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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元佑系列

總序
本系列是為有遠見的讀者所準備的英文利器。

旋元佑全系列包括五本書：《旋元佑英文字彙》、《旋元佑文法》、《旋元佑

文法解題》、《旋元佑英文閱讀》、《旋元佑英文寫作》。整個系列的設計，

是為了幫助英語學習者循序漸進，徹底征服英文的不同面向。只要好好研

讀這五本書，讀者將可以打下堅強的英文基礎、培養紮實的英文能力，在

各種英文考試中過關斬將。再搭配一段時間的「廣讀」（請見本書附錄）

之後，最終必定能夠達成學習英文的終極目標：寫出優美的英文。

英文最入門的基礎在於字彙。若沒有認得足夠的單字，那麼不可能看得懂

句子、更無法閱讀和理解文章。本系列的第一冊《旋元佑英文字彙》就是

設計來為讀者打造一個廣大的字彙基礎。書中採取的方法主要是字源分

析：利用 240個常用的字根字首，有系統地認識並熟習重要的通用學術字

彙（大部分是托福字彙程度）。每一個字彙都搭配一個以上的例句，讓讀

者真正掌握單字的用法，並且在學習過程中吸收大量的英文句子、加強對

英文的熟悉程度。再搭配書中介紹的「廣讀」，讀者可以真正消化吸收所

有的重要單字，學了之後想忘也忘不了。

接下來是本系列的第二冊《旋元佑文法》。文法是以句子為探討對象。打

造出足夠的英文字彙之後，下一步就是要看懂所有的英文句子，這牽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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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英文句型的掌握。《旋元佑文法》一書分成 25個章節，從單句中的基本

句型開始，經過名詞、形容詞、副詞、動詞等各大詞類的用法分析，進階

到複合句，然後是兼顧清楚性與簡潔性的減化子句。這本文法書裡面有許

多獨特的見解，是我多年來教學相長的經驗累積而成，和市面上一般的文

法書大不相同。本書一掃傳統文法疊床架屋的陋習、批判並揚棄所謂的文

法規則，帶領讀者用最簡明扼要的方式理解重要的文法觀念，不走冤枉

路、不背規則，在最短期間內學會看懂最複雜的英文句子。

學英文，當然不只是為了考試。但是，花費時間、精力去學英文，如果因

為缺乏答題經驗而不能應付考試，那也很可惜。這就要提到本系列的第三

冊《旋元佑文法解題》。這本書可說是《旋元佑文法》的姐妹作，兩本書

中的 25個章節相同，方便讀者參考對照。《旋元佑文法解題》的編輯方針

是搜羅大專程度以上進階英文考試中的文法考題，包括中國大陸的考研、

台灣的研究所、學士後醫、公職、英檢，以及國際標準測驗的多益。將這

些考試的題目依文法觀念分門別類，分別收編到 25個章節中。每一個章

節再依考題型態做進一步的分類。分類之後，讀者將發現，這些大專程度

以上的文法考題其實如出一轍，所考的文法觀念不出 25種，可能看到的

題型也不會超過各章節底下的分類。讀者看完《旋元佑文法》的章節後，

可以找出《旋元佑文法解題》中對應的相關章節來做做題目、自我考驗一

下。一方面可以消化剛剛吸收的文法觀念，一方面也為可能面對的考試做

準備。這樣一面學習、一面自我驗收，效果將最顯著。

海峽兩岸大專程度以上的英文考試，以文字英文部分而言，主流考題就是

字彙題、文法題、克漏字、閱讀測驗、作文等五種型態。字彙題沒有太大

的答題技巧，主要挑戰在於考生的單字量，這項工作交給《旋元佑英文字

彙》即可全盤搞定。文法題則是用《旋元佑文法》與《旋元佑文法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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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的搭配，可以制敵機先、完全掌握可能面對的題型，並事先練習

