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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疑問代名詞

( Interrogative Pronoun )                   
 疑問代名詞計有 who, whose, whom, which, what 五個字。其中

whose, which, what也可用作形容詞，後接名詞。

1. who, whom, whose 的用法

1. who —— 專指人，做主詞或主詞補語。 如：

(1) A: Who can answer that question?  (誰能回答那個問題？ )

B: I can.  (我能。)

(2) A: Who came to visit you?  (誰來看你的？ )

B: John and Mary.  (約翰和瑪麗。)

☀注意：(a) who做主詞時放在動詞之前。 

(b) 做主詞的 who即使指一個以上的人，動詞通常仍是用單數。 如：

① A: Who is coming to dinner tonight?  (今晚誰要來吃飯？ )

B: Sunny, Mary, and Judy.  (桑妮，瑪麗和裘蒂。)

② A: Who wants to come with me?  (誰想和我一起去？ )

B: We do.  (我們。)

(3) It is so dark here that I can’t tell who is who.

(這裡這麼暗，我分不清誰是誰。)

“who is who”是名詞子句，做動詞 can’t tell的受詞。在這個

名詞子句裡，第一個 who是主詞，第二個 who是主詞補語。

☀注意：(a) 疑問句裡，作主詞補語的 who 之後接 be 動詞再接主詞，亦即
成為“ Who＋ be＋主詞？”的結構。

(b) 做主詞補語的 who之後的動詞可能是單數的 is 或 was，也可能

是複數的 are或 were，端視動詞之後的主詞是單是複而定。 如：

① A: Who is that woman?  (那個女人是誰？ )

B: She’s my mother.  (她是我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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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A: Who are the people over there?  (那邊的那些人是誰？ )

B: They are my friends.  (他們是我的朋友。)

2. whom —— 做動詞或介詞的受詞，有時也用 who。 如：

(1) A: Who(m) did you see?  ( 你看見誰了？ )

B:  I saw the President.  (我看到了總統。)

(2) A: Who(m) are you talking to?  ( 你在和誰說話？ )

B:  The secretary.  (秘書。)

☀注意：(a) 在正式的場合，只用 whom作受詞，在日常口語中，幾乎都用

who代替 whom做受詞。

(b) 做介詞的受詞時，在正式的場合總是用“介詞＋ whom...？”的

結構 (其中的 whom不可改用 who)，而在日常口語中，幾乎都
將介詞移至句尾，並且用 who代替 whom，亦即用 “Who...介
詞？” 的結構。 如：

① With whom did you discuss the question? (正式 )

(你和誰一起討論這個問題的？ )

② Who did you go to the movie with? (一般口語 )

(你和誰一塊兒看電影的？ )

③ Bob was weeping at a grave, “Why did you die? Why did 
you die? Your death ruined my life.” 

(鮑伯在一個墳墓前哭訴，「你為什麼死？你為什麼死？你的
死毀了我的一生。」)

Mark: W ho  do you mourn for  so deeply?  A child? A 
parent? Wife? or Girlfriend ?

(馬克：你是因為誰而悲痛欲絕？為了小孩？為了父或母？為
了妻子？還是為了女友？ ) 

Bob: My wife’s first husband! 

(鮑伯：為了我老婆的第一任丈夫！ ——  他若不死，我的日子
怎麼會這麼苦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