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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為墊腳石

多閱讀是個提升寫作能力的好途徑。從閱讀中，可以學到字彙、片語、句型、文

法、文章結構、正反論點的辯證，最重要的是：由閱讀所得到知識，將可作為往

後寫作的資源。

閱讀的來源基本上越廣越好，各文類的英文多接觸，對於寫作必大有助益。英文

報紙是個很好的閱讀材料，不但讓自己和世界及周遭發生的時事連結，報紙中的

社論更裨益於論說、議論方面的寫作。多看多背別人的佳句、論點的切入，實為

寫好英文作文的一大利器。 其他如英語雜誌、讀者文摘、英文小說⋯⋯等等。

另外，等寫作有一段時間後，亦可以拿閱讀的文章來分析、訓練大意寫作，或改

寫，如此，亦可增進自我對文字、文章結構的熟悉度。

充實單字庫

講話怕詞窮，寫作更是如此。你曾經有過要表達一個英文字，想破頭也想不出

來，只好寫出“平易近人”的單字嗎？考試的時候又不能按按電子字典找中翻

英，怎麼辦？其實這只凸顯一個問題：單字背太少、又不夠熟。比較一下，現在

有兩篇文章，兩篇都是在表達同一件事和論述相同觀點，在各方面都一樣之下，

只差別於一篇用字難易度在國中 1200字，另一篇為 5000字的難易度，孰優孰

劣，不用多說。我想強調的是，平常多閱讀多背單字及片語，其實就是增進你英

文實力的不二法門，更不用說寫作時可以避免詞窮的窘境。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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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檢作文考題及評分標準

英檢中級作文到底考什麼？

以往作文考題出題方向不離：論說文（含說明文或議論文）、書信（email）為兩

大寫作文體，但也不是說其他文體完全不會考，所以讀者應就本書內的各文體寫

作方法多加練習。全民英檢中級作文網站公告的題目如下：

例題 I

說明：請依下面所提供的文字提示寫一篇英文作文，長度約 120 字（8 至

12 個句子）。作文可以是一個完整的段落，也可以分段。（評分重點包括

內容、組織、文法、用字遣詞、標點符號、大小寫。）

提示：一般說來，孩子表現良好時，父母常會給孩子獎勵。請寫一篇文章

說明

(1) 你表現好的時候，你的父母通常會用哪些方法獎勵你？你覺得這些方

法有效、適當嗎？

(2) 如果有一天你為人父母，你會用相同的獎勵方式嗎？

例題 II

請依以下提示寫一封英文 email，長度約 120 字（8 至 12 個句子）。作文可

以是一個完整的段落，也可以分段。（評分重點包括內容、組織、文法、

用字遣詞、標點符號、大小寫。）

提示：你住在美國的筆友 Ted 最近剛轉學，正在煩惱新學校的交友問題。

請寫一封英文 email 給他，信的內容必須包括以下兩點：

(1) 分享你適應新環境的經驗。

(2) 建議他幾個交新朋友的方法。

英檢英文作文評分標準？

不外乎內容、 組織、文法、用字、標點符號等 5大面向，以下茲以全民英檢中級

寫作評改標準，提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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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分 分數 說明

5 60

寫作能力佳

內容適切表達題目要求，清楚有條理；組織甚佳；能靈活運用字彙

及句型；文法、拼字或標點符號偶有錯誤。

4 48

寫作能力可

內容符合題目要求，大致清楚；組織大致完整；能正確運用字彙及

句型；文法、拼字或標點符號雖有錯誤，但不影響理解。

3 36

寫作能力有限

內容大致符合題目要求，但未完全達意；組織尚可；字彙及句型掌

握不佳；文法、拼字、標點符號錯誤偏多，影響理解。

2 24

稍具寫作能力

內容局部符合題目要求，大多難以理解；組織不良；能運用的字彙

及句型有限；文法、拼字、標點符號有許多錯誤。

1 12

無寫作能力

內容未能符合題目要求，無法理解；缺乏組織；能運用的字彙及句

型非常有限；文法、拼字、標點符號有過多錯誤。

0 0 未答 /等同未答

官方網站上有範例文章可以參考，讀者可至以下網站去感受一下，什麼文章可以

拿高分，什麼文章級分低：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scoreremark/icomposition.pdf

