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教学现代化学报 The Journal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JMCLE 

JMCLE Vol.5 No.2 Dec. 2016 PP.46-57 ©Association for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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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报告就偏误分析(EA)中出现的模糊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通常把偏误分析分为五个阶段,即收集学习者

的语言资料、鉴别偏误、描写偏误、解释偏误和评价偏误等。其中的解释偏误阶段可以说是第二语言习得中最重要

的一个阶段.这是因为这一阶段是找出学习者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偏误的过程。既这是与第二语言习得的最终目标关

系最为紧密的阶段。但研究者们在揭示学习者的偏误原因和偏误类型的过程中经常发生一些因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而

产生的模糊性偏误用例。这很有可能导致偏误分析本身就是偏误的问题。因此本报告将提出偏误分析中产生的这些

模糊性偏误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并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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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on the problem of the errors of EA(Error Analysis). The steps of EA can be classified into 5 
different stages: collection of a sample learner language, identification of errors, description of errors, explanation of errors, 
and evaluation of errors(Ellis 1994:48). Among them, the step of explanation of erro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SLA, since the 
answer for the question why learners make the errors are investigated in the step, and that is the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ltimate goals of SLA. However, many ambiguous situations occur when researchers find the reasons for the errors of 
learners, and that makes researchers judge the types of errors very subjectively. As a result, errors of EA can be made as well. 
This paper discusses about the ambiguous situations in EA with examples of learners' errors. Also, it suggests some remed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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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二语言习得(SLA,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即真正的外语习得的研究首先是从偏误分

析(Error Analysis, 以下简称为EA)开始的。220世纪 50年代是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 以下

简称为CA)的兴盛时期, 对比分析主要是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但CA强
调的是对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的语言体系进行一系列的对比研究。CA认为母语的干扰是学习者

出现偏误的唯一理由,因此把偏误看成必须纠正的对象。与此相反,EA认为学习者的偏误原因不仅

仅来自于母语的干扰，从而开始关注学习者自身的语言体系。即开始对学习者的语言体系中既不

                                                        
1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Grant Funded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NRF-2014S1A2A2057389) 
2 本文认为对于学习者来说, 如果不是学习母语，那么在学习其他语言时,外语(foreign language)和第二语言

(second language)这两个概念相差不大，因此本文没有区分这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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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于他们的母语也不是来自于目的语的偏误进行系统误差(systematic error)分析,来揭示学习

者的语言习得过程和习得机制。3  
Corder(1971)首次提出了学习者偏误这一问题，还提出了偏误分析的五个阶段，即收集资料，

鉴别偏误，描写偏误, 解释偏误和评价偏误等。我们认为研究过EA的学者都已认识到这几个阶段

的难度相当的大。在这五个阶段中SLA研究的核心是解释偏误,即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误’。

本文的研究重点就在于揭示发生这种解释偏误的原因。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与EA相关的诸多

研究在解释偏误时许多研究者事先制定出一个基准，然后据此揭示其来源。 Richard(1971)提出了

干扰误差(interference error), 语内错误(intralingual error),发展错误(Developmental error)等三个原

因，4Richard(1974) 又把语内错误和发展错误合二为一,解决了语内错误和发展错误区分不够明确

的问题 。Dulay and Burt(1974)则分为发展错误, 干扰误差(interference error)和独特误差(unique 
error)。Brown(1980)则把偏误分为干扰传递(interference transfer), 语内传递(intralingual transfer),学习

语境(context of learning)和交际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等。5之后就有许多学者在这些先行研

究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研究或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分类法。但问题是这种分类法中存在不可能解决

和不易避免的模糊性,我们也无法排除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的介入。有时出现的偏误不只是一个，

而是两三个共同干扰的结果，研究者们为了分类,有可能选择性地分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而排除

另一个原因。6有时一个误差是制造另一个误差的来源 7，但实际上EA的分析中并没有考虑到这种

偏误发生的过程。这种分析上的模糊性或不彻底性让我们无法保证EA结果的客观性，进而让人很

难把握EA的最终目标，即学习者的习得过程和机制。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局限性就是如果学习者

因不熟悉这些词项而故意使用回避策略的话，我们就很难把握学习者的语言体系。因为EA只能对

学习者使用的部分加以分析,但是克服EA的这种局限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许多论文明

知有这种局限性,还不得不继续进行研究，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虽然EA自身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但仍有很多学者以不同语言背景的学习者为对象进

行了研究。8就如Corder(1967)所说，学习者的偏误对于教授者来说是了解学习者习得的阶段，对

于研究者来说是了解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和学习战略的阶段，对于学习者本身来说是了解自己

的外语习得程度 9的最直接的方法。近年来EA研究处理偏误的方法也有了新的进展。即一直以来

CA研究者都把偏误看成是必须纠正的对象，如果说初期的EA是通过偏误分析来揭示学习者的语

言体系，并进行语言学方面的理论性研究，那么现在的EA研究是利用大量的学习者语料库，来揭

示外语学习者习得过程中的难点，最后再应用到教学大纲,教学法以及教材的编写上。总而言之,
这些EA在语料库语言学的新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0  

