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麼？！一個動詞好端端的，為何在句子裡必須把它拆成兩半？！唉，好吧，

在此老師向你承認有這個事實，而且在 A1 歌德檢定考試的閱讀裡，就會出現「可

分離動詞」。但是別恐慌，老師已經詳細檢查過三回的 A1 歌德檢定考試，「可分

離動詞」出現的頻率不會超過 8 個，而且老師已經把最最最基本的可分離動詞都

列在下面了。 

為了初學者方便學習，因此在老師的講義裡，只要是可分離動詞，老師都會

特別在動詞的中間畫上一槓，像是「an|rufen」、「auf|machen」，表示這類動詞

當我們在造句的時候，我們是必須將他們剖成兩半的。但是當動詞被剖開後我們

到底該如何使用呢？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了！ 

 
 
 
 
 
 
 
 
 
 
 
 
 
 
 
 
 
 
 
 
 
 
 
 
 
 
 
 
 
 
 
 



可分離與不可分離動詞 trennbare und untrennbare Verben 

 j-n an|rufen 打給(某人)=call sb. 

Ich rufe mal meinen Vater an. 我打給我爸一下。 

 這個句子的時態是所有初學者都會的「現在式」。各位請記得，當「可

分離動詞」用在現在式的時候，一槓左邊的 an 必須擺在句子最！後！

面！，rufen 則根據主詞作適當的現在式變化，並且擺在句子的第二位。 

Ich muss jetzt meinen Vater anrufen. 我現在必須打給我爸。 

Ich werde dich morgen anrufen. 我明天會打給你。 

 但如果句子第二位擺的是「助動詞」，比如以上兩句的 muss 及 werde，

則 rufen 就必須退到句子的最後面。請記得，an 及 rufen 必須連在一起。 

 auf|machen 打開(門；窗)=open 

»Kannst du (mir) das Fenster aufmachen? Ich brauche frische Luft.«  

»你能(幫我)打開窗戶嗎？我需要新鮮空氣。« 

 這個句子有「助動詞」-kannst，因此 auf 及 machen 必須退到句子的最

後面，auf 及 machen 必須連在一起。 

»Ja, ich mache gleich das Fenster auf.« 

»好的。我馬上把窗戶打開。« 

 這個句子沒有「助動詞」，因此 auf 及 machen 必須分開，machen 必須

擺在句子的第二位，並且根據主詞作變化，auf 則必須擺在句子的最後

面。 

 zu|machen 關上(門；窗)=close 

»Kannst du die Tür zumachen?« »你能把門關上嗎？« 

»Ja, ich mache gleich die Tür zu.« »好的。我馬上把門關上。« 

 auf|gehen 上升/unter|gehen 下降 

Die Sonne geht im Osten auf und im Westen unter. 

太陽從東邊升起，從西邊落下。 

 aus|gehen 外出、出門 

Ich gehe nicht gern mit Philipp aus. 我不喜歡和 Philipp 外出。 

Ich möchte nicht mit Philipp ausgehen. 我不想和 Philipp 外出。 

 an|fangen 開始 

»Fangt ihr jetzt die Arbeit an?«  

»你們現在開始工作嗎？« 

»Nein, wir wollen morgen die Arbeit anfangen.« 

»不，我們想要明天再開始工作。« 

 auf|geben 放棄=give up 



Gibst du so einfach deinen Traum auf? 

你就如此輕易地放棄你的夢想？ 

Du sollst deinen Traum nicht so einfach aufgeben. 

你不該如此輕易地放棄你的夢想。 

 fern|sehen 看電視 

Meine Eltern sehen abends gern zusammen fern. 

我爸媽晚上的時候喜歡一起看電視。 

 j-n zu etw.(A) ein|laden 邀請(某人)=invite sb. to sth. 

Lukas lädt mich zu einer Party ein. Lukas 邀請我去一個派對。 

Ich will ihn nicht zu meiner Party einladen. 我不想邀請他來我的派對。 

 
 
 
 
 
 
 
 
 
 
 
 
 
 
 
 
 
 
 
 
 
 
 
 
 
 
 
 
 
 
 
 
 
 



我該如何判斷你到底是不是可分離動詞呢？ 

 

前綴 Präfixe 舉例 Beispiele   

不可分離動詞

untrennbar 

besuchen 拜訪 entscheiden 決定 erziehen 養育 

gefallen 喜歡 missfallen 不喜歡 verkaufen 賣 

zerstören 破壞   

以上動詞雖然皆有前綴，但有這些前綴的動詞都不是可分離動詞！ 

 

可分離動詞

trennbar 

ab|schneiden 切下 an|bieten 提供 auf|räumen 清理 

aus|sehen 看起來 bei|tragen 貢獻 weiter|gehen 繼續走 

 ein|kaufen 購物 fest|halten 握緊 fern|sehen 看電視 

 fort|setzen 繼續 her|kommen 過來 herum|gehen 走來走去 

 hin|gehen 去那 los|lassen 放開 mit|nehmen 帶走 

 nach|denken 思考 weg|fahren 開走 vor|bereiten 準備 

 zu|hören 注意聽 dar|stellen 展示 rein|kommen 進來 

 vorbei|kommen 拜訪  

當動詞具有以上這些前綴，則為可分離動詞。 

 
 

學德語到現在，多了「可分離動詞」來攪局，這的確會讓我們之後的學習多

了一重負擔，畢竟「可分離動詞」是英文沒有的現象，因此從今往後，每位親愛

的你都必須再花更多時間來適應德語的這個畸形的現象。但在此還是要告訴每位

親愛的你千萬別恐慌，以下是我給大家的幾個建議： 

 

1. 請大家先將這份講義的可分離動詞和其例句皆背下來。背例句的目的是為了

讓自己的腦更迅速消化「可分離動詞」的使用方法。 

2. 推薦大家收藏「德語專業詞彙寶典」，這本單字書已經將所有德語最基本、檢

定考必考、生活中最常出現的「可分離動詞」完美統整好了，再搭配相當白

話的例句，讀熟這本真的已經可以應付德福、B2 以上的檢定考試了。 

3. 上面表格的前綴大家真的可以不必刻意去記，但你必須知道有這麼一個表格，

日後每當我們學到更多可分離動詞，大家都可以拿上面這個表格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