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學們，你是否正在尋找一本「你讀得下去」的文法書？你是否正在尋找一本「有圖有真相」的文

法書？你是否正在尋找一本「大家都狂按讚、讚、讚」的文法書？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謎之音：不然
呢？！），那麼這本「有圖有真相，大家狂按讚」的《KUSO英文法》絕對是你的 First Choice！臺灣出版
的英文文法書多如牛毛，書店裡信手一揮就可能揮到一本文法書。那麼，到底這本《KUSO英文法》與架
上之芸芸眾書有何不同呢？且聽我 Dr.奧為你說個明白吧。

1  「圖」與「表」並用，讓文法條理化、視覺化
　　本書每一章都以連環漫畫暖場，用可愛又 KUSO的圖畫簡要介紹該章的文法觀念。內文則以表格整理
各個文法句型，並搭配例句說明，條理分明，一目了然。文中偶爾穿插笑果十足的漫畫，讓俏皮逗趣的漫

畫人物客串演出抽象的文法觀念，寓教於樂，學習效果十足。

2  例句加註講解和小叮嚀，讓你無師也能讀得通
　　本書在每個句型後都有相當多的例句說明，讓你從例句中「歸納」出文法規則，並進而「演繹」出文

法正確的句子。最特別的是，在許多例句後都有作者超級窩心的講解和小叮嚀，提醒你句型的重點或臺灣

學生常犯的文法錯誤，讓你不用上課也能自學好文法喔！ 

3  獨創「延伸教學」、「統整比較」與「窩心叮嚀」，讓英文文法學習更全面
　　文法句型並非獨行俠，有時與其他文法氣味相投，互通生氣，甚至是盤根錯節，密不可分。本書獨創

「延伸學習」、「統整比較」與「窩心叮嚀」的單元，讓每個文法句型不再是互不相干的平行線，而是可以

觸類旁通的立體網絡。「延伸教學」補充與句型相關的文法重點；「統整比較」比較分析相似或容易混淆的

句型；「窩心叮嚀」提醒學生容易犯錯的文法盲點。

4  去蕪存菁、涵蓋全部重點，讓你透徹英文文法精髓
　　國內文法書大多標榜其內容「鉅細靡遺，讓你一窺文法全貌」，但其實菁蕪雜陳，許多連老師們都

未必聽過或看過的艱澀文法也羅列其中，讓不少學生就算啃了半天也嚥不下去，更遑論消化、吸收了。

《KUSO英文法》的作者群都是有經驗、貼心又有佛心的老師，他們於高中任教多年，深知英文文法精髓
所在，更清楚學生「不要囉嗦，給我重點！重點！重點！」之需求，因此汰除冷僻艱澀，一輩子也用不到

的文法，保留重要實用又常考的文法句型，讓你輕鬆又有效率地透徹英文文法精髓。

5  聘請外籍教授審閱，語言正確性高，讓你學到最道地的英文
　　文法書「易寫難功」，因為市面上、網路上相關書籍俯拾即是，要拼湊出一本文法書並不難，但要寫

出一本語言道地卻又能兼顧國內升學考試及英文檢定之重點者卻如鳳毛麟角。本書與坊間其他本土文法書

最大之不同在於句型之正確性及語言之道地性。本書為英文實力雄厚之英文教師們所撰寫，另聘請臺灣師

範大學英語系教授高瑪麗（Dr. Mary Goodwin）、史文生（Dr. Frank Stevenson）、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柯安
娜（Dr. Johanna Katchen）審閱每一項文法規則、每一個例句、每一道試題，並提供作者群最佳的範例說
明，務求語言之正確自然。用臉書來作個比喻，本書絕不會出現有句型是「國內英文老師頻按讚，卻讓外

籍老師移除貼文」的情形發生。因此，你可安心「服用」。

 編輯室發言人：

編輯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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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
t+IO

+DO 

S+Vt+O+OC

特色介
紹

我們將文法變成生動有趣

的插畫，讓書中的主角們

帶你進入愉快的英文學習

環境，讓你可以輕輕鬆鬆

地了解英文文法並巧妙地

運用它。

 知識圖像化

04 助動詞

在這個章節中，Dr. 奧要介紹ㄧ
位動詞的好朋友給同學們認識，也

就是「助 動詞 」。顧名思義，助動
詞就是用來「 協助 」表達另一個「 
動詞 」發生的時間， 或協助形成否
定句、疑問句或表強調等 。 

如右側對話，小熊用助動詞 did 
協助動詞 see 形成疑問句，以表達他
的疑 惑 ;而小猴則用助動詞 did 協助
動詞 see 表「 的確看到 」的強調語
意，可見助 動詞真的是動詞的好麻
吉喔 !以下介紹給同學幾類常見的
助動詞：

簡單式助動詞 完成式助動詞 其他常見助動詞

do have will shall can may must need

does has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dare

did had used to ought to

had better

 除了 have/has/had + p.p.以外，以上其他助動詞都接 VR。

文法大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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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ㄧ 

密密麻麻的英文，一個個

分門別類地排列成整齊易

懂的表格，讓你有系統地

學習。每個句型都有詳

細的說明，以及許多的例

句讓你馬上融會貫通。

還有貼心的小提醒和注

意，是學習的小撇步哦 !

知識表格化
do / does / did1

（一） do / does / did的形式和搭配的主詞：

現在式 過去式

肯定 否定 搭配的主詞 肯定 否定 搭配的主詞

do do not
(don't) 非第三人稱單數

did did not
(didn't) 所有人稱單複數

does does not
(doesn't) 第三人稱單數

說明  1.   do/does/did用於簡單式。
2.  什麼是第三人稱單數？複習一下，he, she, it或是其他單數的名詞如 the book, his dog等
就是第三人稱單數。

（二） 用 do / does / did來「強調」：

強調  S +  
do
does
did

' + VR

說明  想要表達「真的」要做某事，或「的確」做了某事，如果：
1.   動詞是一般動詞。
2.  句子裡沒有其他助動詞。
這時就可在動詞前加上 do/does/did來幫忙加強語氣。

例句  1. I do want to marry you. （我是真的想娶妳。）
動詞前加 do，用來強調動詞 want，表達「真的想⋯⋯」。do後面的動詞 want還是用原形。

2. The kids did tell the truth.（孩子們的確說了實話。）
動詞前加 did，用來強調動詞 tell，表達「那時的確說了⋯⋯」。did後面的動詞 tell現出原形。

（三） 用 do / does / did來說「不」：

否定  S +  
do not (=don’t)
does not  (=doesn’t)
did not  (=didn’t)

' +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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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
i+SC

 

S+Vi
在學習本書時，如同貼身

家教與你伴讀。Dr.奧使
出渾身解數，將畢生所學

開堂授課，不時地教你如

何抓住重點，以及隨堂小

考複習文法。只要將這

些文法秘笈學起來，你也

可以出師了！

 知識重點化
特色三 

will
未來將／會⋯⋯、

請求

1. 　　　　 you 　　　　 me?
（嫁給我好嗎？）

would
過去將／會⋯⋯、

過去習慣、委婉請

求

2 .  My father 　　　　 　　　　 jogging every 
morning before he got sick.

