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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ay, we are done with chapter 5.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chapter 6, 
aspect.  We used to called tense and aspect, 時態，仔細一點的講，我們會說時間

和情態，tense 是時間概念，event time in relation to speech time.  那 aspect 是什

麼，表示一種情態，就是事情發生，那你怎麼去看這件事情進行樣貌，這叫樣貌，

有些人翻時貌，就是時間的樣貌，意思是事件進行，那進行的樣貌，the manner 
for its progression.  How you view this event。我直接翻成觀點，就是你看這件事

情的觀點是什麼，因為同樣一件事，a cat chased a dog at a certain point of time, 
you can describe it as a simple holistic event.  An event as a whole, 整體事件，我不

叫 simple，整體就是前後沒有分開來看，a cat chased a dog 這叫整體事件。第二

個就是進行式的觀點，progressive aspect.  You look at this event in the middle of 
its ongoing.  A cat was chasing a dog.  It is a same event but you can describe it 
with a different view point.  The third one, a cat has chased a dog.  If something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you look at it from the time of speech, you can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is completed.  So a cat has chased a dog.  Three different views of 
describing it and this is aspect. 
 

下面，the perspective in describing an event.  你會看到有些書定義成

temporal property，就是 事件在時間中進行的 progression in time 的樣貌。Simple 
aspect 剛剛講過，他的定義應該是 view an event as an independent event.  
Progressive aspect 強調的是 simultaneous on going，等一下會看到這個其實很重

要，aspect 比 tense 複雜是因為通常你有一個參考的時間點，通常他是跟某個時

間點重疊。perfect aspect 就是 an event completed by a referent point，這個我們

在 introduction 就講過了，時間清楚，我們講完成式的時候提了一個很簡單個概

念，我們現在在這邊上課完成了沒？沒有，什麼時候我們看這件事情是完成的？

if you look at this class at three pm in the afternoon, then it is completed.  所以完

成式的時間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的 referent point 才是重點。 
 

我們先一個一個看，progressive aspect，還記得這個圖嗎？誰還記得我表演

的？什麼叫做 taking an event as a whole，就是我從遠處看，如果我遠距離來看，

可以看到事件的整體，那個 screen 就是一個事件，我如果站在一個 distance 來看

的話，this event is a whole, 那什麼叫 progressive aspect. 就是像他這樣，他剛剛

在前面幹什麼？他走到很近的距離來看這個事件，他走到很近看不到左邊看不到

右邊，看不到開始也看不到結束，他看不到 start point 也看不到 end point，只看

得到 in the middle of ongoing，這就是 progressive 的 aspect，你每一次用

progressive aspect 你的觀點就是這樣。 
 



下面，給一個例子，what did you do at 7 pm last night? 你可以回答兩種情況，

you can say I ate dinner at 7 pm last night，這就是我剛剛講的，你站在一個 distance
來看這個事情，event as a whole，就叫 simple viewpoint，你也可以說 i was eating 
dinner at 7，強調七點鐘，在 7 點的 point 正在進行，什麼時候開始不知道，什麼

時候結束不知道，but it is ongoing。 
 
那所謂 zoom-in aspect 可以跟不同時間概念和在一起，如果我們有四個時間

區塊，past/present/future/habitual，同樣都可以配搭 progressive aspect，i was 
eating dinner at 7. Simultaneous ongoing at a past time.  Present.  I am eating 
dinner. Simultaneous on-going at the speech time.  Future.  I will be eating dinner 
at 7.  Simultaneously ongoing at a future time.  Habitual. I would be eating dinner 
at 7 everyday.  Habitually simultaneously ongoing at a certain point of time.   
 

