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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 英 語 的 妙 方

文法該怎麼唸？

有人說文法不重要。錯！大錯而特錯！

美國、英國也都出版了英文文法書給他們自己人唸，何況我們呢？！

不懂文法，一開口就錯！一動筆就錯！每遇複雜一點的句子就不知是什麼意

思！一篇作文寫不到幾個正確的句子。說、聽、讀、寫樣樣都不能與人相比！考

試拿不到滿意的分數，想出國深造卻過不了托福這一關！

有人說：「文法好難啊！」不！文法之難易，要看怎麼唸。知道怎麼唸，

不難！可以說非常簡單！所以我常說：How to rea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to read.

若能按照本書所排的內容自己依序唸下去，不偷工減料、也不必死背、更不

需補習，每天花一兩個小時，一兩個月下來，你的說與聽就能令人刮目相看！尤

其是讀與寫的能力肯定會大幅提升，提升到連你自己也會覺得 Wonderful ！

也許你會說：「我的英文太爛！永遠學不好！」你錯了！快把你心中的這塊

石頭除掉！這本書裡的每一個句子都經過作者費心地一步一步地仔細分析說明，

以便導引出讀者的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寫作能力，相信沒有看不懂的地方！只要你

認真地、仔細地看，說不定有朝一日你會覺得有些地方太囉嗦了。然而，那不

是囉嗦！那些一再重複解說的地方，是要讀者得到複習的機會，進而熟能生巧。

這就是不死背、不需補習的最可靠保証！

以下，就讓作者一步一步地來告訴你文法該怎麼唸：

�：文中凡是提到「參閱 p….」均指《賀氏英文法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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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認識五種基本句型  

1. 主詞 ( s.) ＋動詞 ( v.) ── 沒有受詞，也沒有補語。這樣的動詞稱為“完全

不及物動詞”。句中除了主詞與動詞外，若有其他的字，都是修飾主詞或動

詞的修飾語。 如：

(1) Just come in here a moment. 

（請到裡面來一下。）

解 ☞ a. 這是個祈使句，主詞是省略的 you，動詞是 come。  
── 沒有受詞，也沒有補語，所以 come 是完全不及物動詞。

b. in 不是介詞，是副詞（和副詞 out 相反），和副詞 here 一樣都是

說明 come 的地方；a moment（= for a moment）也是副詞，

是說明 come in here 多少時間。

c. Just 也是副詞，和 Please 的含義相似，但不盡相同，因為 just 比

較通俗化，沒有 please 那麼有禮；再者，它只能放在句首，不像

please 也可以放在句尾。例如 Come in here a moment, please. 

而且，句首用了 Just，句尾還可用 please。例如 Just come in 

here, please.

..............................................................................................................

(2) Tears well from her eyes whenever she thinks of those days.

（她每次想起那些日子，眼淚就從她的眼睛裡湧出。）

解 ☞ a. 主詞是 tears，動詞是 well。── 後面沒有受詞，也沒有補語，

所以 well 是完全不及物動詞。

b. 介詞片語“from her eyes”是說明動詞 well 從何處而來，所以是

副詞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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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henever ( = every time that / any time that ) she thinks 

of those days”是說明動詞 well 的時間，所以是副詞子句。

───────────────────────────────── ∆ ─────────────────────────────────

2. 主詞 ( s.) ＋動詞 ( v.) ＋主詞補語 ( s.c.) ── 沒有受詞，但動詞之後接有

說明主詞如何如何的字詞，稱其為主詞補語。這樣的動詞稱為“不完全不及

物動詞”。 如：

(1) Getting up is the hardest thing I do all day.

（起床是我全天中所做的最困難的事情。）

解 ☞ a. Getting up 是主詞，is 是動詞，the hardest thing 是主詞補語。

b. I do all day = that I do all day，其中的 that 是關係代名詞，做

該子句裡動詞 do 的受詞，做受詞用的關係代名詞可以省略，尤其

在口語中。

c. ( that ) I do all day 是修飾 thing 的形容詞子句，屬於修飾語。

或問： 為什麼說那省略的關係代名詞是 that 而不是 which 呢？因為在最高

級形容詞（hardest 是 hard 的最高級）之後的關係代名詞幾乎全都用

that（詳閱第二冊 p.327-5）。

..............................................................................................................

(2)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brother who is studying in America?

（你在美國唸書的哥哥的名字叫什麼？）

解 ☞ a. the name 是主詞，is 是動詞，疑問代名詞 what 是主詞補語。

── 疑問代名詞不管它是做主詞、做受詞，還是做主詞補語，都

放在句首。不過，做介詞的受詞時可將介詞放在句首（詳閱第二

冊 p.272(b)），疑問代名詞跟隨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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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係子句“who is studying in America”是修飾 brother（介詞

of 的受詞）的形容詞子句。

c. 介詞片語“of your brother who is studying in America”是修

飾 the name 的形容詞片語。

或問： 怎麼片語裡有個子句？不要奇怪，由於意義上的需要，片語裡時常會

有子句。── 繼續看下去，過不久你就不會再問這個問題了。

類例： Who ( s.c.) is ( v.) the man ( s.) who is talking to our principal?

（在跟我們校長談話的那個人是誰？）

“Who is talking to our principal”是修飾主詞 the man 的形

容詞子句。

或問：本句裡的 to 能否改用 with ？能，但是 to 比較常用，沒有道理可講！

�：除了 be 動詞而外，還有許多動詞之後都可能接主詞補語。記住：接在

動詞之後說明主詞如何如何，都是主詞補語，而句中的動詞都稱為不完

全不及物動詞。如下面各例：

..............................................................................................................

(3) The girl whom we thought to be dead appeared to be in the 

park very late last night.

（我們以為死了的那個女孩昨天深夜好像出現在公園裡。）

解 ☞ a. The girl 是主詞，appeared 是動詞，介詞片語是說明主詞 the 

girl 所在的地方，所以是主詞補語。

b. very late last night 是修飾動詞 appeared 的副詞。

c. whom we thought to be dead 是修飾主詞 the girl 的形容詞子

句，也就是主詞的修飾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