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C LEARNING ENGLISH 
Question and Answer of the Week 你问我答 
多义词“set”的十个用法 

 关于台词的备注: 

这不是广播节目的逐字稿件。本文稿可能没有体现录制、编辑过程中对节目做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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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ying 

大家好，欢迎收听 BBC 英语教学的“你问我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莹。这档节目

帮助广大听友们解答学英语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节目的问题来自网名为“桃桃”

的听众，由我来代读她的问题。 

 

Question 

单词“set”的中文释义有很多，那么它最常见的意思有哪些呢？ 

 

桃桃  

 

Jiaying 

听众“桃桃”想了解单词“set”的常见意思。单词“set”的词义有很多，它既可以

作名词和形容词，也可以作动词。所以，想在短时间内掌握“set”的全部用法，并不

容易。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按照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先后顺序为大家介绍“set”

的十个最常见的用法。 

 

先来看单词“set”作名词时的三个主要用法。第一：名词“set”指同类事物的单位

组合“套，副”，“a set of something （某个事物的一套）”。比如：“a set of 

rules（一套规则）”；“a set of tools（一副工具）”；“a set of keys（一串钥

匙）”。“A set”也可以指“开展特定活动时所需的一套用具”。比如：“a train 

set（一套玩具火车）”；“a chess set（一副国际象棋）”。 

 

名词“set”的第二个意思是“电影或戏剧的布景或片场”。我们来听两个例句，在第

一句话中，“set”表示“布景”，在第二句话中，“set”表示“片场”。 

 

Examples 

The huge set constructed for the film has been turned into a tourist attraction.   

（为这部电影建造的巨大布景已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The film’s production has been suspended following an accident on the set. 

（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在片场发生事故后被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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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ying 

名词“set”的第三个用法和体育比赛有关，它指“网球等比赛中的一盘或一局”。我

们来听一个描述一场网球赛事的例句，名词“set”表示“网球赛中的一盘”。  

 

Example 

The tennis player’s serve was broken in the first game of the second set.  

（这名网球选手在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被对手破发。） 

 

Jiaying 

说完了单词“set”的三个名词用法，接着，我们来讲一讲它作形容词时的两个常见用

法。第一：形容词“set”可以表示“准备好做某事”。比如，田径比赛开始的一刻听

到发令员说：“各就各位！预备——跑！”这句话在英语中就会用到形容词“set（准

备好的）”： 

 

Example 

Ready, set. Go! 

 

Jiaying 

再举一个例子，你可以用“I’m all set.”来表示“我已经准备妥当”。这里，形容词

“set”的意思也是“准备好的”。 

 

“Set” 作形容词的第二个意思是“固定的，不变的”。比如：“a set phrase（固定

短语）”；“a set amount of something（一定数量的某样事物）”。来听一个用形

容词“set”表示“固定不变的”例句。 

 

Example 

I transfer a set amount of money to my savings account each month.  

（我每个月都会把一定数量的钱转到我的储蓄账户里。） 

 

Jiaying 

上面，我们教给了大家单词“set”的名词和形容词用法，接下来看看它的动词用法。 

 

第一：“set”作动词可以表示“把事物放置到某个位置或地方”。比如： 

 

Example 

She finished her tea and set the mug on the table.  

（她喝完茶，把杯子放到了桌子上。） 

 

Jiaying 

第二：“set”作动词可以表示“使某人或者某物处于特定的状态”。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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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The zookeepers set the rescued turtle free after it recovered from its injury. 

（这只获救乌龟的伤势痊愈后，动物管理员们把它放归了野外。） 

 

I’d like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none of the rumours are true. 

（我想要澄清事实，谣言都不是真的。） 

 

Jiaying 

在第一句话中，“set the rescued turtle free”的意思是“使获救的乌龟获得自由”，

也就是“把乌龟放归野外”。在第二句话中，“set the record straight”的意思是

“把事实弄清楚”，也就是“澄清事实”。 

 

“Set”作动词的第三个意思是“树立，创立，确立、建立”。比如：“set an 

example（树立榜样）”；“set a goal（设立目标）”；“set a world record（创

造世界纪录）”。 

 

第四：“set”作动词还可以表示“设定好钟表、手表等器械”。比如：“set an 

alarm （设定闹钟）”。来听一个用“set”表示“设定功能”的例句。 

 

Example 

Set the timer for ten minutes.  

（定时十分钟。） 

 

Jiaying 

第五：“set”作动词还可以用来表示“太阳、月亮或行星降落到地平线之下”。比如： 

 

Example 

The Sun rises from the east and sets in the West.  

（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 

 

Jiaying 

我们来帮助大家总结一下单词“set”的十个用法：作名词使用时，“set”可以指

“套，副”这个表示同类事物组合的单位，它也指“拍摄影视剧时使用的布景，片场”

和“网球等比赛中的一盘比赛”；作形容词使用时，“set”表示“准备好的”或“固

定不变的”；作动词使用时，“set”的主要意思包括“放置”、“使人或事物处于某

种状态”、“设立”、“设定”以及“太阳等行星下落”。 

 

如果你没有记住单词“set”的这十个用法，千万不要灰心。你可以通过重听本期节目

的讲解和跟读例句的方式，进行复习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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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如果你在英语学习中遇到了难题，欢迎你通过微博向我们提问。我们的微博账

号 是 “ BBC 英 语 教 学 ” 。 你 也 可 以 发 邮 件 给 我 们 ， 邮 箱 地 址 是 ：

questions.chinaelt@bbc.co.uk  谢谢收听“你问我答”节目。我是佳莹。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