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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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在对韩汉语教学中, 韩国学生的汉语偏误问题更值得重视, 整理分析

这些偏误可以有针对性, 有重点的进行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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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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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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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有2篇｡ 而其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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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关于语法偏误分析的研究成果相对语音和词汇方面来说比较丰硕, 但还是

不能完全地揭示韩国学生语法方面的偏误, 如前可见, 语法偏误分析中关于助词“了”

的偏误分析较多, 但就笔 收集到的资料来看, 助词方面不仅仅是“了”的问题比较严

重, 其他助词也存在着一定的偏误, 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们 具体整理一下韩国学生

汉语助词方面的偏误并加以分析探讨, 以期能为韩国学生学习汉语助词及对韩汉语助

词教学提供帮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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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指导与研究方法

第二语 学习 所使用的目的语形式与标准形式之间总存在一定的差距, 表现

在语音､ 词汇､ 语法､ 语用等各个层面上, 这种差距叫做“偏误”｡2) 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 分析学生学习汉语语音､ 词汇､ 语法､ 语用等方面的偏误, 对汉语教学有启发和

帮助作用｡ 外国学习 产生偏误的地方, 正是他们学习的难点, 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

重点, 并且能部分地反映汉语和学习 母语的区别以及他们学习和习得汉语的情况｡ 

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收集､ 整理和分析这些偏误并在语 学､ 心理学以及偏误分

析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分析研究, 找出规律性能更好地指导教学｡ 本文就 采用偏误分

析理论来分析研究韩国学生的汉语偏误｡ 

我们的具体研究方法是:收集偏误､ 分析偏误和纠正解释偏误｡ 留学生在汉语习

得过程中感觉 难把握的往往是虚词, 所以虚词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 助

词作为虚词的一个重要部分, 更是我们 察外国人汉语认知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 汉

语助词虽然数量不多, 但在句子中的语法､ 语义及语用功能却十分突出｡ 汉语没有形

方面的变化, 并且汉语的助词也远远不如韩语的助词那么丰富, 因此对韩国学生来

说, 汉语的助词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运用情况却并不容乐观｡ 在韩国学生的口语及

书面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助词偏误｡ 本文 这些偏误现象分成几种类型, 了解学生们

汉语助词习得的一般情况和规律, 并通过分析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 试图探讨我们今

后教学活动的重点及相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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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词方面的偏误共有148个, 经过整理

分类, 韩国学生助词习得偏误类型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多用助词､ 漏用助词､ 语序

偏误和误用助词｡ 从总体上来说, 多用偏误79个, 占总偏误的53.38%｡ 漏用偏误59

个, 占总偏误的39.86%｡ 语序偏误7个, 占总偏误的4.73%｡ 错用偏误3个, 占总偏

误的2.03%｡ 这样从总体上来看, 助词中, 学生 常出现的偏误就是多用偏误｡ 下面

1) 汉语助词可以分为:结構助词, 如“的､ 地､ 得”, 时 助词, 如“了､ 着､ 过”, 语气助词, 

如“啊､ 呢､ 吧”｡ 这里限于资料问题, 我们只分析“的､ 地､ 得, 了､ 着､ 过”的偏误｡ 

2) 李恩华,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偏误分析与统计运用》� 第6页,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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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纠正这些偏误的同时详细地分析说明上述四种偏误类型的具体情况｡ 

Ⅱ. 韩国学生汉语助词习得偏误的类型及其分析

1. 多用助词

韩国学生学习和使用汉语助词时, 多用助词是比较常见的偏误之一, 即本来不

应该使用该助词, 但学生却赘余地使用了该助词｡ 这类偏误共79个, 占我们搜集到的

148个助词偏误句的53.38%｡ 例如: 

(1) 人们 后都会死了｡ (人们 后都会死｡)

(2) 我乘坐地铁上学了｡ (我乘坐地铁上学｡)

(3) 當时我们用叫“阮玲玉”的剧本练习了｡ (當时我们用叫“阮玲玉”的剧本练习｡)

(4) 我希望能把所有的意愿都实现了｡ (我希望能把所有的意愿都实现｡)

(5) 你的担心是杞人忧天的｡ (你的担心是杞人忧天｡)

(6) 他的性格非常独特的｡ (他的性格非常独特｡)

(7) 那么你们用不着吃什么的｡ (那么你们用不着吃什么｡)

(8) 我以前喜欢写信的｡ (我以前喜欢写信｡)

1) “了”字多用偏误

在我们的多用偏误句中, 只有“了”和“的”出现多用偏误, 而其他助词并没有发生

多用偏误, 而且这79个多用偏误中, “了”的多用偏误是52个, 占多用偏误的65.82%｡ 

可见多用偏误中“了”的多用偏误 为常见, 而且从“了”的总体偏误情况来看, 情况也是

如此｡ “了”偏误共有71个, 但多用偏误就有52个, 占“了”偏误的73.24%｡ 关于“了”的

偏误分析, 研究成果较多, 这里我们只简单地略做说明｡ 

崔淑燕(2008)指出:句尾“了”的习得先于词尾“了”; 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 句尾

“了”的习得也越好; 词尾“了”的习得要经历比较艰难的过程, 即使汉语水平比较高的学

生, 在词尾“了”的使用上还有较高的错误率; 双“了”的习得不是学生的难点, 但学生常

常回避使用｡ 而就我们的偏误资料来看, 学生们句尾“了”的多用偏误 多, 共有36个, 

占“了”52个多用偏误的69.23%, 而词尾“了”的使用不如句尾“了”常见, 尤其是双“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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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很 , 可见至 在我们的研究材料中, 学生们对于词尾“了”和双“了”的使用不多见｡ 

