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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逐步成熟与发展, 针对国别的对外汉语教学逐渐提到日程

上来, 但大部分研究都是以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为主, 而美国学生和韩国学生在汉语

学习时所遇到的难点和出现的偏误各有不同, 因此专门针对韩国学生汉语教学的研

究值得重视, 整理分析这些偏误一方面可以有针对性, 有重点的进行汉语教学, 另

外也可以从中进一步观察汉韩语 的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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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收集了一定的第一手资料, 发现韩国人在学习汉语时, 

在语音､ 词汇､ 语法､ 语篇衔接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性､ 规律性的难

点和偏误｡ 对这些难点和偏误的分析研究, 相信能有助于提高对韩汉语教学的效率｡ 

另外, 在学 们已有的关于韩国学生汉语偏误分析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

更全面地观察韩国学生的汉语偏误, 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发现对韩汉语教学的难点和

重点｡ 

2. 研究现状

  多层面的偏误的研究涉及到语音､ 词汇､ 语法､ 语用等多个方面｡ 不过这些研

究多是针对母语为英语的学生的, 而针对韩国学生的偏误所进行的多层面分析的论

文还不多见｡ 从目前针对韩国学生的偏误分析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 研究涉及语

音､ 词汇､ 语法各个层面｡ 

  语音偏误分析的研究约有13篇, 比如有刘明章(1990) 《语音偏误与语音对比—

韩国人汉语语音教学问题》, 王秀珍(1996) 《韩国人学汉语的语音难点和偏误分

析》, 余诗隽(2006) 《韩国学生汉语语音习得现状分析》, 金竣铁(2010) 《韩国留学

生汉语声 偏误及成因分析》� 等等｡ 语音偏误分析的研究从韩国学生汉语发音的偏误

出发侧重于汉韩辅音､ 元音 同的对比, 并且多数研究更注重声 偏误方面的分析｡ 

  其中成果 为丰硕的要数语法方面, 共有23篇, 如肖奚强(2000) 《韩国学生汉

语语法偏误分析》 一文是较早地以韩语为母语的韩国学生为研究对象所进行的汉语

语法偏误分析研究, 文章提出了母语不同, 偏误也不同的观点, 并从几个比较宏观

的方面分析了韩国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典型的语法偏误｡ 继其之后, 

具体地针对某个具体的语法点进行偏误分析的研究多起来, 比如关于“了”的偏误分

析研究, 有韩在均(2003) 《韩国学生学习汉语“了”的常见偏误分析》, 崔淑燕(2008) 

《韩日留学生“了” 的习得——基于韩日留学生“了”的使用偏误 查研究》, 徐丽华, 谢

仙丹(2009) 《韩国留学生习得“了”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 又比如关于介词偏误分

析的研究, 有张艳华(2005) 《韩国学生汉语介词习得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 崔立

斌(2006) 《韩国学生汉语介词学习错误分析》, 林齐倩, 金明淑(2007) 《韩国留学

生介词“向､ 往”使用情况的 察》, 华相(2009) 《韩国留学生习得介词“给”的偏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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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及教学对策》｡ 另外关于其他语法点的偏误分析如孙红娟(2005) 《对初级水平韩国留

学生连动句教学的研究》, 伏学凤(2007) 《初､ 中级日韩留学生汉语量词运用偏误分

析》, 黄玉花(2007) 《韩国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习得特点及偏误分析》, 朴珍玉(2009) 

《对“V 上”之再 察———基于韩国学习 偏误类型的分类》, 王立杰(2009) 《汉语“把”字

句在韩语中的对应关系研究》｡ 

  词汇偏误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 且主要集中在汉字词研究上, 笔 收集到的2篇

偏误分析亦是如此, 如全香兰(2004) 《汉韩同形词偏误分析》, 文章以三年级韩国留

学生的韩汉翻译译文为主要材料, 对韩汉同形词造成的偏误进行分析, 对教学提出

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指出韩汉同形词造成的偏误来自词性､ 搭配､ 词义､ 同音干扰､ 

