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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香果」（學名：Passiflora 

edulis）原產地巴西，俗稱巴西果，又

稱熱情果，適宜生長於熱帶和亞熱帶地

區。百香果早期外移至中國大陸福建、

廣東等，台灣也是盛產區域。切開外表

薄薄的一層皮後，裡面果肉是芳香撲鼻

的氣味，汁水豐盛，味道甜美、營養豐

富，氣味獨特。可散發出香蕉、菠蘿、

檸檬、石榴等多種水果果酸及芬芳香

氣，而被稱為「百香果」，又有「果汁

之王」美譽，也是筆者最愛的水果之

一。百香果的花有五片花萼和五片花

瓣，像時鐘上的字盤，所以日本人又稱

為時計果。

　「百香果」含有人體所必需的十幾種

胺基酸、多種維生素和胡蘿蔔素等，還

具有豐盛微量元素，所以百香果具有極

高的營養成分和養生價值。據目前科技

了解，每100克百香果中的維他命C含量

同等於6~8個橙子，維他命E含量=8~10

個蘋果，能增強人體免疫力！也可以用

百香果拌青木瓜，味道獨特，是理想的

天然保健食材。

　百香果的營養價值很高，富含蛋白

質、多種維生素、超氧化歧化酶（SOD

酶）、膳食纖維、鈣、磷、鐵、鉀以及

各種微量元素等對人體有益的物質及不

可或缺的珍貴原態食療。據《本草綱

要》記載，百香果具有安神、寧心、活

血功效，並有助失眠，對於工作、精神

壓力大者可經常食用。

　現在市面上常見百香果有黃色、紫紅

色、紫色三種顏色（現有改良其他品

種），一般紫紅色的最為常見。如果喜

歡更甜一點的就選擇黃色的，如果喜歡

酸的，且香味更濃郁的就選擇紫色的，

但無論哪個品種，都可以直接生吃或加

少量糖或蜂蜜來調味榨汁喝，所以大家

根據自己的口味來選擇吧。

百香果有哪些療效呢？

　百香果能夠入藥，有止咳化痰、消炎

鎮痛、清理腸胃的作用。百香果中的超

纖維能夠促進排泄，清除黏附滯留在腸

道的刺激物質，但是又不會對腸壁有任

何損害，而且超纖維還具有抗腫瘤活性

療效！百香果富含維生素C，能有效提

高人體免疫。百香果富含維生素和膳食

纖維，有降脂、降壓之效果，適合高血

壓患者。百香果具有活血、補血功效，

讓女性更年輕貌美。百香果還可抑制多

種有害微生物在消化道的生長，對排除

體內毒素、改善腸胃的營養吸收功能具

有顯著作用，對便祕、結腸炎、腸胃

炎、痔瘡有明顯的緩解作用。此外，百

香果還具有淨化腸胃，避免有害、有毒

物質在體內的沉積，從而達到改善皮

膚、美容養顏的作用，可說是奇特珍

寶。

好處雖多，但食用也有少許禁忌

1.患有胃消化系統嚴重疾病者理當慎

食。

◎中山人／尚志

　身為程式設計師的Roger為了遠

離因Lisa提出分手的悲傷糾纏，轉

換職場到了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來到距離原公司有一段車程的中科

院新新院區，因為在台北不會有人

相信「情傷」這件事會和Roger沾

上邊兒。風流倜儻的Roger，不但

長得高大俊挺，而且家世顯赫，加

上他穿著品味卓越，身邊始終不乏

女性同事及友人投以愛慕的眼神。

這樣得天獨厚的男性，怎麼會有

「情傷」問題？加上Roger眾多兄

弟的關心，也成為了他難以承受的

心理重擔，遠離老東家彷彿成了

Roger的最佳選擇……

　設址在桃園龍潭的中科院新新院

區，由於早期軍事機關的色彩，使

得一般外人在難窺堂奧的歷史因素

下，間接使院區自然生態獲得良好

的保護，林相茂盛，草木扶疏，加

上部分野生鳥禽棲息其中，使得院

區彷若世外桃源般地美好純淨。院

區的同仁有如家人一般，除了行走

時的點頭招呼外，就連在開車會車

時都會相互舉手示意。院區濃濃的

人情味與友善的職場環境，對於初

來乍到的Roger來說，簡直就是心

靈療癒的特效藥，Roger撥了撥前

額被暖風吹下的頭髮，漫步在經一

路的林蔭中。

　就在Roger邀約Lisa出國旅遊並

期待藉著異地風情規劃甜蜜未來的

前一個月，Lisa毫無預警的在LINE

中留下一則應該是分手宣言的訊

息！訊息說道：「以前的生活中沒

有你，我一個人孤獨的過著。如今

雖有你的相伴，不知為何我仍孤獨

依然！長遠生活是需要預留彼此的

空間，無奈你生活的空間已經滿

載，而我卻還造成你的負擔。也許

沒有你我會想你，有你我當然想

你，只好選擇一個不再羈絆你的方

式，找一個地方想你。或許我會找

到方法不再想你，只是不知道那個

方法有你？還是沒有你……」

　Roger和Lisa會在人生的平行線

上交錯在一起，也是多次天緣註

定的巧合。第一次是在民國105年

6月，因為分別代表所屬公司參加

在中科院龍園園區研發展示館舉辦

的軍民通用科技展示，在分配到同

一參觀組別後，隨著最後站點解說

員介紹5G通訊研發成果：「可達到

每秒21GB的資訊傳輸速度，且5G基

地台具備體積小、適合廣泛部署於

家庭、辦公大樓、商場、學校、停

車場、運動場等眾多場所」的說明

下，兩人均不自覺地為該項科技所

吸引，先後對解說員提出了具有深

度的發問，也對彼此出眾的相貌與

氣質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由於團