另外, 徐丽华, 谢仙丹(2009)曾指出:韩国留学生习得“了”产生偏误的原因可以

归结为对语 普遍性因素的负迁移及时间词语的诱导｡ 而从我们偏误资料的具体情

况来看, 学生们确实因为受到韩语“”表示过去时 的负迁移的影响, 发生多用偏误｡ 

具体来说, 这种多用偏误 常出现的就是在对过去某一事件的一般叙述时, 以及对某

种规律性行为动作的叙述时, 习惯性地在句尾使用“了”, 形成了常见的多用偏误｡ 如

上述表示对过去某一事件的叙述(2), (3), 以及对某种规律性动作的叙述(1), 汉语

在这两种情况下, 一般都不 要, 不强 用表示完成的“了”｡ 

2) “的”字多用偏误

“的”多用偏误27个, 占多用偏误的34.18%, 而具体表现又有所不同｡ 

首先, “是”字句“的”字多用偏误, 是指在一些以“是”为谓语的句子里不应该在句尾

使用“的”, 但学生们却多用了“的”｡ 如:

(5)3) 你的担心是杞人忧天的｡ (你的担心是杞人忧天｡)

(9) 这些纸是我的男朋友给我写的信的｡ (这些纸是我的男朋友给我写的信｡)

(10) 我的角色是在剧本上的主角的｡ (我的角色是剧本上的主角｡)

(11) 我的原来的 来希望是做翻译的｡ (我原来的希望是做翻译｡)

(12) 我是初次去澳门的｡ (我是初次去澳门｡)

(13) 熬夜是精神和肉体都很疲劳的｡ (熬夜精神和肉体都很疲劳｡)

(14) 睡午觉的长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集中度的｡ (睡午觉的好处是可以提高我

们的集中度｡)

(15) 我们的公司是个商业的｡ (我们的公司是个商业公司｡)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字句是指谓语动词为“是”的句子, 可见上述句子中句尾的“的”

都应该去掉｡ 察上述句子我们可以发现学生们在谓语动词为“是”而宾语成分比较複

杂时, 很容易在句尾多用“的”字｡ 我们这里所说的宾语成分複杂, 是指宾语并非一般

名词, 而是其他成分, 这些成分可能是成语如(5), 或 是一个含有比较长的定语修

3) 前面已经引用过了该例句, 为了与前面保持一致, 所以在顺序上与后面的看起来不相符

合, 类似现象后文中还会出现, 敬请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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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的名词如(9)､ (10), 又或 是动词词组如(11)､ (12)､ (14), 亦或 是不能用

“的”来代替的名词性成分如(15)等｡ 学生们面对这些不太常见的非单个名词的宾语, 

往往会产生误解, 觉得后面应该使用“的”, 用以把这个成分转换为可以做宾语的名词｡ 

之所以学生们会有这样的思维习惯, 究其原因, 我们认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受

到了韩语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我们知道韩语中如果充當主语或 宾语的成分由一个非

名词性的动词词组来充當的时候要使用“---하는 것”4)的形式把它转换为名词性成分, 

而一般情况下韩语的“---하는 것”对应的正是汉语的“的”, 但汉语的句子成分则没有明

显的形 标志, 因此由含有複杂的定语修饰的名词中心语充當的宾语成分和由动词词

组充當的宾语成分看起来都一样, 而学生们对这样的複杂宾语的理解和使用还并不清

晰, 因此在表达时就转用了母语的语 现象, 从而不管宾语成分是含有複杂的定语修

饰的名词还是动词词组, 都在句尾加上了“的”｡ 尤其是(13), 这里的“是”和“的”都不应

该使用｡ 

另外, 从学生们“是---的”的使用情况来看, 这一固定结構的使用, 不仅仅受到母

语负迁移的影响而被广泛使用, 而且跟学生们学习汉语时的心理有关｡ 第二语 学习

在习得第二语 的过程中, 会 某一目的语的规则推广到超越所能接受的范围之

外, 造成目的语语 材料的过度泛化｡ 虽然这一泛化在目的语表达里并不正确, 但在

处于某个阶段的学习 看来是正确合理的｡ 而拿“是---的”这一结構来说, 虽然学生们

对该结構掌握得并不够全面和充分, 但这一结構学生在初中级汉语阶段就接触过, 而

且这一结構在汉语表达中十分常见, 因此在遇到新的语 现象时, 学生们常常把这一

结構不 當地套用在新的语 现象上, 从而造成了过度概括或过度泛化使用的现象｡ 

拿(5)成语“杞人忧天”来说, 这个成语笔 在教授以后, 要求学生们用它来造句, 结果

学生们虽然理解了意思, 但究竟怎么使用还是不甚清晰, 因此就觉得如果用在“是---

的”结構中似乎没有问题从而产生了偏误｡ 

其次, 形容词谓语句“的”字多用偏误, 是指不应该在形容词谓语后面用“的”, 但学

生们却多用了“的”｡ 如:

(6) 他的性格非常独特的｡ (他的性格非常独特｡)

4) 本文里所使用的韩语表达或译句均询问和请教过使用该汉语表达的学生或其他韩语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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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和同屋的关系很重要的｡ (我和同屋的关系很重要｡)

(17) 睡午觉不但中国, 而且韩国很必要的｡ (睡午觉不但中国, 而且韩国也很

必要｡)

(18) 今年的中秋节让我很辛辛苦苦的｡ (今年的中秋节让我很辛苦｡)

(19) 澳洲人的性格非常 朗, 很社交的｡ (澳洲人的性格非常 朗, 很社交｡)

(20) 他主观的｡ (他很主观｡)