如何使用本書

除了足夠單字量、基本文法讀者必須先具備，閱讀本書時，應遵循 4大步驟，如

此才能精練英文作文：(1)可以先就前言、寫作原則章節部分，先了解一篇文章

基本的架構與寫作應注意的原則、細節，(2)接下來，翻閱 Variety章節，即英文

句型，將每一個常用句型充分練習以達熟練，如此才能於下筆寫作時，輕易變換

句子，而非一成不變的直述句：主詞 +動詞，Variety章節中，筆者透過實際教

學現場所發明的記憶口訣，搭配淺顯易懂的例子，相信讀者應該可以很輕鬆駕馭

這些句型。當基本寫作原則與句型都已掌握，(3)其次應細讀各文體寫作細節及

技巧，並實際反覆練習，當然，(4)如果有專業人士（如英文老師），可以幫忙批

改是最佳，但並非人人都還在求學階段，為此，提供幾個線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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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資源：

1. 劍橋語言測驗中心建置之線上批改（需註冊）（免費）

http://www.cambridgeenglish.org/learning-english/find-free-resources/write-

and-improve/

2. 國外 essayforum（免費）

http://www.essayforum.com/

3. English test net（免費）

http://www.english-test.net/forum/forum16.html

4. lang 8（免費）

http://lang-8.com/

國內資源：

5. 加入臉書粉絲團（免費）

https://www.facebook.com/learnthenlove

6. Xuite隨意窩上，有老師免費批改（免費）

http://blog.xuite.net/playenglish/cc/42816952

7. 國內 iCorrect（須付費）

http://www.correctwriting.com.tw/

8. 筆者粉絲團：

FB搜尋“Ronnie's English Cafe”

文法檢查：（以下皆免費）

1. Grammarly（可安裝到 Word,瀏覽器）

https://www.grammarly.com/?AT2250=4

2. Online Text Correction 

http://www.textcorrection.com/

3. After the deadline（除了標出錯誤，還會建議用字）

http://www.polishmywri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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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詞放前

地點擺前

Only

As..., so...

so / nor / neither

so引導的句子

such引導的句子

比較級的倒裝

假設語氣的倒裝

全倒裝

同位語為形容詞

同位語為名詞

副詞子句

名詞子句

形容詞子句

介系詞片語

不定詞片語

分詞構句

動名詞

不定詞

名詞片語

S + Vi

S + Vi + SC

S + Vt + O

S + Vt + IO + DO

S + Vt + O + OC

for

and

nor

but

or

yet

so

以子句開始句子

以片語開始句子

五大基本句型

獨立分詞構句

反問句

倒裝句

句型

對等的概念

以同位格開始句子

Chapter 2
Variety 
句型 101

  Part 1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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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V

口訣：主動付點錢

一般句子，皆必須有主詞、動詞，後面修飾的副詞、地點、時間可有可

無，另外，副詞有時可置於動詞前面。

Curry practices basketball hard in the gym almost every day. 

Curry幾乎每天都在體育館認真地練籃球。

主 主詞 Curry 

動 動詞 practices basketball

付（副） 副詞 hard

點 地點 in the gym

錢（間） 時間 almost every day

說明

Imperative sentence（祈使句）

此一句型是省略主詞 you，並以動詞開始一個句子；否定句時，可加否

定詞 never或 don’t於句首，來形成否定。祈使句目的是希望 /要求對方

可以照著自己的意思來做或不要去做。在實際寫作上，適用於開頭段引

起讀者注意或於結論段給予讀者建議。

說明

例句：

1 Consider the job offer and reply to me next week.

考慮一下這工作機會，下禮拜再回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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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ver transfer money at the ATM simply because of a phone call from a 

stranger.

絕對不可因為一通陌生人電話，就乖乖到 ATM轉帳匯錢。

牛刀小試

1. 把辣椒加到菜裡，再炒一下就好了。

　　　　　　 chilli to the dish and stir-fry it for a few seconds.

2. 手濕濕時，不要碰觸插座。

Do not 　　　　　　 the socket when your hand is wet. 

3. 你開太快了。慢一點。

　　　　　　　　　　　　　　　　　　　　　　　　　　　　　　　　

4. 千萬不要考試作弊。

　　　　　　　　　　　　　　　　　　　　　　　　　　　　　　　　

Answer

1. Add

2. touch

3. You drive too fast. Slow down a little bit.

4. Never cheat on the ex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