看来今后在SLA领域EA会持续发展下去。本文针对以往西方语言学界指出的EA的基准和

                                                        
3 Selinker(1972)主张把学习者的语言体系看成一种独立的结构体系,即看成中介语(interlanguage), 而不是一

个孤立的偏误的集合体。之后许多研究者接受了Selinker的这种观点,把学习者的偏误看成是中介语的某一个阶段,

偏误不是一个单纯的纠正对象，而是学习者在外语习得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语言现象。 
4 这一部分的内容参考了 Heydari and Bagheri(2012:1583-1585)。 
5 Brown(1980)又把交际策略分成回避(avoidance), 预制模式(prefabricated pattern), 认知和人格风格

(cognitive and personality style), 诉诸权威(appeal to authority), 语言转换(language switch)等。 
6 参考Long and Sato(1984:257)。 
7 参考Nzama(2010:43)。 
8 在韩国学界经常可以看到以中国学习者和韩国学习者为对象的EA研究，此外还有López(2009)针对西班牙学习者、

Sawalmeh(2013)针对沙特阿拉伯学习者、Jabeen(2015)针对巴基斯坦和伊朗学习者等各种母语背景的学习者为对象

的 EA研究。 
9 参考Corder(1967:161)。 
10 韩国的中国学界也紧跟这一趋势，进行了很多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 EA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전기정(2012), 

박용진(2015), 박지영 外(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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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上的局限性，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角度来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虽然国内外的中国语言学界

已对偏误进行了很多具体,有深度的讨论，但还没有学者从偏误分析的局限性出发,并以此为切入口，

探讨相应的改善方案。因此我们将对目前的 EA 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总结，为了今后更好地开展

EA研究, 深入挖掘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好方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偏误分析 11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相较于西方国家起步时间较晚，以鲁健骥 (1984)的研究为起点，直到 20
世纪 80年代才基本成型。1280 年代的EA研究大体上跟CA相同，进行的是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初

步分析，而中国的偏误分析的成果应该是到了 90年代才正式形成。自从鲁健骥(1984)提及中介语

的概念和起源以来，很多学者陆续发表了EA论文, 相继出现了鲁健骥( (1987)、孙德坤(1993)、鲁

健骥( (1994)、王建勤(1994)、 李大忠(1999)等的研究，到了 2000年以前已经打下了偏误分析和中

介语的理论基础。EA研究涉及的范围不仅仅是语音,词汇,语法等领域，还延伸到语用领域，这一

时期的汉语习得研究发展为具有独具特色的领域。近几十年， 对外汉语教学迎来了新的鼎盛时

期 13,不仅有了质的发展，还有了量的发展， EA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14 
考察 2000年以后中国的偏误分析论文可知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呈细化，多样化面貌，数量上也

有了令人瞩目的飞速成长。在中国文学以及汉语教育方面,最权威的中国期刊《语言教学与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语言文字应用》中 2000 年以后发表的EA论文数量竟达 232 篇，

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为止发表的EA论文总数的 86.9%。15论文数量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原

因在于国内外的汉语教育需求在持续增长，因此EA的研究也随之不断增长。可以说 2000 年以后

是中国EA研究真正的发展时期。但是就如前所述EA研究须分收集材料, 鉴别偏误, 描写偏误, 解
释偏误, 评价偏误等阶段进行，中国EA研究的大多数为解释偏误, 既比起阐明偏误来源，更侧重

于解释。解释偏误时大都没有客观性的判断基准或统计，只凭研究者的语感以及主观上的判断，

也没有明确注明偏误句的出处，分析上也有很多有待补充的部分。16 
肖奚强(2000)考察了韩国汉语学习者的偏误问题，但没有把偏误问题进行类型化分类，也没

有分析偏误来源，只凭自身的教学经验，罗列了韩国学习者的典型的偏误句，并提出几项针对韩

国学习者的教学法，这一研究只能属于比较初级的EA研究。肖奚强(2001)为了深入分析EA， 采
                                                        

11 “对外汉语教学”这一概念是中国学界使用的一个术语，指的是汉语作为一门外语的教学和学习。韩国也沿用

了这一术语，因此本文也采用了这一概念。 
12 鲁健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中介语理论與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1984), <外国人学汉语的语用失

误>(1993), <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汇偏误分析>(1994) 等,这些论文可说是中国EA的先行研究。 
13 参考김해령(2015:32-38)。 
14 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语言文字应用》等与汉语及教育相关的代表性期刊结果

表明，1980年至2016年发表的偏误分析论文数量达267篇。 以下《世界汉语教学》是从 1987年开始统计的数据,

《语言文字应用》是1992年开始统计的数据。 

期刊 《语言教学与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汉语学习》 《语言文字应用》 

论文数量 59篇 60篇 87篇 61篇 

 
15 2000年以后发表的 EA论文篇数如下，跟 1980-1999年的论文篇数相比，增加了六倍。 

期刊 《语言教学与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汉语学习》 《语言文字应用》 

论文数量 47篇 56篇 75篇 54篇 

 
16 在中国EA领域中引用指数高的研究者,如肖奚强(2000)、赵葵欣(2000)、赵金铭(2002)、袁毓林(2002)、周文

华(2009)、谢福(2010)等也没有具体探讨偏误来源，大都注重偏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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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崭新的EA研究方法 ,主张区分偏误和失误，根据偏误分析的目的进行类型化分类之后, 再对