到熟能生巧的地步。考試時，不僅可以完全答對、甚至可以飛快做完。至

於克漏字，裡面的題型一半是字彙題、一半是文法題，沒什麼新的挑戰。

需要單獨準備的，除了字彙與文法之外還有兩項：一是閱讀測驗、一是寫

作。

閱讀測驗之所以需要單獨準備，是因為它牽涉到考生對題型的熟悉度以及

對答題技巧的掌握，甚至包括答題速度的訓練。如果考生的閱讀速度太

慢、對題型與答題技巧的掌握不足，那麼很可能在閱讀測驗這一關耗去太

多時間，接下來若還要寫作文的話就來不及了。英文閱讀速度可以透過前

面一直提到的「廣讀」大幅提升，但對於作答閱讀題的技巧，還是得來看

看本系列的第四冊《旋元佑英文閱讀》。這本書收集了台灣各大英文考試

的閱讀測驗題目，在方法論中仔細說明閱讀測驗的主要題型以及答題技

巧，接著提供大量閱讀測驗讓讀者實際演練這些技巧，透過練習逐漸加快

答題速度，從根本解決閱讀測驗的一切問題。中國大陸閱讀測驗的主流考

試型態與台灣稍有不同，受到雅思的影響，多了一種類型是要求考生在文

章中尋找細節的出處，這牽涉到的還是閱讀速度與閱讀理解能力，都要從

大量閱讀中培養。本書可以作為訓練閱讀速度與理解能力的材料，若讀者

要準備的是國際標準測驗，如多益、托福、雅思等，內容也十分適用。

讀者做了大量的閱讀測驗，其實也就是閱讀了大量的英文文章。如果已經

養成廣讀的習慣、持續閱讀沒有間斷，那麼接下來可以挑戰英文寫作，也

就是可以開始研讀第五冊《旋元佑英文寫作》了。

《旋元佑英文寫作》先是概述所有文章共通的性質，如完整的組織結構、

統一性與連貫性的要求、開場白與主題句的寫法、發展的方式，以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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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結尾用語的寫法等等。接下來將文章依其目的分成敘述文、描寫文、

說明文、論說文這四種分類，並且逐一介紹各別特色、欣賞經典範例，以

及認識各種文體最常搭配的組織結構與發展方法。因為現代知識分子（不

論是學生還是上班族）最常用到的寫作文體是說明文與論說文，各大考試

主要也針對這兩種文體，所以書中對此會有比較詳盡的介紹與練習，也會

從範文裡面整理出一些可用的樣板供有需要的考生做重點學習。例如，只

要讀者在分析分類、舉例說明、比較對比、因果關係這幾種組織結構中各

自學好一兩個樣板，那麼不論是什麼作文考題，都可以選擇合適的結構來

延伸。

當然，考試並不是學習寫作的全部目的。如果會寫各式各樣的文體，那麼

不論是學生寫報告論文、上班族寫企劃書，都可以有模有樣，最少做到詞

能達意，對學業、工作等都大有幫助。《旋元佑英文寫作》裡面有「錯誤

分析」(Error Analysis) 的部分，其中的內容包含美國教育測驗機構 ETS從

GMAT考試中 Sentence Correction部分整理出美國大學畢業生常見的寫作

錯誤，再加上我個人在台灣教寫作多年來收集學生作文中反覆出現的錯

誤，兩者集合起來所做的錯誤分析。讀者若能仔細閱讀、善加利用，將在

寫作時知所趨避。書中也有專門介紹標點符號用法的章節，幫助讀者在英

文寫作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字彙、文法、閱讀、寫作，這是文字英文四個主要面向。除了文字英文，