（我父親生病前每天早上都會去慢跑。）

used to
過去經常做⋯⋯、

過去狀態

3.  John 　　　　 　　　　 　　　　 a teacher  
before he retired.

（John退休前曾是個老師。）

shall 將會、請求、詢問
4 . Let’s go, 　　　　 　　　　?
（我們走吧，好嗎？）

should/
ought to/
had better

應該⋯⋯、

最好⋯⋯

5 .  If you don’t want to get into trouble, you  
　　　　 　　　　 listen to me.

（如果你不想惹上麻煩，你最好聽我的。）

can/could 能夠、請求
6  . 　　　　 you 　　　　 me a favor?
（你可以幫我個忙嗎？）

could
能夠、請求、

可能（表猜測）

7 .  Be careful.   The dog 　　　　  　　　　 
dangerous.

（小心。這可能是隻危險的狗。）

may 許可、祝福
8 .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願你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may/might
請求、

可能（表猜測）

9. 　　　　 　　　　 leave now?
（我們可以離開了嗎 ?）

must
必須、

必定（表猜測）

10.  You 　　　　 　　　　 me what happened 
now!

（你必須馬上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must not 不可以（表禁止）
11. You 　　　　 　　　　 　　　　 to me.
（你不可以對我說謊。）

need
需要⋯⋯（用於否

定、疑問）

12.  You 　　　　 　　　　 　　　　 anything to 
me.

（你不需要對我做任何解釋。）

助動詞 語意或用途 例　句

統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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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章節都以「綜合演

練」及「歷屆試題」做

為結尾，讓你在學習完文

法知識後，考驗自己的能

力。另附解答本驗收答

案，並有精闢解析解答你

的疑難雜症。這下子不

融會貫通也難了！

知識熟練化
I  文法選擇：50%（每題 2分，共 25題） 

（ ）1.  I was not lying!  I 　　　　 see a UFO flying in the sky! 
  (A) did (B) have (C) ought to (D) had better

（ ）2.  Jane: Doesn’t your sister work at Starbucks? 

  Lisa: 　　　　
  (A) Yes, she doesn’t.  (B) Yes, she has.
  (C) No, she doesn’t.  (D) No, she has.

（ ）3.  Before Steve Jobs turned thirty, he 　　　　 millions of dollars. 
  (A) has (B) has earning (C) had earned (D) had earn

（ ）4.  Jennifer said she 　　　　 call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A) shall (B) may (C) would (D) had

（ ）5.   It is shocking that the pop singer 　　　　 die at such a young age.
  (A) should (B) must (C) dare (D) has

（ ）6.  If I 　　　　 be late for the party, you can just start without me.
  (A) would (B) should (C) used to (D) had better

（ ）7.  The frightened little boy cannot help but 　　　　 into tears.
  (A) to burst (B) bursting (C) bursts (D) burst

（ ）8.  　　　　 we have peace on earth!
  (A) May (B) Shall      (C) Can (D) Must

（ ）9.  You 　　　　 apologize.  It was my mistake, not yours.
  (A) need not  (B) don’t need 
  (C) not need to  (D) doesn’t need to

（ ）10.  　　　　 to that beautiful young lady?
  (A) Dare you talk  (B) Dare you talked
  (C) Do you dare talking (D) Do you dared to talk

（ ）11.   That must 　　　　 Alison’s new boyfriend.  He looks so charming! 
  (A) be (B) been (C) have been (D) to be

（ ）12.   Johnny could not 　　　　 his neighbor.  He was with me last night.
  (A) kill (B) killed (C) have killed (D) had killed 

綜合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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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五大句型                                       1

Point 1  S + Vi主詞＋不及物動詞   3
Point 2   S + Vi + SC主詞＋不及物動詞＋主詞

補語    3

Point 3  S + Vt + O主詞＋及物動詞＋受詞  6
Point 4   S + Vt + O + OC主詞＋及物動詞＋

受詞＋受詞補語   6
（一）「指名」動詞用法

（二）感官動詞用法

（三） 使役動詞用法一：以不同動詞形式
作OC

（四） 使役動詞用法二：以名詞或形容詞
作OC

（五）find/leave/keep用法
Point 5   S + Vt + IO + DO主詞＋及物動詞＋

間接受詞＋直接受詞   11

02 時式  17

Point 1  現在式   18
（一）現在簡單式

（二）現在進行式

（三）現在完成式

（四）現在完成進行式

Point 2  過去式   24
（一）過去簡單式

（二）過去進行式

（三）過去完成式

（四）過去完成進行式

Point 3  未來式   28
（一）未來簡單式

（二）未來進行式

（三）未來完成式

（四）未來完成進行式

03 語態  37

Point 1  主動語態改被動語態的基本規則  38
Point 2  被動語態的各種時式   38

（一）簡單式

（二）進行式

（三）完成式

Point 3  被動語態的其他用法   41
（一）助動詞

（二）感官動詞及使役動詞

（三）有兩個受詞的動詞（授與動詞）

（四）主詞有受詞補語的被動語態

（五）動名詞與不定詞的被動

（六）動詞片語改被動

（七）客觀說法

04 助動詞   50

Point 1  do/does/did   51
（一） do/does/did的形式和搭配的主詞
（二）用 do/does/did來「強調」
（三）用 do/does/did來說「不」
（四） 用 do/does/did來提出「疑問」

與「簡答」

Point 2  have/has/had   53
（一） have/has/had的形式和搭配的主詞
（二）  用have/has/had來提出「肯定」、「否

定」、「疑問」、「簡答」

Point 3  will/would/used to   54
（一） will/would 的形式和搭配的主詞
（二）用 will描述「未來」
（三）用 would描述「過去」
（四） 用 would 與 used to 描述「過去

經常做某事」

（五）用 will/would向別人「請求」

目次

4



Point 4   shall/should/ought to/had better  57
（一） shall/should/ought to/had better

的形式和搭配的主詞

（二） 用 shall表達「將會」、「禁止」、
「請求」、「詢問」

（三） 用 should表達「竟然」、「萬一」
（四） 用 should/ought to/had better 表

達「應該做某事」、「最好做某事」

Point 5   can/could   59
（一） can/could的形式和搭配的主詞
（二） 用 can/could表達「能夠」、「有

可能」、「是否能夠」

Point 6   may/might   61
（一）may/might的形式和搭配的主詞
（二）用 may表達「許可」、「祝福」
（三）用may/might表達「可能」、「請求」