偏误用例进行分析。肖奚强(2005)在学习者语料库中抽取‘除了’句式,并对此中介语进行了详细

的研究,不仅描写了外国学习者使用‘除了’句式的情况,还按语言水平等级统计了使用分布情况。

这一系列的研究虽然在试图采用多种方法来研究 EA 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仍然处于片面的

解释偏误的阶段。即还是没有到通过分析学习者的偏误来源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阶段。  
方绪军(2001)倒是提到了产生偏误的诱因。这篇论文研究了中介语中带有偏误的动词句,即动

词和补语的偏误问题，指出动词句产生配价偏误的诱因是学生母语的干扰、教学引导的不足、不

适当的类化、学生个人因素等。但他在解释产生偏误的诱因时只是举出简单的偏误用例，因此实

际上他的这些研究很难说是解释偏误。 
2000 年以后的中国EA研究在偏误分析方法上仍然没有摆脱鲁健骥(1994)提出的遗漏、误加、

误代、错序等四个模式。赵金铭(2002)根据学习者的偏误与母语话者可能出现的句子相似度来解

释偏误。假如错句和正确句最为相似则说有“最小差异”，并根据可接受性分了 5个等级。17他还

提出发生这些错句的原因很可能是目的语学习的不足和母语干扰，只可惜没有进一步对其进行更

为详细的分析，而且偏误用例大都来自转引材料。崔希亮(2005)则研究了欧美学生汉语介词习得

的偏误。他说从偏误类型上看共有九种情况：介词冗余, 框式介词缺少呼应词语, 介词结构出现的

位置不当, 结构错位, 结构不完整, 体貌标记错误, 词语搭配问题, 语义模糊, 介词混用等。实际上

这些偏误都是从添加, 遗漏, 错序，混用等几项大类里细分出来的，但是在尝试提出具体的类型并

进行细致的分析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虽然他的研究比起之前的研究在解释偏误上有了一定的

进步，即对各种偏误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对发生偏误的原因进行深入考

察，也没有对母语和目的语进行比较分析，更没有提出适用于各个学习者的教学方案。  
袁毓林(2005)则用最近在EA中使用最多的语料库语言学来进行研究。这个方法是在语料库中

抽取大量的偏误用例进行统计，从而确保研究的客观性, 从这一点上看,他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他把学习者在使用 “不”时出现的偏误分为句法和语义两个类别进行议论, 但这一研究同样也没

有详细分析偏误原因，只注重于解释偏误类型。谢福(2010)在对较大规模的学习者语料进行统计

的基础上，区分了“是……的”句的正确句和偏误句，还研究了初、中、高三个等级的留学生“是……

的”句的习得顺序。他将“是……的”句分为八个句式，进而对学习者跟母语者的使用频度加以

比较。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可让我们了解学习者和母语者的“是……的”句习得情况,但他没有尝

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出现偏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周文华(2014)尝试使用类型学的分

析方法,在大量的语料库里抽取偏误用例，考察了SVO 型和 SOV型母语者的介词及介词句的语序

上的差异。他得出的结论是母语的语序带给汉语语序的影响跟学习者的水平有关。即随着学习者

水平的提高，母语的干扰将逐步减少。比起以往的研究只把偏误的原因归为母语的干扰有了一些

进展,但是最终得出的结论仍然是不必对母语迁移过度泛化，没有提及母语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

学习者的偏误。  
如上所述，中国的 EA 研究到现在为止，在量化和质化上都有了飞速的增长，研究范围或对

象也变得更为集中细致，在使用学习者语料库时采用的数学统计等研究方法也比之前客观化。但

是研究的焦点仍然停留在具体地描述偏误的阶段，还没有到揭示偏误原因改善并运用到教学上的

阶段。初步揭示偏误原因的几篇论文大多数仍为母语和目的语的差异对比。 
 

3. 通过偏误用例来看偏误分析的模糊性 

这一部分将以韩国大学生学习者的作文语料库为基本材料，讨论在EA中解释偏误时出现的模

                                                        
17 引用了袁博平(2001)在《汉语中的两种不及物动词与汉语第二语言习得》 (演讲稿)一文中提到的“等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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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性。这并不是假设性的推论,也不是回顾教学中碰到的偏误，而是讲学习者在作文课中出现的偏

误，因此这是个有用的信息。18而且因为这是以韩国学习者的作文为对象的，还可为国内学界进

行的偏误分析研究提供可靠的(authentic)资料。 
如前所述，EA中说的解释偏误就是揭示偏误原因，因此可根据出现的偏误原因进行分类。据

被许多EA研究者奉为指针的Ellis(1994)的说法, 偏误分析是SLA中揭示其本质的阶段，是EA中最

重要的一个阶段。19因此解释偏误时,研究者们应该非常慎重，必须确定偏误的类型。20西方的许

多EA研究者大都把学习者偏误放在语际错误(interlingual error)和语内错误(intralingual error)这两个

大的范畴里进行分析。后来随着EA研究的发展这两个类型分得更为细致。周小兵、朱其智、邓小

宁(2007) 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EA研究者之一，他们把偏误发生的原因分成母语的负迁移、目的语