另外還有口語英文，也就是聽力與口說。要如何訓練自己的口語英文？首

先，必須認識自己的學習環境：目前我們都處在英文是外語的環境（也就

是所謂的 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這種環境不大容易找到

練習英文口語的對象。但是，英文是拼音文字，廣泛來說，文字英文其實

是將語音用符號拼出來。所以，如果在 EFL環境中能夠打下深厚的文字英



vii

文基礎，用廣讀培養出閱讀速度與英文思考能力，那麼只要在手機或

MP3播放器裡面裝幾本有聲書，聆聽一段時間，就可以把英文能力延伸到

聽講。這時候如果有機會到英語系國家走走，你會發現不出幾天，你就可

以流暢地說起英文。這是因為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已經累積完善，最後差的

只是實際開口的習慣而已。

學英文，比較被動的學生是被考試帶著走。學習到了某個階段，例如要升

學，就去準備升學考。要就業，就去準備就業相關檢定。要留學，又去準

備留學必備的考試。每一次好像都是重新學一次英文，但都不徹底，只是

針對一種考試在學英文。這樣的做法稍有短視之嫌。有眼光、有遠見的學

習者應該要未雨綢繆，但是也要懂得以退為進的道理。在現代世界中，不

能沒有英文能力，這正是為什麼各大考試都要考英文。但是我們不要等到

考試來了才學英文，而是先不去管考試，只為了培養英文能力而盡早開始

好好學英文。甚至退一步講，到了要考試的時候，如果英文（或者其他條

件）尚未準備充分，晚個一年兩年再考也不遲，先把英文基礎打好再說。

這樣的學習過程或許看似要花比較多時間，一時半刻彷彿落後了背規則、

針對單項考試學英文的人，然而我們與競爭者要比的不是今年、明年的考

試成績，而是要比十年後、二十年後累積出來的實力。這就是我所說的以

退為進。

這一套旋元佑系列，是為有遠見的讀者所準備的英文利器，請好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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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寫作文，是要動手做的事。

除了釐清常見的寫作錯誤、熟悉各種文體搭配的章法結構，

還要請讀者不辭辛苦，真正動手練習，收穫才會最大。

這本書是我教學經驗的產物。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錯誤分析」取

材自我兩方面的教學經驗。

首先，錯誤分析是作文教學常用的方法：整理統計學生常犯的寫作錯誤，

一一說明並多加練習，以求避免犯錯。我多年前就在登峰美語教授 GMAT

考試，這是美國教育測驗服務機構 (ETS) 為申請就讀美國企管研究所的考

生設計的考試，其中有一大題稱為 Sentence Correction，考試型態是 5選

1的選擇題。題目都是一個完整的句子，裡面全部或部分畫一條底線，讓

考生判斷這個部分是否有文法或修辭的錯誤。選項 A永遠是把底線重複一

遍，表示沒有錯誤，BCDE則是分別做四種不同的修改。

GMAT的這種考題，原本是用來取代作文考試。題目製作方法是先讓目標

考生群（美國大學畢業生為主）寫大批的作文，然後整理出其中最常出現

的文法修辭錯誤，將這些錯誤分門別類，製作成選擇題的型態來考試。換

句話說，這套題目就是 ETS對美國大學畢業生所做的寫作錯誤分析。在

GMAT開始加考寫作之後，這套題目本應功成身退，但是它行之有年，一

般公認它對英文能力的鑑別度相當高，所以這種題型一直保留至今。



ix

我因為多年教授這種考題，非常熟悉美國大學畢業生常犯的寫作錯誤，於

是在其中挑出與東方學生相同的錯誤來，整理成為本書「錯誤分析」篇的

主要內容。

第二個取材來源則是我在台灣實際教授英文寫作，從批改學生作文中整理

出來的本地學生英文寫作錯誤分析。這裡面收集的都是與美國學生不重疊

的錯誤，兩者合在一起就構成了本書第一部分「錯誤分析」，裡面有許多

需要動手寫作的題目與練習。

本書第二部分「章法結構」主要根據的是我一套英文寫作班講義，裡面是

我多年來實際教授英文寫作整理出來的材料。其中把文章依不同目的而分

為描寫文、敘述文、說明文、論說文，搭配各種不同的章法結構，如空間

順序、時間順序、比較對比、程序分析、舉例說明、因果關係等等分別介

紹。除了整理出不同章法的寫作重點，還搭配了名作欣賞，讓讀者看看各

種章法結構的文章在名家手下可以寫成什麼樣子。這部分中的「考試專

區」則是針對需要面對英文寫作考試的考生，提供各種章法的寫作重點，

包括一些常用的開場白、主題句等等。考生可以先分別記下幾種，在考場

上就可以胸有成竹，不怕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

本書第三部分「句法修辭」則是納入了我多年來教授文法班、《時代雜誌》

閱讀班的經驗，輔導讀者經由對等子句省略、從屬子句減化等手法寫出有

變化的句子。另外還有長短句與鬆散句、掉尾句、不完整句、倒裝句、對

仗與反覆再三等等特殊句法的介紹。並且加上文字修辭的說明，例如具體

用字、動態用字、押頭韻、明喻暗喻等等。為了幫助讀者了解這些高級修

辭手法，我從經典名作以及《時代雜誌》中選出精采例句來解說，讀者可

以看到古今文章大家的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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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有兩大重點：一是要清楚 (Clear)、一是要簡潔 (Concise)。破壞清楚

