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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的時態 

過去 現在 未來 

簡單式 過去簡單式 現在簡單式 未來簡單式 

進行式 過去進行式 現在進行式 未來進行式 

完成式 過去完成式 現在完成式 未來完成式 

完成進行式 過去完成進行式 現在完成進行式 未來完成進行式 

• 英文每一個句子的核心是動詞，所有時態變化或是句型選擇都以動詞為主。 



規則動詞的變化 

• 動詞分四種形式 

• V 為現在簡單式（分兩種） 

• V 為常態 

• V-s 為第三人稱單數 

• V-ed 為過去簡單式 

• V-ed 為過去分詞 

• V-ing 為現在分詞 

 

• 有許多動詞並不按照此規則變化，為例外，需額外學習。 

 

 



過去簡單式 

• 描述某件過去開始，且在過去結束的事情。 

• I walked to school yesterday. 

• 描述某個過去時間點所發生的事情。 

• I bought a new car three days ago. 

• She stood under a tree when it began to rain. 

 

• 動詞形式：V-ed (過去簡單式) 

 

 

 

 

 現在 

未來 過去 

事件時間點 



過去進行式 

• 描述過去某個參考時間點時進行的事情。 

• I was studying at eight o’clock last night. 

• Last year at this time, I was attending school. 

• 描述兩件事情同時發生。 

• While I was studying, my roommate was having a party. 

 

 

 現在 

未來 過去 
結束？ 參考時間點 

事件起始時間點 
事件進行時間 



過去進行式 

• 動詞形式：be V-ing (現在分詞) 

• Be 使用過去簡單式 (was/were)，需依人稱單複數變化。 

• V-ing (現在分詞) 不再做變化。 

• 例句： 

• She was standing under a tree when it began to rain. 

• I was sleeping while my teacher was announcing something 

important. 

 

 

 

 現在 

未來 過去 
結束？ 參考時間點 

事件起始時間點 
事件進行時間 



BE 動詞的變化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現在簡單式 am  

are 

is 

複數現在簡單式 are are 

單數過去簡單式 was  

were 

was 

複數過去簡單式 were were 

單數過去分詞  

been 複數過去分詞 

單數現在分詞  

being 複數現在分詞 



規則動詞的變化 

• 動詞分四種形式 

• V 為現在簡單式（分兩種） 

• V 為常態 

• V-s 為第三人稱單數 

• V-ed 為過去簡單式 

• V-ed 為過去分詞 

• V-ing 為現在分詞 

 

• 有許多動詞並不按照此規則變化，為例外，需額外學習。 

 



過去簡單式與過去進行式 

• She stood under a tree when it began to rain. 

• She was standing under a tree when it began to rain. 

 

• I took an exam at eight o’clock yesterday. 

• I was taking an exam at eight o’clock yesterday.  



使用進行式抱怨 

• 例句： 

• He is playing loud music. 

• He is constantly playing loud music. 

 

• I didn’t like Mary as a roommate last year. She was always 

leaving dirty socks on the floor. 

• She was leaving dirty socks on the floor when I was cleaning. 

• 把現在或過去進行式加上，副詞如 always/forever/constantly 

表示對某件事情頻頻發生的不滿。 



進行式與地點 

• 現在進行式：She is studying in her room. 

• 現在簡單式：She is in her room studying. 

• 現在簡單式：She studies in her room. 

 

• What is she doing? 

• She is studying in her room. 

• Where is she studying? 

• She is in her room studying. 

 

• 在使用進行式時，有兩種描述地點的方式。 

• 這兩種句型截然不同。 



英文的時態 

過去 現在 未來 

簡單式 過去簡單式 現在簡單式 未來簡單式 

進行式 過去進行式 現在進行式 未來進行式 

完成式 過去完成式 現在完成式 未來完成式 

完成進行式 過去完成進行式 現在完成進行式 未來完成進行式 

• 英文每一個句子的核心是動詞，所有時態變化或是句型選擇都以動詞為主。 



規則動詞的變化 

• 動詞分四種形式 

• V 為現在簡單式（分兩種） 

• V 為常態 

• V-s 為第三人稱單數 

• V-ed 為過去簡單式 

• V-ed 為過去分詞 

• V-ing 為現在分詞 

 

• 有許多動詞並不按照此規則變化，為例外，需額外學習。 

 

 



現在完成式 

• 描述某事件在現在之前發生，發生的時間並不重要。某事件可發
生一次，或是多次。 

• I have (never/already) seen snow. 

• Have you ever visited Japan? 