矫枉过正､ 工具书及教学不得当等众多方面｡ 文章认为要解决以上问题应充分发挥

汉字词的积极作用, 同时要加强汉韩语 对比研究, 重视研究成果在实际教学中的

应用｡ 另外冯学 , 吕菲(2008) 《汉源词偏误及韩国学生的心理词典》 一文在分析

低熟练程度韩国留学生汉源词偏误的过程中, 发现双语 (学习汉语的韩国留学生)

的心理词典不仅在语义水平方面相互作用, 在词汇水平方面也有一定联系, 即初学

依赖心理词典间的语音通道; 有一定汉字基础的学习 选择词形通道和整词通道｡ 

因此研究指出在对韩汉语的词汇教学中, 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教学手段, 对留学生心

理词典的相互作用施加影响, 以减 学习 的词汇偏误｡ 

  到目前为止全面地有系统地对韩国学生汉语偏误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章还不多

见, 其中方欣欣(2001) 《中高级水平韩国学生的教学重点》 一文可以说是有针对性地

比较全面地偏误分析研究, 文章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有关项目的大

量数据统计, 得到各种偏误的分 及比例, 其次再 各错误类型分为11 类进行具

体分析, 并对具有顽固性特征的偏误现象进行具体归类分析, 并指出它们的产生来

源､ 普遍倾向､ 母语系统的影响等, 后得到一个具有中高级水平的韩国学生学习

时的教学重点与难点分 图｡ 文章 后提出了在语法训练和词汇训练方面的具体操

作原则, 其文中所总结的教学难点与重点确实符合对韩汉语实际的教学情况｡ 但方

文所针对的对象是在中国的韩国留学生, 他们的汉语水平与没有去过中国的韩国学

生的情况不尽相同, 并且就本人所收集到的偏误材料来看, 还有很多与方文不同的

偏误现象, 针对上述研究情况, 我们认为进一步韩国学生的汉语偏误进行系统地定

量而定性地 察分析很有必要, 我们希望可以从这些词汇偏误中进一步观察对韩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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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研究和教学问题, 本文希望能进一步地补充对韩汉语教学的一些难点和重点｡ 

3. 研究方法

  首先, 本文 采用偏误分析理论对韩国学生汉语中介语的偏误加以分析｡ “偏误

分析”是指对学习 在第二语 习得过程中所出现的偏误进行观察､ 分析和分类, 从

而了解学习 本身的语 习得障碍, 揭示第二语 习得的过程和规律｡ 偏误分析力

图观察和分析产生偏误的所有可能性｡ 偏误分析涉及来自母语干扰的语际分析､ 来

自目的语干扰的语内分析､ 交际中的社会语 环境､ 心理及认知策略, 以及其他相

关的影响因素｡ 因此我们 通过分析韩国学生的汉语偏误来观察对韩汉语教学的重

点和难点｡ 

  我们的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对有关项目的数据统计, 来探讨

在韩的中高级水平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时的学习重点以及教师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尽管

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各个断面的偏误分析都很有意义, 并且针对个体学生的纵向地追

踪 查的偏误分析也都是很有意义的, 但由于资料以及时间精力方面的原因, 我们这

里把重点放在三四年级韩国学生这一断面的偏误分析上, 且本文仅就词汇语法方面的

偏误进行浅层次的分析｡ 本文 在分析词汇语法偏误的基础上, 观察韩国学生汉语词

汇学习和使用方面的常见问题并尽量地给出解释｡ 

  我们 察了2010年9月至2010年12月首 女子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的40名左

右的学生的写作材料, 这些材料有的是讲述某种经历或介绍某个活动, 也有的是利

用单词的造句练习, 其中我们收集了病句647个, 但由于有一些例句有一个以上的

偏误, 因此我们 这些句子中不同的偏误归入不同的范围, 也就算做不同的例句, 因

此计算出来的语料总数超过647个｡ 而且由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病句进行了分

析, 因此同一个病句可能同时成为在句法结构方面､ 句子成分方面或 词性方面存

在偏误的病句｡ 

  比如: 对家人的爱情也越来越多了｡ 应改为: 我对家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 

  这一病句我们把它归于作为主语遗漏的句法结构方面的偏误, 名词误用以及形

容词误用方面的词汇误用偏误, 因为该句遗漏了主语“我”, 且名词“爱情”这里应改为

“感情”; 同时这一病句还被我们归为谓语的, 形容词的偏误, 因为谓语部分的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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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应改为“深”或 “浓厚”｡ 

