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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語氣 



假設語氣 (WERE-SUBJUNCTIVE) 

• 假設語氣在描述與事實相反之事時使用： 

• 條件副詞子句 

• 其條件不曾也不會發生，故主要子句所敘述的事情不曾也不會
發生。 

• 對事實相反許願時，接在 wish, suppose, would rather 後之 

that 名詞子句中使用。 



條件副詞子句 

• 表達以下意思： 

• 主要子句所敘述的事情會伴隨其條件發生。主要子句所敘述的
事情確實有可能會發生。 

• 其條件不曾也不會發生，故主要子句所敘述的事情不曾也不會
發生。 

• 表達委婉、對用詞或內容的不確定性、間接請求或提議。 

 

• 假設語氣使用連接詞： 

• if, as if, as though, though 

 

• 前二用法有時亦被統稱為假設語氣，但在我們在這邊將假設語氣
定義為 were-subjunctive，故僅為第二點。 

 



情態助動詞 (MA) 構成情態式 

 

 

 

 

 

 

• 任意情態助動詞皆可搭配簡單、進行、完成、完成進行式。 

• 使用情態助動詞的句子不屬於單純的過去或現在式，而其意義依
據情態助動詞所定。 

• 例：使用 will 表示預測未來或有意願之事。 

  使用 be going to表示預測未來或計畫之事。 

過去式 現在式 情態式 

簡單式 (did V) V-ed  (do/does V) V MA V 

進行式 (be) was/were V-ing am/are/is V-ing MA be V-ing 

完成式 (have) had V-ed have/has V-ed MA have V-ed 

完成進行式 had been V-ing have/has been V-ing MA have been V-ing 

※此頁表格為 Aweather’s English Club 所原創，營利翻印必究。 



假設語氣使用的動詞形式 

 

 

 

• 假設語氣用於條件副詞子句之中。 

• 情態式在此通常使用 would 與 could，表示與事實相反（詳情請
參閱情態助動詞一章）。 

 

• 特別注意：be 動詞在假設語氣中即使是第三人稱單數，過去式仍
使用 were，雖口語上也會看到 was，但宜避免使用。 

• （Ｏ）If the weather were nice, I would go out. 

• （？）If the weather was nice, I would go out. 

 

 

 

 

 

條件副詞子句 主要子句 

與現在或未來事實相反 過去式 情態式 

與過去事實相反 過去完成式 情態完成式 



理解假設語氣的時態轉換 

• 欲理解假設語氣的時態轉換的原理，我們幫大家複習一個大家都
已經知道的概念。 

 

• 有一個班上有四個學生：小明、小英、小華、小美 

 

• 請說明以下句子的相反： 

• 有人有戴眼鏡。 

• 全部的人都是男生。 

 

 



與現在事實相反使用過去式 

• 現在簡單式：描述一個恆常事實，或反覆發生之事。 

 

 

 

 

• 假設事實為：Tom is smart. 

• 事實之一種相反為：Tom was not smart. 

現在 

未來 過去 

現在 

未來 過去 

※此說明為 Aweather’s English Club 所原創，抄襲必究。 



• 為什麼是過去式，而不是其他時態？ 

• 過去式可表達某個過去時間點所發生的事情，這是反例最小的需
求。 

 

 

 

• 進行式則包含某時間點前後，亦提供了必要之資訊，依情況使用。 

 

 

 

• 未來式屬於情態式的一部分，所描述之事情都沒有百分之百的肯
定性，故不使用。 

 

現在 

未來 過去 

現在 

未來 過去 

與現在事實相反使用過去式 

※此說明為 Aweather’s English Club 所原創，抄襲必究。 



• 過去簡單式：表達過去發生的事情 

 

 

 

• 假設事實為：Tom studied. 

• 其中一種事實之相反為：Tom had not studied. 

 

與過去事實相反使用過去完成式 

現在 

未來 過去 

現在 

未來 過去 

※此說明為 Aweather’s English Club 所原創，抄襲必究。 



• 為什麼是過去完成式，而不是現在完成式？ 

• 過去完成式表達過去某個時間參考點以前發生的事情。 

 

 

 

• 現在完成式所反駁的事情包含了現在，不符合文意，亦超過反駁
過去所必須之論述。 

 

 

• 過去完成式為反例最小的需求。 

與過去事實相反使用過去完成式 

現在 

未來 過去 

現在 

未來 過去 

※此說明為 Aweather’s English Club 所原創，抄襲必究。 



假設語氣使用的動詞形式 

 

 

 

• 假設語氣用於條件副詞子句之中。 

• 情態式在此通常使用 would 與 could，表示與事實相反（詳情請
參閱情態助動詞一章）。 

 

• 特別注意：be 動詞在假設語氣中即使是第三人稱單數，過去式仍
使用 were，雖口語上也會看到 was，但宜避免使用。 

• （Ｏ）If the weather were nice, I would go out. 

• （？）If the weather was nice, I would go out. 

 

 

 

 

 

條件副詞子句 主要子句 

與現在或未來事實相反 過去式 情態式 

與過去事實相反 過去完成式 情態完成式 



與現在或未來事實相反 

• 副詞子句使用過去式。 

• If the weather were nice, I would go out. 

• 主要子句使用情態式。 

• would 表示意願或預測。 

• If the weather were nice, I would go out. 

• could 表示有能力。 

• If the weather were nice, I could go out. 

• 副詞子句之條件亦可為進行式。 

• If it were not raining, I would go out. 

 

 

 



與過去事實相反 

• 副詞子句使用過去完成式。 

• If the weather had been nice, I would have gone out. 

• 主要子句使用情態完成式。 

• would 表示意願或預測。 

• If the weather had been nice, I would have gone out. 

• could 表示有能力。 

• If the weather had been nice, I could have gone out. 

• 副詞子句之條件亦可為進行式。 

• If it were had not been raining, I would have gone out. 



條件子句與主要子句之時態 

 

 

 

• 上述時態可交互搭配： 

• 條件、結果皆為現在或未來之事。 

• If the weather were nice, I would go out. 

• 條件、結果皆為過去之事。 

• If the weather had been nice, I would have gone out. 

• 條件為過去之事，而結果為現在之事。 

• If I had passed the course, I would not need to take it now. 

• 條件為現在或未來之事，而結果為過去之事。 

• If Mary were smart, she should have avoided this situation. 

 

條件副詞子句 主要子句 

與現在或未來事實相反 過去式 情態式 

與過去事實相反 過去完成式 情態完成式 



隱含之假設語氣 

• 若主要子句使用 would 或 could 構成情態完成式，其所敘述之
事情是與過去事實相反。但其條件副詞子句有時隱含在前後文或
語意當中而不明言。 

• You could have passed the course, but you were too lazy. 

• We could have won the game yesterday. 

• She studied hard; otherwise, she would have failed the 

course. 



WISH/SUPPOSE/ 

WOULD RATHER 

• 使用 wish, suppose, would rather 表達與事實相反之事時， 

其後之 that 名詞子句使用假設語氣。 

• I wish (that) I were richer. 

• I wish (that) I had more money. 

• Suppose he were smarter than you, what would you do? 

• I’d rather you were not honest to me. 

• I’d rather you didn’t tell me th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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