性的元凶有二：模糊 (Vague) 與模稜兩可 (Ambiguous)。破壞簡潔性的元

凶亦有二：重複 (Redundant) 與冗長 (Wordy)。讀者要想避免修辭錯誤，

寫出既清楚又簡潔的文章，除了細讀本書之外，還有一本修辭學經典可供

參考：William Strunk與 E. B. White合著的 The Elements of Style。這雖

是本老書（已經沒有版權，很容易可以下載），但它是修辭學的長青樹，

建議讀者可以找來看看。

寫作文，是要動手做的事。本書從頭到尾安排了許多練習，由淺入深，並

且提供了參考答案。在章法結構篇還有許多作文題目要請讀者採用剛學會

的章法來自行練習寫作，也分別附上了參考範文。要請讀者不辭辛苦，真

正動手練習寫作，收穫才會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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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寫作建議

多年前我在師大英語系當學生時，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大一，曾上過李敞教授

的英文寫作課程。李老師對我們提供了一項寫作建議，我曾採用過一段時

間，感覺受益良多，不敢藏私，在此提出來和大家分享。

李老師的建議是：寫作文時先拿一張紙，中間從上到下畫一條線把紙分為兩

半。第一步先限定自己一段時間，對著作文題目進行思考，想到什麼點子就

把它一條一條列出，由上至下寫在紙的左側，直到設定的時間結束或者紙張

寫滿為止。

第二步是分類整理：把左邊的一條條點子分門別類整理出來，並且分出層

次。有些點子與別的點子同類，也可能是一整類好幾個點子共同包含在另一

個點子之下等等。分類完畢之後，把整理出層次的點子記錄在紙張的右邊。

記錄時應該用縮排的方式，把這些點子依照層次，分門別類記錄下來。同一

層級的點子要整理出順序：是時間先後、因果關係，還是重要性順序，都要

有理由。若有格格不入、無法歸入任何類別的點子，就把它捨去。甚至如果

有某個類別與其他類別都格格不入，也要把整類都捨去。最後整理出兩、三

個大類別，同屬於最高層次，不能互相隸屬。

Chapter 2

起草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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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將這兩、三個類別按照其中的邏輯關係排列，各自整理出一句主題

句，就是文章發展部分的段落主題句。綜合這幾個段落主題句，在最前面寫

出一個具有包容性的全文主題句，就完成了一篇符合統一性、連貫性的大

綱。然後，在各級分岔處酌加轉承語，就能夠照顧到流暢性。大綱擬出之

後，只要添加一個開場白、在發展的末梢添加細節，並且將全文主題句用同

義表達複述一遍作為結論，最後添加一兩句意見或看法作為結尾語，就是一

篇完整的文章。

這一套辦法我不僅身體力行過一段時間，後來還在我自己教的作文課上和學

生現場共同創作過幾回。以下就是其中一次集體創作的過程，作文題目是

Life in the Big City。我們的做法是先請學生就這個題目一個個貢獻出自己的

想法，我在黑板中間畫一條線，把這些想法逐條記在左邊，結果如下：

記錄點子 (Jotting down random ideas)

In the big city there are a lot of restaurants where one can dine.

It’s easy to buy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oes.

It’s stressful. 

It’s costly.

One can find jobs easily.

It’s very noisy.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t helps broaden our horizon.

It’s convenient with the MRT.

There are good movies and concerts.

For dogs and cats, it’s like living in a big jail.

There’s a lack of fresh air and fresh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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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lonesome.

One has bett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這樣的做法，收集來的點子肯定比一個人構思的結果還要多元、更雜亂（因

為每一條都是不同學生提供的），所以更不易整理分類。第二步就是集合大

家之力，把這些點子整理分類，基本上先分成優點與缺點兩大類，如下：

分門別類 (Classifying)

缺點 (Drawbacks)

It’s stressful. 

It’s costly.

It’s very noisy.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ere’s a lack of fresh air and fresh water.

It’s lonesome.

優點 (Advantages)

There are a lot of restaurants where one can dine.

It’s easy to buy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oes.

One can find jobs easily.

It helps broaden our horizon.

It’s convenient with the MRT.

There are good movies and concerts.

One has bett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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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關 (Irrelevant)

For dogs and cats, it’s like living in a big jail.

這些點子，每一條都是「人」的考量，但有一條是「貓狗」的考量，與其他

的類別格格不入，所以先把這一條捨棄掉。這個動作是為了掌控全文主題的

統一性。下一步就要在優點、缺點裡面做進一步的分級與分類，結果如下：

按照邏輯關係排列 (Organizing into logical groups and subgroups)

缺點 (Drawbacks)

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big city.