體散場離院時間的不允許，兩人也

未有機會實施進一步的互動。

　第二次是在105年10月某個假日

的午後，兩人不約而同地與各自的

朋友出席在台大藝術史研究所舉辦

的「中國藝術史」演講會。先進場

入座的Roger眼尖地發現數個月前

在中科院龍園園區研發展示館邂逅

的女子。Roger暗自心想，「機會

來了！這次就算沒有要到電話，也

◎航空所／林彩鳳

　從扮演媳婦角色才開始

學做菜，昔時常跟隨婆婆

身邊逛傳統菜市場，一知

半解地記住每道菜的食材

搭配，就這樣一步步學會

先生的家鄉味。雖然公婆

已仙逝多年，仍喜歡上市

場聞味找五花八門的食

材，邊聽生意人的吆喝打

拼，及瞧各色人馬來來往

往的場景，比置身百貨公

司的冷氣空間看櫥窗時尚

精品來得過癮。

　因為是家中唯一女性，

掌廚的事兒自然全落在自

身上，每天開門七件事為

家人備餐都是親力而為。

所以，上班時間以外，最

愛窩身廚房裡練烹飪功

夫，有段時間是阿基師的

忠實粉絲。

　喜歡學料理和守護家人

健康之由，習慣上班帶便

當，並兼顧先生與兒子胃

疾的病身，在歷經數以千

日不斷學習砌磋下，

廚藝手技確已精進，

為家人煮三餐備點心

是輕而易舉之事。如

今更拜新科技所賜，

只要他們想吃那道

菜，無論中西料理，

我立馬在平板上蒐尋

谷歌料理食譜，按部

就班下，都能一一滿

足全家人的味蕾享

受。

　我家廚房唯我獨

尊，任我擺設布置家

當沒人干涉，先生孩子們

也不太挑食，隨媽媽我盡

情在家廚裡自創發揮。

每天的梅花餐（四菜一

湯），我都當成是變戲法

的表演，還不忘配合時令

季節來變換菜色及口味。

最愛炒五顏六色紅黃白黑

綠食材的快炒，自詡彩虹

盤。而最拿手的本領是滷

肉（物）功夫，透過獨創

配料及快鍋組合下，成績

至今對內對外仍口碑不

減。

　 每天準備料理的盤

算，跟時間及心情有很大

的關係，時間充裕心情輕

鬆時，思路清楚創意菜餚

手到擒來，任它是剩下來

的隔夜菜也能加料讓舊瓶

新裝上桌掩人耳目；倘若

時間倉促或精神欠佳時，

通常只能一菜一湯另加外

賣熟食充當了。

　當了30多年主婦，我的

掌廚表現讓家人熱力捧場

喜歡在家用餐，不用到人

擠人的名餐廳而感到自傲

呢！

奇特珍寶「百香果」

樂在廚中

2.對百香果過敏者，可能要流口水的禁

嚐考慮。

3.百香果通風良好不易變質，不宜密封

保存，可冰箱保鮮，不宜冷凍（市場整

包購回時，一定要將袋子打開通風，且

不要放置過長時間，鮮食畢最完美）。

　百香果很容易種植，且成長快速，

屬性適暖濕及熱中間、不宜冷;土地肥

沃，結果率高。百香果怎麼種植？在鄉

村有不少農家會在院子裡搭設棚架，種

植百香果，這樣一來夏季不僅能遮蔭，

具觀賞價值，還能品嘗到百香果美味。

不僅農村，現在有些餐廳的前院或花

園，都有嚐試百香果走廊，供來客觀賞

及採食，以提高商業經濟效益。

　如今在大城市裡，也有不少喜愛百香

果的朋友在自己家陽台上、露台上種。

百香果喜歡溫暖濕潤有陽光的環境。筆

者退休後，就在朋友的農地種起百香

果，現在就結果成串，可採收，味道甜

美。百香果常見有2~3種品種（筆者目

前在台灣所認識到的，或許更多）：最

常見的紫色品種的百香果可以通過昆蟲

授粉（不能噴藥，用套袋方式最佳（賣

相最好，也是聰明選擇），否則昆蟲變

少或絕跡），就不能結果了。萬一不能

結果，尤其黃色品種，就需要人工異花

授粉才容易結果。

　百香果的果色艷麗、口感獨特，深受

消費者青睞，具有很高的種植價值。近

年來，隨著溫室大棚架種植技術普遍化

（採收也用吊網，避免掉落地上傷果

粒，造成賣相不佳），大棚架百香果的

種植也備受果農喜歡。利用溫室大棚架

種植百香果有利於保水保肥，避免造成

畸形果、少果等現象，是百香果種植穩

產及高產的重要夢想。那麼，百香果怎

麼種植？

據百香果達人所述：大棚架百香果的種

植技術介紹如下：

1.種植時最主要應慎選沒有病蟲害的健

康壯苗。壯苗標準：苗高30cm，離土面

3cm，莖幹直徑0.6~0.8cm，根系發達且

白根多，葉色青秀但不濃綠。

2.整畦沿大棚建設走向進行整畦，畦

面寬3m，畦與畦之間挖30*20cm的排水

溝，在畦面中間沿直線起壟箱，壟箱基

部寬60cm、高40~50cm。

3.綠葉過度茂盛或有變黃色葉片要剪

除，以利陽光照射充足及通風良好，更

會開花結果，也可以延長壽命（一般百

香果只有3~5年壽命）。

百香果如採人工授粉，最好是在早晨

（有陽光充足時）9~11點多之間授粉為

宜。用棉簽或毛筆蘸取雄蕊柱頭上的花

粉，把蘸到的花粉塗到三個雌蕊的柱頭

上。如果時間把握得好，植株營養充

分，授粉後三天，就可以看見小果子

baby了，兩星期內迅速長大成飽滿果

粒。

　百香果容易種植，要求條件也寬裕，

是上帝賜於人類最佳禮物，採收時也很

有成就感，營養價值之高是一般大眾所

始料未及的，百香果含有維生素E、番

茄紅素，對生殖系統的功能作用不容小

覷，對夜間頻尿的改善尤其明顯！凡

正退休同仁閒閒沒事做（盆栽也可種

植），或是現役同仁下班無聊時當作休

閒、消磨時間，有興趣就加減一起種植

這奇特珍寶——百香果吧！

中山戀歌(一)

