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翔太
正在學習英語的上班族，覺
得英語有點難。

葵
翔太的妹妹，擅長英語的大
學生，目標是前往美國留學。

麥可
正在翔太與葵的家寄宿的美
國青年，暱稱是麥麥，是超
喜歡日本的忍者迷。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國留學留國留學學留留學



8

on

at

within

in

3.

1.

4.

2.

是「搭在什麼之上／面與線接觸」的

感覺。也因為有「搭在什麼之上」的

感覺，所以延伸出「依賴／支撐」的

感覺。

代表時間或場所的「地點」。不只是具

體的某處時間或場所，也可以代表某

段時間或場所或是抽象的感覺。

與近距離的 in不同，作為容器範圍
的外壁（界線）是明確的。與場所、

時間的範圍搭配可代表抽象事物的 
內側。

代表「在被周圍環繞的場所／空間

之中」。除了可以是「容器之中」的

物理空間之外，也可以代表抽象的 
空間。

於∼之上、在∼之上

於∼、在∼

在∼裡面、之內 
（不超過某個範圍）

於∼之中、在∼之中



此處統整了本書所解說的所有介系詞之核心意象。

只要瞭解了核心意象，就能充分理解介系詞的用法。

9

from

until

since

by

7.

5.

8.

6.

「起點／出發點」是這個介系詞的核

心概念。除了具體的起點，也可以代

表抽象的起點➡「出生地／材料／原
因」。

代表持續的動作與狀態結束的時間

點。能一起搭配使用的有 continue
或 stay這類帶有持續性的動詞。

指的是動作或狀態從過去的時間點一

直持續到現在的時間長度。這個介系

詞與能用於現在、過去、未來的 from 
是有所不同的。

因為有「在∼旁邊」的意思，所以用

來指示時間時，有「在時間的某一地

點的旁邊，動作結束」這種「期限」

的意思。也有「手段／方法」的意思。

從∼

在∼之前（一直）

自從∼／自∼以來（一直）

在∼之前／ 
在∼旁邊／透過∼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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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依約定時間到達的話⋯

in與 on雖然相似，但核心概念卻有明顯的不同。in有「在∼之中」的意思，而
on有「在∼之上」的意思，而且還有「緊密地貼在一起」的概念。

in～、on～①

Japanese always 
arrive in time 
for the meet-up time.
( 日本人總是在約定的時間之內

到達 )

呃⋯

麥可的個性很散漫

所以總是遲到

咦？從 8點要播『電

影、突擊忍者』啊？

If you arrive on time, 

( 你要是準時那才是奇蹟 )

！

只有這種時候 

才會準時啊⋯

LESSON

2

抱
歉
， 

等
很
久
了
嗎
？

抱歉啦

正坐

忍者迷

P
A
R
T

1

　時
間

看看哪裡不一樣！

on代表的是某個東西「完全與某個東西

接觸、壓在上面 的意思。arrive on

arrive on time
在時間點上到達／依約定時間到達

arrive in time
在時間之內趕上

由於 in的核心概念是「在容器之中」，

所以 arrive in time就是「在『約定的

時間』內到達」的意思。換言之，不管

是在約定的 1個小時之前到達還是在 1

分鐘之前到達，與 arrive in time「在

時間之內到」都是一樣的。be in time

也有「趕上時間」的意思，finish in 

time則有「在時間之內結束」的意思。

這是一本用漫畫告訴你老外會如何使用介

系詞，讓你快樂學習英文的書籍。

1111

時時
間
時
間
時
間
時
間
時
間
時
間
時
間
時
間間間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間間間間間間間間

心概念是「在容器之中」，心心心心概心概概概概念念念念是念是是是是「「「在在在在容在容容容容器器器器之器之之之之中中中中」」」，，

nnnnn timtimtimimmeeeetttittimtimimimmmmmmmmemmmeeeeeeeeee就是「在『約定的就就就就是就是是是是「「「在在在在在『『『約約約約約定定定定的的的的的