Effect:

The environment is polluted.

It’s very noisy.

There’s a lack of fresh air and fresh water.

Living costs are high.

There’s no peace of mind.

It’s stressful.

It’s lonesome.

優點 (Advantages)

Living in the big city is necessary.

One can find jobs easily.

It is also conveni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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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aily life:

There are a lot of restaurants where one can dine.

It’s easy to buy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oes.

It’s convenient with the MRT.

Fo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t helps broaden one’s horizon.

There are good movies and concerts.

One has bett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仔細看可以發現，在缺點部分採用因果關係的分類，每一類之下又有進一步

的分級，這些等級各自用縮排的方式呈現，也就是分出不同粗細的樹枝。在

同一個等級上的幾點，排列的先後順序背後也自有邏輯（基本上是重要性順

序），請讀者仔細觀察。在優點部分採用的則是分類 (Classification)，也分成

不只一級，裡面用的是重要性順序排列。最後，加上全文主題句、各段的段

落主題句以及結論，並且在轉折點上酌加轉承語，一篇作文大綱就完成了，

如下：

加上全文主題句、段落主題句、結論和轉承語  
(Adding a thesis statement, topic sentences, a summary, and 
transitional signals)

Though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es, life in a big city has its 
unique attractions.

Under the burden of a large popula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big city suffers in several ways.

First, the environment is polluted.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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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very noisy.

There’s a lack of fresh air and fresh water.

Second, living costs are high.

Third, one can have no peace of mind.

It’s stressful.

It’s lonesome.

On the other hand, life in the big city is a matter of 
necessity for many people, and it is very convenient.

It’s necessary for many.

One can find jobs easily.

It’s also very convenient, both for daily life and 
fo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For daily life:

There are a lot of restaurants 
where we can dine.

It’s easy to buy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oes.

It’s convenient with the MRT.

Fo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good movies and 
concerts.

One has bett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nce, it helps 
broaden our horizon.

Therefore, although I miss the peace and quiet of the 
countryside, I embrace life in the big city, with all its fun and 
stimulations.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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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雖然有一些缺點，但是大城市的生活有其獨特的吸引力。
2在龐大的人口壓力下，大城市的生活品質受到了各種影響。

第一，環境受到汙染。

非常吵雜。

缺乏新鮮的空氣和乾淨的水。

第二，生活開銷非常高。

第三，人們難以得到心靈上的平靜。

壓力非常大。

感覺十分寂寞。

3另一方面，大城市的生活對許多人來講實有必要，而且也很方便。
對很多人而言是必要的。

容易找到工作。

對日常生活和個人心智成長而言也十分方便。

日常生活方面：

有很多讓我們享用美食的餐廳。

很容易可以買到漂亮的衣服和鞋子。

有捷運很方便。

個人心智成長方面：

有很多好電影和音樂會。

更容易接收資訊。

因此能夠幫助我們拓展視野。

4 �所以，雖然我會懷念鄉村的平靜安詳，我還是會擁抱大城市的生活，有各式各樣的玩
樂與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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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練習

接下來又到了動手寫作的時候了。請讀者花點時間，按照前面的那份大綱，

自行加上開場白、添加細節，寫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若有可能，儘量採用同

義表達來改寫。若目前尚無把握，直接重複大綱中的句子也未嘗不可。後面

附有一篇範文，請讀者在寫完之後自行參看。

Based on the outline above, write a composition on “Life in the Big City.” 

Please remember the requirements of unity, coherence and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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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範文

Life in the Big City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moving from the 

countryside into big cities. Though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es, living in a 

big city has its unique attractions, for it’s often necessary and also very 

convenient.

Under the burden of a large popula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big city 

suffers in several ways. The first casualty is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 clock 

it’s noisy, with endless traffic and endlessly talking people. Fresh air or fresh 

water is nowhere to be found. Second, everything is expensive, from food to 

clothing to housing. Third, with all those people, competition is fierce, so city 

life is highly stressful. The more people around one, ironically, the more 

lonesome one feels.

On the other hand, life in the big city is a matter of necessity for many 

people, and it is also very convenient. It is a necessity, because most jobs are in 

the big city, and people simply can’t do without work. Life in the big city is 

also convenient, both for daily life and for one’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a lot of good restaurants, and it’s easy to buy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oes. The MRT will take on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to wherever one wants 

to go. As fo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ne can catch good movies and go to 

concerts in the big city. City life, with its many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provides better access to all sorts of information. Hence, it helps broaden one’s 

horizon.

