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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動名詞 (Gerund)                      

1. 動名詞的形成

動名詞和現在分詞一樣都是由“原形動詞＋ ing”而成；所不同者：現在

分詞是具有動詞性質的形容詞，動名詞則為具有動詞性質的名詞。

2. 動名詞的性質

1. 具有動詞的性質：

動名詞因為是由動詞轉變而來，所以仍具有動詞的性質；正因為它仍

具有動詞的性質，所以可以有受詞、補語、副詞修飾語，及完成時態、被

動語態。 如：

(1) Doing nothing is doing ill. (動名詞＋受詞 )

(不做事即是做壞事。—— 小人閒居為不善。)

(2) Being idle is the cause of his failure. (動名詞＋補語 )

(懶惰是他失敗的原因。)

�：動名詞“being”之後做補語的人稱代名詞不可用受格，該用主格，

因為此一人稱代名詞相當於名詞子句中的主詞補語，做主詞補語的人

稱代名詞該用主格。 如：

Who would have thought of its being{him? (×)

he? (P)

=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it was he?

(誰會想到那就是他？ )

(3) Working so hard will produce good results. (動名詞＋副詞 )

(這樣努力地工作一定會產生優良的結果。)

(4) Excuse me for not having answered your letter at once. (完成式)

(原諒我沒有立刻給你回信。)

(5) I don’t like being treated like that. (被動 )

(我不願意受到那樣的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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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名詞的性質：

A. 可以和名詞一樣有冠詞或 this、some等形容詞 —— 有了冠詞或形容

詞時，不可以帶有受詞、補語、或副詞，也不可用完成式或被動語態，

因為它已沒有動詞的性質。 如：

(1) A knocking ( or knock ) at the door was heard.

(一陣敲門的聲音被聽到了。—— 我〔我們，他，他們〕聽到了一陣

敲門的聲音。)

介詞片語 at the door是修飾名詞性質的 knocking的形容詞

片語。

(2) You should give the room a good cleaning. 

(你應該把這房間好好地清理一下。)

(3) Meeting is the beginning of parting. 

(天下無不散的宴席。)

(4) I hate all this useless arguing. 

(我討厭這一切無用的爭吵。)

(5) This evening I think I’ll stay at home doing some reading.

(今天晚上我想我會待在家裡看點書。)

(6){Drinking too much

Too much drinking
made him sick.

(飲酒過多使他胃部很不舒服〔想吐〕。)

much 既可作形容詞用，又可作副詞用。上面第一句裡的

much是修飾動名詞 drinking的動詞性質，所以是副詞，應該放

在後面；下面一句裡的 much是修飾 drinking的名詞的性質，所

以是形容詞，必須放在前面。

(7){Rising early

Early rising
is good for ( the ) health. 

(早起有益於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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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也是形容詞與副詞兩用的字。上面第一句是著重在 rising

的動詞性質，所以修飾語 early是副詞；第二句則偏重於 rising的

名詞性質，所以修飾語 early是形容詞。

(8){Collecting stamps (P)

The collecting stamps (×)

The collecting of stamps (P)

has long been his hobby.

(集郵很久以來一直是他的嗜好。)

帶有冠詞的動名詞已經和名詞完全一樣了，不能有受詞，所以

the collecting stamps 是不正確的。

“動名詞＋受詞”可換成“the＋動名詞＋ of＋受詞”以強調動

名詞中名詞的性質。

(9) I object to{punishing our children severely. (P)

the severe punishing our children. (×)

the severe punishing of our children. (P)

(我反對嚴厲懲罰我們的孩子。)

原修飾動名詞 punishing的副詞 severely移至前面時，是修飾

其名詞的性質，所以要將“-ly”字尾去掉變成形容詞。

B. 可以和名詞一樣有所有格，也有複數形 —— 複數形動名詞已成了純粹

的名詞，所以不可帶有受詞、補語或副詞。 如：

(1) He enjoys reading for reading’s sake, not for scholarship.

(他是為了讀書而愛讀書，不是為了獎學金。)

(2) He is so busy that I can’t keep track of all his comings and 

goings.

(他很忙，我沒法知道他的行蹤。)

(3) I can not understand his recent sayings and doings.