上述“的”字多用偏误都是出现在句尾｡ 在汉语中, 这些句子中的形容词都可以独

立做谓语, 但是学生们却在这些形容词后多用了“的”｡ 比照韩语, 这些形容词多为複

合形容词, 也就是说多为“~+하다”或“~+ 이다”的形式, 我们认为也可能受此影响, 

如(6)“独特”韩语说“독특하다”, (16)“重要”韩语说“ 요하다”, (17)“必要”韩语说“필요하

다”, (18)“辛苦”韩语说“수고하다”, (19)“社交”韩语说“사교 이다”, (20)“主观”韩语说

“주 이다”｡ 

另外, 我们认为造成形容词谓语句句尾“的”字多用偏误的原因也可能是有的学生

受到了英语的影响｡ 一般来说, 学生们在学习汉语之前一般都先接触和学习英语, 而

在英语中存在添加“-ing”而把动词名词化的形式, 这些韩语词语很多是以“하다”结尾

的, 而“하다”对应的英语正是“do”, 通过询问一些学生, 我们发现, 学生们很容易觉得

该把韩语的这个词语进行名词化, 所以该添加“-ing”的形式, 对照到汉语中, “的”就成

了 佳选择, 对此很多韩国学生和教师都有同感｡ 

事实上, 我们觉得在学生们的汉语中介语系统里, 句尾多用“的”在某个阶段已经

成为一种思维习惯｡ 学生们常常习惯性地在可以直接做谓语的形容词后面使用“的”;

通过询问学生们为什么会在这些可以直接做谓语的形容词后面添加“的”, 学生们认为

直接使用该形容词总感觉好象缺 了点什么, 因此习惯性地在使用这些形容词或 某

些动词谓语时后面又用上“的”, 从而才觉得这是一句完整的表达, 所以习惯性地在句

尾多用“的”｡ 从第二语 学习 的角度来说, 这种既不同于母语又不同于目的语的创

造性语法规则是十分有可能并且正常的, 在学生们的汉语中介语系统里, 句尾加“的”

是一种他们心理上认为正确而合理的表达｡ 

再次, 动词谓语句“的”字多用偏误, 是指不应该在动词谓语句句尾使用“的”, 但却

多用了“的”｡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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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以前喜欢写信的｡ (我以前喜欢写信｡)

(21) 那么你们用不着吃什么的｡ (那么你们用不着吃什么｡)

(22) 可是我对你没有这样的｡ (可是我对你没有这样｡)

(23) 有的时你想放 就想离 没有压力的吧｡ (有的时侯你想放 并且就想离

, 觉得会没有压力吧｡)

(24) 刚去中国时我会感到吃力的｡ ( 刚去中国时我感到吃力｡)

(25) 因为你常常鼓励我, 所以我会加油的, 会 心的｡ (因为你常常鼓励我, 所

以我加油, 心｡)

(26) 中国人大部分午休睡觉的｡ (中国人大部分午休睡觉｡)

上述“的”字多用偏误都发生在句尾, 我们认为其中一方面原因是因为受到了母语

负迁移的影响｡ 如(7)中动词谓语“喜欢”的宾语是“写信”, 汉语“写信”这一动词词组可以

直接做宾语, 但韩语则要使用“---하는것을”的形式加以转换, 类似的情况如(21), 

(22), (23)和(24)｡ 至于(25)主要是因为汉语中“会---的”是一个几乎固定的搭配组

合, 但常常用来表示对于要做某事的决心, 而(23)表示的都是对过去的某种行为的叙

述, 因此不应该使用“的”, 但却被多用了｡ 另一方面, 如前所述, 对于“是”和“的”, 学生

们常常习惯性地泛化多用｡ 

后,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的”字多用偏误: 

(27) 不 的韩国人去美国吃了不 苦｡ (不 韩国人去美国吃了不 苦｡)

(28) 有的时喜欢听音乐｡ (有时喜欢听音乐｡)

(29) 中秋的时候, 我跟亲人见得高兴, 因为我们很长的时间没见｡ (中秋的时

候, 我很高兴地跟亲人见了面, 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见了｡)

(30) 我听这种的消息的时候等不及去中国进修｡ (我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等不

及去中国进修｡) 

(31) 上面的就是我的情况｡ (上面就是我的情况｡)

(32) 眼前的出现的事儿让我惊慌｡ (眼前出现的事儿让我惊慌｡)

上述“的”多用偏误都是出现在句中, (27)､ (28)､ (29)､ (30)都是一般不 要使

用“的”的类似固定表达的定语和中心语结構, 如“不 ”､ “这种”一般后面直接使用名词, 

而“有时”､ “很长时间”作为固定结構使用, 这时“的”都不 要, 但学生们对此掌握得不

够, 直接按照韩语的表达方式使用了汉语, 韩语中这些表达一般都要使用“은”等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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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如“ 지 않은 한국사람”, “이런 소식”等, 所以学生认为汉语的这类结構中定语

和中心语之间也应该加“的”从而产生了偏误｡ 而(31)中是对可以直接充當主语的“上

面”认为加“的”才能充當名词性成分而多用了“的”, 在韩语中这句话要说成“  상황은 

바로 내 상황입니다”｡ 这里“ 상황”学生们觉得要在“上面”后加“的”才能完成替代, 因

此多用了“的”｡ 至于(32)则是错把“眼前”和“出现”的状中关系均分析为“事儿”的定语, 

所以在“出现”的状语“眼前”后面多用了“的”而造成了偏误｡ 

综上而述, 我们认为“的”的多用偏误虽然不如“了”更常见, 但不宜忽视, 在複杂成

分充當宾语的“是”字句中, 在形容词动词谓语句中, 学生们常常容易在句尾多用“的”

字, 而在句中一些不 要使用“的”的固定结構中学生们也容易多用“的”｡ 

2. 漏用助词

漏用助词是指本来应该使用该助词, 但学生却没有使用该助词｡ 这类偏误共59

个, 占总偏误的39.86%｡ 例如: 

(32) 有一对 两口发现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外国人, 帮助我们｡ (有一对 两口

发现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外国人, 帮助了我们｡)

(33) 你应该去学校, 要不然你会得到不好成绩｡ (你应该去学校, 要不然你会

得到不好的成绩｡)

(34) 他分秒必争努力学习｡ (他分秒必争地努力学习｡)

(35) 我跑着去我的公司, 我跑很快｡ (我跑着去我的公司, 我跑得很快｡)

(36) 售票员笑说: “你们是 后的顾客｡” (售票员笑着说: “你们是 后的顾客｡”)

(37) 没有人看妖｡ (没有人看过妖｡)