  另外又如: 他的说有针对性｡ 应改为: 他说的有针对性｡ 

  我们把这一病句既归于语序方面的偏误, 也把它归于助词“的”的偏误｡ 

  再比如: 他是对我们公司一定 要的人｡ 应改为: 他是我们公司一定 要的人｡ 

  我们把这一病句既归于句法结构多余的偏误, 又把它归于介词“对”的偏误｡ 

Ⅱ. 韩国学生汉语偏误 察结果

1. 分 及比例

  首先, 从句法结构和句子成分的角度来看, 这两类偏误总数为697个, 超过了原有

语料句子647个, 这正是因为一个病句可能被同时归为两种不同的偏误类型的原因｡ 根

据鲁健骥(1994)的论述, 偏误类型可分为5种, 即:错序, 遗漏, 误加, 误用和杂糅｡ 

这里我们首先把句子结构的偏误整理为错序､ 误加､ 遗漏这三类, 然后又从句子成

分和词类的角度具体分析了误用和杂糅的情况｡ 

  从句法结构的角度来看, 学生的偏误情况分别是: 错序82个, 占总偏误的

11.76%, 误加134个, 占总偏误的19.22%, 遗漏131个, 占总偏误的18, 79%; 这

样一来误用和杂糅的偏误近50.23%｡ 这一结果与方(2001)对句法结构 察的结果

大致相同, 可见误用和杂糅等偏误在句法结构偏误中占有较大比例｡ 但我们的 察

中错序的比例 于误加的比例, 这与方(2001)的结果不同, 方(2001)中错序为

24.49%, 累赘为16.33%,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学生情况不同, 因此语料情况也有所

不同, 加之研究 的主观分析也会有所差 而致｡ 

  而从句子成分的角度来看, 主语偏误40个, 占总偏误的5.45%, 谓语偏误194

个, 占总偏误的27.83%, 宾语偏误22个, 占总偏误的3.15%, 定语偏误52个, 占总

偏误的7.46%, 状语偏误27个, 占总偏误的3.87%, 补语偏误23个, 占总偏误的

3.29%｡ 这一结果与方(2001)的结论有所不同, 其中共同点是谓语部分的偏误比例

都是 大的, 但不同的是我们的主语偏误5.45%较方(2001)的15.35%要 得多, 另外

补语偏误3.29%较方(2001)8.91%也要 得多, 但定语偏误10.32%较方(2001)的

2.97%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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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我们还从词类的角度对语料进行了整理分析, 由于有些语料病句仅仅在句