達」的意思。換言之，不管達達達達」」」的的的的意意意意思意思思思思。。。換換換換換言言言言之之之之之，，，不不不不管不管管管管

111個小時之前到達還是在個個個個個小小小小時小時時時時之之之之前之前前前到前到到到到達達達達還達還還還還是是是是在是在在在在 111

達，與達達達達達，，，與與與與 arriveaaarrrrririvivveee iniinnn timetttiimmmmeee「在「「「在在在在在

」都是一樣的。」都都都都都是是是是一是一一一樣一樣樣樣樣的的的的的。。bebbbeee iniinnn timetttimimmmemeee

時間」的意思，時時時時時間間間間間」」」的的的的的意意意意意思思思思思，，finishfffininnnisisshshh inininnn

在時間之內結束」的意思。在在在在時時時時間間間間之間之之之內之內內內結內結結結結束束束束」束」」的的的的的意意意意思思思思思。。

 

透過視覺掌握介系詞 
的感覺

利用圖示畫出介系詞的示意圖。了解介系詞

的概念後，就能了解使用上的差異。

裡 樣樣看看 裡

首先熟悉這課的使用
方法！

「看看哪裡不同！」的專欄解說的是該課介

紹的介系詞與使用上的核心概念以及差異 
之處。

i
ooo

LES

2能讓讀者快樂學習的漫畫

透過麥可、翔太與葵的漫畫小劇場 
了解介系詞在意義上的差異。

本書使用方法本書使用方法
每一課的基本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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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時間的 from 
的用法

LESSON 6　from～、since～

下列何者用法是錯的？

sincee代表的是從過去某個時間點到現在

的「持續性」，有「從∼之後」的意思，

所以不能用在 next year「明年」這種有未

來意義的句子。

①的意思是「從昨天就一直下雨下到現

在」，而②的句子雖然是錯誤的，但硬要

翻譯的話，就會翻成「我的姐妹從明年開

始打算要研讀美術」。

［答案］ ②

① It has been raining since yesterday.

② My sister will study art since next year.

具有「從某個場所離開」感覺的 from不僅能作為時間的起點，也能當成物

質的起點。be made from∼有「由∼做的」這種物質的地點，也就是「原

料」的意思。Wine is made from grapes.的意思是，從作為起點的「葡

萄」離開後變成葡萄酒的意思。使用 from代表已看不出葡萄原本的形狀。

be made from ∼
由∼做的

不僅不不不僅不僅僅僅

做的做做做做的做的的

aaaaaapppeaaaaaaaaaapppppppepe

oooooommmoooooooooooommmmmmmm

ffffffffffffffffffff

42

代表時間的 from、since
的使用方法

from

since

from from

起點

過去

現在

未來

from 代表的是「起點」可於
過去、現在與未來使用

since有「從過去
某個時間點一直到

現在」的意思

●from與 since的差異

since代表的是從過去某個時間點 現在的意思，所以這句話是指從 20

歲這個過去的時間點到現在為止「動作或狀態持續至今」的意思。若以「從

20歲開始就在現在這間公司上班」為例，就應該說成 I have worked for 

this company since the age of 20.（現在完成式）才對。

since the age of 20
從 20歲的時候開始 ( 一直 )

這句話的意思是將 20歲當成起點，然後從 20歲 出發，但看不出在講

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的事。反過來說，有可能是在任何一個時態裡發生的

事，可解釋成「我從 20歲開始打算住在美國」（未來），也可解釋成「我從

20歲開始就住在美國了」（過去）。

from the age of 20
從 20歲的時候開始

深入理解！深入理解！

17

、、、、、siinnnnncesssssisiisiisiiniinniinnnnnnnnnnnnnnnnnncncccccececeeeeee

學習進階的應用

用法
「深入理解！」部分將解說各種運

用了介系詞的表達方式。

SON SSOSOONONNN SSSSOOOOONNNNN66666666666666 fromfffrfrorooomommmmmffffffrfrroooooomommmmmmmm～、～～～～～、、、～～～～～～～ sincesssisininnncnccceceeesssssssiiinnnnnncncccccceceeeee～～～～～～～～～～～～～～～LLLEEEEESSSSLLLEELLLEEEEEEESESSSSSSLLLLLLLEEEEEEEEEESEESSSSSSSSSSS