Point 7   must   63
（一）must的形式和搭配的主詞
（二） 用must表達「必須」、「必定」、

「不可以」

Point 8   need/dare   64
（一） need/dare的形式和搭配的主詞
（二）need作助動詞，意為「需要」
（三）dare作助動詞，意為「敢」

Point 9   用助動詞表達猜測   65
（一）  對現在事實的肯定猜測：表「必

定⋯⋯」、「可能⋯⋯」

（二） 對現在事實的否定猜測：表「必
定不可能⋯⋯」、「也許不⋯⋯」

（三） 對過去事實的肯定猜測：表「過
去必定⋯⋯」、「過去可能⋯⋯」

（四） 對過去事實的否定猜測：表「過
去必定不可能⋯⋯」、「過去也

許不⋯⋯」

Point 10   用助動詞表達與過去事實相反   68

05 名詞子句  76

Point 1   that 子句   77

（一）that子句的「構成方式」
（二）that子句的功能

Point 2   whether 子句   80
（一）whether子句的「構成方式」
（二）whether子句的功能
（三）whether子句轉換

Point 3   wh- 子句及名詞片語   83
（一）wh-子句「構成方式」
（二）wh-子句的功能
（三）wh-子句簡化為「名詞片語」
（四） wh-問句轉換為 wh-子句的方式

Point 4   間接引述   87
（一）直接引述與間接引述

（二）直接引述改成間接引述的變化

（三）用 that引述肯定句／否定句
（四） 用 whether/if引述 Yes/No問句
（五）用 wh-子句引述 wh-問句
（六）用 to VR或 that引述祈使句

Point 5   wh-ever字詞（複合關係代名詞）名
詞子句   90
（一）whoever
（二）whomever
（三）whatever
（四）whichever

06 形容詞子句 98

Point 1   關係代名詞   99
（一）關代為「主格」

（二）關代為「受格」

（三）關代為「所有格」

Point 2   關係代名詞前何時須加逗點？   102
（一）先行詞「獨一無二」

（二）關代 which指涉一整件事情
（三）當關係代名詞遇到不定量詞

Point 3    介系詞乾坤大挪移   106
Point 4    that 的大忌和使用時機   107

（一）that的大忌
（二）that的使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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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5    關係副詞   108
（一）where
（二）when
（三）why
（四）how

Point 6    複合關係代名詞：what   110
Point 7     關係代名詞的省略   111

（一）關代為受格

（二）關代為主格

Point 8    準關係代名詞   112
（一）than
（二）as

07 連接詞   119

Point 1    對等連接詞   120
（一）and/or/but
（二）and/or和祈使句連用
（三）nor/neither
（四）for/so

Point 2    對等連接詞組   122
（一）常見的對等連接詞組

（二） 對等連接詞組連接句中主詞與動
詞的一致性

Point 3    從屬連接詞   124
（一）時間

（二）表因果關係

（三）表目的

（四）表「條件」

（五）表「雖然、儘管、即使」

（六）表「好像、彷彿」

（七） wh-ever = no matter wh- 表「無
論」

（八）Whether 表「不論、不管」

08 假設語氣 142

Point 1     wish +假設語氣   143
Point 2     If + 條件子句   145

（一）可能成真的條件子句

（二）與現在事實相反的假設

（三）與過去事實相反的假設

（四）與未來事實相反的假設

（五）混合型的假設語氣

Point 3    If 的省略：假設語氣的倒裝句型   150
Point 4    as if/as though彷彿；像是   153
Point 5    要不是／若非   154

（一）與「現在事實相反」的「若非」

（二）與「過去事實相反」的「若非」

Point 6    It is time...該是做⋯⋯的時候了 155

09 不定詞  162

Point 1    不定詞當名詞   163
（一）不定詞當主詞

（二）不定詞當受詞

（三）不定詞當補語

Point 2    不定詞當形容詞   167
Point 3    不定詞當副詞   168

（一）表目的

（二）表結果

Point 4    獨立不定詞片語   171

10 動名詞  177

Point 1    動名詞的功能   178
（一）動名詞當主詞

（二）動名詞當受詞

（三）動名詞當主詞補語

Point 2    動名詞與不定詞   179
Point 3    含有動名詞的超重要句型   183
Point 4    介系詞 to + NP/V-ing   186

附錄（一）須接動名詞為受詞的動詞

附錄（二）prefer的句型
附錄（三） 花「時間」或「金錢」的句型

11 分詞  195

Point 1    分詞的妙用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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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詞可以當形容詞

（二）分詞可以當主詞補語

（三）分詞可以當受詞補語

Point 2    分詞構句   200
（一）將形容詞子句簡化成分詞片語

（二）將對等句簡化成分詞構句

（三）將副詞子句簡化成分詞構句

Point 3    獨立分詞構句   210
Point 4    With引導出附帶的動作、狀態或原因 212
Point 5    分詞慣用語   214

12 形容詞與副詞 220

Point 1    形容詞   221
（一） 形容詞的位置：形容詞在句中可

放在名詞之前或之後、be-V或受
詞之後

（二）數量形容詞

（三）複合形容詞

（四） 形容詞的原級、比較級與最高級
Point 2    副詞    232

（一）副詞的種類與構成

（二）副詞的原級、比較級與最高級

13 代名詞  249

Point 1    人稱代名詞   250
（一）當主格

（二）當受格

（三）當所有格

（四）it的用法
Point 2    反身代名詞   258

（一）反身代名詞的用法

（二）反身代名詞的慣用語

Point 3    所有代名詞   261
Point 4    指示代名詞   262
Point 5    不定代名詞   264

（一） both vs. all; either vs. any; neither 
vs. none

（二）some vs. any
（三）one, other, another, some
（四）each vs. every

Point 6    疑問代名詞   273
（一）who/whom/whose的用法
（二）what的用法
（三）which的用法

14 倒裝句  278

Point 1    地方副詞置於句首的倒裝   279
（一）Here、There在句首
（二）表地方的副詞在句首

（三）表地方的副詞片語放句首

Point 2    假設語氣倒裝   280
Point 3    讓步子句倒裝   281
Point 4    so, neither, nor倒裝句   282

（一）so 的倒裝
（二）neither, nor的倒裝

Point 5    Only 置於句首的倒裝   284
Point 6    否定副詞置於句首的倒裝   285
Point 7    So, Such倒裝句   290
Point 8    主詞補語放句首的倒裝   291

15 句型大補帖 298

Point 1    省略 should的三大句型   299
（一） 表示「堅持、建議、命令、要求」

的句型

（二） 表示「必要的、重要的」的句型
（三）表示「以免」的句型

Point 2    感歎句   303
Point 3    附加問句   305

（一）附加問句的基本形式

（二）易混淆之附加問句

Point 4    雙重否定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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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 5  次以上
文法 Chapter, Point 頁數 年度