• I have taken an airplane three times. 

• 描述某件從過去開始，延續到現在的事情。 

• I have lived here for ten years. 

• I have known him since I was fourteen. 

 

 現在 

未來 過去 
參考時間點 
事件時間點 



現在完成式 

• 動詞形式：have + V-ed (過去分詞) 

• Have 第三人稱單數為 has 。  

• V-ed (過去分詞) 不再做變化。 

• 例句： 

• I have had breakfast. 

• I’ve read through the slides. 

• I have met many people since I came here. 

 現在 

未來 過去 
參考時間點 
事件時間點 



現在 

未來 過去 

現在完成進行式 

• 描述某件從過去持續進行到現在的事情的時間長度／開始時間。 

• I have been sitting here for two hours. 

• （O）I have been living here since I was ten years old. 

• （O）I have lived here since I was ten years old. 

• 描述最近一段時間正在進行的事情。 

• I have been playing Starcraft recently. 

參考時間點 

事件起始時間點 
事件進行時間 



現在完成進行式 

• 動詞形式：have been + V-ing (過去分詞) 

• Have 第三人稱單數為 has 。 

• Been 為 be 的過去分詞，不再做變化。 

• V-ing (現在分詞) 不再做變化。 

• 例句： 

• I have been studying for three hours. 

• He has been playing computer games since nine o’clock. 

• Tom has been learning English. 

 

 

 現在 

未來 過去 
參考時間點 

事件起始時間點 
事件進行時間 



BE 動詞的變化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現在簡單式 am  

are 

is 

複數現在簡單式 are are 

單數過去簡單式 was  

were 

was 

複數過去簡單式 were were 

單數過去分詞  

been 複數過去分詞 

單數現在分詞  

being 複數現在分詞 



英文的時態 

過去 現在 未來 

簡單式 過去簡單式 現在簡單式 未來簡單式 

進行式 過去進行式 現在進行式 未來進行式 

完成式 過去完成式 現在完成式 未來完成式 

完成進行式 過去完成進行式 現在完成進行式 未來完成進行式 

• 英文每一個句子的核心是動詞，所有時態變化或是句型選擇都以動詞為主。 



規則動詞的變化 

• 動詞分四種形式 

• V 為現在簡單式（分兩種） 

• V 為常態 

• V-s 為第三人稱單數 

• V-ed 為過去簡單式 

• V-ed 為過去分詞 

• V-ing 為現在分詞 

 

• 有許多動詞並不按照此規則變化，為例外，需額外學習。 

 

 



過去完成式 

• 描述某事件在過去某一參考時間點之前已經發生，發生的時間並
不重要。該事件可只發生一次，或是多次。 

• Sam had already left when Ann got there. 

• The thief simply walked in. Someone had forgotten to lock the 

door. 

• 動詞形式：had V-ed (過去分詞) 

• Had 為 have 的過去式。 

• V-ed (過去分詞) 不再做變化。 

 

 現在 

未來 過去 
參考時間點 
事件時間點 



過去完成式 

• 使用 before/after 時，不必然使用過去完成式，因為時序關係已
經很清楚了。 

• 過去完成式：Sam had left when Ann got there. 

• 過去簡單式：Sam left before Ann got there. 

 現在 

未來 過去 
參考時間點 
事件時間點 



現在 

未來 過去 

過去完成進行式 

• 描述某件從過去一時間點持續進行到過去一參考時間點的事情的時間
長度／開始時間。 

• He had been practicing Starcraft for a year before he became a 
Starcraft progamer. 

• Eric finally came at six o’clock. I had been waiting for him since 
four-thirty. 

• 描述過去一個參考時間點之前一段時間正在進行的事情。 

• When Judy got home, her hair was still wet because she had 
been swimming. 

• I went to Jane’s house after the funeral. Her eyes were red 
because she had been crying. 

 

參考時間點 

事件起始時間點 
事件進行時間 



過去完成進行式 

• 動詞形式：had been V-ing (現在分詞) 

• Had 為 have 的過去式。 

• Be 動詞使用過去分詞 been ，不再做變化。 

• V-ing (現在分詞) 不再做變化。 

 現在 

未來 過去 
參考時間點 

事件起始時間點 
事件進行時間 



BE 動詞的變化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現在簡單式 am  

are 

is 

複數現在簡單式 are are 

單數過去簡單式 was  

were 

was 

複數過去簡單式 were were 

單數過去分詞  

been 複數過去分詞 

單數現在分詞  

being 複數現在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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