在我们的漏用偏误句中, “了”的漏用偏误是17个, 占28.81%, “的”的漏用偏误是

32个, 占54.24%, “地､ 得､ 着､ 过”的漏用偏误共10个, 占16.95%｡ 可见漏用偏误

中“的”的漏用偏误 为常见｡ 而且从“的”的总体偏误情况来看, 情况也是如此｡ “的”偏

误共有65个, 但漏用偏误就有32个, 占“的”偏误的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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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字漏用偏误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了”的漏用偏误｡ 学 们对于“了”的偏误研究一般都着重探

讨了“了”的多用偏误, 而对漏用偏误说明得较 ｡ 在我们 察的17个漏用偏误中, 在

句尾和句中都存在“了”漏用偏误, 

其中句尾偏误有4个, 句中偏误13个, 可见学生们更容易在句中漏用“了”｡ 

(29) 中秋的时候, 我跟亲人见得高兴, 因为我们很长的时间没见｡ (中秋的时

候, 我很高兴地跟亲人见了面, 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见了｡)

(32) 有一对 两口发现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外国人, 帮助我们｡ (有一对 两口

发现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外国人, 帮助了我们｡)

(38) 我今天给你们打三次电话｡ (我今天给你们打了三次电话｡)

(39) 那么我就等你们的回信｡ (那么我就等你们的回信了｡)

(40) 突然我不想找工作｡ (突然我不想找工作了｡)

具体分析来看, 由于学生们一般认为“了”表示过去已经完成的动作或事件, 只能

跟过去时相联系, 因此在一些表示现在或 来完成的动作后面并没有使用“了”, 如

(38); 另外在叙述过去的某种经历或事件的过程中, 當其中有几个动作行为出现, 而

其中有强 完成的动作时, 由于没有明显的时间标志, 学生们也常常漏用“了”, 如

(32); 而且在一些在句尾具有成句性质的“了”也常常被漏用, 如(39)“就---了”要求共

现, 又如(40)句尾“了”表示动作行为变化也要求用“了”｡ 学生们对于“了1”和“了2”的用

法掌握得不够, 后在一些矫枉过正的情况下, 学生们也容易漏用“了”, 比如(29)中, 

句尾表示强 事实的“了”, 尤其是表示某段时间“没有见面了”这种表达一般必须使用

“了2”, 而一些教材上以及一些教学 告知学生的是, “没”和“了”不能共现, 不能一起使

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学生们一般都漏用了“了”｡ 

2) “的”字漏用偏误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的”的漏用偏误, “的”的漏用偏误无论是在助词漏用偏误

中还是在“的”自身的偏误中比例都是 大的｡ “的”的漏用偏误32个, 占“的”漏用偏误的

49.23%｡ 其中又分为单层定语中漏用“的”16个, 多层定语中漏用“的”10个, “是”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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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漏用“的”6个, 其中定语中漏用“的”都发生在句中, 而“是”字句漏用“的”则发生在句尾｡ 

首先, 单层定语漏用“的”, 是指中心语前面只有一个定语修饰成分, 要在两

之间用“的”, 但学生们却漏用了｡ 如: 

(41) 这是一种关于 论批评比赛｡ (这是一种关于 论批评的比赛｡)

(42) 他要记 我们 会内容｡ (他要记 我们 会的内容｡)

(43) 我公司 用售票员叫英男｡ (我们公司 用的售票员叫英男｡)

可以看出, 上述单层定语相比起一般形容词来说要複杂一点儿, 它们或为介词

短语如(41)“关于 论批评”(언론 비평 회), 或为主谓短语如(42)“我们 会”(우리 

회의내용)､ (43)“我们公司 用”(우리 회사에서 채용한), 对于这些稍微複杂一点儿

的定语, 在韩语的表达中大多数并没有完全对应定语标志“의/은/는”, 因而学生们也

没有使用汉语的定语标志“的”从而发生了偏误｡ 至于(43)“我们公司 用”(우리 회사에

서 채용한), 这一定语虽然韩语“이용한”这一表达有相应于“的”的定语标志, 但我们认

为学生对于这种相比一般形容词来说要複杂一点儿定语在使用上还是会发生漏用“的”

的偏误的｡ 

其次, 多层定语漏用“的”, 是指中心语前面不只有一个定语修饰成分, 而是有至

两个定语修饰成分, 这些定语成分 要后面使用“的”, 但学生们却漏用了｡ 如: 

(44) 因为 近跟别公司合作的事儿, 我们很忙｡ (因为 近跟别的公司合作的

事儿, 我们很忙｡)

(45) 我的 后丈夫是朴慧琳｡ (我的 后的丈夫是朴慧琳｡)

(46) 我要写大概今天的内容｡ (我要写大概的今天的内容｡)

(47) 我要向各位韩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合作伙伴表示深深地敬意｡ (我要向韩国

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各位合作伙伴表示深深地敬意｡)

上述多层定语中(44)､ (45)中漏用了“的”, 多是因为直接转用了母语, 从而受到

了韩语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在韩语中“别”为“다른”, “ 后”为“마지막”, 都可以直接放在

中心语前面充當修饰成分, 而在汉语中则不然, 要求在中心语前面有定语标志“的”｡ 

(46)中中心语“内容”前面有两个定语“大概”､ “今天”, 而学生们只在中心语前面, 

后一个定语后面使用了“的”, 漏用了比较前面的定语“大概”后面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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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47), 同上(44)､ (45), 我们可以看出中心语“合作伙伴”前面有“各位”和“韩

国进出口贸易公司”两个定语, 而且定语“韩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相对来说比较长和複

杂, 在它们和中心语之间 要使用“的”而学生们却漏用了, 因为韩语中这二 之间并

没有定语标志, 直接说“한국 무역회사 합작 트  여러분”, 所以学生们在汉语中就

漏用了“的”｡ 

由上可见, 由于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在韩语中一些不 要定语标志就可以

直接放在中心语前面做定语修饰成分的词语比如说“别”､ “ 后”等词语的后面, 学生们

也容易漏用“的”｡ 

后, “是”字句中漏用“的”, 也就是说本来应该使用“是---的”结構, 但学生们却漏

用了句尾的“的”｡ 如: 

