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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定詞 (Infinitive)                   

1. 不定詞的形式

不定詞是由“to ＋原形動詞”而成，其中的 to 沒有任何含義 ( 和介詞 to

只是同形而不同字 )，只是作為不定詞的符號而已。由於這個符號 to 有時可

以省略，又有時必須省略，因而有“有 to 的不定詞”( infinitive with to )

和“無 to 的不定詞”( infinitive without to ) 之別。

再者，不定詞也和動詞一樣有否定的形式，在肯定的不定詞之前加一個

not ( 有時是 never ) 即變成否定的不定詞。有兩點必須注意：第一是 not 必

須放在 to 的前面 ( 如 not to go )，不可放在它的後面 ( 如 to not go )，其

次是 not 之前不可有 do, does 或 did。

其次，不定詞有進行式，是由“to be ＋ -ing ( 現在分詞 )”而成；也有

完成式，是由“to have＋p.p.(過去分詞 )”而成；還有完成進行式，是由“to 

have been ＋ -ing ( 現在分詞 )”而成。不定詞也可有被動語態以表示被動

的含義，簡單式的被動語態是由“to be ＋ p.p.( 過去分詞 )”而成；完成式

的被動語態是由“to have been ＋ p.p.( 過去分詞 )”而成。照理講，進行

式的被動語態應該是“to be being ＋ p.p.”，但是，由於 be, being, been

這三個字通常都不用在一起，所以在實用上，沒有進行式的被動語態不定詞。

綜上所述，可知不定詞有以下各種形式 ( 以 take 為例  )：

1. 簡單式：

A. 主動 {肯定：( to ) take

否定：not ( to ) take

B. 被動 {肯定：( to ) be taken

否定：not ( to ) be taken

2. 進行式：

A. 主動 {肯定：( to ) be taking

否定：not ( to ) be taking

B. 被動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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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式：

A. 主動 {肯定：( to ) have taken

否定：not ( to ) have taken

B. 被動 {肯定：( to ) have been taken

否定：not ( to ) have been taken

4. 完成進行式：

A. 主動 {肯定：( to ) have been taking

否定：not ( to ) have been taking

B. 被動 —— 無

❖以下是各式不定詞的用例：

(1) Try not to be late. 

(儘量不要遲到。)

(2) I decide not to speak to him from now on. 

( 我決定從今以後再也不理他了。)

(3) It’s nice to be sitting here with you. 

( 跟你一起坐在這裡真好。)

(4) This time tomorrow I’ll be sitting in the train to Kaohsiung.

( 明天這個時候我正坐在開往高雄的火車裡。) 

專用助動詞之後的不定詞無 to，所以本例中的 be sitting 之前不可有

to。

(5) Why’s she so late? She can not still be working. Of course, she 

may be having trouble with the car.

( 她為什麼這麼遲〔還不來〕呢？她不可能還在工作。當然，她可能車子

出了毛病。)

(6) He seems to have missed the train. 

( 他好像沒有趕上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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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m sorry not to have come on Monday. 

( 星期一我沒有來很抱歉。)

(8) She seems to have been sitting there all afternoon. 

( 她好像整個下午都坐在那裡。)

(9) Nobody likes to be found faults with. 

( 沒有人喜歡被人找缺點。)

(10) Nothing seems to have been forgotten. 

( 好像沒有東西被忘掉了。)

2. 不定詞片語 ( Infinitive Phrase )

帶有受詞、補語或副詞的不定詞稱為不定詞片語 ( 其中的受詞、補語或副

詞和不定詞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句中擔任一種重要的角色，不可分開 )，也

可以簡稱為不定詞。 如：

(1) to sing a song  ( 唱一首歌 ) 

a song 是不定詞 to sing 的受詞，所以 to sing a song 是不定詞片

語。

(2) to pretend not to see me  ( 假裝沒有看見我 ) 

not to see me 是個不定詞片語，做另一不定詞 to pretend 的受詞 

( 由此可知，不定詞裡也可含有不定詞 )，所以 to pretend not to see 

me 還是個不定詞片語。 

(3) to pretend to know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 假裝懂你不懂的事

情 ) 

that you don’t 是個形容詞子句，修飾做不定詞 to know 的受

詞 something ( 由此可知，不定詞片語可以含有子句 )，所以 to know 

連同其受詞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是個不定詞片語，這個片語

又是做另一個不定詞 to pretend 的受詞，因此 to pretend to know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還只是個不定詞片語。

(4) to enjoy dancing  ( 愛跳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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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名詞 dancing 是做不定詞 to enjoy 的受詞，所以 to enjoy dancing

是不定詞片語。 

(5) to learn how to swim  ( 學習游泳 ) 

“疑問詞＋不定詞”即成了名詞片語，所以 how to swim 是個名詞

片語，做不定詞 to learn 的受詞，整個 to learn how to swim 是個不

定詞片語。

(6) to believe what he said  ( 相信他所說的話 ) 

what he said 是個名詞子句，做不定詞 to believe 的受詞，所以 to 

believe what he said 是個不定詞片語。

(7) to be good  ( 很好 ) 

形容詞 good 的作用是補語，所以 to be good 是不定詞片語。

(8) to become a soldier  ( 當兵 ) 

a soldier 是補語，所以 to become a soldier 是不定詞片語。

(9) to hear her singing in her room  ( 聽見她在她的房間裡唱歌 ) 

her 是不定詞 to hear 的受詞，分詞片語 singing in her room 則是

受詞補語，整個 to hear her singing in her room 是個不定詞片語。

(10) to study hard  ( 努力讀書 ) 

hard 是修飾不定詞 to study 的副詞，所以 to study hard 是不定詞

片語。 

(11) to ask questions in class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 在課堂上

你不懂的時候問問題 ) 

questions 是做不定詞 to ask 的受詞，片語 in class 和子句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都是修飾不定詞 to ask 的副詞片語或副詞子句

( 由此可知，片語之中可以含有子句 )，所以整個 to ask questions in 

class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只是個不定詞片語。

提示：以上十一個例子都只是片語，不是句子，因為都不具備主詞與動詞等必

要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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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定詞的時態與其所表示的時間觀念

1. 簡單式不定詞所表示的時間觀念：

A. 和主要動詞同時。 如：

(1) I think him to be a doctor. 

( 我認為他是醫生。) 

主要動詞“認為”( think，是現在式 ) 指現在，而不定詞

“是”( to be ) 也是指現在。

(2) The policeman ordered me to stop. 

( 那員警命令我停下來。) 

主要動詞“命令”( ordered，是 order 的過去式 ) 是指過去，

不定詞“停下來”( to stop ) 也是指過去與其同時。

(3) Mary will come to work with us tomorrow. 

( 明天瑪麗要來和我們一起工作。) 

主要動詞“來”( will come ) 的時間是明天 ( tomorrow )，

不定詞“工作”( to work ) 的時間也是明天，二者都是指未來。

(4) She was heard to say that she disagreed. 

( 有人聽到她說她不贊成。) 

主要動詞“被聽到”( was heard ) 是指過去，不定詞“說”( to 

say ) 也是指過去與其同時。 

B. 在主要動詞的時間之後 —— 即表示未來。 如：

(1) He decides not to be a sailor. 

( = He decides that he will not be a sailor. )

( 他決定將來不當水手。)

主要動詞“決定”(  decides ) 是現在，不定詞片語“不當水

手”( not to be a sailor ) 是指未來。

(2) People wish the murderer to be put to de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