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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的撰写目的在于使韩语初学者在较短时间内快速熟悉韩语的发音

特点，掌握 3000 个韩语句子，了解与之相关的韩国文化知识，并且能够

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场景中熟练运用从本书中所学到的句子进行简单交流。

    本书由发音入门篇和会话篇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发音入门篇。这部分详细讲解了韩语的发音特点和音变规

则，并列举了一些单词便于学习者练习和掌握。

    第二部分为会话篇，包含 150 个场景，每个场景里又包含 20 个句子

和一段迷你小对话，所以第二部分总共包含 3000 个句子 +150 段迷你小

对话。另外，每个场景的 20 个句子中，精选部分句子罗列了与之相关的

衍生句、相似句、实用词汇等。会话场景尽可能真实地贴近和反映韩国人

的日常生活和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会话围绕着日常生活起居、寒暄问候、

情感意愿的表达、休闲购物、兴趣爱好等场景展开，包含在医院、银行、

商场和汗蒸房等公共场所中经常使用的韩语句，对于职场中可能碰到的诸

如求职面试、第一天上班报到、发送邮件、公司聚餐等场景的会话也予以

罗列，另有与旅游出行相关的诸如签证、机票、住宿、美食、旅游、突发

情况等各种场景。学习者在用韩语进行交流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利

用这一部分所学到的句子组成更加地道的对话。

    本书中出现的所有韩语都注有译文，以便初学者理解和掌握。本书既

可以作为韩语专业大一大二学生的课外读物，供其扩充单词量，了解韩国

社会实情和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会话句子；也可以作为韩语爱好者的入门读

物，助其掌握韩语发音，熟悉常用的韩语单词和会话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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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发音部分和第一、二、三、五章由郑州轻工业大学朝鲜语专业

尹悦老师编写，第四、六章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姜璐旸老师编写。本书受到

郑州轻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基金“新世纪韩国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研究”

（2017BSJJ083）资助。

 

本书特殊标记说明

词 ：表示例句中出现的单词

短 ：表示例句中出现的短语

成 ：表示例句中出现的四字成语

相 ：表示与例句句式相同的句子

问 ：表示与例句相对应的疑问句

正 ：表示与例句相对应的正式说法

衍 ：表示与例句相关的衍生句

答 ：表示与例句相对应的答句

反 ：表示与例句句意相反的句子

非 ：表示与例句相关的非敬语表达

敬 ：表示与例句相关的敬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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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元音的发音

ㅏ   与 ㅑ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ㅏ /ɑ/  口自然张开，嘴唇放松，与汉语“啊（a）”发音相
近

ㅑ /yɑ/  先轻轻地短促地发“ㅣ”，然后迅速滑向“ㅏ”，与汉语“押
（ya）”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아가씨 아내 야자 야채

罗马音 a ga ssi a nae ya ja ya chae 

中文意思 小姐 妻子 椰子 蔬菜

ㅓ  与 ㅕ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ㅓ /eo/  比发“a”口张得小一些，舌头稍微抬起，嘴唇放松，
与汉语“歌（ge）”中“e”的发音相近

ㅕ /yeo/  先轻轻地短促地发“ㅣ”，然后迅速滑向“ㅓ”，发音
不要和汉语“要（yao）”“哟（yo）”混淆

 单词发音练习

어른 어법 여가 여간

罗马音 eo reun eo beop yeo ga yeo gan

中文意思 大人 语法 空闲 普通

扫一扫，听音频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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ㅗ   与 ㅛ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ㅗ /o/  口稍微张开，双唇向前拢成圆形， 与汉语“喔（wo）”
中“o”的发音相近

ㅛ /yo/  先轻轻地短促地发“ㅣ”，然后迅速滑向“ㅗ”，与
汉语“哟（yo）”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오늘 오다 요소 요해

罗马音 o neul o da yo so yo hae

中文意思 今天 来 要素 要害

ㅜ  与 ㅠ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ㅜ /u/
 口比发“ㅗ”时张得更小一些，也是双唇拢成圆形
后保持不变，与汉语“呜（wu）”中的“u”的发音相
近

ㅠ /yu/  先轻轻地短促地发“ㅣ”，然后迅速滑向“ㅜ”，与
英语“you（你）”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우리 우수 유가 유교