(我無法瞭解他最近的言行。)

C. 可以帶有所有格以表明動作者。—— 所有格之後的動名詞仍有動詞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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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因而可以有受詞、補語或修飾它的副詞。 如：

(1) Please excuse my coming late. 

(請原諒我來遲了。)

(2) I’m annoyed about John’s forgetting to pay. 

(我很生氣約翰忘記還錢。)

(3) Who told you of your wife’s being there? 

(誰告訴你你的太太在那裡？ )

(4) Her deciding to do it at the age of 85 shows she is still full 

of spirit.

(她八十五歲高齡還決定做這件事這顯示她依然充滿活力。)

(5) I cannot understand his getting engaged to such an empty-

headed girl.

(我不明白他為何要和這樣一個沒頭腦的女孩訂婚。)

(6) a. Understanding English is easy. 

(懂英文很容易。)

b. Your understanding that so quickly surprised me.

(你這麼快就懂了使我感到驚奇。)

(7) a. Smoking is not allowed in class. 

(上課時不准吸煙。)

b. His smoking in church shocked me. 

(他在做禮拜時吸煙使我很震驚。)

(8) a. Flying abroad is very common nowadays.

(乘飛機出國在今日很平常。)

b. My aunt’s flying off to Africa took the whole family by 

surprise.

(我的姑母突然飛往非洲使全家人感到驚奇。)

�：(a) 在比較拘禮的場合，修飾動名詞的名詞或代名詞都用所有格，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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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拘禮的普通場合或口語中，往往不用所有格而用受格 (有些文

法家不接受這樣的用法 )。 如：

① I dislike my mother’s ( or my mother ) interfering in my 

business.

(我不喜歡我母親干涉我的事情。)

“interfere in”的意思是“干涉”。

② He left the house without our ( or us ) knowing anything 

about it.

(他沒有讓我們知道就離開了家。—— 他偷偷地離開了家。)

③ It’s no use their ( or them ) complaining. 

(他們訴苦是沒有用的。)

(b) 不要以為“所有格＋ -ing”和“受格＋ -ing”的含義永遠相同只

是場合不同而已。有時候，兩者是有區別的。試比較以下各組中的

兩句：

① a. I heard your singing at the party.

(我聽見了你在聚會上的歌唱。)

b. I heard you singing at the party. 

(我聽見了你在聚會上唱歌。)

就文法而言：在“a”句裡，heard 的受詞是動名詞

singing，所有格 your是修飾它的形容詞，全句的結構是“主

詞＋動詞＋受詞”；在“b”句裡，heard的受詞是 you，

singing是做受詞補語的現在分詞，全句的結構是“主詞＋

動詞＋受詞＋受詞補語”。

就意義而言：“a”的重點是你的“歌唱 ( singing )”，

並非別的事情；“b”的重點則是“你 ( you )”而不是別人

在唱歌。

② a. Our success in the venture depends on Mary’s acting as 

the 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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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次冒險的成功取決於瑪麗所扮演的協調人角色。)

b. Our success in the venture depends on Mary acting as 

the coordinator.

(我們這次冒險的成功取決於扮演協調人的瑪麗。)

“a”的重點是在“瑪麗所扮演的協調人的角色”，瑪麗 

( Mary ) 和扮演協調人 ( acting as the coordinator ) 兩者都

很重要，也就是說若是其他人扮演協調人未必會成功，而且

瑪麗不扮演協調人而扮演其他角色也未必會成功。

“b”的重點是在瑪麗 ( Mary )，也就是說我們的成功有

賴於瑪麗本人，並非她扮演的角色，即使她的角色改變，只

要她參與這項計畫，成功還是可能的。

( c ) 要特別注意mind之後的動名詞有與沒有所有格的含義不同。 如：

① a. I don’t mind living here. 

( = I live here and don’t object to it. )

(我不反對〔我〕住在這裡。)

mind之後無所有格 (或受格 ) 的動名詞是指主詞的動

作。

b. I don’t mind his living here. 

( = He lives here and I don’t object to this. )

(我不反對他住在這裡。)

② a. Would you mind moving your car? 

( = Move your car, would you? )

(請你把你的車子移動一下好嗎？ )

Would you mind之後無所有格的動名詞是表示請求對

方如何如何。

b. Would you mind my moving your car? 

( = Would you object if I moved your car?)

(我把你的車子移動一下好不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