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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關係代名詞
(Relative Pronoun)
1. 關係代名詞之分類：
關係代名詞本身所代表的內容並不相同，有些代表先行詞，又有些
代表“先行詞＋另一關係代名詞＂，因而引領的關係子句在全句中的作
用也不盡相同，也因此分別為以下三種：
1. 簡單關係代名詞 (Simple Relative Pronoun) —— 其要點如下：
A. 代 表 前 面 的 名 詞 或 代 名 詞 (稱 為 該 關 係 代 名 詞 的 先 行 詞 —— 見
下述)，甚至代表前面的子句或片語，在其引領的子句裡做主詞、
受詞或形容詞。
B. 其所引領的子句有時是修飾其先行詞，有時則是對先行詞加以解釋
或補充敍述。前者是限制的關係子句，也是形容詞子句；後者是非
限制的關係子句或補述的關係子句。
C. 簡單關係代名詞計有 who, whom, whose, which 和 that 五個字。
2. 複合關係代名詞 (Compound Relative Pronoun)：
A. 沒有先行詞 —— 相當於“先行詞＋簡單關係代名詞＂。
B. 其所引領的子句是個名詞子句，在全句中充當一個名詞的作用。
C. 複 合 關 係 代 名 詞 計 有 what, whoever, whosever, whomever,
whichever 和 whatever 六 個 字 。 除 此 之 外 ， 另 有 中 間 有 “so＂ 的
whosoever ( = whoever ), whomsoever ( = whomever ), whosesoever
( = whosever ), whichsoever ( = whichever ) 和 whatsoever ( =
whatever ) 通常都只用於法律或宗教文書裡。
3. 準關係代名詞 (Quasi-relative Pronoun)：
A. 也屬於簡單關係代名詞，但是其先行詞受到嚴格的限制。由於常用
作連接詞，很少用於關係代名詞，因而稱其為準關係代名詞或半關
係代名詞。
B. 準關係代名詞計有 as, than 和 but 三個字。
2. 簡單關係代名詞的先行詞 (Antecedent)：
簡單關係代名詞所代表的即是該關係代名詞的先行詞。先行詞可能
屬於以下幾種詞語：
1. 名詞或名稱。 如：
(1) The student who sits next to me is from America.

178
(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學生是美國人。)
本例中的名詞 student (全句的主詞) 是關係代名詞 who (關係
子句的主詞) 的先行詞。
(2) This is the girl whom I told you of the other day.
(這就是前幾天我向你說起的那個女孩。)
本例中的名詞 girl (主詞補語) 是關係代名詞 whom (關係子句
裡的介詞 of 的受詞) 的先行詞。
(3) The movie which (or that) we saw last night wasn’t very good.
(昨天晚上我們看的電影不是很精彩。)
本例中的名詞 movie (全句的主詞) 是關係代名詞 which 或 that
(關係子句裡的動詞 saw 的受詞) 的先行詞。
(4) I am reading The Sun Also Rises, which was written by Ernest
Hemingway.
(我正在閱讀《太陽照樣升起》，這是歐尼斯特‧海明威寫的。)
本例中的書名 The Sun Also Rises (am reading 的受詞) 是關係
代名詞 which (關係子句裡的主詞) 的先行詞。
(5) Bees that (or which) have honey in their mouths have stings in their
tails.
(口裡含著花蜜的蜜蜂，尾巴卻有螫。—— 口蜜腹劍。笑裡藏刀。)
(6)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find two persons whose opinions are the
same.
(找到兩個意見完全相同的人幾乎是不可能的。)
本例中的名詞 persons (不定詞 to find 的受詞) 是關係代名詞
whose (修飾關係子句裡的主詞 opinions) 的先行詞。
(7) I am from a country whose history goes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我來自一個具有幾千年歷史的國家。)
本例中的名詞 country (介詞 from 的受詞) 是關係代名詞 whose
(修飾關係子句裡的主詞 history) 先行詞。
2. 代名詞。 如：
(1) I do not like you, who always speak ill of others.
(我不喜歡你，你總是說別人的壞話。)
本例中的代名詞 you (do not like 的受詞) 是關係代名詞 who
(關係子句裡的主詞) 的先行詞。
(2) He who steals needles when young will steal gold when old.