法结构方面存在问题, 比如说仅有语序或 成分误加和遗漏的偏误, 但也有的句子仅

仅在词类或 词汇方面存在偏误, 因此我们所得到的词类方面的病句总数仅为537

个, 其中名词偏误71个, 占总词类病句的13.22%, 动词偏误177个, 占32.96%, 形

容词偏误27个, 占5.27%, 副词偏误29个, 占5.40%, 代词偏误9个, 占1.67%, 量

词偏误12个, 占2.23%, 方位词偏误10个, 占1.86%, 介词偏误28个, 占5.21%, 连

词偏误28个, 占5.21%, 助词偏误148个, 占27.56%｡ 从这一数据的情况来看, 其

中介词5.77%和方(2001)的5.94%比较相近, 而且从数据整体比例情况来看, 谓语动

词的比例 大这一点与方(2001)一样的, 但具体数据比例不同, 且其他词类的具体数

据均有差距, 其中我们的动词32.97%较方(2001)的18.32%比例要大一些, 副词

5.40%比方(2001)的6.93%要 一点, 连词5.21%较方(2001)的2.48%要多一些, 

量词和助词之和近30%较方(2001)的2.97%远远多得多｡ 

  上述数据与方(2001)的差 之所以如此之大, 我们 虑这还是因为学生情况的差

比较大, 方(2001)的 察对象是三年级第二学期的韩国留学生, 但我们的 察对象

几乎都是三年级第一学期的一次也没有去过中国的韩国学生, 其中有不足十名的去过

中国留学的4年级的学生, 但从中国回到韩国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 

因此两 在词汇语法水平上差距较大, 这就造成了语料情况以及分析结果的大不相同｡ 

从具体类型上来看, 两 相同的是谓语部分, 动词部分偏误较多, 而在主语､ 补

语､ 定语､ 助词等方面差 较大, 学生们使用补语的文章并不多, 这可能是他们补

语偏误较 的原因｡ 而含有定语的文章则使用的比较多, 而定语中偏误 多的就是

“的”的使用, 而这正对应了助词的偏误比例也比较多的数据结果｡ 

2. 偏误类型分析

  由于篇幅的原因, 这里我们不打算对所有的偏误类型一一地进行具体分析, 我

们 有针对性地比较方(2001)的 察结果对主要 同点加以补充说明｡ 

2.1. 名词偏误

  名词偏误40个, 其中词汇误用16个, 占总偏误40%, 遗漏偏误15个, 占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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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的9个, 占22.5%｡ 名词一般在句子中多充当主语成分, 我们 查的情况亦

是如此｡ 而方(2001) 一文主语偏误中比例 大的是遗漏偏误, 占77.42%｡ 而就我

们的语料情况来看, 除了主语遗漏以外, 主语名词词汇误用方面的偏误也很明显｡ 

对于主语遗漏的偏误正如很多学 已经意识到的由于文化习惯的原因, 出于礼貌, 

韩国人之间不习惯称呼对方的名字或 直接指称对方, 因而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 韩

语中“遗漏主语”不构成语法错误, 因此韩国学生的主语遗漏偏误十分常见｡ 如: 

(1) 向各位保证 把公司发展成全国国内第一 业｡ 

→应改为: 我向各位保证 把公司发展成国内第一流的 业｡ 

(2) 我希望下次再来韩国找我｡ 

→应改为: 我希望他们下次再来韩国找我｡ 

(3) 上个月升进为部长了｡ 

→应改为: 上个月他升进为部长了｡ 

  而对于词汇方面的偏误从我们的数据显示的情况来看是不容忽视的, 请看具体

例句: 

(4) 大学入学能力 试使我在不 压力之下｡ 

→应改为: 高 使我有不 压力｡ 

(5) 他们三个人的爱情的办法都不一样｡ 

→应改为: 他们三个人的爱情的方式都不一样｡ 

(6) 我的意愿是把汉语说得很好｡ 

→应改为: 我的愿望是把汉语说得很好｡ 

(7) 那么又对手回请我｡ 

→应改为: 那么对方又回请我｡ 

  从上面词汇方面的偏误来看, (4)是由于韩语和汉语在同一意义上词语表达不同而

学生对于汉语词语还没有掌握而引起的, 因此学生直接使用了韩语母语的词语引起了

语际间的母语负迁移的词语偏误; 至于(5)､ (6)､ (7)则是因为学生对于汉语词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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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方式”, “意愿”和“愿望”以及“对手”和“对方”这些近义词的掌握还不够熟练而引起的语

内偏误｡ 因此, 在词汇方面虽然意义相同, 但表达不同的汉韩词语应该格外加以强 , 

另外尽管在汉语中不是同义或近义词, 但对韩国学生来说在意义上容易造成混淆的

词语都应加以重视｡ 

2.2. 动词偏误

  谓语偏误194, 其中动词谓语偏误167个, 占谓语偏误的86.08%｡ 动词谓语偏误

中, 误用偏误59个, 占35.32%, 述宾搭配偏误37个, 占25.17%, 及物与非及物偏误

19个, 占12.92%, 遗漏偏误16个, 占10.88%, 词性偏误9个, 占6.12%, 顺序偏误

10个, 占5.98%, 误加偏误16个, 占9.58%｡ 我们的数据和方(2001)的情况不尽相

同, 比较相近的是述宾搭配偏误和及物与非及物的比例, 方(2001) 分别为18.92%

和16.22%｡ 可见由于学生水平的差距所产生的偏误类型的表现也并不相同, 这里我们

主要说一下与方(2001) 数据比较相近的及物与非及物偏误以及差距较大的误用偏误｡ 

首先, 我们来看及物与非及物偏误, 这类偏误占总偏误的12.92, 与方(2001)