罗马音 u ri u su yu ga yu gyo

中文意思 我们 优秀 儒家 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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ㅡ  与 ㅣ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ㅡ /eu/
 嘴稍微张开，舌前部放平，舌后部略向软腭抬起，
嘴唇向两边拉开，与汉语“丝（si）”中韵母“i”的发
音相近

ㅣ /i/  嘴唇稍微张开，舌尖抵住下齿龈，舌面抬起贴近硬
腭，与汉语“衣（yi）”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으깨다 으질 이름 이상

罗马音 eu ggae da eu jil i reum i sang
中文意思 压碎 胆小怕事 名字 理想

ㅐ  与 ㅔ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ㅐ /ɑe/
 口稍微张开，舌尖顶住下齿，舌后部贴近上颚，嘴
唇向两边拉一点，与英语“bag（包）”中“a”的发音
相近

ㅔ /e/  发音与“ㅐ”非常接近，口比“ㅐ”略微张得小一些，
舌位也比“ㅐ”高一些，嘴唇要放松

 单词发音练习

애칭 애도 에구 에우다

罗马音 ae ching ae do e gu e u da
中文意思 爱称 哀悼 哎呀  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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ㅒ  与 ㅖ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ㅒ /yɑe/  先轻轻地短促地发“ㅣ”，然后迅速滑向“ㅐ”，发音
不要和汉语“页（ye）”混淆

ㅖ /ye/  先轻轻地短促地发“ㅣ”，然后迅速滑向“ㅔ”，与汉语
“液（ye）”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얘기 얘비다 예비 예술

罗马音 yae gi yae bi da ye bi ye sul
中文意思 故事 瘦 预备 艺术

ㅚ  与 ㅟ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ㅚ /oe/
 口形大小及舌位与“ㅔ”相同，但双唇要拢成圆形。

“ㅚ”本是单元音，但近年来几乎没有人发单元音，一
般都发成复合元音“we”

ㅟ /wi/
 嘴巴的张开度和舌位的高度都与发“ㅣ”时一致，
但嘴唇必须要拢成圆形，发音不要和英语字母“v”混
淆

 单词发音练习

외국 외교 위험 위치

罗马音 woe guk woe gyo wi heom wi chi
中文意思 外国 外交 危险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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ㅘ  与 ㅝ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ㅘ /wa/  先发短而弱的“ㅗ”，然后迅速滑向“ㅏ”，与汉语“哇
（wa）”发音相近

ㅝ /wo/  先发短而弱的“ㅜ”，然后迅速滑向“ㅓ”，与汉语“窝
（wo）”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완료 완비 원시 원조

罗马音 wal ryo wan bi won si won jo
中文意思 结束 完备 原始 援助

ㅙ  与 ㅞ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ㅙ /wɑe/  先发短而弱的“ㅗ”，然后迅速滑向“ㅐ”，发音不
要和汉语“微（wei）”混淆

ㅞ /we/  先发短而弱的“ㅜ”，然后迅速滑向“ㅔ”，发音不要
和汉语“外（wai）”混淆

 单词发音练习

돼지 괜찮다 웬일 웨침

罗马音 dwae ji gwaen chan ta we nil we chim
中文意思 猪 没关系 怎么回事 呼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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ㅢ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ㅢ /ui/  先发短而弱的“ㅡ”，然后迅速滑向“ㅣ”

 单词发音练习

의견 정의 의과 의논

罗马音 ui gyeon cheng i ui gwa ui non
中文意思 意见 正义 医科 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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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辅音的发音

ㄱ  与 ㄴ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ㄱ /ɡ/  舌后部向上抬起接近软腭，气流在此阻隔后冲出而
成音，与汉语“格”中声母“g”的发音相近

ㄴ /n/  舌尖抵住上齿龈，气流经声带在此受阻，部分气流经
鼻腔发出而成音，与汉语“呢”中声母“n”的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공항 국제 나 뉴스

罗马音 gong hang guk je na nyu seu
中文意思 机场 国际 我 新闻

ㄷ  与 ㄹ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ㄷ /d/  舌尖抵住上齿龈，气流经声带在此受阻，气流冲出
口腔后成音，与汉语“第”中声母“d”的发音相近

ㄹ /r/  舌尖抵住上齿龈，气流经声带在此受阻后经舌头与上
腭间缝隙发出，与汉语“日”中声母“r”的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더럽다 두렵다 라이트 라인