下面，所以如果換成一個時間座標來看，我一直希望加深你們印象，讓你們

對這些時間概念描述起來是有感覺的，你用的時候就會靈活了。 i did my 
homework at 6 你體會一下這兩個不一樣在哪，上次我們在講 tense 的時候，我

讓大家體會，事件本來就在時間座標上，所以當我說 I did my homework at 6, I am 
just reporting an event.  But if I am saying I was doing my homework at that time, 
besides reporting an event, 我還加了一個語意，形式上多了東西就表示語意上多

了，多了 ving 就是我要強調 ongoing。下面，I am eating dinner at7.  I will watch TV 
at 8. I just tell you what I will do.  但是如果我強調 i will be watching，就是我要強

調 at that time, this event will be ongoing.  什麼叫有已經完成的感覺？當你這樣

講就是告訴人家 this event happened at a past time point. 如果這件事情已經發生，

當然可以用完成式，這個 did 有兩種語意，通常是完成，因為你看這個事件已經

是完成，in general.  但是如果你要強調我其實是開始，還沒完成，I started doing 
my homework at 6.   
 

那這個 progressive 的核心語意沒有問題齁，等一下我們會細細來看。什麼

叫 perfect 呢？剛剛 I did my homework 這個 statement 你只是要知道 what 
happened，但是你問說，what have happened，是不一樣的。What happened，
過去有這麼多時間，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time period，整個過去時段都可以，

我強調的就是整個過去時段什麼發生了，但是我強調 what have happened，我把

一個參考點帶進來了，什麼時候我會問 what have happened？在我說話時間之前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從過去一直到現在我說話的這點 what have happened?  
一旦你用到 what have happened，不只是事件時間，我是以事件為主軸，為中心，

可是當我說 what have happened，那個重點是到目前為止究竟什麼發生了。 
 

所以一個很簡單的概念，事情發生發生可是當我跟另一個連結起來時候就是



完成式，what have happened by now，這樣清楚嗎？what happened，整個時間就

是在事件時間整個過去時段，當我說 what have happened，有個更重要的 by now
就出來了，by a referent point, the event is completed, you view the event with 
reference to referent point.這個概念你們懂嗎？因為過去式是以過去時間為重，完

成式是把事件和另外一個時間連結起來，這個概念你們懂嗎？you try to link a 
past event with reference to 一個 reference time，所以當你講到完成式，你強調

關連性，而不是事件本身。Reference, a event is completed by a referent point，所

以 i have taught for 3 years.我並沒有告訴你事件真實發生的時間，但是我告訴你

by now I have taught for 3 years.  I have lived here for 20 years.  這個 by now 的是

重點，事件本身時間我沒有很清楚的標示，只是告訴你那個事件跟我說話時間的

關聯是什麼，這個叫關連性，reference or relevant.  So you describe an event in 
relation to a reference point. 
 

下面，概念上清楚之後呢，就要來看一嚇實際情況，所以 there is a past event，
他有開始也有結束時間，對我來說，我用完成式來表達，我強調的是，這個事件

和 reference point 的關連，這個圖永遠是你在完成式的，等一下會看到例子，但

是這個觀念要先釐清，a event is completed by a referent point，所以很多人說什

麼叫 since，就是這個事件開始的時間，什麼叫 for a duration？ 
 

下面，假設今天一整天時間我會先做 homework 然後吃晚餐，我講話是在晚

飯的某一點，假設這是七點，吃飯六點，寫功課五點，吃完飯我會看八點檔，十

點睡覺，所以五點六點八點十點，很清楚的一些事件，那我怎麼用完成式表達？

我強調在某一個時間點之前已經完成，我就可以說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and 
eaten dinner before now，如果我用 have 很自然的 by default，我就是把這些事件

跟我說話時間關聯起來，所以 7 點是我說話時間，我可以很簡單的說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and eaten dinner by now.  那什麼叫過去完成？過去完成就是以過

去的某一個時間點為參考，在過去時間之前完成，假設我把我的參考點放在這，

before dinner，你要講 i had completed my homework，這就是過去完成，因為

completed by a past time，那什麼叫未來完成？completed by a future time，所以

十點鐘我要上床，在十點之前，你們注意，我一直講之前，十點之前 I will watch 
TV before bed，請問完成式的概念有沒有問題？01.06.54 
 
