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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對於連接詞應有的認識

1. 對等連接詞所連接的各部份之結構
對等連接詞所連接的部份不一定是單字與單字，片語與片語，子句與子句，
也可能連接單字與片語，單字與子句，或片語與子句。但是文法作用必須相同，
詞類也儘可能一致。 如：

(1) I’ll go immediately and by taxi.
( 我要馬上去，而且要乘計程車去。)
本句裡的 and 所連接的“immediately”和“by taxi”雖然一個是單字，
一個是片語，但兩者都是作副詞用，修飾動詞 go 的。

(2) Shall we go now or when your father comes?
( 我們是現在去，還是你父親來的時候去？ )
本句裡的 or 所連接的“now”和“when your father comes”雖然
一個是單字，一個是子句，但是兩者都是作副詞用，修飾動詞 go 的。

(3) a. My home offers me a feeling of security, warm, and love. (×)
of 的受詞是“名詞＋形容詞＋ and ＋名詞”，其中的形容詞 warm
不可做受詞。

b. My home offers me a feeling of security, warmth, and love. (P)
( 我的家供給我安全、溫暖和愛的感受。)

of 的受詞是“名詞＋名詞＋ and ＋名詞”。
(4) a.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taking care of my aquarium and to work
on my stamp collection. (×)
“taking ( 動名詞 ) ＋ and ＋ to work ( 不定詞 )”，詞類不一致。

b.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taking care of my aquarium and
working on my stamp collection. (P)
( 我閒暇的時候，喜歡照顧我的養魚缸以及整理我的集郵。)
“動名詞＋ and ＋動名詞”，做動詞 enjoy 的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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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等連接詞與標點
例 )。連接的部份超過兩個時，通常只在最後兩部份之間用連接詞，其餘各部
份之間都是用逗點代替連接詞，至於連接詞之前有無逗點都可以。不過，在
正式的場合都有逗點。 如：

(1) Her boy friend is a tall, young, handsome ( , ) and good-natured
man.
( 他的男朋友是個高高的、年輕的、英俊的、性情溫和的人。)

對於連接詞應有的認識

1. 對等連接詞連接前後“兩個部份”時，連接詞之前不要逗點 ( 如以上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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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不可。因為 enjoy 只可用動名詞不可用不定詞做受詞。

第 九 篇

或問：將 taking 改成 to take 而成“不定詞＋ and ＋不定詞”是否

(2) Is it made of iron, copper, silver ( , ) or gold?
( 這東西是鐵、銅、銀、還是金製的？ )

(3) I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o. I must sweep the rooms, go shopping
downtown ( , ) and come back before half past ten to prepare
tomorrow’s lessons.
( 我有許多事情要做。我必須打掃房間、上街買東西，而且十點半以前要
回來準備明天的功課。)

(4) Singing, dancing ( , ) and drinking, we had a wonderful time.
( 我們唱歌、跳舞、飲酒，玩得非常開心。)

2. 兩個獨立子句之間不可只有逗點而無對等連接詞，但多於兩個獨立子句時，
最後兩者之間必須有對等連接詞，其餘的兩者之間可以只用逗點代替連接詞。
如：

(1) a. I washed the windows, Money swept the floor. (×)
b. I washed the windows, and Money swept the floor. (P)
( 我洗窗戶，而曼妮掃地。)

(2) I went home, Mary went with me, and John stayed there.
( 我回家去了，瑪麗跟我一起走了，約翰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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