罗马音 deo reop da du ryeop da ra i teu ra in
中文意思 脏 害怕 灯 线条

扫一扫，听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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ㅁ  与 ㅂ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ㅁ /m/
 双唇紧闭，阻止气流，然后使气流从鼻腔中泄出的
同时张开双唇而成音。与汉语“妈”中声母“m” 的发
音相近

ㅂ /b/  双唇紧闭，然后气流冲出爆破成音，与汉语“爸”中
声母“b”的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메모 모레 바둑 바라다

罗马音 me mo mo re ba duk ba ra da
中文意思 记录 后天 围棋 希望

ㅅ  与 ㅇ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ㅅ /s/
 舌尖抵住下齿背，舌前部贴近上腭，使气流从上腭
和舌前部之间的空隙挤出摩擦成音，与汉语“洒”中
声母“s”的发音相近

ㅇ /  这一辅音作开头音时不发音，只有作收音时才发音

 单词发音练习

사교 사다 오늘 영화

罗马音 sa gyo sa da o neul yeong hwa
中文意思 社交 买 今天 电影



一本就够，韩语高频 3000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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ㅈ  与 ㅊ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ㅈ /j/
 舌尖抵住下齿龈，舌前部向上接触上齿龈和硬腭，
阻止气流，气流冲出摩擦成音，与汉语“杂”中声母“z”
的发音相近

ㅊ /ch/  发音方法与辅音（z）基本相同，只是发“ㅊ”时要送气，
气流要强些，与汉语“擦”中声母“c”的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저금 정보 축하 초대

罗马音 jeo geum jeong bo chu ka cho dae
中文意思 存钱 信息 祝贺 招待

ㅋ  与 ㅌ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ㅋ /k/
 发音方法与辅音“ㄱ”基本相同，只是发“ㅋ”时要
送气爆发而成音，与汉语“卡”中声母“k”的发音相
近

ㅌ /t/  发音方法与“ㄷ”基本相同，只是发“ㅌ”时要送
气爆发而成音，与汉语“他”中声母“t”的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컴퓨터 컵 태권도 투자

罗马音 keom pyu teo keop tae gwon do tu ja
中文意思 电脑 杯子 跆拳道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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ㅍ  与 ㅎ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ㅍ /p/  发音方法与“ㅂ”基本相同，只是发“ㅍ”时要送
气爆发而成音，与汉语“怕”中声母“p”的发音相近

ㅎ /h/  使气流从软腭后的声门中挤出，摩擦成音，与汉语
“哈”中声母“h”的发音相近

 单词发音练习

품질 표면 허리 호감

罗马音 pum jil pyo myeon heo ri ho gam
中文意思 质量 表面 腰 好感

ㄲ  与 ㄸ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ㄲ /kk/
 发音方法与单辅音“ㄱ”基本相同，但是发“ㄲ”
时要使发音器官紧张起来，声门紧闭使气流受阻，然
后冲破声门而出产生挤喉现象

ㄸ /tt/
 发音方法与单辅音“ㄷ”基本相同，但是发“ㄸ”
时要使发音器官紧张起来，声门紧闭使气流受阻，然
后冲破声门而出产生挤喉现象

 单词发音练习

껍질 깨끗하다 딱 떠나다

罗马音 kkeop jil kkae kkeu ta da ttak tteo na da
中文意思 表皮 干净 正好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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ㅂㅂ  与 ㅆ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ㅃ /pp/
 发音方法与单辅音“ㅂ”基本相同，但是发“ㅃ”
时要使发音器官紧张起来，声门紧闭使气流受阻，然
后冲破声门而出产生挤喉现象

ㅆ /ss/
 发音方法与单辅音“ㅅ”基本相同，但是发“ㅆ”
时要使发音器官紧张起来，声门紧闭使气流受阻，然
后冲破声门而出产生挤喉现象

 单词发音练习

빠지다 뿌리 쌍둥이 쓰다

罗马音 ppa ji da ppu ri ssang dung i sseu da
中文意思 掉进 根 双胞胎 写、用

ㅉ  

 发音

字母 罗马音 发音方法

ㅉ /jj/
 发音方法与单辅音“ㅈ”基本相同，但是发“ㅉ”
时要使发音器官紧张起来，声门紧闭使气流受阻，然
后冲破声门而出产生挤喉现象

 单词发音练习

짝사랑 짝수 쪽 찍다

罗马音 jjak sa rang jjak su jjok jjik da
中文意思 单相思 偶数 边、方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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