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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態：現 在 式 Present Tense

時態三部曲之 2

現在簡單、現在進行、現在完成式

英文時態最妙的地方是，你以為你學會了，但還是用錯了 。

所以跟⼩編⼀起，從我們上次學過的「過去簡單式」、「過去進行式」和大家都熟悉的「現在簡單式」開始複
習吧！

你相信世界上有外星人嗎？搞不好你睡覺的時候，外星人曾經敲過你的房門你卻不知道呢！先觀看動畫短片中

搞笑的外星人：

Lifted - Pixar | Adam Crossle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Loc6FrLi0

科幻迷的小編看了這支影片後，得到靈感寫了這篇混合三種時態的克漏字來折磨你(誤)讓你練習。請在空格內

填入你覺得最恰當的時態，動詞要記得變化喔！

Danny  (like) watching movies. He especially loves science fiction. Last night, he

watched Lifted before he went to bed. Later, he  (sleep) when a loud noise

outside his window woke him. He (open) the curtains and saw a UFO! Suddenly,

a door and a bright light appeared on the side of the UFO. " (wake) up, Danny!"

said his dad. "I think you're having a bad dream." Now, Danny never  (watch)

sci-fi movies before bedtime.

你是怎麼判斷空格要⽤什麼時態的呢？先想⼀想，再看下⼀⾴的解答。 作答前不要偷看喔！

活動⼀ 看影片說故事

Before was was was,

was was is.

來源 Shower Thoughts @showerfeelings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Loc6FrLi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Loc6FrL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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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釐清「過去簡單式」、「過去進行式」和「現在簡單式」的用法後，我們接著看「現在進行式」。句型跟

過去進行式很像，只是 be動詞的時態不同：主詞 + beV (is / am / are) + V-ing，在什麼情境下使用呢？



例：

描述目前的趨勢：

beV V-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learning Korean nowadays. 越來越多人學韓文。



例：

描述計畫好要做的事：

beV V-ing

Guess what we are learning next month! 猜猜看我們下個月要學什麼！

說來說去，到底該怎麼區分「現在簡單式」和「現在進行式」呢？看⼀下 Beata 的影片介紹：

Present Simple vs Present Continuous | Beata

https://youtu.be/q_GDbBxYt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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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描述現在正在進行的事情：

beV V-ing

My brother is singing a rap song. 我哥哥正在唱饒舌歌。

 誰知道這個故事的第⼀句要⽤什麼時態啊？

⼀般⽽⾔，描述⼈的喜好時通常是用現在簡單式，所以小編沒有特地用過去式動詞表達「Danny 愛看電影」這件事，

表示Danny 從以前到現在都很喜歡看電影、沒有改變。不過，下⼀句緊接著出現了過去的時間詞 last night，表示接

下來描述的事情都已經發生了，所以最好都用過去式表達，直到文章出現別的時間副詞為止。

 怎麼知道空格二是過去簡單式還是過去進行式呢？

 那空格三呢？

Danny 必須先拉開窗簾(動作 1)，然後才會看到飛碟(動作 2)。因為動作 1已經結束，所以這裡用過去簡單式即可。

 那為什麼空格四不繼續用過去式呢？

空格四前後的引號表示這是直接敘述句，直接把爸爸說的話寫出來，爸爸叫醒 Danny 用的是祈使句；祈使句不用做

任何動詞變化，用原形動詞就好。但是，爸爸說話的這個動作 (said his dad) 仍是故事的⼀部分，⽽且是發⽣在 Danny

看到外星人之後，所以用過去簡單式。

 為什麼空格五又變成現在式，而不是繼續用過去式呢？

因為時間詞 now表示這句描述的是現在發生的事情，說明Danny 現在不會在睡前看科幻片，所以用現在簡單式。

擲骰子？當然不是啊！要從動作是否「已經結束」，或是動作「正在進行」來判斷。因為 Danny 正在睡覺 (這個動作

持續中、還沒有結束)，所以空格二用過去進行式最合理。 

likes

was sleeping

opened

Wake

watches

現在進行式

時間

人

數

RIGHT NOW

時 態：現 在 式 Present Tense

https://youtu.be/q_GDbBxYtMk
https://youtu.be/q_GDbBxYt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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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完成式