至少要問到名字或是加個FB、LINE

的聯絡方式……否則就真的是遜斃

了！」。

　隨著主講人方聞教授結合簡報投

影片流暢地敘述宋代藝術史的特

色：「宋代工藝美術史服務於宮

廷、文人及平民等不同層次，生產

上更具有手工業商品特點。藝術風

格上從唐代的華麗轉向典雅，設計

和製造上更為嚴謹完美……」，

但Roger從一開始就無法集中的思

緒，早就騰飛到自己與Lisa待會兒

散場時搭訕攀談的預想場景……。

　「嗨！我是鋐鐽電的Roger，幾

個月前曾經與妳在桃園龍潭一同參

觀過中科院的軍民通用科技研發成

果展示，妳還記得嗎？」

　「嗯……你不就是那位在5G通訊

展點不斷發問的先生嗎？口才便

給，舉一反三，風度翩翩，真的令

人印象深刻！」Lisa主動伸出要與

Roger交握的手。

　「好說！好說！妳似乎比上次見

面時更漂亮了！近看下，我認為志

玲姊姊都比不上妳。待會兒一起喝

個下午茶好嗎？剛剛方教授的演

講，我有一些個人的看法想找個懂

的人來分享……」

　「好呀！我對方教授的演講也恰

巧有一些個人的觀點，就大家交流

一下嘍！」握手間，兩人完成了下

一場的約定。

　「不過……妳可能要等我回座位

拿一下東西，我還有東西留在位子

上。這樣吧！留個LINE的聯絡方

式，以免待會兒兩人彼此互等，浪

費喝茶研討的時間。」Roger使出

屢試不爽的把妹絕招。

　「我想這樣也好，那就加個LINE

吧！……」Lisa伸手從與她氣質相

稱的The Bridge皮革手拿包中掏出

了手機。

（待續）

( 五 ) 戴口罩：咳嗽或有流感症狀時請

戴上口罩。

( 六 ) 速就醫：有流感症狀即戴口罩就

醫，依醫囑服用藥物。

( 七 ) 多休息：生病在家休息，不上班

不上課。

　政府公費疫苗相關事項於每年 10 月

起實施公費流感疫苗接種至疫苗用罄

止，相關資訊可上衛福部疾病管制局網

站流感區查詢（https://www.cdc.gov.