句話是指從句句句話句話話話話是是是是指是指指指從指從從從從 2022202000

意思。若以「從意意思意思思思思。。。若若若若以若以以以以「「「從從從從從

eee wwwwwooorkedwwwwwwwwwwwwooooooorrkrkkeeeddd forffofoororr

搭配圖解， 
更簡單易懂！

豐富的圖解請與內文一起閱讀，一

定能加深對介系詞的理解。

用題目複習課程
內容

最後利用「Quiz」複習這一課學過
的內容。

17177177177177771717



P
A
R
T

111111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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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這」這種具種具有有月月月月」」這這這這種這種種種具種具具具具有有

便便同便同便同便同便同便同便同便同便同便同便同便同便同同便同便同便同便同便同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同同同同同同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便便便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是是是是是是是同同同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卻指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定成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指卻指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卻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卻指卻卻卻卻卻卻卻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成成成成成成成成定成定成定成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定成定定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成成成成成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緊緊壓在在壓在壓在壓在緊緊緊緊壓壓壓壓緊壓壓壓壓壓壓壓壓壓在壓壓壓壓在壓在在壓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8888888888888月之之月之月之月之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之月之月月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的的的中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20202020222220202020000000號這號這號這號這號這個個個個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這號這這號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系系系系詞。詞。詞。詞。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詞系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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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t

within

in

3.

1.

4.

2.

是「搭在什麼之上／面與線接觸」的

感覺。也因為有「搭在什麼之上」的

感覺，所以延伸出「依賴／支撐」的

感覺。

代表時間或場所的「地點」。不只是具

體的某處時間或場所，也可以代表某

段時間或場所或是抽象的感覺。

與近距離的 in不同，作為容器範圍
的外壁（界線）是明確的。與場所、

時間的範圍搭配可代表抽象事物的 
內側。

代表「在被周圍環繞的場所／空間

之中」。除了可以是「容器之中」的

物理空間之外，也可以代表抽象的 
空間。

於∼之上、在∼之上

於∼、在∼

在∼裡面、之內 
（不超過某個範圍）

於∼之中、在∼之中

18

11111

代表代代代代表表

體體體體體

段時段段段段時段時

於於於於於於於
透過視覺了解介系
詞的感覺！

包含了本書介紹的所有介系詞的「示意

圖」。了解介系詞的概念，就能掌握介

系詞的使用方法。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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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有 定期定期間的間的時時有有有有一有一一一定一定定定期定期期期期間間間間的的的的時的時時時時

P
A
R

示意圖與內文 

是有關聯性的！

時
間
時時
間
時
間間間間間
時
間間間間間

月之月之月之月 中的中的中的的月月月月之之之之之中中中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的的 202020202222200號這號這號這號 個個個個號號號號號號號號這這這這這這這這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sssssssssss

老外常用說法

每章結束後，都會刊載「老外都這麼說！

透過介系詞表現的詞彙」。由於介紹的都

是「日常詞彙」與「職場詞彙」，請務必

把這些表現方式都背下來，有機會就使用

看看吧。

老外之間的對話很少會是啦哩啦雜的長句，通常都是帶有節奏

感的短句，享受你來我往的對話樂趣。若懂得使用介系詞，將

可說出更為簡潔的句子。

透過介系詞表現的日常詞彙①

I go by Hiro

I'm on a roll.
一切都順利。

Same as always.
老樣子，沒變。

How's everything with you?
最近過得好嗎？

這句話的意思是坐在 roll「轉動、旋轉」上面，也就是乘風
而行的意思。這是說明自己一切順利時的經典說法。

從「一直都一樣」衍生為「老樣子，沒變」的意思。

這是跟很久沒見面的人打招呼所說的話。回答 Pretty good. 
/ Not bad.「過得不錯」就很完美。I'm fine, thank you.
就顯得有些制式與冷漠了。