我們先看現在式，所以重點是這個，我把重點用藍色放在框框裡現在完成的重點

就是現在，我的 reference 就是現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之前做了

什麼，I have eaten dinner by now，不管前面有多少事件，不管這事件是 20 年前

做的，你把他關連起來還是現在完成式，所以我可以問你說 what are the countries 
you have been to? 把過去一整個經驗把現在連結在一起，他比較有經驗跟做過連

結在一起，現在只有一個。 



 
下一張，這是 past perfect，重點是我的 speech time 還是很清楚，任何講話

時間都是很 conscious about your speech time，所以我的 speech time 很清楚，但

是我要強調，以過去某個時間點為主，so before dinner 這點很清楚，我的 reference
一定要很清楚，那在過去時間點之前完成就是過去完成，I had done my homework 
before I ate dinner.   

  
下面，future，speech time 在哪？這個概念是講英文隨時要有的，speech time 很

清楚，那為來會發生兩件事，在 go to bed 之前，I will have watched TV before I go 
to bed.  這是我們台灣學生幾乎沒有學好的一個地方，那把現在完成想成現在之

前完成，是不是就清楚了，過去完成就是過去之前完成，回到剛剛那張，如果你

還記得老師教的規則，過去完成式一定要和過去式合用，還記得嗎？如果你們記

得老師講的規則，過去式一定要跟過去完成合用，那原因是什麼？現在就清楚了，

為什麼一定要有過去式？沒有就不能夠你就沒有參考點，就不能用過去完成，沒

有過去式的存在根本不能用過去完成，你不能說我以為，你以為你就要把它講清

楚，before i went in，你一定要講清楚過去的參考點才能用過去式，不能說沒有

獎可是認為是這樣，你沒有講的時候 by default 他就是現在，懂了沒有？ 
 

那我們下面看一個問題，for and since 的問題，這也是國中高中一直頭痛的，

一件事情發生一定有開始和結束，只是你強調不同面向的面向，for 是接一個

duration，since 是開始點，一點問題都沒有，假設我 1990 到台北，現在是 2012，
目前住了 22 年，怎麼說，I moved to Taipei in 1990.  接著我要強調從那時候到現

在，我住了幾年了，I have lived in Taipei for 22 years since 1990. 可不可以？since
就是這麼用，完成式的概念就是從某一點到現在為止，現在問題來了，can I say I 
lived in Taipei for 20 years，可不可？為什麼可以？這裡跟完成式有什麼不一樣？ 
What’s the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If you have two different forms, you mean 
different things.  If I say I lived in Taipei for 22 years, 我說 past tense 強調的是

event time，I am simply telling you the event of living in Taipei is 22 years.  Event 
itself is my focus.  就是過去發生的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有 22 年之久，你們懂我

的意思嗎？I lived in Taipei 這是一個 past event，這個 event 的 duration 有 22 years.  
我再強調一次，我用過去式我整個的時間重點就是事件本身，這個事件跟什麼東

西都無關，it is an independent event，所以事件本身就是我描述的重點。可是當

我用完成式，我加了一個東西，我把這個事件關聯到現在，也就是我多了一個語

意，從那時到現在為止，到什麼時候為止，這就是完成式加的東西，強調到目前

為止，就是這麼簡單，所以為什麼一直強調 by now/by future time，就是這個意

思。你要強調 starting point 就是 since，要強調 duration 就是 for，你多加的語意

就是到目前為止。清楚了嗎？ 
 



Since 是相對事件的參照點，I have lived in Taipei since 1990. 那這時不要忘記，你

還是有一個 by now，只要是完成式就有一個到什麼時候為止，那你加 since 只是

你強調 starting point，強調從起點到參照點，如此而已。 
 

下面，for 呢，剛剛已經講了，I had lived in Hsinchu for 10years before Becky was 
born. 如果 Becky 在 1990 出生，我用這個做為參照點，是不是就可以用過去完

成，這就是第一個，I have lived in Hsinchu before Becky was born.  這是我過去參

考點，在這個點之前已經完成的，到這點之前，I had lived in Hsinchu，然後在 1990
年我們搬去了台北，到目前為止，I had been lived there for 22 years，注意，我故