的16.22%相近｡ 

这类偏误有的是非及物动词误代了宾语, 如: 

(8) 我出发我的家｡ 

→应改为: 我从我的家出发｡ 

(9) 很多客户往来这个公司｡ 

→应改为: 很多客户跟这个公司往来｡ 

(10) 我刮目相看他｡ 

→应改为: 我对他刮目相看｡ 

(11) 我的女朋友不要见面我, 她着实生气我｡ 

→应改为: 我的女朋友不要和我见面, 她着实生我的气｡ 

(12) 她 近入学首 研究生院｡ 

→应改为: 她 近在首 研究生院上学｡ 

  从(8)到(12)都是不及物动词后面接了宾语的偏误｡ 究其原因, 有的是因为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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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比如说(11)的“见面”, 韩语中后面可以接宾语｡ 有的是因为对汉

语的掌握不够熟练, 泛化性地误推使用了其中的某些词语, 比如(10)的“刮目相看”因

为有“看”而以为“刮目相看”也可以带宾语, 又如(9)“往来”因为“来”可以接宾语而以为“往

来”后面也可带宾语｡ 另外的偏误很难说是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看来还是对汉语中这一

词语的用法不够熟悉造成的, 如(8)､ (12)｡ 

  另外, 也有的偏误是及物动词的宾语误加介词放在了动词前, 如: 

(13) 后去咖啡店关于以后的行程聊了｡ 

→应改为: 后去咖啡店聊了聊以后的行程｡ 

(14) 希望跟你们对于中国的 售业绩商量商量｡ 

→应改为: 希望跟你们商量商量有关中国 售业绩的问题｡ 

(15) 后关于财务一起 ｡ 

→应改为: 后一起 财务方面的问题｡ 

(16) 除了我, 我们班同学对盛会也参与了 

→应改为: 除了我, 我们班同学也参与了盛会｡ 

  从(13)到(16)都是及物动词的宾语被误加了介词并提前的偏误, 究其原因这主

要是受了韩语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因为在韩语的表达里, 这些词语的宾语都可以添

加格助词放在动词前面｡ 

这类偏误还有的是及物动词的宾语前面误加了介词, 如: 

(17) 我们得讨论关于关税｡ 

→应改为: 我们得讨论关税｡ 

  看来这一偏误主要是学生的中介语由于汉语和母语的影响引起了混淆, 汉语的

“讨论”后面可以直接接宾语, 但韩语的“讨论”习惯于在宾语前加格助词, 因此虽然在

语序上没出现偏误, 但是却引起了误加介词的偏误｡ 

  其次, 我们来看一下动词词汇误用偏误, 这类偏误59个, 占动词偏误的

35.32%, 比例不 ｡ 这些词汇偏误大部分是由于母语负迁移或 对汉语词汇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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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不足而引起的｡ 具体例句如: 

(18) 我想收这次会议的日程｡ 

→应改为: 我想得到这次会议的日程｡ 

(19) 我打算下个月收零用钱买给她衣服｡ 

→应改为: 我打算下个月拿到零用钱买给她衣服｡ 

(20) 我收A+｡ 

→应改为: 我得到 A+｡ 

(21) 可是随着她静观男主角的 流生活, 她渐渐出世｡ 

→应改为: 可是随着她静观男主角的 流生活, (她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她

渐渐走出房间｡ 

(22) 以后在二月我弟弟诞生｡ 

→应改为: 后来我弟弟二月出生｡ 

  上述词汇误用偏误均是由于母语的负迁移引起的｡ 主要原因是当韩语中的一个

词语较汉语的义项多, 且有的义项使用范围也比较大时, 容易引起偏误｡ 如从(18)