tw/rwd）。依照往例，每年的 10 月 15

日皆會實施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公費對

象為 50 歲以上成人、滿 6 個月以上至

18 歲學生、50 歲以下高風險慢性病者

( 新增 BMI ≧ 30 者 ) 或潛在疾病者、

孕婦及產後 6個月內婦女，皆可攜帶健

保卡及相關證明文件或手冊至合約醫療

院所或各地衛生所接種公費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雖然是一種安全有效之疫

苗，但接種前必須先經過醫師的詳細評

估診察，確認個案身體健康狀況，以及

是否有疫苗使用的禁忌等，再決定可否

接種。成人每次接種劑量是 0.5 mL。

由於每年流行的流感病毒不一定相同，

所以符合接種對象者，每年均須重新接

種。接種後至少約需 2週的時間以產生

保護力，其保護效果可持續 1年。

(一 )接種流感疫苗的禁忌：

1. 已知對「蛋」之蛋白質有嚴重過敏

者，不予接種。

2. 已知對疫苗的成份有過敏者，不予

接種。

3. 過去注射曾經發生嚴重不良反應者，

不予接種。

(二 )接種流感疫苗的注意事項：

1. 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疾病者，宜

待病情穩定後再接種。

2. 先前接種流感疫苗六週內曾發生

Guillain-Barre 症候群 (GBS) 者，宜

請醫師評估。

3. 其他經醫師評估不適合接種者，不

予接種。

(三 )接種流感疫苗後注意事項：

1. 流感疫苗是由死病毒製成的不活化

疫苗，因此不會因為接種流感疫苗而得

到流感。接種後可能會有注射部位疼

痛、紅腫，少數的人會有全身性的輕微

反應，如發燒、頭痛、肌肉酸痛、噁心、

皮膚搔癢、蕁麻疹或紅疹等，一般會在

發生後 1至 2天內自然恢復。

2. 接種流感疫苗後 48 小時內約有 1 至

2% 可能有發燒反應，應告知醫師曾經

接種過流感疫苗以作為鑑別診斷的參

考。接種 48 小時後仍持續發燒時，應

考慮可能另有其他感染或發燒原因。

3 . 接種後如有持續發燒、意識或行為

改變、呼吸困難、心跳加速等不適症

狀，應儘速就醫，並通報醫護人員，或

撥打（03）3340-935 桃園市預防接種

專線，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4. 使用抗血小板、抗凝血藥物或凝血

功能異常者，施打後於注射部位加壓至

少 2分鐘，並觀察是否仍有出血或血腫

情形。

5. 完成疫苗接種後，雖可降低感染流

感的機率，但仍有可能罹患其他非流感

病毒所引起的呼吸道感染，請注重個人

衛生保健及各種預防措施，以維護身體

健康。

　臺灣地區位處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雖然一年四季均有病例發生，但仍以

秋、冬季節較容易發生流行，流行高峰

期多自 12 月至隔年 1、2月份。呼籲同

仁平時需多加強個人衛生習慣，勤洗

手；於流感流行期間，盡量避免出入人

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減少

病毒感染機會；如有出現類流感症狀，

如高燒、咳嗽、四肢無力等，請記得戴

上口罩，及早就醫並盡量在家休息，避

免病毒傳播。

流感知多少

3/1 9:00~17:00

邊 ‧ 緣（中壢藝

術館第 2展覽室）

3/1 9:00~17:00

黃哲夫師生聯展

（中壢藝術館第 1

展覽室） 

3/1 9:00~17:00

「宇宙連環圖」當

代藝術展（桃園展

演中心展場） 

3/2 18:30 關懷弱

勢敦煌舞慈善義演

（桃園展演中心展

演廳） 

3/3 19:30 青 管

四十周年團慶系列

室內樂音樂會～管

樂三國志II之《木

管英傑傳》（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3/4 19:00~21:30

西洋美術縱橫談

（桃園展演中心）

3/5 19:30 魔力之