老外都這麼說！

附錄

本書使用方法本書使用方法

動、旋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上面，也就是乘面，也就是乘就是乘就是乘就是乘上面，也就是乘乘乘面 也就上面，也就是就是乘就是乘是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動、旋轉 上面上上面上上面

順利時的經典說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法。



Part1要介紹的是 at與 in、in與 on、from與 since這類代表時間的介

系詞，主要解說使用方法以及容易犯錯的部分。請大家一邊看漫畫，一

邊與麥可、翔太還有葵快樂地學習吧！

代表「時間」的介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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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吃到 5點嗎？

代表「到∼為止」的 until與 by是很容易混淆的介系詞。until代表的是「到∼
為止（都）」的意思，代表的是在某個時間點之前的持續狀態，by則是「在∼之
前」的意思，代表的是某個期限。

until～、by～

麥可你看！

你說過愛吃紅豆餅， 

所以我準備了 

這麼多哦！ 哇！

太謝謝你了翔太！

4個小時 
之後

麥可

差不多該吃

晚餐囉⋯

你怎麼了麥可？

你、你說在 5點之前

要一直吃的呀⋯

雖然現在才 1點， 

要是吃不了晚餐就糟了⋯

Make sure you
 eat until 5:00.
（ 原本想說的是 5點之前
吃就沒問題）

LESSON

5

Until 5:00?!
（到 5點之前？）

知、知道了⋯ 推開

打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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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哪裡不一樣！

37

by是代表「旁邊／附近」這種場所的介

系詞，by 5:00則代表以 5:00為基準的

這個時間點「旁邊／附近」。要注意的

是，這個介系詞不代表一段時間，只代

表時間上的某個點。若與動詞搭配，「時

間上的地點」就成為動作的結束地點，

所以 eat by 5:00「在 5點之前吃完」

則代表「動作的結束時限」。

eat by 5:00
在 5點之前吃完

eat until 5:00
到 5點為止一直吃

until代表的是「到∼為止」這種持續的

動作結束時的地點。eat until 5:00代

表的是「吃」這個動作呈一直線般向 5

點這個結束地點出發的印象。直到到達

5點這個目的地，持續進行的動作才終

於結束。wait until 8:00代表的是「一

直等到 8點」的意思。

373737737373777373777337333333333377373733333377377373773377777777777777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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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時間的 until、by 
的用法

這裡的 until代表的是在 stay「停留」這個動作的「結束」之前，也就是

「停留這個動作會持續到明天下午為止」➡「明天下午之前都還在」的意
思。until之前通常會使用 stay或wait「等待」這類具有持續意義的動詞。

stay until tomorrow afternoon
到明天下午之前都還在

by代表的是基準時間上的某個點的「旁邊／附近」的意思，由於 by代表

的是「在∼之前」的期限，所以搭配的動詞通常具「動作完成了」這種意

思。leave by tomorrow afternoon的意思是「在明天下午的旁邊／附近

出發」➡「在明天下午之前，出發的這個動作結束」，換言之就是「不管拖
多久，最遲會在明天下午之前出發」的意思。

by的後面也能接上星期一或是日期，例如 by the end of March「在三月

底之前」、by Friday「在星期五之前」、by May 1st「在 5月 1日之前」。

讓我們一起透過下面的例句確認 until與 by的差異吧。open until June 1

「活動持續舉辦到 6月 1日為止」／ close by June 1「活動在 6月 1日

之前結束」。

leave by tomorrow afternoon
在明天下午之前出發

深入理解！深入理解！



Part2要介紹 on與 over、to與 for、away與 off這類代表場所的介系

詞。一邊欣賞介紹核心概念的示意圖，一邊了解這些介系詞的微妙差

異，就能更快樂地學習英語哦！

代表「場所」的介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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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穿過馬路。