(48) 我们公司的电视, 冰箱都是很受欢迎｡ (我们公司的电视, 冰箱都是很受

欢迎的｡)

(49) 公司的工作餐是很好吃｡ (公司的工作餐是很好吃的｡)

(50) 我们公司的服装全都是非凡｡ (我们公司的服装全都是非凡的｡)

(51) 我觉得睡多是不好｡ (我觉得多睡是不好的｡)

上述“是”字句中均漏用了“的”, 事实上, 上述句子中的“是”字可以不用, 但如果非

要用“是”来表示肯定强 说明, 则要使用“是---的”的结構, 而学生们均漏用了“的”｡ 学

生们在这些可以直接做谓语的形容词前面之所以常常多用“是”, 是因为英语的影响, 

这一原因我们前文已经提及过｡ 学生们在学习汉语之前, 一般都已经先接触和学习过

英语, 在英语中, 形容词是不能单独做谓语的, 必须要在前面使用“be”动词, 而英语

的“be”对应的正是汉语的“是”, 所以学生们习惯性地在汉语形容词前面多用“是”, 事实

上在汉语中“是+动词或形容词谓语”的句式表达的是另一种意思, 往往是对前面某人

已经指明或说明的某种情况加以肯定和认证地强 ｡ 比如说:

A: 今天很冷｡ 

B: 他说今天很冷, 我不觉得很冷｡ 

C: 今天是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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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

A: 他昨天去北京了｡ 

B: 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儿呢｡ 

C: 他昨天是去北京了｡ 

对此, 我们觉得学生对于“是+动词或形容词谓语”的表达, 对于“是---的”结構的

性质和用法都还掌握得不够, 而对于“的”和“是”总是在不该使用的时候多用, 而在该用

的时候却漏用了｡ 

3) 其他助词漏用偏误

后我们来看一下漏用偏误中“地､ 得､ 着､ 过”的漏用偏误, 这些助词的漏用偏

误共10个, 占漏用偏误的16.95%｡ 

其中“地”字漏用3个: 

(35) 他分秒必争努力学习｡ (他分秒必争地努力学习｡)

(52) 条理说汉语很难｡ (有条理地说汉语很难｡)

(53) 因此你应该热情对待他｡ (因此你应该热情地对待他｡)

“得”字漏用2个: 

(36) 我跑着去我的公司, 我跑很快｡ (我跑着去我的公司, 我跑得很快｡)

(54) 你说很晚｡ (你说得很晚｡)

“着”字漏用2个: 

(37) 售票员笑说: “你们是 后的顾客｡” (售票员笑着说: “你们是 后的顾客｡”)

(55) 师微笑给我成绩表｡ ( 师微笑着给我成绩表｡)

“过”字漏用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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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没有人看妖｡ (没有人看过妖｡)

(56) 我没有这么深深地爱别人｡ (我没有这么深深地爱过别人｡)

(57) 前面我没看到中国电影, 所以对我来说“画皮”是又不自然又新鲜了｡ (以前

我没看到过中国电影, 所以对我来说“画皮”是又不自然又新鲜了｡)

在上述偏误中, 我们认为这里的“地､ 得､ 着､ 过”的用法都是 基本的, 但学生

们还是出现了偏误, 说明他们对这些助词掌握得不甚理想, 而且从具体类型上来看, 

这些助词产生的都是漏用偏误｡ 

汉语中, “地”作为状语的标志要放在状语和中心语之间, 但学生们却在状语后面

漏用了“地”｡ 

另外, “着”有放在两个动词之间, 表示前一个动作是后一个动作的方式的用法, 

对此学生们比较生疏, 常常出现偏误, 这种用法在我们的偏误资料中有三个, 学生们

发生的偏误为两个, 而且类似偏误在学生们的口语表达中也可见｡ 

后是“过”, 我们知道“过”表示的是过去的某种经历, 相當于韩语的“—한 ”｡ 对

学生来说, 虽然是表示过去的某种经历, 但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他们已经打上了汉语没

有表示过去时间标志的形 变化的烙印, 因此对于过去经历的表达也只用了动词自

身, 如(38)､ (56), 至于(57)虽然意识到了动作的完成, 使用了表示结果的“到”, 但

和(38)､ (56)一样, 都没有表现出“过去经历”的意义, 故而均漏用了“过”｡ 

造成上述偏误, 我们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学生们对于“地､ 得､ 着､ 过”这些助词的

掌握情况十分不好, 往往漏用｡ 另外, 我们觉得学生们也可能是出于交际策略而对此

无暇顾忌或不予理会｡ 交际策略是指第二语 学习 在运用目的语表达意义遇到困

难时采取的策略, 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交际问题｡ 所以他们可能采取回避的办法, 也可

能为了自己表达意义的连贯性而忽略细节, 而只把自己主要的意义表达出来｡ 上述文

句多出现在笔 让他们现场写的短篇文章里, 所以我们 虑出于时间的紧迫和表达上

的主要意思的传达学生们忽略了具体细节上的语法规则问题｡ 

3. 语序偏误

助词语序偏误是指学生们的表达中因为助词的位置使用得不當从而造成句子顺

序发生偏误并影响了表达, 这种偏误共有7个, 占总偏误的4.73%｡ 详见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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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他的说有针对性｡ (他说的有针对性｡)

(59) 我的爸爸英语的说很流利｡ (我的爸爸英语说的很流利｡)

(60) 你的学会经历很好｡ (你学会的经历很好｡)

(61) 下午工作的见效｡ (下午的工作见效｡)

(62) 得到HSK好成绩, 是中文系学生的梦寐以求｡ (得到HSK好成绩, 是中文

系学生梦寐以求的｡)

(63) 因为我自己心里的不安｡ (因为我自己的心里不安｡)