I am an office worker who lives in the big city out of necessity. Although I 

miss the peace and quiet of the countryside, I embrace life in the big city, with 

all its fun and stimulation. Perhaps when I am retired, I will finally say 

goodbye to the noise and pollution and “return to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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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

請根據前面的大綱，以「大城市裡的生活」為題寫一篇文章。請記得統一性、連貫

性與流暢性的要求。

大城市裡的生活

世界各地有愈來愈多的人離開鄉村，搬到大城市。雖然也有一些缺點，但是城市生

活有它獨特的吸引力，因為它往往有必要，而且非常方便。

在龐大的人口壓力下，大城市的生活品質受到了各種影響。第一個受害者是環境。

一天 24小時噪音不停，因為車流不止，人語也不間斷。找不到新鮮空氣與乾淨的水。第

二，從食物、衣著到房子，什麼都貴。第三，人那麼多，所以競爭激烈，城市生活因而

壓力極大。很諷刺的是，四周的人愈多，人反而愈感到寂寞。

另一方面，大城市的生活對許多人來講實有必要，而且也很方便。有必要是因為工

作大多集中在大都市，人沒有工作不行。城市生活也很方便，在日常生活方面以及個人

心智成長方面皆然。有許多好餐廳，也很容易買到漂亮的衣服和鞋子。捷運四通八達，

再走點路的話哪裡都到得了。至於心智成長，大城市可以看到好電影、可以聽音樂會。

城市生活有許許多多的通訊管道，各種資訊都比較暢通，因此能夠讓人拓展視野。

我是上班族，不得不住在大城市。雖然我懷念鄉村的平靜安詳，但我也擁抱大城市

的生活，有各式各樣的玩樂與刺激。或許將來退休的時候，我會揮別噪音與汙染，「回歸

自然」。

說明

以上就是一篇我和學生合力在課堂上完成的作文，寫作過程在上文都交代得

很清楚。文章完全按照大綱寫成，組織結構明顯，在此就不再另作說明。

寫作是要動手練習的工作，本書設計了許多寫作練習，循序漸進：一開始是

引導式作文 (Guided Composition)，有各種限制（例如依照大綱寫作），或者

只限於句子的填空或改寫。逐漸到後面，讀者要自行寫作的部分會愈來愈

多，最後就是開放式的寫作，只出個題目，由讀者自由發揮。



旋元佑英文字彙

全書收錄3000個通用學術字彙，是托福、GRE、
研究所考試、學士後醫、高普考等各大考試的出題

依據。搭配240個字首字根，教你一套見字拆字的
字源分析能力，讓單字想忘都忘不了。全書單字例

句以美式發音錄製MP3，搭配學習更有效率！

定價：580元    MP3 免費下載

旋元佑文法解題

本書的章節編排與《旋元佑文法》相同，方便讀者

學完文法觀念，再做題目。全書收錄1200多道英
文文法考古題，涵蓋台灣研究所、學士後醫、公職

和中國大陸考研等考試，這些考試有的並未公布官

方詳解，坊間解析錯誤較多，本書由作者親自正確

解題，引導讀者真正理解文法觀念！

定價：750元

旋元佑文法

本書前身於1998年問世，歷經多年絕版，在此經
典重現！作者強調學習文法絕非死背規則，並提出

許多獨創的見解，取代傳統累贅的詮釋方式，引導

讀者循序漸進認識「單句」、「複合句」和「減化子

句」，透過理解文法成因，深度提升英文實力。

定價：750元



旋元佑英文寫作

本書共分為「錯誤分析」、「章法結構」和「句法修

辭」三部分。先釐清最常見的寫作錯誤，並深入介

紹4種文體、10種文章組織方式，最後進階學習7
種特殊句法、7種文字修辭，引導讀者逐步邁向精
湛寫作！

定價：650元

旋元佑英文閱讀

本書以「旋氏方法論」分析閱讀測驗必考的20種
題型，並全新編寫10回共60篇閱讀測驗，涵蓋所
有大型考試出題類型，提供答題重點和策略。無論

是提升自身閱讀實力，或準備英檢、研究所、托

福、雅思等考試，本書都是最充足的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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