從屬連接詞 : when, as, since, 
although, as along as, even if, 
once, while, so that, whatever...。

Chapter 7, Point 3 124
107指考、106學測、103學測、
102學測、102指考

關係代名詞的省略：分詞可置於

名詞後修飾名詞

Chapter 6, Point 7
Chapter 11, Point 3

108
210

110學測、108學測、106學測、
106指考、104指考、102學測、
100學測

副詞轉折語﹕ however, for 
example, what's more, due to...。

Chapter 12, Point 2 232
108指考、108學測、106學測、
105學測、104學測、104指考、
103學測、103指考

出現 4  次以上
文法 Chapter, Point 頁數 年度

現在式 :現在簡單式及現在完成
式

Chapter 2, Point 1 18
111學測、109學測、108學測、
101學測

with引導出附帶的動作、狀態
或原因

Chapter 11, Point 4 212
106學測、104學測、102學測、
100指考

出現 3  次以上
文法 Chapter, Point 頁數 年度

被動語態的各種時式 Chapter 3, Point 2 38 104學測、100學測、100指考

關係副詞 : where, when, why Chapter 6, Point 5 108 108指考、107學測、101學測

現在分詞表「主動、進行」

過去分詞表「被動、已完成」
Chapter 11, Point 1 196 107學測、105指考、102指考

指示代名詞：that, the latter Chapter 13, Point 4 262
108學測、102學測、100學
測

近十年學測與指考英文文法考題整理表 1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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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 2  次以上
文法 Chapter, Point 頁數 年度

複合關係代名詞﹕ what, whatever Chapter 6, Point 6 110 107學測、100學測

對等句簡化成的分詞構句 Chapter 11, Point 2 200 102指考、101學測

副詞子句簡化為分詞構句 Chapter 11, Point 2 200 110學測、103學測

it的用法 Chapter 13, Point 1 250 105學測、103指考

不定代名詞 neither和 none，表皆不 Chapter 13, Point 5 264 106指考、101學測

出現 1  次以上
文法 Chapter, Point 頁數 年度

使役動詞用法 Chapter 1, Point 4 6 102學測

過去簡單式 Chapter 2, Point 2 24 109指考

used to VR 表「過去的動作或情況」 Chapter 4, Point 3 54 111學測

would的用法 Chapter 4, Point 3 54 105指考

助動詞表「推測」 Chapter 4, Point 9 65 107指考

that引導名詞子句 Chapter 5, Point 1 77 109指考

how引導的名詞子句當受詞 Chapter 5, Point 3 83 105學測

關係代名詞的限定用法 Chapter 6, Point 1 99 100學測

關係代名詞的非限定用法 Chapter 6, Point 2 102 101學測

as為準關代 Chapter 6, Point 8 112 104指考

對等連接詞組 : as well as Chapter 7, Point 2 122 106學測

與事實相反的假設語氣 Chapter 8, Point 2 145 100學測

混合型的假設語氣 Chapter 8, Point 2 145 110學測

不定詞作為受詞補語 Chapter 9, Point 1 163 109學測

the + 形容詞比較級..., the + 形容詞比較
級...（愈⋯⋯愈⋯⋯）

Chapter 12, Point 1 221 102學測

表「堅持、建議、命令、要求」的句型 Chapter 15, Point 1 299 100指考

不定詞作為受詞補語 Chapter 9, Point 1 141 109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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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奧 (Dr. Owl)  
知識淵博的老師

  熊媽 (Bear ś Mom)  
小熊的媽，親切又本土

小猴的爸媽，一對恩愛的夫妻

  猴媽和猴爸 (Monkey ś Mom and Dad)  

  小熊 (Bear)  
熱心助人、人緣好、

愛搞笑

  小猴 (Monkey)  
調皮搗蛋，愛耍小聰明

  小豬 (Piggy)  
個性憨厚、努力 
但功課不好的好孩子

  小兔 (Bunny)  
認真聰明的好學生代表

Adj./adj. adjective（形容詞）
Adv./adv. adverb（副詞）
N/n.   noun（名詞）
NP   noun phrase（名詞片語）
Vi   intransitive verb（不及物動詞）
Vt   transitive verb（及物動詞）
VR   verb root（動詞原形）
V-ing    gerund/present participle 

（動名詞／現在分詞）

p.p.   past participle（過去分詞）
V-ed   past tense（過去式）
be-V   be verb（be動詞）
prep.   preposition（介系詞）

interj.    interjection（感歎詞）
conj.    conjunction（連接詞）
pl.    plural（複數）
Sb./sb.   somebody（某人）
Sth./sth.  something（某事、物）
S    subject（主詞）
C    complement（補語）
O    object（受詞）
IO    indirect object（間接受詞）
DO    direct object（直接受詞）
OC    object complement（受詞補語）
SC    subject complement（主詞補語）

人物介紹

略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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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句子最基本的結構就是主詞加動詞。然而，是否所有的句子只要有了主詞和動詞，

就都可以說清楚講明白了？請同學先看看以下的對話：

在對話中，小豬若只說 I need...（我需要⋯⋯）、May I ask you...（我可否請妳⋯⋯），
語意是不完整的，容易讓聽者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那語意完整與否的關鍵是什麼？關鍵在

動詞 !動詞本身若無法清楚表達主詞狀態或全句語意時，就需要其他的詞語及文法小幫手來
幫忙，因此，也衍生出英文中的五大句型。

01 五大句型

1



22

文法大特寫

五大句型 例句

S

+Vi
1  She smiles. ( S + Vi )

+SC 2  They are my friends. ( S + Vi + SC )

+Vt

+O 3  We love you. ( S + Vt + O )

+O+OC 4  He heard a baby crying. ( S + Vt + O + OC )

+IO+DO 5  She gave me a book. ( S + Vt + IO + DO )

1   首先觀察五大句型的動詞，可以分為兩種：
 1  不及物動詞（Vi）：不接受詞（O）的動詞。
 2  及物動詞（Vt）：須接受詞（O）的動詞。
  有些動詞可當 Vi 也可當 Vt，只是語意有所差異而已。

2   由以上五大句型及例句中可看出，只有第一個句型 S + Vi中的動詞可以清楚說明全句語意，
至於其他四個句型的動詞，則都需要其他文法小幫手來補足全句語意。

3   五大句型的文法小幫手：

小幫手 縮寫 功　能

主詞補語 SC 補充說明主詞的語意

受　　詞 O 當及物動詞（Vt）動作的接受者

受詞補語 OC 補充說明受詞的語意

間接受詞 IO 受及物動詞（Vt）動作的間接影響者

直接受詞 DO 當及物動詞（Vt）動作的直接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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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 Vi 主詞 + 不及物動詞1