(64) 所以熬夜的好处是可以用时间高效地｡ (所以熬夜的好处是可以高效地用

时间｡)

在助词语序偏误中, 我们发现大部分偏误是“的”的位置使用不當造成语序偏误, 

如从(58)到(63)共有6个, 多是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而产生了偏误｡ 如(58), 在韩

语中有表示“话, 话语”的名词“말 ”, 另外用“말하다”表示动词“说”, 但同时与动词形式

上相近的“말”也是名词, 而且在韩语中常有“ 구 구 하는 말”的表达方式, 所以学生

们误认为汉语的“说”也可以用为“名词”, 也可以直接说“---的说”｡ 所以想當然地认为这

种表达可以直接充當主语, 结果把“的”放在“他”和“说”的中间用为定语标志, 但实际上

这里是“的”字结構, 有把“他说”这个动词词组转换为名词性成分的功用, 应该放在“他

说”的后面｡ 但学生们对此没有 清楚发生了偏误｡ 

又如(60), 我们可以发现学生对多层定语中哪个部分定语后应该使用“的”掌握得

还不好, 而且受到韩语负迁移的影响, 韩语这句话说“ 의 학회 경력”, 所以在汉语中

也在第一层定语“你”的后面用了“的”, 而在第二层定语“学会”的后面却没有使用“的”, 但

在汉语中这里“你”后面的“的”可以不用, 除非要表示强 的时候, 而“学会”和中心语“经

历”之间则要使用“的”｡ 

对于(61)､ (63)都是应该在中心语前面使用“的”, 但学生却在谓语前面使用了

“的”｡ 这也是受韩语而致｡ 比如说(61)“下午的工作”韩语中说“오후 일 하는 것은”中间

不用“的”但后面用“---하는 것은”加以转换, 所以学生在表达时也对应地在后面使用了

“的”, 同样(63)“自己的心里”韩语中直接说“내 혹자 마음속에”中间不用“的”但后面有

“에”的形式从而学生直接转用成“的”｡ 至于(62)“是---的”结構中“的”字应该放在句尾, 

但学生却提前了｡ 

后(64), 作为状语的“高效地”理应放在谓语动词之前但被误放在句尾了｡ 我们

觉得可能是学生们逻辑思维表达上有问题, 学生们觉得“好处是用时间”, 但现在韩国



404  《中國文學硏究》⋅제46집

年轻人中习惯性地为了强 , 又补充说明一下, 所以表达上也是把具体说明的部分

“高效地”放在了句尾｡ 

4. 误用助词

误用助词是指本来应该使用甲助词, 但学生却误用了乙助词｡ 这类偏误共3个, 

占总偏误的2.03%, 比例 ｡ 

其中“着”误用为“了”偏误2个: 

(65) 我们沿着散 路走了, 买吃了烤饼｡ (我们沿着散 的路走着, 买了烤饼

吃｡)

(67) 我们惭愧地低下了头走进西餐厅｡ (我们惭愧地低着头走进西餐厅｡)

“了”误用为“过”偏误1个: 

(66) 但是一个月没见过｡ ( 但是一个月没见了｡)

如上可知, “着”的用法虽然简单, 但学生们还不太熟悉并和“了”常常发生混淆｡ 

具体来说, “着”的用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表示进行状 的“着”, 但学生们却误用为“了”

如(65)｡ 二是表示前一个动作是后一个动作行为方式的“着”, 学生们也误用为“了”如

(66)｡ 后, 表示过去的经历的“过”, 学生们也和表示对事实强 肯定的句尾“了”相混

淆如(66)｡ 

在我们看来, 在学生的汉语介词习得过程中, “了”往往被泛化使用, 而且受到“了”

和“没”不能共同出现的这一意识的影响, 有时会和“过”发生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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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结论

1. 韩国学生汉语助词习得偏误的表现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 我们对韩国学生汉语助词习得偏误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 

可见韩国学生汉语中介语中对助词的习得和使用有着一定的, 系统性的, 规律性的表

现｡ 总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助词偏误中多用偏误比例 大, 而在多用偏误中“了”字偏误 多｡ 在汉语

学习和运用过程中, 常常在表示某对过去的某一事件的一般叙述中在句尾多用“了”字, 

并且在表示对某种习惯性行为规律的表达中也在句尾多用“了”｡ 另外“的”的多用情况

也比较常见, “是”字句中當宾语不是名词是较複杂的动词词组时, 学生易多用“的”｡ 另

外在形容词谓语句中, 當形容词多为複合形容词, 也就是说多为“~+하다”的形式时, 

学生们习惯性地多用了“的”｡ 而在动词谓语句中, 當动词宾语在韩语中要使用“-----하

는 것”的形式加以转换时, 学生们在句尾多用“的”｡ 后在句中一些不该使用的固定

搭配中自然地多用了“的”字｡ 究其原因, 这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在汉语的学习过程中, 

习惯性地转用母语, 受到了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另一方面, 还是因为学生们对于汉语

掌握的不足, 所以过度概括地泛化使用了汉语的“了”, “的”, 尤其是在句尾｡ 相反在句

中则更多地受到了母语的影响而漏用了“了”, “的”｡ 

(二) 助词偏误中漏用偏误比例位居第二, 而在漏用偏误中“的”字漏用 多｡ 當

定语不是一般的形容词, 而是相比之下比较複杂一点的介词短语､ 动词短语或较长较

多时, 学生往往无法找到和韩语相对应的“의/은/는”等定语标志而常常容易漏用“的”, 

而且受到一些不 要定语标志的韩语表达的影响, 学生在句中也易漏用“的”｡ 而对于

“了”字漏用偏误来说, 一般當句中有表示现在或 来的时间词语时, 常常漏用句尾的

“了”｡ 另外在一般叙述过去事件的几个连续的动作时, 对于其中某个动作应强 表示

完成时常常漏用句中的“了”｡ 再就是受到“没”不和“了”共现的矫枉过正的影响, 在表示

强 或肯定事实的句尾漏用“了”｡ 后“地､ 得､ 着､ 过”也有 数漏用偏误｡ 

(三) 助词语序偏误现象并不常见, 主要是“的”的位置使用不當影响了表达造成

偏误, 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混淆了汉韩两种语 中常充當谓语的动词和常充當主语或