规则泛化、教育误导、交际策略运用、偏误的认知解释等五个类型。21最近朴智英等(2016)对韩国

汉语学习者的动宾结合关系进行了分析, 他们根据偏误原因分为自然句、简单偏误句、复合偏误

句、无法推测的偏误句等四个类型。22  
尽管研究者们为了合理地解释 EA 而做出了诸多的努力，但是解释偏误时最先出现的问题仍

然是偏误句里不是只有一个偏误,而是会出现两三个复合型的偏误，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

理这些偏误用例。或许研究者们只能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偏误。那么我们又面临谁来定这个所谓的

代表性偏误呢，又有谁来保证这个判断结果具有客观性呢等等问题。或者也有人可能为了消除这

样的问题把所有的复合偏误放到各个偏误类型里。不过即使用这种权宜之计处理复合性偏误，还

是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怎么解释这个偏误,即在判断偏误原因时，会有研究者的主观性干扰。

这就是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话题,即解释 EA 时其本身带有的偏误和模糊性等诸多问题， 本文旨

在把这几个问题进行分类并加以分析。  
3.1 分析材料的来源 

本论文分析的学习者作文为ColloConc23资料。ColloConc是可以输入韩国汉语学习者的作文，

构建学习者语料库的一个系统, 还可以输入教材上的材料，因此可以有效地分析学习者使用搭配

的情况与教材的相关性，是一种concordance。24输入时期为 2015 年 9 月到 2016 年 6 月，学习者

                                                        
18 有关偏误分析的研究中有不少偏误的出处是不够明确的。这些偏误用例有可能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记忆而写的，

也有不少可能是研究者为了便于研究而进行处理的(manipulate)偏误句。这样的偏误用例也不是没有研究的必要。

在理想的分析中设定可预料的偏误并对此进行分析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用学习者语料库来研究过 EA的研究者都

会觉得，事实上很难找到这种理想的偏误句。 
19 参考Ellis(1994:57)。 
20 最近的韩国汉语EA研究大都处于鉴别偏误、描述偏误阶段。(전기정(2012)、윤유정(2013)、손정애(2014)、박지영 
外 (2016))这些研究在揭示学习者偏误形式这一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没能揭示EA的核心问题,即解释偏误原

因，第二语言习得过程本身，从而最终为学习者服务，因此从这一角度看还是有所不足。 
21 母语的负迁移指的是学习者把母语的语法规则直接沿用到目的语中，从而引发的偏误，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语际错误。目的语规则泛化指的是没有完全理解目的语的特定语法现象和相关规则，并错误地以此类推，把范围扩

大到不适合的范畴。教育误导指的是教学误导引发的偏误。交际策略运用指的是学习者在目的语知识不足的情况下

使用交际策略时出现的偏误。偏误的认知解释指的是语言的普遍性、标记性、自然度等。유재원 外(2014:84-93) 再
引用。 
22 自然句指的是正确的句子，简单偏误句指的是有错别字的句子。复合偏误句可分为遗漏,、添加,、混用,、语序、

其他等五项。遗漏指的是词语的一部分或全部被省略或脱落的偏误。添加指的是插入不必要的语素或词语的偏误。

混用指的是对词语的用法和词汇搭配关系理解不够而出现的便误。语序指的是在句子成分的排列上出现的偏误。此

外不属于以上四种情况的偏误处理为其他偏误。最后无法推测的偏误句指的是研究者无法从中推测并分析出规律的

偏误用例。박지영 外 (2016:126) 再引用。 
23 http://colloconc.ewha.ac.kr/ 
24 有关ColloConc的详细资料与功能请参考朴智英 外(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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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中出现的词汇类符(type)的总数为 3,168个, 形符(token)总数为 72,262个。25  
收集到的学习者作文句子总数为 11,616个。有句号、问号、叹号等文章符号则看成一个句子，

不包括有逗号的句子。学生的作文按学习者的等级进行分类。等级分为初中级(low intermediate)
阶段 26及中级(intermediate)阶段，收集初中级阶段的语料时再按学生使用的汉语教材细分，这是为

