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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態：過 去 式 Past Tense

每次講到英文時態就傻傻分不清楚嗎？其實，時態主要是用來表達事發生的時間，大致可分為「過去式」、
「現在式」及「未來式」。若想要更精確地描述各時段裡事件或情境的狀態，還可以再細分用「簡單
式」、「進行式」或「完成式」來表達。我們現在就來練習這些時態吧！

你應該對過去簡單、現在簡單及未來簡單式不陌生，所以廢話不多說、耳機戴起來，我們直接聽歌 The Simple

Tense Song | Rap and Learn with MC Grammar (按兩下 播放) 搭配時間軸，練習⼀下最基本的時態：

過去 現在 未來

I sang a song yesterday. I sing a song every day. I will sing a song tomorrow.

你剛剛唱歌的時候，回答有覺得卡卡的嗎？如果還是跟過去、現在、未來簡單式有點不熟的話，可以看這支

影片複習⼀下。

Verbs Part 3: Simple Verb Tens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ense) |

English For Kids | Mind Bloom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m9l6y3-WY

catch 

你有注意到時間軸上例句的動詞 sing，過去式不是 sing + ed 而是 sang 嗎？沒錯，英文常見的不規則變化動詞
有 64 個，你可以想出來幾個呢？小編想到下面這三個，請你寫出它們的過去簡單式： 

ride  sleep 

你寫對了嗎？看影片檢查你的答案，順便複習⼀下其他不規則變化的動詞吧！

64 Irregular Past Tense Verbs in English! | All Things Gramma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GnYpbadKY

過去式很重要！因為我們平時看故事、聽新聞、寫⽇記，甚至是考試（不論是會考、統測或全民英檢），都常

常用到過去式。還有，如果你哪天像 Crystal ⼀樣遇到很厲害的人瑞奶奶，⼩編相信你今天認真練習的過去式
也⼀定會派上⽤場！讓我們先聽聽 Alice 奶奶跟 Crystal 的聊天內容：

Crystal Meets a 101 Year Old | Kids Meet | HiHo Ki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TWNHc7h3mo

小提醒！影片播放的速率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喜好調整快慢喔！如果有聽不懂的地方，

可以搭配中/英文字幕⼀起看。

活動⼀

活動二

時態三部曲
首部曲：過去簡單式 vs. 過去進行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MVqZdtmaOk

動詞過去式

選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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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Alice 奶奶跟 Crystal 的對話，下面的句子是對的 (True) 還是錯的 (False)？請點選。

 True  False 1. Alice has a younger brother.

 True  False 2. Alice is a biology teacher at college.

 True  False 3. Alice's grandmother lived until she was 101 years old.

你有發現第 2題 "Alice is a biology teacher at college." 是個陷阱題嗎？

這句話用現在式 is表示Alice 目前仍然在大學教書，但其實她已經退休啦！所以第 2題要選 False。

如果小編把第 2題改成 "Alice was a biology teacher at college." 這樣才可以選 True。

除了過去簡單式，過去進行式也很常見，句型：主詞+ beV (was / were) + V-ing，在什麼情境可以用呢？

 描述過去某個時間點正在進行的事情：

例：My brother was singing a rap song at nine o'clock last night.

(你不知道哥哥昨天幾點開始唱歌，但你很確定晚上 9點的時候他還在唱。)

如果把例句改成："When you called, my brother sang." V1和 V2都用過去簡單式的話，你知道是什麼

意思嗎？哈，就變成「你電話⼀打來，我哥就開始唱歌」。語意跟原本的例句不太⼀樣喔！

Nick 今天早上真是衰到爆… 先觀賞影片，看看Nick 發生了什麼事：

The Past Continuous - Nick's Terrible Day - Educraf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NwVK_IB-0

然後用過去進行式完成下面這個句子：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Nick . (drive)

活動三

 最常見的用法：過去某個動作(V1)發⽣的那瞬間，另⼀個動作(V2)正在進行。很常搭配之前學過的從
屬連接詞，例如：

例：When you called, my brother was singing a song.

V1 過去簡單式 V2過去進行式

你打來的時候，我哥正在唱歌。

過去進行式

把話說完

My brother was singing.

You c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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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下你的房間或是客廳，然後告訴⼩編 1. 有哪個東⻄英文是以字⺟ B開頭的呢？
2. 你什麼時候得到這樣東⻄；

3. ⽤⼀句話描述它。

真的想不出來的話，也可以參考下面兩張圖片回答喔！

活動四 支援前線 利用你身邊的物品回答問題

1. A 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B 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rm clock

My mom bought it at a night market last year

It is blue and white

例



神秘跟蹤客！過去進行式 vs. 過去簡單式 (不是鬼故事，請安心服用)：

YouTube‧BIBI 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KYTsBHc1g

沒看過恐怖的綠內褲吧，搞笑的同時順便練習過去式！

YouTube‧Books Ali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lzGBqd3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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