宾语的名词的词性, 在 要转换的动词性成分前面而不是后面使用了“的”｡ 还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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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多层定语孰近孰远的关系理解不當而致, 在不 要用“的”的较远的定语关系后

面用了“的”, 反而在较近的定语关系中没有用“的”｡ 可见学生对“的”的正确运用还很薄

弱｡ 

(四) 助词误用偏误 ｡ 虽然只有3个但是可以发现学生们对于“着”､ “过”的用

法掌握的不够常常跟“了”相混淆｡ 无论是对表示后一动作方式的动词, 还是对表示过

去经历的动词, 都习惯性地理解为母语中的表示过去时 的事件, 并误用了表示完成

的“了”｡ 可见学生更倾向于泛化使用助词的“了”｡ 

2. 韩国学生汉语助词习得偏误产生的原因

韩国学生汉语助词习得偏误的表现不尽相同, 而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也不能一

概而论, 总体来说, 我们认为这主要和他们学习汉语时的不同的学习策略有关｡ 学习

策略是指学习 在第二语 学习中有意无意使用的方法和手段｡ 学生们在汉语助词

的习得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同的学习策略影响了他们的表达和习得, 导致了他们产生种

种偏误｡ 

首先, 学生们语 转用的学习策略可能导致偏误的产生｡ 

在第二语 习得研究领域, 母语知识对目标语习得的影响是众多语 学家及心

理语 学家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从本文中韩国学生汉语助词习得过程中产生偏

误的情况来看, 由于学生在汉语助词习得的过程中, 遇到某种表达时, 常试图借助于

母语方面的结構规则和文化习惯来表达思想, 从而造成了偏误｡ 比如说助词偏误中多

用偏误比例 大, 而在多用偏误中“了”字偏误 多｡ 究其原因, 韩国学生因为受到母

语中表示过去时间的标志“었”的影响, 在汉语学习和运用过程中, 常常在句尾多用“了”

字｡ 又比如“的”字的漏用和多用, 在韩语中一些不 要定语标志的词语可以直接修饰

名词, 因此学生们想當然地在汉语表达时漏用了定语标志“的”字, 而因受到母语表达

的影响在汉语一些不该使用“的”的固定搭配中却自然地多用了“的”字｡ 

另外, 从本文的偏误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 学生们不仅转用母语, 还可能转用

第一外语以及第一外语和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第一中介语5)
｡ 在我们的研究中, 学生们

5) 这里我们仅把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学生所掌握的英语中介语称为第一中介语｡ 在我们的

查对象中, 所有的学生都是以英语为第一中介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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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外语英语对学生的汉语学习也产生了一定的负迁移, 比较明显的表现如形容词

谓语句中“是”字泛用, 进而造成了“的”字漏用｡ 如前所述, 学生们在一些可以直接做谓

语的形容词前面常常多用“是”, 这是因为学生们在学习汉语之前, 一般都已经先接触

和学习过英语, 在英语中, 形容词是不能单独做谓语的, 必须要在前面使用“be”动词, 

而英语的“be”对应的正是汉语的“是”, 所以学生们习惯性地在汉语形容词前面多用“是”｡ 

而在汉语中“是---的”结構可以表示强 , 所以如果学生们相应地在句尾使用“的”, 那

么一般情况下该句子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相反, 学生们都漏用了“的”, 这就与“是+动

词或形容词谓语”表达的对前面某人已经指明或说明的某种情况加以肯定和认证地强

的表达结構相混淆了｡ 而在我们教学的过程中, 这种现象并不 见｡ 但学生对此却

全然不觉,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其次, 学生们过度类推, 或 说过度泛化的学习策略也可能导致偏误的产生｡ 

事实上, 语 的影响不仅仅限于韩语母语的迁移和英语第一外语的迁移, 还有

汉语目的语本身的影响｡ 而汉语目的语的影响 明显的表现是学习 把他已获得的

有限的, 不充分的汉语知识, 用类推的办法不 當地套用在目的语新的语 现象上, 

造成了偏误, 比如说学生们对于“是---的”结構的过度泛化的使用｡ 又比如说在学生们

的助词习得上, 有时有着一种既不同于母语韩语也不同于目的语汉语的习惯性表达｡ 

这就是在句尾过度使用助词“的”, 学生习惯性地在形容词谓语句中, 尤其是當形容词

为複合形容词时, 也就是说为“~+하다”的形式时, 学生们习惯性地在形容词谓语句

句尾多用“的”｡ 而无论是母语韩语, 还是汉语都不在形容词谓语句句尾添加什么附加

成分, 但对学生们来说, 他们觉得如果不在句尾加点什么, 总感觉 了点什么似的, 

有些动词谓语句也是如此｡ 

再次, 学生们的交际策略也会导致偏误的产生｡ 

学生在助词习得过程中, 有时还倾向于使用回避和简化的策略｡ 而且出于交际

的目的, 学生即使在一些篇章的写作过程中, 出于时间和表意的连贯性, 可能忽略细

节上的语法问题｡ 比如说, 学生们对于“地､ 得､ 着､ 过”这些助词的漏用, 一方面是

他们掌握的情况不太好, 另外, 也可能是他们迫于时间从而只注意了主要意思的传达

而忽略了某些细节上的语法规则｡ 

后, 我们认为造成学生们偏误产生的原因不仅仅只是学习 本身的原因, 还

和教材或 教学 的训练有关, 由于某些教材或教学 片面地引导也会让学生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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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造成偏误｡ 比如说, 一般教材上在讲授“了”时均强 “了”不能和“没”共同出现, 但这