了便于观察教材的内容和学习者作文的相关性。 初中级和中级的作文主题都定为是‘我的现在和

未来’，比较宽范, 为了收集更多的文章，让负责该课程的老师提示学习者即使跟主题的相关性不

大也可尽量多写。之所以选择这种开放的作文形式，是为了让学习者自由选择词汇，尽量避免因

教授者的课程设计而引发的偏误可能性。  
本文中涉及的内容为偏误分析时呈现复杂性面貌的句子以及带有模糊性的句子，因此本文的

分析对象排除了使用比较简单的句子的初中级阶段的作文，只选取了中级阶段的作文。本文搜集

的作文对象是 2016 年第一学期(即 3 月)在梨花女子大学上《汉语阅读》 和《汉语口语I》 (二年

级专业课,原语讲座)的 50 名学生。27我们在这些学生作文中选取的用例是汉语学习期间为一年以

上的学习者的作文。我们认为在EA的解释偏误阶段，一般情况下学习者的水平越高，出现的问题

越复杂，因此我们没有选择这一阶段的学习者。我们认为学一年以上的汉语，才可定为中级水平，

而处于这一阶段的学习者中介语较有规律性，其原因也多种多样。  
3.2 失误和偏误 

Corder早就指出应区分偏误和失误(mistake)，EA研究须排除失误用例。这里所说的学习者的

偏误指的是由于学习者对目的语的知识不足而反复出现，学习者又没有意识到那是偏误，也不能

                                                        
25 类符指的是使用的个别词汇的数量, 形符指的的使用某一个别词汇的总数。例如, 学习者作文中出现的动词“去”

的类符虽为一个，而收集的作文中出现“去”的形符为2,517个，即学习者作文中使用“去”的频率。 

 
图1  “去”的使用频度（类符频率） 

 
图2  使用动词“去”的学习者作文 

26 收集的初中级学习者的作文是 2015年9月到12月之间，为期一学期。参与作文的学习者为位于首尔市内的 4

所大学听<중국어 2>的学生，大部分是学习<중국어 1>时才接触汉语的学生，学习期间为 6个月到 8个月。开学后

严格限定了听课学习者的汉语学习经验，排除已有丰富学习经验的学生，因此可以说学习者之间的汉语水平偏差不

太大。初中级作文的收集一共为3次，每次平均收集了375名学习者的作文。中级学习者的作文是在 2016年 3月

到 6月在梨花女子大学收集的。中级汉语一个学期开设的课程数较少，听课的学生也相对地少一些，因此比起初级

汉语学习者的作文要少很多，有一定的局限性。 
27 虽然我们可根据课程的性质来推断选择这门课的学习者大概是具有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但笔者还是进行问卷

调查了解了学习者的个别学习期间。其结果发现六个月至一年的学习者为六名，因此我们在研究中排除了他们的作

文，在 44名学生的作文中抽取了偏误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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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改正过来的情况。而失误指的是偶然出现，学习者可以自觉地找出错误，并立即改正的情

况。偏误和失误的定义非常明确，人们对此也没有什么异议。实际上在EA中识别出这两种情况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28以下是学习者语料库中出现的偏误句中写错字的例子，研究者可以非常容易

且明确地指出此类句子是错句。29  
 (1)* 我们发现其中 300 个人，只 11 个个吃这个药。(我们发现 300 人中，只有 11 个人吃这

个药。) 
看例(1)“11个个”中的第二个“个”字，我们可以断定这是把“人”字错写成“个”字的情

况，为什么呢？因为前一个分句中“300个人”中的“人”字并没有写错。30因此此类句子我们不

能称其为偏误，原则上不应该包括在EA范围里。但是下面的例(2)就不能等同于例(1)，一概而论。  
(2) *我只在学校上○(写错的“课”字)，但我不太喜欢我的专业，所以我的成绩也不好。 
(我只在学校上课，但我不太喜欢我的专业，所以成绩也不太好。) 
(3) *我最近的生活过得很忘。(我最近的生活过得很忙。) 
看例(2), 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学生写的其他句子的水平来判断，不像是因为学习者不会写“上

课”而写错的。即这好像是错字，是一种失误。但是光靠分析学习者的作文，我们没有方法证明

这是失误。因为这个学生只写了一次“上课”，而这仅有一次的“课”是写错的。因此我们不能明

确地说是刚开始学时没有学会写“课”字，还是在写作文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失误。 如果是前者

的话属于偏误，如果是后者的话属于失误，但我们没有明确指名其类型的根据。下面例(3)也属于

这种情况，就如例(2)一样，不知道是把“忘”字错写成“忙”字，还是因失误写成“忘”字，我

们不能光凭学生作文的分析来妄下定论。跟例(2)不同的是，我们不知道是把“忘”字写错，还是

把另一种意思的字写在了“忙”的位置上，也有可能是因“忘”和“忙”的汉字构成要素(亡+心, 
忄+亡)相似而产生的，因此根本无法判断是偏误还是失误。下面是好像事先学过汉字的学生的作

文中常常出现的简体和繁体混用的句子。 
 (4) *现在我是大學三年级的学生。(现在我是大三的学生。) 
在这个句子中,学生把“大学”的“学”写成了繁体字, “学生”的“学”写成了简体字。即

在同一个句子中同时混用“學(学)”的繁体和简体字。 那我们现在来设想一下所有可能发生的情

况：第一, 这个学生是因为事先学过汉字，因此受其影响把“大学”的“学”写成了繁体字。第

二, 这个学生有可能认为“大学”的“学”是繁体字，“学生”的“学”是简体字。第三, 这个学

生混淆繁体的“學”和简体的“学”，并不知哪一个是正确的。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应该看成是失误，

如果是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应该看成是偏误。因此可以说研究者在解释偏误时，不仅很难鉴别失误