意用完成進行，這就是為什麼 Elsa 說 is it continuously，如果沒有用進行式，沒

有理由 assume，我並沒有強調這部分，but if i use I had been living there for 22 
years.  完成進行就表示我目前仍然繼續住在這，所以多了一個東西就多

communicate something else，可以嗎？你知道嘛你們常常問這個問題，我們常常

好像在那邊我們常常在討論事實而不是語言，你如果我沒有強調，我就沒有理由

去做，我給你的形式如果是像剛剛那樣子的，那你現在還有沒有這在這裡 I don’t 
know and I didn’t tell you，可是如果我強調就會這樣說，所以是你選擇的 sentence
到底表達了什麼，這樣可以嗎？語意跟形式之間的配搭，有沒有問題？ 
 

最後我們來看幾個句子，剛剛那個圖還記得嗎，過去完成，I have lived in 
Hsinchu for 10 years before 1990.  我要你看後面那些座標，before 1990 一定要出

來才能用 had. i have lived in Hsinchu for 10 years before Becky was born.  你可以

同時給 duration，也可以同時給參考點，唯一一定要的就是 before。再來，I had 
lived in Hsinchu for 10 years since 1990.  雖然我沒有說出來，可是已經把 since 放

在那裏，是不是很清楚的，如果我寫這句話，一定是前面我已經把參考點交代清

楚，所以我可能會說 Becky was born in 1990 and we moved to Hsinchu in 1990.  所
以這句話本身你看不到參考點，一定是前面你交代清楚了，下面，第四個，i had 
lived in Hsinchu for 10 years until Becky was born.  我把終點講清楚了。I had lived 
in Hsinchu for 10 years since 1980 until Becky was born. Full expression，duration 出

來了，起點、終點也出來了。再次強調，你在使用完成式你想溝通的就是在什麼

時間之前，如果你用 i had, 那你在前面已經交代了。在溝通上一定要先交代你才

能用過去完成式，這幾句都一樣，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座標事件。我剛剛一直

強調以事件為重，event-centered 的描述法，可是如果用完成式是用 reference 
point centered.   
 
最後一張，那個完成進行的概念我想大家去體會一下，因為這在英文常用，等一

下我們會聽一首很有名的歌，是一部你們應該都知道的電影的主題，他用到就是

完成進行的概念，I have been living here for 22 years，你說我到現在還在尋找真

愛，我這些年來一直在尋找真愛，就一定會用完成進行，I have been searching for 



my true love，那這個完成進行的概念，我們現在來聽一首歌，聽完我們就下課。

What have you been searching for? 我們休息一下。 
 
 
剛剛那首歌有沒有很喜歡，看一下他的歌詞，I ha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我
如果不用完成進行可不可以？就只說 I lived with a shadow overhead.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因為話是你講的，如果你只是要傳達說，我只用完成式，i lived with a 
shadow，你體會一下這時候你傳達的語意就少了一個東西，如果你要強調一直

到現在我仍然在做，就用進行，沒有進行 I lived with a shadow，你只是告訴人家

到目前為止，這件事情曾經發生，所以那個距離感是不太一樣的，你用完成進行

一直把那個事件發到現在還在進行，那種表達的迫切可能更深刻，一直到如今我

仍然在尋找。 
 
 那下面我們就繼續看 progressive，這個 progressive 不只是一個 tense，你會

看到很多動詞後面補語是 ving，那怎麼去理解？我們先來 compare 一下，when I 
came in, all students slept. 跟 when I came in, all students were sleeping 有什麼不

一樣？when I came in, all students were smiling at me.  同樣一件事情，兩種敘述

表達不太一樣，所以回到剛剛一再強調的，第一句話我溝通的是什麼，第二句話

溝通的又是什麼？第一句話，an event as a whole view in distance.  第二句話我強

調的是什麼？an ongoing event in the middle of happening，當你用進行式，你好

像看到每個學生的笑容正在展開，可以體會一下嗎？但如果不強調 ing，就只是

described what happened。 
 
 下面，我們把 ing 做一個整理，有三個語意，every time you use ving, this form 
expresses three things.  First, simultaneously ongoing.  An event is in process and 
will keep on moving.  第二個是 zoom-in 的觀點，第三個叫 simultaneous，你同時