這兩個介系詞都有「從這邊穿到／通到那邊」的意思，但 across與 through的
意思卻又各自不同。

across～、through～

喂，麥可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go across與 go through 
的不同啊

呀呀呀！

小事一椿啦！

然後這就是呢⋯

像那個會說成

先別解說了

快幫我一把吧！

呃⋯嗯⋯

（ 蛇從雙腳之間通過）

LESSON

9

拍
胸

蛇從 
寵物店 逃出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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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哪裡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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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across the road
穿過馬路

go through the tunnel
穿出隧道

across是源自 cross「十字架」的 單

字。across的意思是「在道路這類平面

的地方，像是劃出垂直的十字般，從 A

地點穿越到對面的 B 地點」。across 

the road則有「像是劃出十字般穿越到

馬路對面」➡「穿到馬路對面」的意思。

through的核心概念為「在立體的空間

之中，從入口徹底穿出出口」，所以 go 

through the tunnel則有「將隧道視為

立體的空間，從入口穿出出口」➡「穿
出隧道」的意思。go through your 

legs則可解釋為「從你的腳之間穿過」。

導航

919919191191991119999999999999999999911919191199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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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與 through 
的用法

直譯的意思是「穿過板子」，但此時的 board指的是「為特定目的而做的板

子」，尤其是指「賭馬的告示牌」。across the board原本是指將所有的錢

押在單場或雙場跑馬的賭法，所以衍生出「包含所有／在廣泛的範圍內」➡
「全面地／毫無例外地」的用法。所以可說成We need to review time 

management across the board.「需要全面地檢視時間管理」。

across the board
全面地／毫無例外地

through的概念是「穿出立體的空間」，所以 think through the problem

則可解釋成「從問題這個空間之中穿出」，換言之有「針對這個問題仔細思

考，直到得出解決方案／結論」的意思。

此外，I'm through the book.可解釋成「穿過書本這個空間」，所以有

「穿過這本書的所有頁面」➡「讀完整本書」的意思。

think through ∼
仔細地思考∼

深入理解！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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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9　across～、through～

  該放 across還是 through？

across有 across the street「穿越馬路」

這種橫渡某個平面的意思，而 through則

有 through the forest「穿出森林」這種穿

出立體空間的概念，而 the crowd「人

潮」屬於立體空間，所以正確答案是

through。

［答案］ through　「我穿過人潮」

I walked    the crowd.

hard work的意思是「沉重的勞務／粗活」，而 through hard work「穿

過勞務／粗活」的這句話則是將勞務視為立體空間，有「穿過勞務之後」的

意思，可說成 get straight A's through hard work「幾經辛苦才全部拿

A」的說法，而這句話裡的 through也有「手段」或「原因／理由」的意

思。也有 achieve∼ through cooperation「同心協力達成∼」的說法，

此外，I know him through a friend.則有「透過朋友認識他」的意思。

through hard work
辛苦過後

93939339393933393933399399999999993393939999993393393933993333333333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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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不是會對拼命以中文跟你說話的外國人很有好感？這對

老外也是一樣。即便英文有待進步，積極地以英語對話溝通的

態度是很重要的喲。

透過介系詞表現的日常詞彙②

Say hello to your wife.
請幫我跟您的太太打聲招呼。

This is just a token of my appreciation.
雖然只是小禮物，卻代表了我的感謝之意。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ity.
讓我帶你逛逛街吧。

It's just three stops from Ximen.
從西門出發剛好第三個站。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 .是「請幫我向∼打聲招呼」
的友善表現。Say hi to ∼ .也是很 OK的說法。

送對方感謝的禮物時，這句話絕對是經典。

Let me ∼ 有「請把∼交給我」➡「讓我們一起做∼」的意思。

被問到住哪裡的時候，以眾所周知的車站或地點為起點回答，

對方也比較能夠掌握正確位置喔。

老外都這麼說！

答，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