(年輕的時候偷縫衣針，年老了就會偷黃金。—— 小時為偷，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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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盜。)
(3) Those who are not careful of their health are apt to fall ill.
(不注意健康的人容易生病。)
本例中的代名詞 those (全句的主詞，其動詞是第二個 are) 是
關係代名詞 who (關係子句的主詞，其動詞是緊隨其後的 are) 的先
行詞。
or：He (or One) who is not careful of his health is apt to fall ill.
本例中的代名詞 he 或 one (全句的主詞，其動詞是第二個 is) 是
關係代名詞 who (關係子句的主詞，其動詞是緊隨其後的 is) 的先
行詞。
(4) Everything (that) he said was nonsense.
(他說的每一件事都是廢話。)
本 例 中 的 代 名 詞 everything (全 句 的 主 詞) 是 關 係 代 名 詞 that
(關係子句裡動詞 said 的受詞) 的先行詞。
(5) Anybody who wants to come is welcome.
(凡是想來的人都受歡迎。)
本例中的代名詞 anybody (全句的主詞，其動詞是 is) 是關係代
名詞 who (關係子句的主詞，其動詞是 wants) 的先行詞。
(6) I can’t give you any more money. This is all (that) I have.
(我不能給你更多的錢了。這是我所有的全部。)
本例中的代名詞 all (主詞補語) 是關係代名詞 that (關係子句
裡的動詞 have 的受詞) 的先行詞。
做受詞的關係代名詞在日常用語中通常都是省略的。
(7) All of the students are seated. The teacher is the only one who is
standing.
(所有的學生都坐著。教師是唯一站著的人。)
本例中的代名詞 one (主詞補語) 是關係代名詞 who (關係子句
的主詞) 的先行詞。
3. 片語或子句：只有 which 可用，而且前面必須有逗點。 如：
(1) He tried to escape, which he found impossible.
(他企圖逃跑，結果發現不可能。)
本 例 中 的 不 定 詞 片 語 to escape (tried 的 受 詞 ) 是 關 係 代 名 詞
which (關係子句裡動詞 found 的受詞) 的先行詞。關係子句的結構
是 ： 主 詞 (he) ＋ 動 詞 (found) ＋ 受 詞 (which) ＋ 受 詞 補 語
(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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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e says she never tells a lie, which is a lie.
(她說她從不說謊，這就是謊話。)
“She...a lie＂是關係代名詞 which 的先行詞。
(3) He said he didn’t know Mr. A, which was not true.
(他說他不認識 A 先生，那不是事實。)
名詞子句 he didn’t know Mr. A (said 的受詞) 是 which 的先行
詞。
3. 簡單關係代名詞的格 (Case)：
1. 主 格：在關係子句裡做主詞。可用的有 who, which, that。
2. 所有格：在關係子句裡做形容詞。可用的有 whose, of which，但後
者只用於非常正式的場合。
3. 受 格： 在關係子句裡做動詞或介詞的受詞。可用的 whom ( or who ),
which, that。
(1) Don’t forget to say “thank you” to a person who has given his seat to
you on a bus.
(對於在公共汽車上把座位讓給你的人不要忘了說「謝謝」。)
關係代名詞 who 在關係子句 who has given his seat to you on a
bus 裡，做動詞 has given 的主詞，所以用主格。
(2) A widow is a woman whose husband is dead and who has not married
again.
(寡婦是丈夫死了沒有再嫁的女人。)
關係代名詞 whose 在關係子句 whose husband is dead 裡，表示
“所有＂(……的) 關係，所以用所有格。
(3) He is the man whom I admire most. (他是我最崇拜的人。)
關係代名詞 whom 在關係子句 whom I admire most 裡，做動詞
admire 的受詞，所以用受格。
(4) Do you know the man with whom my wife is talking?
(你認不認識我太太正在跟他談話的那個人？)
關係代名詞 whom 在關係子句 with whom my wife is talking
裡，做介詞 with 的受詞，所以用受格。
(5) I live in a dormitory whose residents (or of which the residents, the
residents of which) come from many countries.
(我住在一棟寄宿者是來自許多國家的宿舍裡。)
(注意) 關係代名詞的格與先行詞的格無關。
① He who is fond of reading will never feel lone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