表達共時性，一定是跟某個時間同時發生，不是隨便亂用，你用分詞 ing 同時有

共時發生的目的，I am talking while looking at you.  所以 ing 常常跟 while 有一個

時間上共時的語意，ving 表達 ongoing, 近距離, close 的共時性，兩個事件彼此重

疊而非先後獨立，smiling 跟 came in 是共時進行的。 
 
 接下面要看動詞後面加 ving 是什麼意思，continue 後面要接什麼？ving，也

可以接 to V，那你們老師有沒有解釋？先看 keep，keep 後面加 ving 的時候會

render slightly different meanings with different verbs.  什麼叫 keep doing 
something，就是一直做，那有些動作重複起來很可怕，如果我說 the baby kept 
sucking his thumb 沒有問題，可是如果說 someone kept spraining his ankle，這樣

有沒有很可怕？有些動作是不能在短時間一直做的，會死人的，所以前面 kept 
sucking 是 on and on 持續不斷，可是如果我換個動詞說 kept spraining his ankle，



就不可能在短時間一直進行，而是 again and again。 
 
還有一些動詞會加 ving，像是開始跟結束，an action has been launched 所以他是

in progress，started 既然開始就已經進行了，started speaking English.  Start 後面

可不可以接不定詞？語意是什麼？he started to speak English，可不可以？也許是

同一個事件，你用 to 的時候溝通的是什麼？to 的核心就是，你用 to 所表達的就

是一個語意，我說 she started to，只要有 to，就表達目標，記不記得？whenever 
you have to 就是表達目的、目標，purpose or goal，這就是 to 的語意，只要用

ving 就是共時進行，還記得在第一章第一節說語言是交通號誌，號誌不會變，變

的是不同情況不同的人用的時候會有語用上的一些轉變。這是我在這一再強調的，

ing 表達 simultaneous on going，to 表達的是目的。 
 

下面，為什麼結束也要用 ving？he stopped reading his book and listened.什麼

叫 stop reading？為什麼 reading 要加 ing？我們再次回到 ing 的意思，是一個發生

的事件，如果你要結束這件事情一定要存在，你 stop 的東西一定要進行，如果

摩托車還沒啟動幹嘛要 stop？根本還沒講話什麼叫停下來，停下來的東西是你已

經在做了，stop reading 就表示 reading 已經存在，reading 已經發生中你才能停

下來。only an ongoing event can be terminated，語言其實是很有邏輯性的，他是

你思考的產物，要停下來的事情是你要先做，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finish 後面要加

ving，finish 一定式進行了才能 finish，表示我一直在做，現在結束了。同樣的，

ing 清楚了，stop from happening，那如果接 to 呢？假設我現在改成 to，to 的語

意是什麼？he stopped to read his book，這時候 stop 的是什麼？stop to read，stop
的是什麼？stop 本來你可能在打球，我只是沒講出來，so I stopped to read，這就

很不一樣，stop reading 是停止讀書，stop to read 是我停下來要去讀書。可以嗎？ 
 
 
 下面，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she continued singing fir three hours，如果你強

調 ving 就是強調 ongoing，如果你說 she continued to sing，注意，他有沒有 gap
我們不知道，可是在語意上面我們知道的是，你這樣表達我們就是把 to think 當

作他的 goal，他的 intention，懂嗎？下面，she went on singing，就是強調 ongoing，
一直在進行，she went on to sing 有可能是作完某件事之後才唱，因為他語意上

是表達目標，請問你，which one is okay？She started speaking English but stopped/ 
She started to speak English but stopped.  哪個語意上比較合理？兩個都可以，你

們有沒有體會到我在幹什麼？I am actually teaching you linguistic，如果你用第一

個，你的語意就是由你的形式來呈現，it is a different meaning，she started speaking 
English but stopped，所以 stopped speaking English.  下面，she started to speaking 
English, started to，但還沒講就 stop 了，所以他根本沒講出來。親愛的，懂了嗎？