和偏误，而且也很难解释偏误原因。  
在 EA 中鉴别偏误和失误是识别偏误的最为基础的阶段。但是至今为止的研究中连这种最为

基础的阶段也很难下结论。如果所有的鉴别和分析需要靠研究者的主观性的话， 那门我们只能把

它看成是为了分析而做的分析，而不能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SLA研究。  
3.3 语际错误和语内错误 

现在开始讨论一下在鉴别偏误的过程中不属于失误，而归为偏误，描述时很难找出其原因的

情况。如前所述，Ellis(1994)把偏误分为语际错误和语内错误两类，前者是因母语的干扰导致的错

误，后者是学习目的语时遇到的内部干扰而发生的错误。如果把这两个概念放到韩国学习者的情

况来看，语际错误是因韩国语的干扰而发生的错误，语内错误是因汉语本身具有的难点而产生的

                                                        
28 例如 박지영 外(2016:120)没有区分偏误和失误。因为研究对象为大规模语料库，使用汉语搭配分析系统

(ColloConc)抽取句子，因此即使是失误也没有确认的方法。 
29 例文使用简体字。因为学习者的偏误中常常出现简体和繁体混用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对此加以区分。而且纠

正偏误句的时候，如果是正确句，就放在括号里。 
30 实际上这个学生的作文中除了本文中提示的句子以外，还出现了很多次写对的“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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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这两个类型的偏误，因发生偏误原因各有不同，应该明确加以区分，实际上经常因此出现

解释偏误的模糊性。下面举个例子详细地说明一下。  
(5) *我不用费心什么成绩。(我不用在成绩上费什么心。) 
一看例(5)，我们就可知道这是因词汇的混用而发生的偏误。在汉语语法项目中离合词是韩国

汉语学习者的难点之一。造例(5)这个句子的学生就是因为不知道“费心”是动宾离合词，因此在

“费心”后面使用了“什么成绩”做宾语，造了这样一个错句。如果把例(5)的错句放到韩国语里

也非常不自然，因此也不会怀疑是母语的迁移。下面例(6)和例(7)的例子跟上面的例子又有所不同。  
 (6) *我家人也同感我的意见。(我家人也同意我的看法。) 
看例(6)，学生造的这个句子韩国语的意思大概是“우리 가족도 나의 의견에 동감한다”。 看

来是联想到自己母语中与这个词语相对应的词,即韩国语里的“동감하다”一词，进而把二者完全

等同起来造成的错句。那么这种错误可看成是母语迁移，既究其原因应该是语言之间的干扰引起

的偏误。反之, 如果学习者是因不知道汉语的“同感”不能用作动词，只能用为名词而发生的偏

误，那么对此进行的原因分析也应有所不同。因为汉语里有很多兼词，学习者很容易把“同感”

看成是可带宾语的动词。在没有对学习者进行跟踪采访，问为什么会把“同感”用作动词的情况

下，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这究竟是因何原因而发生的偏误。例(7)在解释偏误时同样存在模糊

性。  
 (7) *还有我对化妆品和衣服有关心。(还有我很关心化妆品和衣服。) 
例(7)是韩国学习者的作文中常常出现的偏误类型，究其原因可知是误用“关心”而发生的偏

误。首先把偏误的原因看成是母语迁移，看成韩国语的“게다가 나는 화장품과 옷에 관심이 
있다”，因而产生了像例(7)这样的偏误句。那么这就属于语际错误。反之, 如果是学习者没有正确

掌握“关心”这一词语的词类,把“关心”看成是名词，而不是看成动词，从而造了这样一个错句，

那么这就属于语内错误。例(8)的情况更为复杂。  
 (8) *我常常生活得很忙，做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过得很忙，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看例(8)，学习者想说的意思大概是他过得很忙，参加了很多活动。如果把这一句子逐一翻译

并造句，“생활하다”是“生活”, “활동을 하고 있다”是“做着~活动”，可看成是因母语迁移而

发生的错误。但是如果再仔细分析的话，可看出学习者显然不知道“지내다”用汉语说应该是动

词“过”，“ 生活”后写了用作程度补语时使用的助词“得”，看来是不知道“生活”是名词。而

且显然也不知道汉语的“活动”是名词，跟动词“参加”搭配。很明显这个学生还没有正确掌握,
表示汉语的动作的进行或持续的时候应该使用助词“着”。就是说例(8)是涉及汉语的好几个语法

项目的复合型错误。因此如果从这一角度分析，这个句子的错误应该属于语内错误。像这样只要

翻译成韩国语时是通顺的句子，就无条件地把学习者的错误原因看成是母语的迁移，那么有可能

解释偏误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3.4 不自然的表达 

本小节要讨论的是怎样处理句子本身在语法上没有问题，因此可以说是正确句，但是从母语

话者的角度来看又有些不自然的句子。如果这是在教室里,学习者问老师自己造的句子是否正确时，

教授者有可能说类似于‘中国人不这么说’之类的模棱两可的话。因为这一问题不是语法上的问

题，而是社会语言学中所说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和适当性(appropriatence)问题。EA 研究者也

