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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為 什 麼 ?

第一篇   為 什 麼 ?

下面有三十個句子，都是讀者、包括老師要問的「為什麼？」，仔細

看看裡面的解釋後，您就會覺得「原來如此啊！」

He is being considerate to his wife in the presence of his 
mother-in-law.
( 他在他的丈母娘面前對他的老婆很體貼。)

用進行式 is being 的用意是凸顯和平常不一樣。

這一句所說的情況，許多人都會這樣，是不是？

類例：Why is she being so coy? 

( 他為什麼如此害羞？ )

言下之意，他平常並不如此。說這句話的人認為她是「假仙」。

就因為是假裝的，所以「害羞」這個字不用 shy，而用 coy。

為什麼下面這個句子裡的 be動詞用現在進行式？1

◎ 註

有時候不是假裝的，而是一時的特別表現，也用進行式。如：

① He’s being very witty all of a sudden. 

( 他突然特別機靈。) 

他平常並不如此。

② Why are you being so stupid today?
( 你今天為什麼如此糊塗？ ) 

真沒料到！

◎ 警告

濫用進行式會造成嚴重的不良後果。須知，進行式的動作遲早總會

結束的。如果你對你的她說，「Dear, I am loving you.」這不是等於說「我

對妳的愛總有結束的一天。」還有誰能接受你的愛？改口吧，說聲「Dear, 

I love you forever.」



6

英文 的 疑 難 雜 症

為什麼下面這些句子裡的介詞都沒有受詞？2

(1) I think we should stay faithful to the person we are married 
to. 
(我認為我們應該始終忠於我們和他結婚的人。)

The person 之後省略了做介詞 to 的受詞的關係代名詞 whom，這就

表示 to 已經有了受詞，不可以再有受詞。但這個介詞 to 絕不可以遺漏！

(2) I’ll give you anything you ask for.
(我會給你要的任何東西。)

anything 之後省略了做介詞 for 的受詞的關係代名詞 that，這就表示

for 已經有了受詞，不可以再有受詞。但這個介詞 for 絕不可省略。

(3) This rare opportunity should be made good use of. 
先看看下面一句：

You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is rare opportunity.

( 你應該好好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

再將這一句變成被動語態：

This rare opportunity should be made good use of.

( 這個難得的機會應該好好的利用。)

結論：後面帶有介詞的片語動詞(如 look at  /  look up with)變成被動語態時，

這個被動語態的句子裡的動詞之後就拖著一個介詞尾巴，看不到它的

受詞，但這個尾巴不可以割掉！再如：

(4) The rich often look down upon the poor.( 主動 )

( 有錢的人時常瞧不起窮人。)

The poor are often looked down upon. ( 被動 )

( 窮人時常被人輕視。)

(5) People didn’t pay due attention to the typhoon warning.( 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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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下面一句裡的 have gone要改成 have been？3

( 大家對這次颱風警報沒給適當的注意。)

The typhoon warning was not paid due attention to. ( 被動 )

(這次颱風警報沒有受到適當的注意。)

(6) A：What are razors for?
(刮鬍刀是做什麼用的？ )

for 的受詞是放在句首的疑問代名詞 What。

B：To shave with.
( 是用來刮鬍子的。)

問句裡的 razors 是 with 意義上的受詞。

(7) She loves being flirted with.
(她喜歡被人調戲。)

主詞 She 是 with 意義上的受詞。

比較：Every one of us loves flirted with her.

( 我們每一個人都喜歡和她打情罵俏。)

(8) She would not speak to or even look at him. 
( 她不願意和他說話，甚至連看都不想看他一眼。)

對等連接詞 and / or 前後子句裡的兩個介詞的受詞相同時，前面的

受詞常被省略，剩下的是個看不見受詞的介詞，如本例中的 to。

Where have you gone?
have gone 的意思是「到某地去了」，現在人在某地或去某地的途中，

人現在不在這裡。

你現在就在這裡跟我說話我怎麼還問你上面這句話？荒唐！

另有 have been 的意思是「到某地去過」，現在人不在那裡。

下面的對話是正確的：

A：Where have you be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