有沒有問題？再一次回到整個課程要教的重點，就是形式和語意之間如何搭配，



你用這個形式，你傳達的就是這個語意，形式和語意從哪裡來？就是這個地方啊，

搞清楚形式的意義，就是語言。所以 To V 就是 project a goal or future action，Ving: 
depicting an ongoing event。這就是 ving 跟 to 的不同，如果我們在國中的時候老

師就可以這樣教你們，會不會覺得英文可以更快上手，這才是所謂的

communicative purpose。 
 
下面，那完成式呢我們再進一步來看，這個語意上有什麼，我們解釋了他時間概

念、關連性，完成式表達四個重點的語意，第一個叫做 anteriority，就是之前你

用完成式表達的都是在某個事件之前的概念，事件必然在參照時間之前發生，那

我們用簡單的圖表來看，如果是 present perfect 的話，reference time 跟 speech 
time 一起的，然後事件在之前所以叫做到什麼時間為止，如果是 past tense，你

的 speech time 在這裡，可是 reference time 已經在過去了，event 要在他之前，

如果是 future perfect，你的 speech time 是最近的，reference time 要比事件更

future，因為你要強調之前，這在溝通上會有一個結果，等一下我們來看。 
 

下面，第二點叫做 perfectivity，事件通常是 terminated 或是 completed，通

常是完成才會用完成式，why don’t you listen carefully.  你說 I have already read 
the chapter，這個叫 perfectivity，跟 perfect 很近，可是語意不一樣，perfectivity or 
perfective 的意思是 completed 的意思，可是 perfect 是包含 perfectivity。第三個

重點是 counter-sequentiality，因為他表達之前，所以在敘事上有個很好玩的，如

果是中文，我描述事件的先後順序跟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一樣，the order I report 
the event, goes along with the order the event happened，事件先後順序就是我說

話順序，可是英文因為有完成式，說話的順序跟事件的順序可以不一樣，舉個例

子，he met his wife 這是第一件事情 A，接著 found the job, B，第三件事情 got 
married. C，所以中文會說他遇見他太太然後找到工作然後他們結婚，這是最自

然的，但是英文可以這樣說，before he found a job, be had met his wife，注意看，

你先說的其實事後發生的，he had met his wife，這件事情後說可是是先發生的，

這個叫 counter-sequentiality，當然你也可以硬說，在他找到工作之前，他就已經

遇見他老婆了，那換成英文，直接用完成式就表達在什麼之前，so before he found 
the job, he had met his wife and got married.  所以這叫 counter-sequentiality，事

件發生的順序是 ABC 可是說話順序是 BAC，體會了沒有？可以嗎？ 
 

第四個特點，叫做’relevance，你用完成式的角度其實是不太一樣的，你是

associated one event with another，完成式有關連性，我剛剛一再強調的就是這個，

你把一件事情跟另一件事情關連起來就是完成式。如果是在這個關聯性上，動作

動詞跟狀態動詞又會有不一樣的語意，所以為什麼在第二章一再強調，動作跟狀

態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因為他在語言中有很多相關的 consequences，如果是 action 
verb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結束，現在還有沒有在 read？如果我說 I read the book



表示我已經讀過這本書，參照之前就結束，所以現在沒有，這是動作。可是如果

是狀態性的呢？如果我說 I have been a student, she has been a teacher.  如果是

狀態，is she a teach now?  She has been a teacher, I have been a linguist, you have 
been a student，請問你現在還是不是學生？有沒有看到，這種語意上關連就是從

動詞語意來，動作是倏忽而是的，狀態呢，be a student 這件事情不會結束的，

until你自己強調他的結束，否則狀態在本質上就是持續性，狀態就是durative的，

可是動作如果你不強調他是 durative，他不見得會 durative，所以這是為什麼要

用 ing 去強調動作一直在進行，所以 she has been a teacher 就有一種 lasting to the 
reference point，那如果是動作你要強調進行就要說 she has been reading this 
book。 
 