会碰到这种因可接受性和适当性问题而发生的显得不够自然的句子，母语话者都觉得某些地方不

够自然的句子。首先我们会面临是否该把这个句子看成是错句的问题，如果看成是错句，那么哪

个部分是错误的，应该如何描述，究其原因是什么，应如何解释等等问题接踵而来。我们先来看

一看识别偏误阶段的一个用例。  
 (9) *我的最好朋友是我的姐姐。(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姐姐。) 
我们可以肯定例(8)是个错句。因为助词“的”的位置弄错了。即使改成“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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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就”字，学生造的句子还是不够通顺。虽然不能说这是语法上的问题，但只要是使用

汉语的母语话者肯定会说该使用“就”字。那么这个句子应该处理成一个错误还是两个错误呢?  
(10) ?虽然我不知道，也不确定未来的我会做什么。 (虽然我不知道，也不确定我未来会做什

么。) 
实际上例(10)是正确句，因此我们不能把它放到错句里来分析。但是母语话者认为像例(10)

这样的句子不够自然，应该说成括号里的句子。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句子看成错句呢，还是应该

看成正确句呢? 如果看成是前者，韩国汉语学习者有可能把韩国语的“미래의 내가 무엇을 할 
것인가 ”翻译成“未来的我会做什么”，这就成了因母语迁移而发生的偏误。如果是后者研究者仍

然无法排除句子不够通顺的感觉。  
(11) ?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韩国人。(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韩国人。) 
例(11)里想表达的意思是自己从小住在中国,因此觉得自己一半是中国人, 另一半是韩国人。

这个学生造的句子光看两个分句意思很明确,但例(11)没能准确地表达学生想说的真正的意思。事

实上例(11)从语法的角度看是正确句,如果考虑上下文应该改成括号里的句子，那么我们会遇到这

个句子是正确句还是错句的问题。 如果是错句,那么其原因是什么？应该归为哪一个类型的偏误

呢？研究者该如何处理这一类型的偏误呢? 例(12)跟例(11)一样,有相同的问题。学生造的句子从语

法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母语话者会觉得括号里的句子更为自然。 
 (12) ?我在考虑去公司工作，还是考研。(我在考虑是去公司上班，还是去考研。) 
如何把自然度反映到偏误分析里,是留给EA研究者的一个难题。请看下面的句子,模糊性更强。 
 (13) ?我现在比较忙，期末考试快要到了。(期末考试快要到了, 我现在比较忙。) 
例(13)的句子翻译成韩国语就是“나 지금 좀 바빠. 곧 기말고사야.”,从逻辑角度上看似乎没

有什么问题是在母语话者看来, 这个语序是相当别扭的。因为从中国人的逻辑角度上看应该先说

“期末考试快要到了”,然后再说“我现在比较忙”,才会觉得自然。那么这个用例也要看成是因母

语迁移而发生的句子排序上的错误吗? 最近有关EA的研究大部分是分析大规模的学习者语料库,
把偏误进行分类, 再各自进行统计,那么我们能否把这种句子排序上的问题放到一系列的类型中呢,
这也是我们会遇到的问题。而且在此之前这类句子本身就没有问题,能否成为EA的对象也是一个

需要考虑的问题。反之,如果看成是正确句,那么只能无视交流式教学法中追求的符合上下文的话语,
只是考虑单个句子的EA研究。 
3.5 学习者个性差异上的问题  

为了正确的EA分析, 大部分的研究者们一般搜集同一水平学习者的作文或语音材料。尽管如

此事实上我们很难考虑到成人学习者的先行学习水平和学习者本身的思考方式等。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搜集的学习者语料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学习者个性上的差异。根据最近的EA研究经验来看,
韩国汉语学习者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先行学习的英语对汉语习得的影响。31 

(14) *所以就打消了当一名翻译的念头。(所以就打消了当翻译的念头。) 
如例(14)所示,学习者经常在一般名词前面加“一 + 量词”。其实这个句子不需要说明是一个

人,因此加数词“一”就显得很不自然。韩国语也有这样的情况, 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种偏误的原因

看成母语的迁移。故意加不必要的数词“一 + 量词”,这种偏误可能不是由母语引起的,我们只能

从另外一个角度找出其原因。如果学习者为大学生或成人,那么我们推测这种滥用“一”的现象可

能是受先行学习的英语的影响。即学习英语时学到在一般名词前加不定冠词“a”这一语法的学生

很可能在学习另一门外语----汉语时把其规则过度泛化。但是我们也不能单凭搜集到的作文就轻率

地做出受英语影响的结论。 写出这种句子的学习者是否都学过英语,即使学过英语,我们也无法确

                                                        
31박지영外(2016:130)中提出介词句出现在句尾的情况好像是受先行学习的英语的影响,而在分析时却把这一现象归

类于复合型偏误中语序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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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是否是受了英语不定冠词“a”的影响。 
(15) *而且我打算努力打工为的是挣很多钱。(而且为了挣更多的钱，我打算努力打工。)  
 例(15)的偏误原因也很难分析。学习者大概是想说“ 돈을 많이 벌기 위해서 열심히 

