/1.1912683 



清  華  學  報 

 
652

Ohala, John J. “Phonetic Explanations for Nasal Sound Patterns,” in Charles A. Ferguson, 

Larry M. Hyman and John Ohala (eds.), Nasàlfest: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on 

Nasals and Nasalization. Stanford: Language Universals Project,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pp. 289-316. 

 

 



臺灣華語鼻音及元音鼻化的氣流研究 

 
653

An Aerodynamic Study of the Nasals and Nasalization  

in Taiwanese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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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work is an aerodynamic study of the nasals and nasalization in Taiwanese 

Mandarin. Our principal findings are: (a) the magnitude of carryover nasaliza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anticipatory nasalization, (b) the degree of nasalization in the high 

vowels a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non-high vowels, (c) voicing and 

aspiration induce more nasalization in the vowels, (d) the velar nasal coda induces 

more nasal airflow in the preceding vowels, while the coronal nasal is produced with 

larger nasal airflow (albeit both insignificant), (e) regarding the contextual place 

neutralization of the nasal codas [n] and [ŋ], our results show that durationally 

speaking, the “neutralized” nasal coda (represented as [N] here) is shorter than [n] and 

[ŋ] in duration, while [N] is produced with more nasal airflow than [n] and [ŋ] (which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ough), suggesting that [N] is an incompletely 

neutralized allophonic variation.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 typology of phonetic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nasal, nasalization, coarticulation, oral and nasal airflow, Taiwanese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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