句型 S  +  Vi  +  (adv.)
(prep.  +  N)#

說明  1.   此句型中，動詞為不及物動詞（Vi），不須接受詞，也不須接主詞補語，全句語意已
完整。

2.  此句型的動詞後，可接上副詞（adv.）或介系詞片語（prep. + N），用來補充說明動詞
的語意。

例句  1. The children laughed.（孩子們笑了。）
‧不及物動詞 laughed之後，不須接受詞或主詞補語，語意已完整。

2. The children laughed loudly.（孩子們大聲地笑著。）

‧副詞 loudly，用來修飾不及物動詞 laughed。

3. The children laughed loudly in the backyard.（孩子們在後院裡大聲地笑著。）

‧亦可再接介系詞片語 in the backyard，進一步補充說明不及物動詞 laughed。

S + Vi + SC 主詞 +不及物動詞 +主詞補語2

句型 S + Vi + SC

說明  1.   此句型中，動詞為不及物動詞（Vi），不接受詞，但因動詞無法清楚說明主詞之狀態，
全句語意不完整，必須接主詞補語（SC）補充說明。

2.  此類句型之動詞常見的有兩種：
  1 be動詞
  2 連綴動詞

例句  1. My father is an architect.（我的父親是位建築師。）

‧be動詞 is之後，須接主詞補語 an architect，語意才完整。

01   五大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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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customers seem satisfied.（顧客們似乎感到滿意。）

‧  表「似乎」之連綴動詞 seem之後，須接主詞補語 satisfied，補充說明主詞 customers是感到滿意的，
全句語意才完整。

3. The spaghetti tastes delicious.（這道義大利麵嚐起來很美味。）

‧  表「感官」之連綴動詞 tastes之後，須接主詞補語 delicious，語意才完整。

4. He remained calm in the face of danger.（面臨危險時他仍保持冷靜。）

‧  表「保持」之連綴動詞 remain之後，須接主詞補語 calm，語意才完整。

5. The baby fell asleep in her father’s arms.（寶寶在她父親的臂彎裡睡著了。）

‧  表「變成」之連綴動詞 fell之後，須接主詞補語 asleep，語意才完整。

似乎：seem, appear + adj.

感官：feel, look, smell, taste, sound + like N（像⋯⋯）

保持：keep, stay, remain
+ adj.

變成：become, get, go, grow, turn, fall

例句  1.  The boy seems happy.   4.  We should stay calm.
（這個男孩似乎很快樂。）      （我們應該保持冷靜。）

2. The cake tastes sweet.   5.  It’s getting cold.
（這個蛋糕嚐起來很甜。）      （天氣逐漸變冷了。）

3. Iris looks like her mother.
（Iris看起來像她的母親。）

延伸教學：連綴動詞用法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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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 Vi + adv.
S + Vi + adj.

說明  不及物動詞 Vi之後何時用形容詞，何時用副詞呢？請以語意為依歸。
1. S + Vi即可清楚表達語意時，Vi後可加副詞。
  （此時副詞用來補充描述動詞的動作）
2. S + Vi無法清楚表達語意時，Vi後須加形容詞。
  （此時形容詞為主詞補語，補充說明主詞的狀態）

例句  1.    They are dancing.（他們正在跳舞。）
‧  S＋ Vi語意清楚

2. They are dancing happily.（他們正在快樂地跳舞。）

‧  They are dancing.語意已清楚完整。另可加上副詞 happily，是用來描述動詞 dancing的狀態。

3. 錯誤   The kids looked.（孩子們看起來。）
‧  S＋ Vi語意不清，且不符合文法

  正確   The kids looked happy.（孩子們看起來很快樂。）

‧  The kids looked語意不清楚不完整，必須加上形容詞 happy當作主詞補語，補充說明主詞
the kids的狀態。

統整比較

句
型

1. 老太太悲傷地哭泣著。

 The old lady  . 

2. 我女朋友似乎在生氣。

 My girlfriend a  . 

3. 那杯飲料嚐起來像自來水。

 The drink   tap water.

4. 我們在圖書館裡應該保持安靜。

 We should remain  in the library.

答 1. cried/cries; sadly　2. appeared/appears; angry　3. tasted/tastes; like　4. quiet

Quiz Time

01   五大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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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Vt + O 主詞 + 及物動詞 + 受詞3

句型 S + Vt + O

說明  1.   此句型中，動詞為及物動詞（Vt），須接受詞，全句語意才完整。
 2. 此類句型之受詞可略分為：
  1  名詞或代名詞。
  2  動名詞（V-ing）。
  3  不定詞（to VR）。
例句  1. The workers moved the furniture.（工人們搬動了家具。）

‧  及物動詞 moved之後，須接受詞 the furniture，語意才完整。

2. You should avoid making the same mistake.（你應該避免犯同樣的錯誤。）
‧  及物動詞 avoid之後，須接動名詞 making the same mistake當受詞，語意才完整。

3. Justin desires to study abroad.（Justin渴望出國讀書。）

‧  及物動詞 desires之後，須接不定詞 to study abroad當受詞，語意才完整。

S + Vt + O + OC 主詞 + 及物動詞 + 受詞 + 受詞補語4

句型 S + Vt + O + OC

說明  1.   此句型中，動詞為及物動詞（Vt），須接受詞，且須再接受詞補語補充說明受詞後，
語意才完整。

 2. 受詞補語可為名詞、不定詞、形容詞、現在分詞（V-ing）、過去分詞（p.p.）。
 3. 常用此句型之動詞：
  1  含「指名」意味的動詞。
  2  感官動詞。
  3  使役動詞。
  4  find（發覺）、leave（使保持）、keep（使保持）。
例句  1. Mr. Smith has named his newborn baby Dan.（Smith先生為他的新生兒命名為 Dan。）

‧  名詞 Dan補充修飾受詞 his newborn baby。name為含「指名」意味之動詞，用名詞作受詞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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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My father wants me to follow in his footsteps.（我的父親要我繼承他的事業。）

‧  不定詞 to follow in his footsteps補充修飾受詞 me。

3. His sudden death makes me sad.（他突如其來的死亡讓我悲傷。）

‧  形容詞 sad補充修飾受詞 me。

4. Brad heard someone knocking on the door.（Brad聽到有人在敲門。）

‧  現在分詞 knocking補充修飾受詞 someone。

5. Betty found her name-brand bag stolen.（Betty發現她的名牌包被偷了。）

‧  過去分詞 stolen補充修飾受詞 her name-brand bag。

（一） 「指名」動詞用法

S +
「指派」：appoint（指派）elect（推選）vote（推選） + O (+as) + N

「命名」：name（命名） nickname（取綽號）
　　　　 call（稱呼） label（標示為；稱作）

+ O + N

說明  部分含有「指派」及「命名」意味之動詞，常用名詞當受詞補語。
例句  1. We elected John our leader.（我們推選 John做我們的隊長。）