到(20)的情况, 韩语中都用同一个词语, 即可以表示“接受､ 收到､ 得到､ 拿到”的

“받다”, 而汉语则在具体情况下使用的词语不同｡ 也就是说韩语的一个词语一个义位

可能对应着汉语的几个词语几个义位｡ 

  也有的时候, 虽然汉韩都有该词语, 但韩语该词语的义项较汉语多, 而且有的义

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语, 只能用短语来表达, 而学生并不知道这种差 从而

引起偏误｡ (21)中韩语的“出世”相当于汉语的还有“出人头地了､ 露脸了”或 “进入

社会, 走出自己的 闭的世界”的含义, 而学生因为不知道汉语中的表达而直接使用

了韩语的“出世”, 在汉语中“出世”只有“出生”的意思｡ 

  还有的母语负迁移的表现在于汉韩虽然有相同的词语, 但感情色彩不同因而使

用的范围不同｡ 比如(22)中的“诞生”汉语里往往指伟人或 著名的人物的“出生”, 而

韩语的“诞生”则没有这种区别, 因而学生发生了偏误｡ 

  另外, 由于学生汉语水平有限, 对于汉语词汇掌握得不完善, 因而对学习到的

词汇的正确运用存在偏误｡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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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这样的话会伤你的身体｡ 

→应改为: 这样的话会伤害你的身体｡ 

(24) 第二是可以减你的疲劳｡ 

→应改为: 第二是可以减轻你的疲劳｡ 

(25) 昨天我在医院瞒了我的体重｡ 

→应改为: 昨天我在医院隐瞒了我的体重｡ 

(26) 我定从现在我每天坚持学习汉语｡ 

→应改为: 我决定从此每天坚持学习汉语｡ 

(27) 因为我想是高材生｡ 

→应改为: 因为我想成为高材生｡ 

  从(23)到(27)其实都应该使用相对应的双音节词汇, 但由于教材上先出现了这

些词语, 而学生并没有学习到相对应的双音节词因而误用了这些单音节词语｡ 

  从韩国学生动词谓语偏误的情况来看, 动词的及物与非及物问题, 词性问题, 

以及汉韩词汇义位多 的对应以及该义位使用范围即义域的大 问题都值得进一步

整理和研究｡ 

2.3. 助词偏误

  前面我们就与方(2001) 察结果不同的名词主语偏误以及与方(2001) 察结果

相同的在偏误中所占比例 大的动词谓语偏误做了说明, 这里我们 对与方(2001)

察结果不同的, 方(2001)中并未具体说明的助词偏误作以介绍｡ 方(2001)中量词和

助词之和只有 2.97%, 而我们 察到的助词偏误共有148个, 占27%, 二 相差悬

殊｡ 有关助词的偏误主要是结构助词“的”偏误65个, 占助词偏误的42.75%｡ “了”的偏

误71个, 占48.96%｡ 另外的是“地､ 得､ 着､ 过”的偏误12个, 占8.27%｡ 

  有关“了”的偏误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这里不再赘述｡ 而关于“的”的偏误研究还不

多见, 在我们的 察结果中“的”偏误比重很大｡ 具体来说, 有三大类: 

  一是“的”的误加27个, 占“的”偏误的43.54%｡ 其中又分为“是”字句误加8个, 形

容词谓语句误加6个, 动词谓语句误加7个, 其他误加6个｡ 如下面句子中句尾的“的”

都应该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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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你的担心是杞人忧天的｡ 

(25) 这些纸是我的男朋友给我写的信的｡ 

(26) 他的性格非常独特的｡ 

(27) 我和同屋的关系很重要的｡ 

(30) 那么你们用不着吃什么的｡ 

(32) 可是我对你没有这样的｡ 

  二是“的”的遗漏32个, 51.61%｡ 其中又分为单层定语遗漏16个, 多层定语遗漏

10个, “是”字句遗漏6个｡ 如: 