舞－風雲再起－愛

爾蘭踢踏舞劇（中

壢藝術館音樂廳） 

3/6 19:00~21:30

西洋美術縱橫談

（中壢藝術館）

3/9 19:30 展賦劇

團 2019《我的未

來誰的夢》（桃園

展演中心展演廳） 

3/9 19:30 表演工

作坊《花吃花》

（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3/10 14:30 星

空交響管樂團二

團《 經 典 神 話

Odyssey》（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3/10 桃園藝文廣

場街頭藝人 -捏麵

人（桃園展演中

心） 

3/12 19:30 魔 力

之舞 - 風雲再起 -

愛爾蘭踢踏舞劇

（桃園展演中心展

演廳） 

3/15 19:45 天 成

禮讚 NSO 歌劇音樂

會《托斯卡》（中

壢藝術館音樂廳） 

3/15 19:00 中 興

國中「藝術才能舞

蹈班畢業展演」

（桃園展演中心展

演廳）

◎系發中心／陳育文

何謂流感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

感染疾病。流感病毒有 A、B 及 C 型，

A 型和 B 型幾乎每年引起季節性的流

行，C 型則以輕微的上呼吸道感染為表

現，且一般不會造成流行。流感的傳染

途徑是經由飛沫及接觸傳染。典型流感

的潛伏期約 1~4 天，一般為 2天。罹患

流感的人，在發病前 1天至症狀出現後

的 3~7 天都可能會傳染給別人，而幼童

的傳播期甚至可長達數十天。流感主要

症狀為發燒、頭痛、肌肉痛、疲倦、流

鼻涕、喉嚨痛及咳嗽等，部分患者伴有

腹瀉、嘔吐等症狀。多數患者在發病後

會自行痊癒，少數患者可能出現嚴重併

發症，最常見為肺炎，另外還包括中耳

炎、腦炎、心包膜炎及其他嚴重之繼發

性感染等。

預防方式

(一) 打疫苗：公認預防流感最佳利器。

健康成年人大約可達 70~80％之保護，

而 65 歲以上等高危險群應接受疫苗接

種，以防感染流感引起之併發症。

(二)勤洗手：正確洗手五步驟：濕、搓、

沖、捧、擦。

( 三 ) 掩口鼻：咳嗽、打噴嚏需遮掩口

鼻。

( 四 ) 好作息：多運動、均衡飲食，增

強抵抗力。

流感與一般感冒的差異（衛生福利部）

預防流感方式（衛生福利部）

《定期英語學習課程》系列之十：單字篇(六)

你 我 他
Ways to Increase Word Power(VI)
◎航空所／張瑞釗

前言

　105 年 4 月 25 日，James 蒞院講授「科技寫作變簡

單」。其中提到國內英文老師這麼教：「當一個名詞，

第二次提到的時候，要用代名詞」。此教條和「專有

名詞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可說是國人學英語奉行得最

徹底的規則，加上「背單字」和「學文法」，合併為

英文學習四小龍，造成中文式英文，James 似有感而

發，如此表示。

　其中，第一條即為本篇的主題：代名詞。James 說：

在型錄中簡介一項產品時，不要使用代名詞，即使前

面已經提過了。行銷產品就是要重複講 (寫 )出產品

名稱，以加深顧客的印象；如果在提過名稱後，接著

都用代名詞，顧客在聽或看的過程，可能忘了在講什

麼產品。James 舉了一個例子，要我們數數其名稱出

現幾次，結果多達 6次。可見，學英文(或任何語言)

是不可先學規則的。

　經歸納，國人使用英文代名詞頻率最高的是“this”
和“it”，對於其他的代名詞使用法，卻顯得陌生，

例如：they, them, that, what, those, one……。以下

將解析本院文稿撰寫最常用，但不習慣使用的代名

詞。

代名詞

　代名詞的功用是用來避免重複，包括代名詞的所有

格：所有形容詞及所有代名詞。

　一般，it 用來當主詞國人毫無困難。但以下例子，

則不然。Having empathy is not enough, we need 
to show it. 光有同情心是不夠的，還要表現出來。It
代替 empathy，it 當受詞使用時，就顯出語言差異，