2. Jennifer calls her pet dog Spotty.（Jennifer叫她的小狗 Spotty。）

（二） 感官動詞用法

句型 S + 感官動詞 + O +  
VR    （主動） 
V-ing  （主動且正在進行） 
p.p.     （被動）

'

說明  1.  常見的感官動詞：see （看到）, watch（看到）, notice （注意到）, observe （觀察到）, 
hear （聽到）, feel （感覺到）等。

2.  受詞補語判斷原則：視補語的動作與受詞間的關係，受詞補語可分為原形動詞（VR）、
現在分詞（V-ing）或過去分詞（p.p.），用以描述受詞的動作或狀態。

  1   接原形動詞（VR）：表主動，該動作為受詞所做，且主詞目睹或感受整個動作的過
程。

  2   接現在分詞（V-ing）：表主動且正在進行，該動作為受詞所做且正在進行，但主詞
並未目睹或感受整個動作的過程。

  3  接過去分詞（p.p.）：表被動，受詞為該動作的接受者。

01   五大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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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1. The witness saw an armed robber enter the bank.（目擊者看見一個武裝搶匪進入銀行。）

‧  用原形動詞 enter，表達主詞 the witness目睹了整個搶匪進入銀行的過程。

2. The witness saw an armed robber entering the bank.（目擊者看見一個武裝搶匪進入銀行。）

‧  用現在分詞 entering，表達主詞 the witness看到搶匪時，該搶匪正進入銀行，但並未目睹全程。

3. I noticed a few teardrops rolling down her cheeks.（我注意到有幾滴淚珠滾落她的臉頰。）

4. I saw Kevin scolded by the teacher.（我看見 Kevin被老師罵。）

Quiz Time

1. 他們為 Tom取綽號為小胖（Fatty）。

  They 　 .

2. 我注意到老師正在盯著（stare at）我。

 I 　 .

3. 學生們看到一個老人被一輛公車撞上。

 The students 　 .
答  1 . nickname/nicknamed Tom Fatty 　2. notice/noticed the teacher staring at me　
 3. saw an old man hit by a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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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役動詞用法ㄧ：以不同動詞形式作 OC

句型

S + make + O + VR  （主動）
p.p.  （被動）#

S + have + O +  VR  （主動）
p.p.  （被動）#

S + get + O +  to V    （主動）
p.p.    （被動）#

S + let + O +  VR     （主動）
be p.p.   （被動）#

說明  1. 使役動詞包含 make, have, get, let。
2. 以上使役動詞一般譯為「使」、「讓」或「叫」，但：

  1  欲表達「迫使、要求」：較常用 make, have。
  2  欲表達「說服」：較常用 get。
  3  欲表達「容許」：較常用 let。
例句  1. You can never make me go against my will.（你絕對不可能逼我違背我自己的意願。）

2. I couldn’t make myself heard.  It was too noisy.（我無法讓人聽清楚我的聲音。實在太吵了。）

3. The teacher had the kids play an interesting game.（老師讓小朋友們玩一個有趣的遊戲。）

4. Mr. Cruise had the fence in his backyard painted.（Cruise先生叫人為後院的圍籬上漆。）

5. We need to get the work done by tomorrow.（明天前我們必須將工作完成。）

6. Mr. Fox let his employees have a day off.（Fox先生讓他的員工休一天假。）

7. I foolishly let myself be tricked by the old man.（我竟然愚蠢到讓那個老人給騙了。）

01   五大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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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役動詞用法二：以名詞或形容詞作 OC

句型

S + make + O + N

S +  
make
have  + O + adj.
get

'

說明  1.  使役動詞除了如前述「用法一」中使用不同形式的動詞作受詞補語，亦可用名詞或形
容詞作受詞補語。

2. 常用名詞作受詞補語之使役動詞：make。
3. 常用形容詞作受詞補語之使役動詞：make, have, get。

例句
N

 1. His wife’s unconditional love makes him a better man.

  （他妻子無條件的愛讓他成為一個更好的男人。）

2. I’ll get the luggage ready in thirty minutes.（我三十分鐘內會將行李準備好。）

（五） find/leave/keep用法

句型 S +  
find
leave
keep

'  + O +  
adj.
V-ing （主動）
p.p.  （被動）

'  

說明  1.  當及物動詞 find語意為「發覺、覺得」，leave及 keep語意為「使保持在某狀態」時，
因語意需要，其後須接受詞及受詞補語。

2.  受詞補語判斷原則：視補語與受詞間的關係，受詞補語可分為形容詞（adj.）、現在分
詞（V-ing）或過去分詞（p.p.），用以描述受詞的狀態或動作。

  1   接形容詞（adj.）：補充說明受詞狀態。
  2   接現在分詞（V-ing）：表主動或進行，該動作為受詞所做。
  3  接過去分詞（p.p.）：表被動或完成，受詞為該動作的接受者。
例句 1. I found her idea creative.（我發覺她的想法很有創意。）

2. Rita left her children watching TV in the living room.（Rita留她的小孩在客廳看電視。）

3. Remember to keep the door locked when I am out.（我出去時記得把門鎖好。）

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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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z Time

1. 小丑逗趣的臉讓孩子們笑了。（make）

  The clown’s funny face 　 .

2. 爸爸讓技工（mechanic）檢查他的車子。（have）

 Dad 　 .

3. 別讓你自己被那個花心大少（womanizer）給愚弄了。（let）

 Don’t 　 .

4. 當我下班時，我發覺我的車被偷了。（find）

 When I got off work, 　 .

5. 別讓我一直等。（keep）

 Don’t 　 .
答  1 . made/makes the kids/children laugh 　2. had/has the mechanic check his car
 3. let yourself be fooled by that womanizer　4. I found my car stolen  5. keep me waiting

S + Vt + IO + DO
主詞 + 及物動詞 + 間接受詞 + 直接受詞

5

句型 S + Vt +  IO + DO
DO + prep. + IO#

說明  1.   此句型中，動詞為及物動詞（Vt），且須接兩個受詞，語意才完整。
2.  直接接受及物動詞動作者，稱為直接受詞（DO），而受該動作間接影響者（通常是人），
稱為間接受詞（IO）。

3.  此類接兩個受詞的及物動詞稱為「授與動詞」，其後的受詞排列方式有兩種：
  1   間接受詞（IO）+  直接受詞（DO）。
  2   直接受詞（DO）+  介系詞（prep.）+  間接受詞（IO）。
例句  1. The driver showed the police officer his driver’s license.

  = The driver showed his driver’s license to the police officer.