(33) 这是一种关于 论批评比赛｡ 

→应改为: 这是一种关于 论批评的比赛｡ 

(34) 他要记录我们 会内容｡ 

→应改为: 他要记录我们 会的内容｡ 

(35) 因为 近跟别公司合作的事儿, 我们很忙｡ 

→应改为: 因为 近跟别的公司合作的事儿, 我们很忙｡ 

(36) 希望这是一次富有成效会 ｡ 

→应改为: 希望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会 ｡ 

(37) 我们公司的电视, 冰箱都是很受欢迎｡ 

→应改为: 我们公司的电视, 冰箱都是很受欢迎的｡ 

(38) 公司的工作餐是很好吃｡ 

→应改为: 公司的工作餐是很好吃的｡ 

  上述(33)､ (34)单层定语中遗漏了“的”, (35)､ (36)多层定语中遗漏了“的”, 

(37)､ (38) “是”字句中遗漏了“的”｡ 

  三是顺序偏误6个, 占9.2%｡ 如: 

(39) 下午工作的见效｡ 

→应改为: 下午的工作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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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得到HSK好成绩, 是中文系学生的梦寐以求｡ 

→应改为: 得到HSK好成绩, 是中文系学生梦寐以求的｡ 

(41) 因为我自己不安的心里｡ 

→应改为:  因为我自己的心里不安｡ 

  由上可见, “的”的误加偏误主要出现在“是”字句中或 是形容词､ 动词谓语句中, 

而遗漏偏误主要出现在定语结构中｡ 因此我们必须要强 形容词､ 动词单独做谓语

的用法, 而且要对学生强 定语结构中“的”的重要性｡ 

  另外“地､ 得､ 着､ 过”的偏误12个, 占8.27%｡ 主要是遗漏偏误, 共10个, 占该

类偏误的83.33%｡ 结合上面“的”51.61%的遗漏偏误, 我们认为应该在对韩汉语教学

中强 结构助词“的､ 地､ 得､ 着､ 过”的重要性并加强学生们对这些结构助词的学习

和练习｡ 

Ⅲ. 結論 思

  我们在前文具体 察了一些偏误类型并对其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总结来看, 

造成偏误的原因, 正如众多学 偏误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 主要是韩语母语的负迁

移, 而母语的负迁移又表现在不同的几个方面｡ 

  首先, 因为思维习惯的不同而造成韩国学生使用汉语的偏误, 比如说韩语中出

于礼貌“遗漏主语”不构成语法错误, 因此韩国学生的主语遗漏偏误十分常见｡ 另外, 

由于汉韩词语用法的不完全对应学生也 会产生偏误｡ 比如说韩国学生在某些汉语

不及物动词后面常常接宾语这是因为汉语中的不及物动词在韩语中是及物的, 因此

学生就按照韩语母语的用法来使用从而造成偏误｡ 再 , 因为汉韩词语义位的不完

全对应而学生往往产生偏误｡ 事实上, 汉韩词汇､ 语 表达的差 是造成学生产生

各种各样偏误的主要原因｡ 而表现在词汇方面, 主要是因为汉韩语 在义位上不一

一对应而引起的, 尤其是因韩语义项多, 汉语义项 , 韩语一个词语对应汉语几个

不同词语的表达而产生的偏误现象较为严重｡ 比如说在介词偏误中, “给､ 对､ 跟”等

介词误用的偏误为14个, 占介词总偏误的50%, 这类偏误, 很多偏误研究已经指出

主要是因为韩语的格助词“에”可以对应汉语的多个介词, 这就包括“给､ 对､ 跟､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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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所以学生们常常容易发生偏误｡ 类似的又比如“받다”对应“收到､ 接到､ 得到､ 

