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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台灣學生在德語方所介詞上常犯錯誤之分析 中文提要： 初學外語的人，

往往簡單地從自己的母語出發去理解和使用目的語。故對台灣的德語初

學者而言，在學習的過程中因而很容易受到漢語的干擾而犯錯。此外，

由於英語是台灣的第一外語，學習者在學習德語前可能早已有過英語學

習的經驗，並具備基本的英語語法知識和能力。這亦使得在德語的學習

上，學習者所犯的某些錯誤可能導因於英語的干擾。由此可見，漢語或

英語的干擾極有可能是造成台灣德語初學者錯誤的兩個重要原因。然

而，事實果真如此嗎？本論文選擇對學生的錯誤作具體的分析與研究，

其研究目的在於： 1. 透過德語方所介詞的測試找出初學德語的台灣學生



在方所介詞之學習上常犯的錯誤，並統計錯誤人數，以分析學生犯錯的

原因：在方所介詞之學習上，學生的錯誤原因是否確實僅限於漢語或英

語的干擾？如果漢語或英語的干擾不是造成學生錯誤的首要兩個原因，

那麼，另有什麼原因使他們犯錯？ 2. 根據研究結果作出教學上的建議供

教學者參考。 本論文一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概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

研究方法，以及解釋文中出現的重要詞彙：台灣學生、德語方所介詞、

錯誤、干擾。 第二章介紹錯誤分析的理論，包括錯誤分析的定義、功

能、語料、步驟與限度。第三章說明我所設計之德語方所介詞測試的題

目設計原則、製作依據及採用的測試題型。 第四章列出四組受試學生於

測試中所犯的方所介詞錯誤，並對他們的錯誤進行分析，進而推測其錯

誤原因。 第五章為結論，除了歸納出學生易混淆的方所介詞和引起他們

方所介詞錯誤的原因外，同時也嘗試針對教學提出建議。  

摘要

(英) 

A RESEARCH IN ERRORS MADE BY TAIWANESE STUDENTS ON 

GERMAN LOCATIVE PREPOSITIONS Abstract: When people try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they often simply apply the habits on their first language 

(mother tongue) to the foreign language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learn. This can be a 

major problem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Those who begin to learn German as 

a third language in Taiwan will easily make errors because of their habits in using 

Chinese, their mother tongue. Since English is usually learned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aiwan, many students who try to learn German may have some 

groundwork in English grammar. This might also result in interference in learning 

German. Therefore interference caused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an be the major 

reason for Taiwanese students to make grammatical errors as they begin to learn 

German. But, is this the fact? The thesis is trying to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grammatical errors made by those students. Its objectives are to: 1. Find out the 

grammatical errors Taiwanese students frequently made by a test on German 

locative prepositions, calculate the frequency of those grammatical errors so as to 

discover the causes of these errors — whether the interference is limited to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If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not the interference, 

then what is it? 2. Work out some solutions to prevent those grammatical errors 

base on the research as suggestions for German teachers in Taiwan. The thesis 

consists of five chapters: Chapter 1 states the motive, the objective,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thesis, and defines the terms in the thesis: Taiwanese Students, 

German Locative Prepositions, Errors and Interference. Chapter 2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error analysis, which includes its definition, functions, corpus, 

procedures and delimitation. Chapter 3 describes the test on German locative 

prepositions designed by me, including its foundation, examination questions, and 

its test method. Chapter 4 lists the errors on German locative prepositions made by 

the four groups of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est, analyses their errors, and traces for 

the reasons of their errors. Chapter 5 points out the locative prepositions that often 

confuse the Taiwanese students and conclude the reasons of their errors, and then 

giv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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