  （駕駛向警察出示他的駕照。）

‧  及物動詞 showed之後，須接間接受詞 the police officer及直接受詞 his driver’s license，語意才完整。

間接（IO） 直接（DO）

直接（DO） 間接（IO）

01   五大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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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ristina’s parents bought her a new cellphone.

  = Christina’s parents bought a new cellphone for her.

  （Christina的父母買給她一支新手機。）

‧  及物動詞 bought的直接動作接受者為 a new cellphone，受該動作間接影響者為 her，故 a new 
cellphone為直接受詞，her為間接受詞。

延伸教學：授與動詞與介系詞搭配用法

S +

bring （帶來） show （出示）
tell  （告訴） teach （教）
offer  （提供） give （給予）
hand （交給） write （寫給）
send  （寄給） mail （寄給）
pass  （傳給） lend （借出）
sell  （賣出） pay （付給）

+ DO + to + IO

buy  （買）  order （訂購）
get  （得到） find （找到）
make （製作） leave （留給）

+ DO + for + IO

ask  （詢問） + DO + of + IO

Quiz Time

1. 某人寄給我ㄧ封情書。
 Someone sent me a love letter.
  = Someone sent 　 .

2. Linda今早打來並留言給你。
 Linda called this morning and left you a message.
 = Linda called this morning and left 　 .

3. 可以請你幫個忙嗎？
 Can I ask you a favor?
 = Can I ask 　 ?
答  1 . a love letter to me　2. a message for you　3. a favor of you

間接（IO） 直接（DO）

直接（DO） 間接（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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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演練

I  文法選擇：50%（每題 2分，共 25題） 

（ ）1  The little girl smiled 　　　　 at her mother.
  (A) happy (B) happily (C) happiness (D) happier

（ ）2  Mike’s parents seemed 　　　　 at his decision to become a teacher.
  (A) surprise  (B) surprised (C) surprising (D) like a surprise

（ ）3  His solution didn’t sound 　　　　, but it worked!
  (A) possibility (B) possibly (C) possible (D) like possible

（ ）4  The milk has turned 　　　　.  Don’t drink it!
  (A) sour (B) sourly (C) soured (D) sourness

（ ）5   You should avoid 　　　　 him about his family life.   He is a very private person.
  (A) to ask (B) and ask (C) ask (D) asking

（ ）6   The class elected Emily 　　　　 model student because she is humble, polite, and 
compassionate.

  (A) become (B) for (C) by (D)×

（ ）7  Jessica saw her father 　　　　 the hous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 leaves (B) to leave (C) leave (D) has left

（ ）8  Miranda heard her mother 　　　　 her younger brother for his bad grades.
  (A) to scold (B) scolded  (C) scolding (D) scolds

（ ）9   When the boy was swimming in the lake, he felt his leg 　　　　 by something 
underwater.

  (A) bite (B) bit (C) bitten (D) to bite

（ ）0  The way he looked at me made me 　　　　 uncomfortable.
  (A) feel (B) felt (C) feeling (D) to feel

（ ）q   I have called the mechanic; he said he would have my car 　　　　 by tomorrow. 
  (A) to fix (B) fix (C) fixing (D) fixed

（ ）w   The teacher had the students 　　　　 their books and listen to the dialogue.
  (A) to close (B) closed (C) closing (D) close 

（ ）e   Ms. Lin got her son 　　　　 a carton of eggs at the supermarket.
  (A) buys (B) bought (C) buy (D) to buy

01   五大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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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Jack let himself 　　　　 by the salesman and bought the overpriced product. 
  (A) persuade (B) persuaded (C) be persuaded (D) to be persuaded

（ ）t   The exciting storyline and interesting characters 　　　　 the book a bestseller.
  (A) have (B) make (C) let (D) get

（ ）y   I found the principal’s speech 　　　　.
  (A) boring (B) bored (C) boredom (D) bore

（ ）u   Peter’s house was in a mess because he let his dog 　　　　 around indoors.
  (A) to run (B) run (C) running (D) runs

（ ）i   It’s not polite to keep the guest 　　　　 for too long. 
  (A) wait (B) to wait (C) waits (D) waiting

（ ）o   The postman handed 　　　　.
  (A) the man an envelope (B) an envelope the man
  (C) the man to an envelope (D) an envelope for the man

（ ）p   Tom’s mother brought a lunchbox 　　　　 him. 
  (A) to (B) by (C) with (D) from

（ ）a   To show his love, the man 　　　　 a bunch of red roses for his wife.
  (A) bought (B) gave (C) sent (D) paid

（ ）s   Mr. Wang 　　　　 a message for you.
  (A) lent (B) left (C) gave (D) sent

（ ）d   After the interview, the manager offered a job 　　　　 me immediately.
  (A) for (B) to (C) with (D) at

（ ）f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
  (A) The boy seems happily.
  (B) The man looked like sleepy.
  (C) I plan to travel abroad.
  (D) The bad news made him sadly.

（ ）g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
  (A) I felt someone pulling my shirt.
  (B) I can’t get him listen to my advice. 
  (C) She let her kids playing in the living room.
  (D) She found her wallet be st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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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句型判讀：20%（一格 2分，共 10格）

請判別下列句子劃底線部分的句型，並填入適當代號

(A) S + Vi + adv. (B) S + Vi + SC (C) S + Vt + O

(D) S + Vt + O + OC (E) S + Vt + IO + DO (F) S + Vt + DO + prep. + IO

　　　　1  Edward loves Bella. 
　　　　2  The drink tastes bitter. 
　　　　3  The students elected Rita their class leader. 
　　　　4  Robert fell asleep. 
　　　　5  The baby is crying loudly. 
　　　　6  The experience made him a stronger man. 
　　　　7  Mom keeps her drawer locked. 
　　　　8  Tim’s wife ordered a book for him. 
　　　　9  My coworker lent some money to me. 
　　　　0  Jimmy’s sister teaches him English every evening .

III  引導式翻譯：30%（每格一字，一格 2分，共 15格）

1   這個孩子似乎對這拼圖很感興趣。在他把它拼湊起來以前，沒人能讓他停下來休息片刻。
  The kid     in the jigsaw puzzle.  Before he put it 

together, no one could make him    and    for a while.

2   當她看見一個陌生男子站在她床邊時，Lily驚聲尖叫了起來。
  Lily screamed in terror as she  a strange man  by her 

bed.

3   我父親承諾，如果我每天幫忙做些家事，他會讓我跟朋友去墾丁旅行。
  My father promises that he will    me    on a trip to 

Kenting with my friends if I help do some housework every day.

4   老師發覺 Jimmy很懶惰。唯一能讓他寫功課的方式就是威脅打電話給他的父母親。
  The teacher    Jimmy  .  The only way to  

  him    his homework is to threaten to call his parents.

