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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副詞的種類 ( Kind )                       
為了解釋方便起見，本書將副詞分成“單純副詞”、“連接副詞”、“疑問副詞”

與“關係副詞”四大類。茲分別說明如下：

提示：副詞之分類，旨在協助讀者從字義或字形上更進一步瞭解副詞之功能，進

而增加閱讀及使用能力，非望讀者——記誦副詞之類別，否則徒勞無益，

反而影響興趣。從今以後，希望讀者不必刻意推敲所見或所用之副詞究竟

屬於哪一類，該把注意力集中於它的功能為何、是否該用副詞、應該放在

什麼位置等與實用有益的方面。

一、單純副詞 ( Pure Conjunction )

只用作副詞，並不兼有連接詞等作用的副詞，稱為單純副詞。

1. 單純副詞的種類

1. 時間副詞 ( Adverb of Time ) —— 用來表示時間。包括“時刻”、“日

期”、“年月”以及“若干時間”等。Now ( 現在 )，then ( 那時 )，

soon (不久 )，today (今天 )，last month (上個月 )，next year (明

年 )，in 1987 ( 一九八七年 )，for ten years ( 有十年 )，from now 

onwards (今後 ) 等等都屬於時間副詞。 如：

(1) You must be here by 8 o’clock at the latest.

( 你至遲必須在八點以前到這裡。)

(2) I have to work from 9 a.m. to 5 p.m.

( 我必須從上午九點工作到下午五點。)

(3) I threw myself flat and lay motionless for ten minutes. 

( 我直挺挺地倒在地板上靜靜地躺了十分鐘。)

(4) Nowadays children prefer to watch TV rather than read. 

( 現今兒童喜歡看電視而不喜歡讀書。)

本例也可換成 Nowadays children prefer watching TV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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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nowadays只是副詞，如果充當形容詞，必須放在被修飾的名詞之後。

不可充當名詞而用它的所有格來修飾名詞。 如：

I don’t like{
nowadays fashions. (×)

modern fashions. (P)

nowadays’fashions. (×)

today’s fashions. (P)

the fashions nowadays. (P)

( 我不喜歡現今的流行款式。)

2. 地方副詞 ( Adverb of Place ) —— 表示場所或方向。 如：here (在這裡 )，

in (在裡面 )，at the corner (在轉角處 )，on top (在上面 )，up (向上 )，

upward(s) (向上 ) 等。

(1) Don’t smoke in here.

( 不要在裡面這裡吸煙。)

in和 here都是副詞，不要把 in當作介詞而把 here當作它的受詞，

因為 here本身就是作“在這裡”講，前面不可再有表示“在”的介詞。

there也類似，如下例。

(2) A: You can’t go in there.

( 你不可以進到那裡面去。)

B: Why not?

( 為什麼不可以？ )

A: Look at that sign. It says, “Keep out, no trespassing.”

( 你看看那個告示牌。上面寫著：「行人止步，不准入內”。)

(3) “Where are my socks?” — “There are a lot under your bed.”

(「我的襪子呢？」——「你的床下有很多。」)

(4) Lay the tent down on the grass and I’ll try to see how to put it up.

( 把帳篷放下來擺在草地上，我要看看怎麼樣才能把它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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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和 on the grass是修飾動詞 lay的兩個不同的副詞，前者表

示方向，後者表示場所。up也是表示方向的副詞，修飾不定詞 to put。

3.  狀態副詞 ( Adverb of Manner ) —— 包括行為的態度和心理狀態。這類

副詞大部份是由“形容詞＋ ly”而成。如：hard (努力地 )，diligently 

(勤勉地 )，bravely (勇敢地 )，quickly (迅速地 )，happily (快樂地 )，

patiently (耐心地 )，well (良好地 ) 等。舉例如下：

(1) I slowly opened the door and looked inside.

( 我慢慢地推開了門向裡面看。)

(2) It struck me that the boss was behaving pretty strangely.

( 我覺得老闆的舉止很怪。)

(3) Some children behave well, and some behave badly.

( 有些小孩很規矩，也有些則很不規矩。)

(3) A police officer stopped a young lady for speeding and asked her 

very kindly if he could see her license. She replied huffily, “I wish 

you guys could get your act together. Just yesterday you took 

away my license and then today you expect me to show it to 

you.”

( 有一位警官攔下一位超速行駛的少女，非常溫和地問她可不可以看她的

駕照。她怒氣沖沖地回答：「我希望你們這些傢伙行為能夠一致。就在

昨天你們拿走了我的駕照，而今天你又要我拿駕照給你看。」)

4.  程度副詞 ( Adverb of Degree ) —— 這類副詞也有些是由“形容詞＋ ly”

而成。程度副詞除了修飾動詞外，也常修飾形容詞或另一副詞。very (非

常 )，quite (十分 )，rather (尚，很 )，too (太 )，deeply (深深地 )，

extremely (高度地 ) 等都屬於程度副詞。 如：

(1) We’re looking forward enormously to having you two here for 

the first weekend of July.

( 我們殷切地盼望你們倆來這裡歡度七月的第一個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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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forward to的意思是“盼望”，後面的動詞必須加 ing。因此

本句裡的 having不可改用 have。

(2) 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

( 太多廚子煮壞了湯。—— 人多嘴雜。)

(3) The light was bad, but he drove terribly quickly. 

( 視線很差，可是他車子開得特別快。)

terribly是修飾副詞 quickly ( 修飾動詞 drove )。

(4) Mary is a good girl, and she is rather pretty. 

( 瑪麗是個好女孩，而且也相當漂亮。)

rather是修飾形容詞 pretty的副詞。

5. 頻率副詞 ( Adverb of Frequency ) —— 表示某一動作的反覆次數。如： 

never (從來不 )，once (一次 )，twice (兩次 )，sometimes (有時 )，

seldom (不常 )，rarely (很少 )，often (時常 )，always (總是 )，hardly 

(幾乎不 )，scarcely (幾乎不 )，barely (幾乎不 )，occasionally (偶然 )，

usually (通常 )，frequently (時常 ) 等。

(1) He’s seldom ( or rarely, hardly ever, scarcely ever ) at home.

( 他很少在家。)

(2) “Don’t trust politicians.” — “never have, and never will.”

(「不要信任政客。」——「我從來沒有，而且以後也永遠不會。」)

(3)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 決不要以書的封面來評斷他的內容好壞。—— 不要以貌取人。)

(4) I make it a rule to go to the movies once a week. 

( 我的慣例是每星期看一次電影。)

 “make it a rule to ~ ”的意思是“慣例是…，照例…”。

6. 句子的副詞 ( Sentence Adverb ) —— 修飾整個句子或子句的副詞稱為句

子的副詞。如：actually (實際上 )，apparently (顯然地 )，honestly (老

實說 )，perhaps (可能，也許 )，undoubtedly (無疑地 )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