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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掌握若干文法要點

1. 認識子句

A. 一個大句子裡所含的小句子稱為子句。 如：

(1) I am not a good speaker of English, but I can make myself 

understood.  

（我不是說英文的好手，但別人能聽懂我所說的。）

解 ☞ a. 對等連接詞 but 前後各有一個子句，也就是這個句子裡一共有

兩個子句。

b. 這兩個子句如果各自脫離母句，都能成為含義完整且文法無誤

的句子，這樣的子句在整個大句子裡稱為“獨立子句”。

c. 前面子句的句型是：主詞（I）＋動詞（am not）＋主詞補語（a 

good speaker of English）。

d. 後面子句的句型是：主詞（I）＋動詞（can make）＋受詞

（myself）＋受詞補語（understood）。這個子句裡有兩個

地方需要留意：① 受詞若和主詞是同一人，該受詞要用 self
代名詞。② 做受詞補語的若是說明受詞“被…”，該受詞補

語要用“過去分詞”以表示“被”的含義；understood 是

understand 的過去分詞，在這個子句裡即是“被了解”的含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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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owever cold it may be, we should not keep all the doors and 

windows closed for a long time. 

（不論有多冷，我們都不該將所有門窗關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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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a.“However ... be”是個子句，因為它有主詞（it），動詞（may 

be），還有主詞補語（However cold），文法結構完整，

可是它不能獨自表達完整的含義，這樣的子句稱為“不獨立子

句”。

b.“we … time”一定是個“獨立子句”，因為任何句子裡至少

有一個獨立子句，否則這個句子無法表達完整的句義。

c. 在“we … time”這個獨立子句裡的受詞補語 closed 是表示

被動含義的過去分詞，因為受詞 all the doors and windows
是“被關”。

d. 同一個句子裡的“不獨立子句”和“獨立子句”又稱為“從屬

子句”和“主要子句”。

────────────────────────────────°────────────────────────────────

B. 從屬子句有三種：名詞子句、形容詞子句與副詞子句 ── 都是由從屬

連接詞引領。 如：

(1) I feel very much excited to think that in another week or so I 

shall be able to see you again.

（想到再過一個星期左右我就能再見到你，我覺得非常興奮。）

解 ☞ a. In another week or so I shall be able to see you again. 這

是個完整的句子。任何一個完整的句子前面加了連接詞 that
即變成了名詞子句。

b. 本句裡的“that in … again”即是個名詞子句，做不定詞 to 

think 的受詞。

c. 本 句 的 結 構 是： 主 詞（I） ＋ 動 詞（feel） ＋ 主 詞 補 語

（excited）。不定詞片語“to think … again”是說明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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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ited 的原因（見下面 �），屬於副詞片語。

奇怪！怎麼片語裡面會有子句？不怪！這種情形很平常，

因為不定詞、動名詞、分詞有時候和動詞一樣需要受詞，做受

詞的若是名詞子句，即產生了“片語裡含有子句”的情形。

�：	表示喜、怒、哀、樂等情感或情緒的形容詞之後常接不定詞表示原

因。 如：

① I am proud to know you. 

= I am proud because I know you.

（我以認識你為傲。）

② I am happy to see you, but I am sad to see you in this 

place.

（看到你我很高興，可是看到你在這種地方我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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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ll never forget the day when you slapped me on the face.

（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打我耳光的那一天。）

解 ☞ a. 我永遠不會忘記哪一天呢？你打我耳光的那一天。由此可知

“你打我耳光”是修飾表示時間的名詞 the day 的形容詞子

句，所以要用表示時間的從屬連接詞when引領而成為“when 

you slapped me on the face”。

b. 引領此一形容詞子句的從屬連接詞 when 也可用 on which 兩

個字代替（參閱第三冊 p.101A）。

c.“ You slapped me on the face.”一句裡的 the 不可改成

所有格形容詞，也就是不可說成“ You slapped me on my 

face.”；但可說成“ You slapped my face.”。其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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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 took me by my hand. （×）

He took me by the hand. （P）

or:  He took my hand. （P）

（他拉著我的手。）

② He patted me by my shoulder. （×）

He patted me by the shoulder. （P）

or:  He patted my shoulder. （P）

（他拍拍我的肩膀。）

③ I struck him a heavy blow on the（不是 his）head.

（我在他頭上給予重重的一擊。）

④ Death stared him in the face. （不是 in his face）

（他命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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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ll never get married because I don’t want to spend my life 

surrounded by dirty washing and continually screaming 

children.

（因為我不想過著清洗污穢和被不斷尖叫的孩子們圍繞著的生活，所

以我永遠不要結婚。）

解 ☞ a. 為什麼永遠不要結婚？“because I don’t want to spend 

… children”。這個“因為子句”由表示原因的從屬連接詞

because 引領，是個副詞子句。這個副詞子句不但可以放在主

要子句之後，也可以放到主要子句的前面去。或問：英文的句

子裡有了 because 就不能有 so，為什麼中文裡加上“所以”？

這是中英文的表達方式不同。中文裡在“因為”之後總是要加

上“所以”才說得通順，可是英文裡，說了 because 就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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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so”，否則，要將 because 刪掉。

b. I’ll never get married 和 I’ll never be married 都 一 樣，

只是前者比較口語化，而且有一點表示轉變的意味，加上了

never 就表示“決不轉變”。

c. 句中的 washing 是名詞，所以用形容詞 dirty 修飾它；

screaming 是修飾 children 的形容詞，修飾形容詞的該用副

詞，所以副詞 continually 不可改用形容詞 continual。

�：從屬子句的種類很多很多，而且同一種從屬子句可以用不同的從屬

連接詞引領，此後會陸續摘要說明。如果在這兒統統介紹出來，那

就需要死背了，這不是作者寫這本書的初衷！

────────────────────────────────°────────────────────────────────

C. 一個句子裡可能有好幾個從屬子句。 如：

(1) I was told that she said she was only twenty eight, but the truth 

was that she was much more than forty. 

（有人告訴我她說她只有二十八歲，但事實上她是四十好幾了。）

解 ☞ a. that … eight 是個名詞子句，做被動語態動詞 was told 的受

詞（前面說過，有兩個受詞的動詞變成被動語態後，只剩下

一個受詞）。

b. 上述的名詞子句裡 she 是主詞，said 是動詞，( that ) she was 

only twenty eight 又是個名詞子句，做 said 的受詞。引領該

名詞子句的連接詞 that 省掉了（前面說過，做受詞的 that 子

句裡的 that 可以省略）。

c. 再看 but 後面的子句：the truth 是主詞，was 是動詞，that 

… forty 也是個名詞子句，接在 was 之後做主詞補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