5   Tim終於得到一臺新電腦。是他的父母買給他的。
 Tim finally got a new computer.  His parents bought       
  .

01   五大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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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試題

（ ）1   In 1761, while living in England, Franklin heard a performer 　　　　 musical glasses. 
Franklin was charmed by the music, but felt that there was a better way to create the 
same sound. 110學測改

  (A) played  (B) to play
  (C) playing  (D) was playing

（ ）2   In 1905, French psychologist Alfred Binet developed a test in which he 　　　　 
children do tasks such as follow commands, copy patterns, name objects, and put things 
in order or arrange them properly. 102學測

  (A) had  (B) kept 
  (C) wanted  (D) asked

（ ）3   In response to the aim of World Hello Day, the concepts of fostering peace and harmony 
do not have to be confined to one day a year. We can 　　　　 the spirit going by 
communicating often and consciously. 101學測

  (A) push  (B) keep
  (C) bring  (D) make

（ ）4   Falcon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raditional Islamic cultures. Falconry has grown so  
　　　　 that specialized hospital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take care of these 
magnificent birds. 110指考改

  (A) popular  (B) popularly
  (C) much popularly  (D) much popularity

（ ）5   Aside from some techniques used for large-scale production today, the egg preservation 
process has 　　　　 relatively unchanged. 106指考改

  (A) shown  (B) noticed
  (C) brought  (D) rem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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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I.文法選擇

1 B 2 B 3 C 4 A 5 D
6 D 7 C 8 C 9 C 0 A
q D w D e D r C t B
y A u B i D o A p A
a A s B d B f C g A

II.句型判讀

1 C 2 B 3 D 4 B 5 A 6 D
7 D 8 F 9 F 0 E

III.引導式翻譯
1  seemed/appeared; interested; stop; rest
2 saw; standing
3 let; go
4 finds; lazy; make/have; do
5 it; for; him

歷屆試題

1 C 2 A 3 B 4 A 5 D

解析

I.文法選擇 
2  Mike的父母似乎對他想成為老師的決定感
到驚訝。

  本題考 seem的用法。seem之後接形容
詞 surprised「感到驚訝的」作主詞 parents
的補語。若用 S + seem like + N之用法，
語意會變成「Mike的父母似乎像是個驚
喜」，故不選 (D)。

6   全班推選 Emily為模範生，因為她謙虛、
有禮、富同情心。

  本題考指名動詞 elect + O +名詞 OC之
用法，受詞補語 model student等於受詞
Emily。

7    Jessica看到她的父親在半夜時離開家。
  本題考感官動詞 see + O + VR之用法，表
示受詞 her father主動做出 leave之動作。

w    老師要學生們闔上他們的書本並聆聽對
話。

  本題考使役動詞 have + O + VR之用法，
表受詞 the students做出 close之動作。

e    林太太叫她的兒子在超市買一盒雞蛋。
  本題考使役動詞 get + O + to VR之用法，
表受詞 her son做出 to buy之動作。

r    Jack被推銷員給說服買下了過度昂貴的產
品。

    本題考使役動詞 let + O + be p.p.之用法，
表受詞 himself為 be persuaded動作的被動
接受者。

t    刺激的故事情節和有趣的角色讓這本書成
為暢銷書。

     本題考使役動詞 make + O + 名詞 OC之用
法。其它使役動詞 have, let, get不用名詞
作受詞補語。

y    我覺得校長的演說很無聊。
     本題考 find「 發覺、覺得」+ O + 形容
詞 OC之用法。受詞補語 boring「令人覺
得無聊的」補充說明受詞 the principal’s 
speech。

o    郵差交給那個男人一個信封。
     本題考授與動詞 hand「交給」+ IO + DO
之用法。間接受詞為 the man。直接受詞為
an envelope，為動詞 hand動作的直接接受
者。(D)選項 for應改為 to。

a    為了展現他的愛意，那個男人買了一束紅
玫瑰給他的妻子。

01 五大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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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題考授與動詞 buy + DO + for + IO之用
法。其餘選項 give, send, pay皆搭配介系
詞 to。

f    選擇正確的句子。
   (A) happily改為 happy；(B)刪除 like；
   (D) sadly改為 sad。
g    選擇正確的句子。
    (B) listen 改 為 to listen；(C) playing 改 為

play；(D)刪除 be。

II.句型判讀 
2   這杯飲料嚐起來苦苦的。
     本題考感官動詞 taste + adj.之用法。
6   這個經驗讓他成為一個更堅強的人。
  本題考使役動詞 make + O +名詞 OC（a 

stronger man）。

歷屆試題

1   在 1761年，當 Franklin住在英國時，他聽
見一位演奏家用玻璃杯彈奏音樂。Franklin
對那音樂深深著迷，但他覺得有更好的辦

法能夠演奏出同樣悅耳的音樂。

本題考感官動詞 hear的用法。hear的受詞
為 a performer，因為受詞主動做出彈奏的
動作，且該動作正在進行，故應以現在分

詞 V-ing作為受詞補語。
2   在 1905年法國心理學家 Alfred Binet研發
出一項測驗，在測驗中，他要孩子們進行

某些任務，例如聽從指令、模仿特定模

式、說出物體名稱、依序排列物品，或者

將物品安置在適當之處等。

本題考使役動詞 have + O + VR的用法。
依題意，受詞為 children，後接原形動詞
do，表孩子「主動」進行任務，故動詞選
have的過去式 had，表「要求、讓」。其餘
選項之動詞皆無 + O + VR之用法。

3   為了響應「世界問候日」的宗旨，促進和

平與和諧的概念並不須局限於一年中的一

天。我們能時常刻意去與人溝通來讓這個

精神持續流傳。

本題考動詞 keep + O + V-ing的用法。依
題意，受詞為 the spirit，後接表主動的受
詞補語 going，表「該精神持續流傳」，故
動詞選 keep，表「使保持在某狀態」。其
餘選項之動詞皆無 + O + V-ing之用法。

4   獵鷹在傳統伊斯蘭教文化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獵鷹訓練活動變得非常受歡迎，因

此還設置了專門醫院來照顧這些不凡的鳥

類。

本題考 S + grow + adj.的用法。在此題
中，連綴動詞 grow表「變得」，須接形容
詞作為主詞補語，說明主詞 falconry「獵
鷹訓練活動」是「受歡迎的」，整句的語

意才完整。

5   除了今日某些大規模生產中所使用到的技

術外，皮蛋的保存過程相對來說是維持不

變的。

本題考 S + remain + adj. 的用法。在此
題中，連綴動詞 remain表「維持（某狀
態）」，接形容詞 unchanged作為主詞補
語，說明主詞「皮蛋的保存過程」的狀態

是「不變的」。其餘選項之動詞則皆為及

物動詞，須接受詞，語意才完整。

01 五大句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