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

凡是不兼有主詞與動詞的單字結合起來在句中當作一個用途的字群都稱為片
語。 例如 each other 是代名詞片語，as if 是連接詞片語，dear me 是感歎詞片語

片

等。茲舉其中對於句子的分析較為重要者說明如下：

第 二 章

語 ( Phrase )

第 一 篇

第二章

1. 動詞片語 (Verb Phrase)
語

由兩個或更多的字組合而成的動詞即稱為動詞片語 ( 如以下各例中的黑體
字 )。 如：

(1) This morning I came to class at 9:00. Right now it is 10:00 and I
am still in class. I have sat at this desk for an hour. By 9:30, I had
sat at this desk for a half hour. By 11:00, I shall have been sitting at
my desk for two hours.
( 今天早上我是九點鐘來上課的。 現在是十點鐘而我還在上課。 我在這桌子
旁邊已經坐了一個小時。到九點半的時候，我在這張桌子旁就已經坐了半
小時。到了十一點，我在我的桌旁將已經坐了兩個小時。)

(2) This new book is going to be published next year.
( 這本新書預計明年出版。)
本句裡的 be going to 是表示預定的計畫 ( 詳閱第四冊裡“go 的現在
進行式＋不定詞的作用”)。

(3) He laid down his life for the country. ( 他為國犧牲了。)
laid down = sacrificed ( 犧牲 )
(4) Don’t make fun of an old man. ( 不要取笑老人。)
make fun of = ridicule ( 取笑 )

2. 動名詞片語 (Gerund Phrase)
動名詞 ( v.ing ) 連同其受詞、補語或修飾語合起來稱為動名詞片語 ( 如以
下各例中的黑體字 )。 如：

(1) Reading English is easier than speaking it. ( 讀英文比講英文容易。)
(2) I appreciate your giving me so much of your time.
( 我很感謝你給我這麼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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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格代名詞 your 是動名詞 giving 的修飾語 ( 動名詞和名詞一樣時常
被所有格名詞或代名詞修飾 )，所以屬於動名詞片語的一部份。

me 和 much 是動名詞 giving 的兩個受詞 ( me 是間接受詞，much 是
直接受詞 )，所以也屬於動名詞片語的一部份。

so 和 of your time 都是修飾 much 的修飾語，既然 much 屬於動名詞
片語的一部份 ( 因為它是動名詞的受詞 )，much 的修飾語也跟著屬於動名
詞片語的一部份。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本例中的動名詞片語是“your giving me so much

of your time”。
(3) Excuse me for not having answered your letter earlier.
( 原諒我沒有早一點給你回信。)
和動詞一樣，動名詞也有完成式“having ＋ p.p.”。至於動名詞的否定，
只是在前面加 not，這一點就和動詞的否定不一樣了。
本例中的動名詞片語是 not having answered your letter earlier ( 否
定的完成式動名詞片語 )。

(4) He was punished by being sent to bed without any supper.
( 他被罰不吃晚飯就去睡覺。)
動名詞也有被動語態，是由“being ＋ p.p.”而成。being sent 是“被
送”，被送到哪裡去？被送上床，因此，to bed ( 介詞片語 ) 是修飾動名詞

being sent 的，所以是動名詞片語的一部份。
至於介詞片語 without any supper 是不是屬於動名詞片語的一部份
呢 ? 再從意義上看看它和哪一部份有關連：without any supper 的含義
是“ 沒有吃晚飯 ”，如果是沒有吃晚飯而受到懲罰，它就是修飾動詞 was

punished 的，如果是沒有吃晚飯而被送上床，那就是修飾動名詞 being
sent 的。從全句的意義觀之，顯然是“沒有吃晚飯就被送上床”，由此可知
without any supper 是修飾動名詞 being sent 的修飾語，當然是動名詞
片語的一部份。 所以本例中的動名詞片語是“being sent to bed without
any supper”。

3. 不定詞片語 (Infinitive Phrase)
to 加原形動詞成為不定詞。不定詞連同其受詞、補語或修飾語合起來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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