아르바이트를 할 계획 ”之类的话, 这一点并不难猜测。但是为什么把“为的是挣很多钱”这一

形式放在句尾？其偏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下结论。这跟韩国语的语序也完全不一样,因
此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句子看成是母语迁移,虽然可以简单地说可能是没有正确掌握“为了~”句式的

用法,但这么说又无法说服自己。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多加一个理由, 那就是英语的影响。即需要

解释原因的语句可能是受和 to(to earn lots of money)或 for(for lots of money)一起处于句尾的英语句

型的影响。此外,虽然可能性比较小,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学习者的逻辑思考本身较为特殊。因为有如

此多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在此断言其中的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原因。 
(16) *毕业以后的时候我有想学什么是别的我的专业。(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又想学一个别的

专业。) 
例(16)很难看出其意图和句型。学习者原来的想法很可能是笔者放在括号里的句子,韩国语的

意思最有可能是“졸업한 후에 나는 또 다른 전공을 하나 더 공부하고 싶다”。但即使想表达

的意思是这样的,但是写出“我有想学什么是…┅”这样一个句型非常独特。这时如果我们想一想

英语的“what I want to study more is…”这个句型可能有所启发。可见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英语的影

响。或许这种假设本身就是研究者出于主观性的过度分析, 倒不如简单地说这也是学习者个人逻

辑上的问题。 
以上第三部分探讨的问题都是在研究 EA 时可能因存在好几种复合原因而产生的偏误情况。

如果研究者任意选择某一个最具可能性的一个原因,那么其结论可能是客观性的偏误,也有可能是

研究者主观性的偏误。 而且这对统计数字的可信度也有直接的影响。因此直到最近,尽管有很多

有价值的EA研究,但我们也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是否应对偏误本身多加重视,并进行分析与讨论。 
 

4. 结语 

EA的最大目的是集中研究学习者的语言体系, 理解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 为学习者提供帮助。

除了本文第三章提到的情况以外,如果学习者因为是难点,而有意回避特定表达方式或语法项目的

话,研究者则无法对此类词汇和语法进行偏误分析。事实上最近大部分EA研究者在利用大规模的

语料库语言学上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而这种大规模的学习者语料库的统计数字确实提高了客

观性和可信度,却忽视了在搜集过程中如何找到真正能揭示其原因的具体线索。 因此我们也无法

识别在语法上没有错误, 但在上下文衔接上不通顺或不自然的错句 。这样一来我们有可能造出跟

学习者的意图完全不一样的句子,因为只要语法上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无法分析出其真正的偏误原

因。例如学习者想表达的是“张三把李四推倒了。”, 但是说成“李四把张三推倒了。”,在不能确

认上下文的情况下很难识别偏误。 EA的先行者Corder或Selinker提出的系统的偏误 32指的并不是

因人而异的个别偏误,而是共同出现的偏误,但这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情况。 本文旨在揭示正

确的偏误原因,有规律性的偏误。 因此本文认为在揭示正确的偏误原因的过程中有可能发现相当

多的模糊性偏误,而且已确定为有规律可循的偏误当中也有可能是被忽视或分类上有错的偏误。在

利用大规模语料库资料的研究中,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有可能出现大量的偏误。  
因此本论文提议以学习者语料库为基础的 EA 研究必须搜集母语句子, 以此作为深入分析学

习者意图的依据 。不管是作文还是口语语料库,我们都需要搜集学习者的目的语和母语两个句子。

                                                        
32 Corder或 Selinker都主张不应该研究个别的偏误,而是通过学习者偏误中出现的系统误差(systematic error)

来分析中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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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可能利用在大规模语料库时相当繁琐, 也会有诸多困难,尽管如此,为了量化的可信度,更
为了质化的正确分析, 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这一点。 

除了搜集母语, 如果可以最好采访学习者, 这样更有利于分析。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采访解决研

究期间无法找出确切答案的学习者个人差异等问题。 如果采访所有的学习者在时间上或空间上受

到一定的限制,研究者可先进行初步研究,对需要重新确认的资料进行小规模的追踪调查。 
还有一种妨碍正确的 EA 研究的要素,那就是想在常见偏误句型或语法项目中找出偏误时,学

习者有意使用回避策略, 那么我们就无法找出偏误。 如果想从这个学习者身上找出偏误,我们只能

对这个学习者进行多次材料搜集。学习者的输出(output)也有可能跟所给的话题或语法项目无关,
跟研究者的意图无关。因此我们可以对各种话题进行多次提示,从而引出学习者能够表达的目的语。

与此同时我们可通过 EA 研究考察学习者真正的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比起横向研究,纵向研究更

为有用。对同一学习者为对象的纵向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学习者的阶段性习得水准,具体剖析发展

过程。 
1960年代以西方语言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EA研究针对的是多种语言,近来揭示出很多有价值

的结果。本文的探讨不是否定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为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准

确、更为深入的研究 。本文的意义在于虽然是初步的考察, 但是指出了身为EA研究者都认同的

分析时出现的模糊性部分, 并把这一问题拿到桌面上,让大家对此都有所了解,并希望以此为契机,
为更好地研究EA共同思考,尽快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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