⼩編整理了⼀下框框內的時間詞和頻率副詞，可以幫你大致決定要用「現在簡單式」或是「現在進行式」。不過

偶爾也是會有例外，所以不可以無腦套用喔！

Test Your English! Present Simple and Present Continuous – QUIZ

All Things Grammar https://youtu.be/aFBfmDjnZsw

那「現在完成式」呢？它的基本句型是：主詞 + has / have + p.p.。😵蝦密係 p.p.？

這個英文縮寫代表的是動詞的過去分詞。這首歌包含了好幾個常見動詞的 p.p.，先聽歌複習⼀下：

The Perfect Tense Verbs Song | Anchor Creative Education

https://youtu.be/0Is8DiCVvww

除了考試之外，其實「現在完成式」常常出現在電影和日常對話裡：

Best Examples of Present Perfect Tense–Learn and teach English with videos

Voscreen https://youtu.be/XUIJ9pBDlHs

從剛剛的影片，我們可以歸納出使用「現在完成式」有以下幾個情境：



例：

曾經有過或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has p.p.

The old man has never been sick. 那位老阿伯從來沒有生病過。



例：

從過去持續到現在的事件，常與 since 和 for⼀起出現：

since + [⼀個時間點]
have p.p.

My grandparents have lived here since they got married. 我的祖⽗⺟結婚後就⼀直住在這裡。

例：

for + [⼀段時間]
have p.p.

My grandparents have lived here for fifty years. 我的祖⽗⺟已經住在這裡五⼗年了。

活動二



例：

已經完成的動作：

has p.p.

Alice has escaped. 愛麗絲逃走了。 （強調她「已經」脫離紅心皇后的魔掌）

挑戰⼀下 邊看邊練習「現在簡單式」和「現在進行式」

PAST NOW

Got married

NOWPAST

50 years

Often

Usually

Sometimes

Every day / every week

Every month / every year

Today

(Right) now

At present

At the moment

現在簡單式

Present Simple
現在進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

時 態：現 在 式 Present Tense

https://youtu.be/aFBfmDjnZsw
https://youtu.be/aFBfmDjnZsw
https://youtu.be/0Is8DiCVvww
https://youtu.be/0Is8DiCVvww
https://youtu.be/XUIJ9pBDl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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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如果有聽不懂的地⽅，可以搭配中文翻譯字幕⼀起看。

你聽過「是你的卻不是你的」這句話嗎？看完愛吃餅乾的老奶奶也許你就能理解了。

Present Perfect Tense | Alya Saad

https://youtu.be/p5mYR6tYJ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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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告訴我你擁有這樣東⻄已經多久了；

3. 你覺得它有用嗎？為什麼？

真的想不出來的話，也可以參考下面兩張圖片回答喔！

看怪獸電力公司學現在簡單式 vs.現在進行式：

Monsters Inc Simple present x pres cont‧Marina Cruz https://youtu.be/aath_ybXDRI

調快播放速率後就超洗腦的「現在完成式」之歌：

Song of the Present Perfect (Learning English Songs - Jes)‧Learning English Song

https://youtu.be/S8XYAmT8iDU

活動三

活動四 支援前線 利用你身邊的物品回答問題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



larm clock; I have had it for a year. It is very useful because

it wakes me up every morning at 7 A.M.

餅乾大戰！ 看故事練習「現在完成式」

⼩提醒！如果有聽不懂的地⽅，可以搭配中文翻譯字幕⼀起看。

時 態：現 在 式 Present Tense

https://youtu.be/p5mYR6tYJ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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