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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名詞 Gerunds (V-ing) 

今天我們要複習的是除了動詞原形之外，最常見的兩種動詞形式：動名詞和不定詞。 

到底什麼時候要用什麼樣形式的動詞呢？除了死背之外，有沒有判斷的方法呢？看下去

就知道囉~ 

首先，看下面這兩句，中文都很合理，但是英文好像怪怪的😕 

你能幫忙改成正確的句子嗎？  我喜歡游泳。 I enjoy swim.  

 我必須吃東西。 I need eat. 

你知道為什麼要改成這樣嗎？先聽聽看 Laura 怎麼說：請看影片的前半段就好，到 5:14 的地方時暫停一下 

When to use GERUND (ing) and TO infinitive (to)😎．English with Linguiv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c2BUV9xis 

如果覺得 Laura 講話的速度太快，記得調整影片播放的速度。 

記得影片看到 5:14 的時候按暫停 休息一下喔！ 

讓小編用人話（誤🤭）中文再解釋一次給你聽~ 

動名詞在句子裡的功能就是當名詞用，所以才叫動名詞啊。 

在英文句子中，當我們想要將一個動作放在主詞或受詞的位置時，其中一種方式

就是把動詞原形轉換成動名詞 V → V-ing，請看例句： 

❅ Drinking ice water gives me a headache.    我喝冰水會頭痛。 

❅ Hogan enjoys cooking at home.    Hogan 喜歡自己在家開伙。

Laura 剛剛提到幾個動詞，當我們看到這些動詞時就知道後面一定要加動名詞，例如：enjoy、fancy（想要）。 

➽ 還有哪些？請再寫 3 個： 想不出來嗎？🤯 看影片 3:36 地方的小提示 

活動一 想想看：動詞 + 動名詞    V + V-ing 

🔊   5:14 

梗圖來源：mematic.net 

主詞 

受詞 

1 2 3 

梗圖來源：Meme Generator 

https://youtu.be/yDc2BUV9xis?t=216 

動名詞 Gerunds & 不定詞 Infin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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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詞 to Infinitives (to V) 

不定詞在句子中也具有多功能的角色，可以做為形容詞、副詞、受詞或受詞補語。 

當我們想要將一個動作放在上面那些位置時，其中一種方式就是把動詞轉換成不定詞 V → to V，請看例句： 

❅ I have many things to do.    我有很多事要做。 

❅ I went to the department store (in order) to buy some pants.    我去百貨公司買褲子。

❅ Amy plans to take the math exam next month.    Amy 打算下個月去參加數學考試。

❅ My mom wants me to walk the dog.    我媽要我去遛狗。

除了 need 和 deserve（值得）之外，還有哪些動詞後面一定要加不定詞？ 

➽ 請再寫 3 個： 想不出來就看影片 4:40 地方的小提示 

有些動詞很隨和，沒有限定後面要加什麼，繼續聽 Laura 怎麼說： 

https://youtu.be/yDc2BUV9xis?t=315 

看到 8:13 時按暫停 再休息一下喝口茶☕ 

沒錯，例如 love、hate 後面接動名詞或不定詞都可以，但 Laura 覺得動詞形式不同，強調的重點也有點不同： 

 動名詞 V-ing 用來介紹整體概念  I love traveling. 

 不定詞 to V 強調發生在特定時間的動作  I love to travel in summer. 

不過小編跟英國及美國的朋友討論後，他們認為像 love、hate 這種好相處的動詞，不管後面接動名詞或不定詞，

語意其實都一樣、沒有區別。所以 Laura 這條規則你就不用背了  開心吧~😉😁 

活動二 再想想：動詞 + 不定詞    V + to V 

形容詞 用來形容這些事情的性質 

副詞 用來表示目的 

受詞 當作動詞「計畫 plan」的受詞 

受詞補語 用來補充說明媽媽要受詞 me 做什麼 

1 2 3 

🔊   8:13 

~ ~

例 

例 

https://youtu.be/yDc2BUV9xis?t=280 

英式拼法有兩個 l 喔 

動名詞 Gerunds & 不定詞 Infin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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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out more~ 

Merry Christmas!

有些動詞後面接動名詞和接不定詞，意思差！很！大！接著聽 Laura 的說明： 

https://youtu.be/yDc2BUV9xis?t=494 

這次就從 8:14 開始看到最後囉~ 😌 

下面的中文句子和右邊的哪一句英文語意最速配呢？請選填。 

我停下來去吃午餐（很餓沒體力念書） 

我吃午餐吃到一半停下來（被同學打斷…） 

我停下來只為了跟弟弟說話（想虧他吧~） 

我跟弟弟冷戰（完全不想跟他說話，哼！） 

其實，第 2 和第 4 句根本就是 I stopped (doing A in order) to do B. 的意思，只不過括弧內的文字隱含

在句子裡。下次當你遲疑不知道要選哪一個的時候，想一下你要表達的意思就知道囉~ 

我們來做最後的複習 + 線上練習吧！ Gerunds & Infinitives．ESL Libra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1gu725tA4 

到底是 Stop Buying? 還是 Stop to Buy? 讓 Emma 解釋給你聽： 

How to use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 Confusing English Grammar．mmmEnglis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2_Qic03XFI 

貼心的 Laura 已經幫你整理好例句表格了😉 

Linguivers-Verb Patterns 

https://linguivers.com/wp-content/uploads/2021/05/Linguivers-Verb-Patterns.pdf 

最後，祝你 ！看好你的禮物別讓 Grinch 偷走囉~  ⛄❅❆ 

How the Grinch Stole Christmas - Read Aloud Picture Book．Brightly Storyti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OpKuQO1FkA 

活動三 選選看 

活動四 精彩回顧 

Your 
Picture 
Here

1. I stopped talking to my brother.

2. I stopped to have lunch.

3. I stopped having lunch.

4. I stopped to talk to my brother.

梗圖來源：MEME 

動名詞 Gerunds & 不定詞 Infin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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