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1 文法精析 1−1  

第一節  動詞 

一、動詞的時式 

 
＜時式的總整理＞ 

動詞型式

時態 
時間 

進行時式 完成時式 完成進行時式 

現在 
am 
are 
is 

has 
have 

have 
has 

過去 was 
were had + p.p. had + been + Ving 

未來 shall 
will 

shall 
will 

shall  + have been 
will  + Ving 

※Ving為現在分詞，p.p.為過去分詞 

簡單式： 

現在簡單式： 

 例題 1  

No one can prove that the earth     not round. 
is is being has been is been 

【答案】，無人能證明地球不是圓的。 
解答要領 

凡表示客觀真理、科學事實以及其他不受時間限制的狀態或動作時，

應用簡單現在式來表達。再看一例： 
Taiwan is lain in the southeast of China. 
（台灣座落於中國的東南方。──不變的事實） 

 + Ving + p.p. + been + Ving 

 + Ving 

+ have + p.p. + be + Ving 



Chapter 1 文法精析 1−21  

 

過去完成式 現在完成式 未來完成式

未來進行式

（某時點上）
未來 

現在 
（現在進行式）

（某時點上）
過去  

二、動詞的特殊句型 

祈使句的句型： 

 例題 52  
    it ever so humble, 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 
Be Were Should Had  

【答案】，無論家是如何地簡陋，沒有一處像家那樣。 
解答要領 

祈使句（或作命令句）是用來表示「建議、懇求、命令、要求」等口

吻的句型。其表示肯定的用法為： 
 原形動詞 + 受詞或補語（若動詞為be動詞時） 
 Let + 受詞 + 原形動詞 + （受詞） 
例如：Open the door, please. 
   Let me go!（放開我！） 

 例題 53  
    horses in mid-stream.（俗諺） 
Not change Don’t change Can’t change 

【答案】，中途不可換馬。──引喻為臨陣易帥不利也。 
解答要領 

祈使句的否定用法為： 
 Don’t + 原形動詞 + 受詞或補語 
 Let + 受詞 + not + 原形動詞 + （受詞） 
例如：Let us not give up our plan.（我們不該放棄我們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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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選擇式的閱讀測驗題

型分析與解答技巧 

一、何謂文章的主旨句或段落的主題句 

  在英文的文章中，每一篇正式的文章大都有其主題（theme）或主旨

（thesis），而這個主題或主旨大都以主旨句或主題句呈現在段落中。經由

這個主旨句或主題句就可以明瞭全文或段落的大意。有些文章的全文中只

有一段有主題句，其他的段落只是舉例或說明，這樣引導全文的主題句就

叫主旨句（thesis sentence），而有些文章則在每一段皆有表示主題的句子

就叫主題句（topic sentence）。主題句是用來掌控整段的中心思想，換言

之，一篇文章若有三段，則其可能有三個主題句，卻只能有一個主旨句。

或者只有一個主旨句，卻沒有主題句。而文章中的主題句之多寡要視文章

的性質與發展而論，而針對文章主旨或主題而問的題型有下列幾種： 

The main
idea
purpose
point

⎧ ⎫
⎪ ⎪
⎨ ⎬
⎪ ⎪
⎩ ⎭

of the passage is     . 

What is the main 
idea
purpose
topic

⎧ ⎫
⎪ ⎪
⎨ ⎬
⎪ ⎪
⎩ ⎭

of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author’s main purpose in the passage? 
What does the passage/paragraph mainly discus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best (most appropriate) title/theme for 

the passage? 
The best title that expresses the idea of this paragraph is     . 
The writer’s main purpose is appa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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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疑問代名詞或疑問副詞開頭的問句 

 例題 1 
Sylvia: What’s your favorite season? 
Amy:     
Sylvia: Me too. I hate cold winter days. 
Hamburgers. I like fast food. 
Novels. I like to read in my free time. 
Summer. I like to do outdoor activities. 
Teachers. I like to teach young people. （98關務） 

【答案】 
解答要領 

以wh-開頭的問句通常是問人、事、時、地、物以及原因或方法。本

句是以what開頭，詢問有關事、物的內容。所以本句應就the favorite 
season（喜愛的季節）來回答，選項中只有summer是切題的。 

 例題 2  

A:Good afternoon, Great Western Restaurant. This is Steven. How may I 
help you? 
B: I woul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A: Certainly, Madam. For what    ? 
B: September 8th. 
date day month week  （98關務） 

【答案】 
解答要領 

以wh-開頭的句子（包括where, when, who, what等等），也不用yes/no
回答。從回答（September 8th）中可以看出本句是詢問時間。而且是

表示幾月幾日的日期，所以可以反推回去，應是問Wha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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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精華集粹 
 

A 
❐ abide by 遵守 

All drivers should abide by the traffic rules. 
所有的駕駛人都應遵守交通規則。 

❐ act as 充當 
Shells can act as money at ancient time. 
在古代貝殼可以充當錢。 

❐ act upon 依…行事；根據…進行 
The soldiers act upon the orders of their commanders. 
士兵依照指揮官的命令行事。 

❐ add to 增加 
The increase in tuition fee has added to our difficulties. 
學費的上漲增加我們的困難。 

❐ adhere to 附著，忠於 
The Christian has firmly adhered to what he believes in. 
那基督徒一直堅定地忠於他所信仰的。 

※❐ amount to 總計；達到～（總共） 
The defici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mounts to ten billions. 
聯邦政府的赤字已達一百億。 

❐ answer for 為～負責 
The mayor should answer for the big fire of the restaurant. 
那位市長應為那場餐廳大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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