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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氏 英 文 法 全 書

第三章  子   句 ( Clause )                          
一個大句子裡所含的小句子稱為子句。 如：

(1) I have been eating too much, and my clothes are getting tight.

(我一直吃得太多，我的衣服也愈來愈緊。)

“ I have been eating too much” 是個子句，主詞是 I，動詞是have been 
eating(現在完成進行式 )。“my clothes are getting tight”也是個子句，主
詞是my clothes，動詞是 are getting。

(2) When an American woman meets someone for the first time, she may or 
may not offer her hand.

(一個美國婦女第一次和人見面時，可能會伸出手來握手，也可能不會。)

“when...time”是個子句，主詞是woman，動詞是meets。“she...hand”

也是個子句，主詞是 she，動詞是may or may not offer。

1. 主要子句 ( Main or Principal Clause) 與從屬子句 ( Subordinate Clause ) 

脫離母句而仍能獨立表達完整意義的子句即是主要子句，也稱為獨立

子句 (  Independent Clause )。否則即是從屬子句，又稱為不獨立子句

(  Dependent Clause )。 如：

(1) I will go if I am invited.  (如果我被邀請我就去。)

“I will go”( 我會去。或我願意去。)這個子句是個完整的意思表示，
可以獨立成為一個句子，所以在這個母句裡是主要子句。

“if I am invited”(假如我被邀請 —— 將如何呢？ ) 顯然不是一個完
整的意思表示，也當然不是個主要子句，它只是個從屬子句。

(2) Please come over again when you have time.  (你有時間請再來。)

“Please come over again”(請再來 ) 是個完整的意思表示，所以是
主要子句，其中的主詞是省略的“you”，動詞是 come。

“when you have time”(當你有時間的時候 ) 不能表示完整的意義，
所以只是個從屬子句。 

(3) The person we plan to hire for the job is Mr. A. 

(我們計畫僱用擔任這項工作的人是 A先生。)

“we plan to hire for the job”(我們計畫僱用擔任這項工作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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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可以獨立的子句，其實不然，它是個由關係代名詞whom引領的從屬
子句，該關係代名詞whom是在該子句的主詞we之前，為什麼見不到呢 ? 
因為做受詞用的關係代名詞可以省略。

另一個子句“the person is Mr. A”(此人是 A先生 )，既有主詞與動
詞又能表示完整的意思，所以是主要子句。

2. 從屬子句的種類

從屬子句依其在全句中對於主要子句裡的某一部份所起的作用而分為名詞子

句、形容詞子句與副詞子句三種。無論是哪一種從屬子句，都由從屬連接詞帶領。

1. 名詞子句 ( Noun Clause ):

在主要子句裡充當名詞作用的子句稱為名詞子句。 如：

(1) That you weren’t killed is a wonder.
(你沒有被殺是個奇蹟。)

本例中的主要子句即是全句，“that you weren’t killed”在主要子
句 (亦即全句 )裡是做主詞，其動詞是 is。

�：連接詞 that帶領的名詞子句做主詞時，通常都是置於句尾，另外用 it填
補它的位置，亦即用“ it＋ be / seem等＋形容詞 / 名詞＋ that子句”

的結構。其中的 it稱為形式主詞 ( Formal Subject )，that-clause稱為
真正主詞 ( Real Subject )。根據此一結構，上面一例即成為下面一句：
It is a wonder that you weren’t killed.

(2) The announcement that a new airport was to be built nearby 
aroused immediate opposition.
(一個新機場計畫在附近興建的此一宣佈引起了立即的反對。)

本例中的主要子句是“ The announcement aroused immediate 
opposition” ，“that a new airport was to be built nearby”這個
子句則是做主要子句裡的主詞 the announcement的同位語(即 that a 
new airport was to be built nearby = the announcement )，用作同
位語的子句是名詞子句。

(3) Whether the proposal will be accepted remains to be seen. 
(此一建議是否會被採納仍有待觀察。)

“whether the proposal will be accepted”是做主要子句 ( 亦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