拿到”, “무섭다”对应“可怕､ 害怕”, “웃낀다”对应“可笑､ 搞笑”, “경험”对应“经验､ 经

历”, “만나다”对应“见面､ 遇到､ 碰上” 等, 这几组词都是学生常常发生偏误的词语｡ 

  另外除了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由于汉语教学中教材的问题和教学 教学方面的

问题也会造成学生的汉语偏误｡ 比如说:“伤､ 伤害”, “减､ 减轻”, “瞒､ 隐瞒”, “定､ 

决定”这些单双音节词都是单音词先出现因此学生只知道这些单音词, 而不会用相应

的双音词｡ 

  总之, 通过对比方(2001)偏误分析研究的成果, 我们认为其中所提出的中高级

学生汉语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是可取的, 这里我们不予赘述, 我们补充说明一些值得

加强注意和训练的部分｡ 

  (1) 强 主语的重要性, 尤其是主谓谓语句中的主语｡ 应该提醒学生们注意汉

语主语表达的明确性和不可缺 性｡ 

  (2) 强 汉韩动词谓语在及物与非及物, 词性等方面的 同, 对于具体动词的

教学应该尽量地给予相关的常见搭配并注重指明与汉语在语义色彩､ 使用范围上的

不同｡ 

  (3) 强 “的､ 地､ 得､ 着､ 过”这些常见的遗漏成分的重要性, 尤其是定语结构

中的“的”, 另外“是”字句和“的”字句是难点, 同时对于句子成分的教学应该 当的给予

注意｡ 

  另外, 在我们的偏误分析中, 有相当大比例的偏误属于误用偏误, 可见由于学

生们的汉语水平的差距, 偏误体现的类型并不相同, 那么针对这样的现象, 对于词

汇方面的学习和加强训练就更为重要了｡ 我们认为针对学生容易出现偏误的词汇在

讲解和训练上都应重视｡ 

  (1) 诸如“高 ”和“大学入学能力 试”类, 即在同一义位上汉韩词语表达不同, 

韩语的表达汉语根本没有｡ 又比如韩语说“长房”, 其实就是汉语的“ 大”｡ 

  (2) 诸如“爱情”和“感情”类, 汉韩虽然都有该词语, 但在同一个义位上汉韩两词

语在义域的大 上有差别, 如在使用范围, 感情色彩, 用对象等方面不同｡ 另外

又如: “前辈､ 先辈—师哥､ 师姐; 诞生—出生; 家族､ 属—家人”等｡ 

  (3) 汉韩语 中在及物和非及物方面上有差别的词语尤其要引起重视, 这类偏

误较多｡ 这又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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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诸如“见面､ 毕业､ 报名”类在汉语中是非及物而在韩语中是及物动词的词语｡ 

另外又如: “入学､ 称心､ 出场､ 讨价还价､ 刮目相看”等｡ 

  ② 诸如“商量､ 讨论､ 说明”类在汉语中是及物动词可直接带宾语但韩语中往往

是宾语加格助词提前的词语, 也就是说同一意义上的词语汉韩在用法上, 词语搭配

上有差别的词语｡ 另外又如: “反对､ 要求､ 警告､ 解释､ ”等｡ 

  (4) 诸如“关心”类在词性上有差别的词语｡ 这类词语在其他研究中说得较多, 

这里不予赘述, 另外又如: “成功､ 兴味､ 说话､ 说”等｡ 

  综上所述, 尽管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对韩汉语教学重点和难点, 但由于对于汉韩

语 同比较的不足还不能有系统地全面地进行归纳总结并进行教学, 虽然可喜的

是越来越多的学 已经意识到了韩汉语 同的研究对于汉语教学的重要意义, 但

具体的研究成果还没得到充分的利用, 而且针对对韩汉语教学的研究在角度上和方

法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我们希望能够有系统地逐步地全面地对汉韩语 面貌加

以研究从而能更有效地进行对韩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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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on the error analysis about English 

students when they study Chinese, bu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i students and Korean students in their Chinese 

study, so we will study the Korean students' errors in their Chinese 

writing in order to give a look to the difficulties when they study 

Chinese. First, We research the Chinese errors of seoul woman 

university's 40 students and analysis these errors to five kinds. 

Second, We make a analysis these errors detailedly especially on the 

expressing and reason. Third, we try to give some main words which 

are easy to make errors when Korean students learn Chinese. In a 

word, we hope to find the main point to the Chinese teaching on 

Korean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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