而不習慣；因為當受詞不是指人的時候，中文很少說

表現它(show it)。反之，英文代名詞的使用，人、事、

物是同等的。

　The analysis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btained from experiments. 分析的結果和實驗方法

所得到的（結果）一致，以 those 代替 results，避免

重複。

　Heaven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老天幫

助那些幫助他們自己的人。即，天助自助者。此句
those 代替 people，themselves 代替 those people。
　UAV Defense System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to 
counter commercial UAVs like fixed-wing and rotary-
wing ones. 無人機防禦系統能有效對抗商用無人機，

如固定翼的 ( 無人機 )、旋轉翼的 ( 無人機 )。ones
代替 UAVs.
　It is true that the earth is round。地球確實是圓

的。It 代替由連接詞 that 所帶頭的名詞子句 that the 
earth is round。當主詞是名詞子句時，通常使用虛

主詞 it 代替該子句，真正的子句則置於後，句子更

容易閱讀，更容易聽懂；而且句子的頭 (it) 變小了，

身子變長了，猶如九頭身，較優美。句子也是要看外

表的，可善加運用。舉個本院實際的例子：

　It is common that aircraft equipment undergoes 
stress from vibration during flight. 飛機在飛行中，

其裝備因振動而產生應力是很尋常的。

　所有代名詞：His house is larger than ours. 他
的房子比我們的大。ours 是所有代名詞，代替 our 
house.
　所有形容詞：再以本院飛機裝備飛行時的振動

測 試 為 例。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ircraft, 
a fast and simple way to predict the vibration 
environments of its equipment is to reference the 
standard specifications. 飛機於發展早期階段，預測

其裝備振動環境的一個快又簡便的方法就是參考標準

規範。its 代替 aircraft's，稱為所有形容詞，修飾名

詞 equipment.

關係代名詞

　同樣的，關係代名詞也是用來避免重複。但是，非

必要時宜省略，或使用更適當的用法。關係代名詞和

之前講過的蛻變 (change) 和進化 (evolution) 息息相

關，如逸光 776 期、777 期，可同時參閱。

　如前例，Heaven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Those 代替人們，關係代名詞 who 代替其先行詞
those。
舉一個選自論文中較難的句子：

　ASWT performs the detect ion search for 
underwater targets, from which the signal reflected 
can be determined by the sonar equation.
　ASWT 用來執行深水標的偵測，標的反射的訊

號可由聲納公式來推算。From which 代替 from 
underwater targets 避免重複。

省略關係代名詞的動詞蛻變：

　Be 動詞蛻變為過去分詞當形容詞，省略其前的(關

係代名詞 +be 動詞 )。

　 例 如：Taiwan faces serious threats (that are) 
posed by natural disasters every year. 台灣每年都會

面臨自然災害的嚴重威脅。

省略關係代名詞的句子進化 (evolution)：
　The emphasis (that) companies place on reliability 
is critical. 公司重視可靠度是很重要的。Companies 
place on reliability 句子以關係代名詞 that 帶頭進化

為 that companies place on reliability，變成形容詞

子句，修飾名詞 emphasis.
有時看似關係代名詞，其實是連接詞：

　Loneliness is a feeling that no one truly cares 
about you. 寂寞是沒有人真正在乎你的感覺。於此

句中，that 子句不是形容詞，而是 feeling 的同位語 

(apposition)，都是名詞。That 是連接詞，此於句子

的進化中已提過。

關係代名詞的誤用：

　Experts who makes the complex simple. 由五顏六色

句子結構分析可以輕易看出，這不是一個句子：缺

了紅色方塊「動詞」。此句應寫為：Experts make 
the complex simple.。The+ 形容詞 = 複數名詞，The 
complex：複雜的事。整句譯為：將複雜的事情變簡

單就是專家。

結論

　代名詞及關係代名詞，其範圍相當廣泛，本篇僅列

舉本院比較常見的，希望同學能由此一隅而以三隅

反。

　有些寫作者或作家對於寫作風格，有特殊偏好；刻

意不使用代名詞「你、我、他 」(You, he, and I)，
即為其中之一。同學們可試試看，避開「你、我、他 

」的寫法，會有點難度；然而，句子修辭的工夫，會

更上層樓，文筆及意境會更佳。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