仅仅是“了1”的情况, 而“了2”是可以的, 有时甚至是必须的｡ 比如说(29)中“因为我们

很长的时间没见”一般要表达为“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见了”｡ 而对此种类似现象学生们

几乎不约而同地漏用或 误用｡ 

总而 之, 造成偏误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表现, 语

差 , 学习策略, 交际策略, 教材教学问题等等都会影响学生的汉语习得｡ 

3. 韩国学生汉语助词教学重点

通过前面的分析, 可见韩国学生汉语中介语中对助词的习得和使用有着一定的

系统性的表现, 而针对这些具体表现我们认为应该在教学时加以注意和强 那些容易

发生偏误的地方, 从而提前做好引导和教学准备, 尽量避免学生发生偏误, 这里我们

认为值得注意的教学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拿“了”字来说: 

(1) 应强 “了”和韩语的表示过去时 的“었”不能对等使用｡ 尤其是在叙述一般

的过去事件时不应使用“了”｡ 

(2) 在叙述某种习惯性的或类似规律的动作行为时, 不应使用“了｡”

(3)但在对一般事件的叙述中, 如果有几个连续的动作, 有一定的先后顺序, 体

现出完成意义的动词尤其是后面的动词, 应使用“了”, 而不管是否有表示现在或

来时间的词语｡ 

(4) 具有成句作用, 表示强 肯定事实时, 表示状 变化时, 应该使用“了”｡ 特

别是“没见面了”之类的｡ 

其次, 对于“的”: 

(1) “是”字句中, 动词宾语为动词词组时不 要用“的”｡ 

(2) 动词形容词谓语句中句尾不应使用“的”｡ 

(3) 當定语不是一般的形容词, 而是介词短语､ 动词短语或 定语较长较多时, 

也应使用“的”, 不能按照韩语的表达方式在不该用“的”的情况下多用“的”, 而在该用“的”

的情况下反而漏用“的”｡ 

后, 对于其他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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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状语和中心语之间应该使用“地”, 在动词形容词和补语之间应该使用“得”｡ 

(2) 表示正在进行的动词后面, 且在表示后一动作的行为方式的前一动词的后

面应该使用“着”, 而不是“了”｡ 

(3) 具有表达过去的某种经历的动词后面应该用“过”, 而不是“了”｡ 

在第二语 习得过程中, 学习 的中介语有着系统性, 灵活性和能动性这三个

主要特点｡ 系统性是指学生在使用第二语 时虽然会出现偏误, 会与目标语 系统有

差距, 但仍依照一定的规则, 而不是任意的｡ 灵活性是指学习 的中介语系统不管在

什么时候都是不固定的, 都可行进改变和完善｡ 能动性是指中介语系统总是处在不断

修改与扩展的过程中｡ 我们认为通过 察分析学生们的助词习得偏误, 我们可以了解

和掌握学生们汉语助词习得的规律, 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 

至于具体的教学对策, 我们认为可以分四步走, 一引导, 二训练, 三纠正, 四巩

固｡ 

笔 曾经就学生“了”字出现的问题, 做过一定的训练｡ 比如, 拿“了”来说｡ 首先

我们讲授“了”的上述语法重点｡ 然后, 要求学生专门写一些关于对过去事件的回忆性

的文章或 要求学生尽量地使用“了”来做作文｡ 其次, 就学生们的写作材料, 进行纠

正｡ 这种纠正一般是双方共同进行, 也就是说, 當发现学生们的问题后, 把这些问题

集中起来, 让他们自己去检查什么地方有问题, 然后一起来修改｡ 后, 再要求他们

再重新写类似的文章｡ 经过这样的训练, 我们确实发现学生们对“了”的正确运用和掌

握普遍上有所提高｡ 

事实上, 即使教学 尽管一再地强 , 学生们还是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偏误, 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 一方面在加强练习的基础上, 还应该引导学生加强汉韩语 对比, 

當地进行汉韩对译训练｡ 让学生做韩译汉的翻译文章, 然后让学生们双双交互改正对

方的译文｡ 后对于出现的偏误共同分析, 说明, 给学生充分发现和认识偏误的机会｡ 

因为只有学生自身认识到了问题才能更好地注意和避免类似的或重複地发生某种偏

误｡ 當然关于更具体地教学对策和收效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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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助词作为虚词的一个重要部分, 更是我们 察外国人汉语认知规律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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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 对韩国学生来说, 汉语的助词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运用情况却并

不容乐观｡ 在韩国学生的口语及书面语中, 存在着大量的助词偏误｡ 文章对这

些偏误现象加以分析, 具体 察偏误的类型及造成这些偏误的主要原因｡ 韩国

学生助词习得偏误类型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多用助词､ 漏用助词､ 语序偏误､ 

误用助词｡ 这些偏误中, 使用频率 高的“了”和“的”的偏误也 多, “了”字偏误

常因受到母语过去时间具有一定标志的影响在句尾多用, 而“的”字偏误则在複

杂定语中常常漏用, 至于“地､ 得､ 着､ 过”很 使用但一旦使用更容易发生偏误

或漏用, 或与“了”误用｡ 针对这种现象, 我们认为在对韩汉语助词的教学过程

中, 教师对于容易发生偏误的助词的引导､ 提醒和强 十分必要, 同时还要通

过韩汉对译练习, 以学生为主, 引导学生自己发现和改正偏误｡ 

【英文提要】

The auxiliary word, used for helping the verb or adjective to 

make a sentence, is frequently misused by Korean students while 

learning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 - language corpus, the 

paper collects a great deal of sentences with errors made by 

Korean students while using“了”or 的”and other auxiliary words 

and analyzes the types of the errors. There are mainly four types 

of errors i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uxiliary word made by 

Korean students: (1) Auxiliary word redundancy; (2) Auxiliary 

word absence; (3) Auxiliary word misplacement; (4) improper. 

Through an adequate analysis of such data,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way of thinking in Korean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nd to reveal the features of their inter language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tinent teaching strategies. By 

comparing the target language Chinese and the mother language 

Korean,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reasons for the erro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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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as we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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