Okay，過去完成式要與過去式合用，這我已經解釋了，重點就是這句話，a 
referent point is needed in perfect aspect，永遠記住這個最重要的，一定要有

reference point，就是到某一個 point 為止，這就是你完成式的語意，所以 I had 
married my husband before I went abroad.  既然有一個 passive 就可以 serve as a 
reference point，就可以用過去完成式，when he came home, I had finished cooking 
dinner.  可能是老公回家前，我就已經做好飯。 
 

下面，最後我們要談幾個讓我們困擾已久的問題，國中老師說 been to 是什

麼意思？gone to 是什麼？去過 been to 日本，去了 gone to 日本，我們為什麼要

背我就不懂，如果我們把剛剛的概念用在 be 動詞跟 goal 這兩個動詞語意上自然

會有這種結果，記得我們剛剛講動作跟狀態，go 是動作動詞，be 是狀態動詞，

我們來看看，he has gone to Japan.  Go 是動作，他完成了動作，當然是 ended up 
在另外一端，所以回到動詞語意跟完成式兩個概念，go 是動詞，從一點移動向

另一點，那我已經完成這個 go 的動作叫做 I have gone to，so it is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using go in perfect tense.  那 be動詞呢？he had been to Japan, 怎
麼會用 had 呢？什麼叫 bee to Japan，again，be 動詞，he has be 的完成式我們剛

剛講過，如果他曾經處於在日本的狀態，說話時通常是在日本之外，注意這個不

見得是說他人一定在哪，我再舉一個例子，如果今天我去機場接一個人，聽著，

這個人剛剛從日本到台灣，我去機場接他，在這個 situation 裡面，我可不可以問

他，have you been to Taiwan before? 可不可以？當然可以，了解嗎？be 就是 be
嘛，be to Taiwan，我問的就是這個語意，為什麼我通常覺得你不在日本？因為

處於的狀態是一個持久的狀態，如果你還在日本幹嘛還問他？了不了解？可以齁？

所以只要想到你剛剛的例子，你在機場接人的時候，兩個人都在台灣，就可以說

have you been to Taiwan or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been to Taiwan?  了解嗎？ 
 

好，下面，from the meaning, been to 跟 gone to，要了解的是 to means by
所以 itself 是一個 goal，那 be 動詞處於某一種狀態是這個 be 動詞的語意延伸出



來的，go 是一般動詞表示移動，那移動一定有位移，所以回到語言形式之間這

種基本配搭關係，不要去背，要去理解，所以完成式就是表此時此地之前完成

的，have been to 是處於某個狀態，表達人曾在那，在這個 point 之前你曾經在

哪，been 就是在，gone to 就是在這時間點之前你曾經移動過到哪，人在路徑的

另一端，這是語意配搭關係，學語言要學通，形式意義之間搭配搞清楚就好了。 
 

下面，我們時間不多了，這就是我後來要講到的，ing 就是 ing 的語意，我這句

話講了很多次希望你們可以永遠印象深刻，so I mopped the floor and cleaned the 
bathroom, listening to the Bee Gees.  今天我要讓你們欣賞一下，那是我們這個年

代的，你們是什麼？anyway, Bee Gees 是嬉皮時代的一個代表，我用 listening to，
請告訴我 ing 表達什麼？simultaneously ongoing，所以在我 mopped the floor 跟
cleaned the bathroom，同時進行的是 listening，假設我改成 to 呢？可不可以，表

達的是什麼？目的，表示媽媽說你一定要先清完廁所掃完地才能去聽 Bee Gees，
當然有可能。 
 

下面，existing，ing 因為是 simultaneous ongoing，所以是 existing 的語意，

所以 start listening，存在，enjoy meeting，enjoy 後面為什麼要加 ing？因為享受

的東西一定要存在，所以加 ing 不是要背的是要理解的，因為享受的動詞語意本

身要求要有東西存在，所以他基本上要求是名詞，enjoy a cup of coffee.   
 

下面，look forward to 為什麼要加 Ving？這個 to 跟剛剛那個 to 一不一樣？

核心語意是一樣的只是在這裡表達的 to 不是位移而是一個目標方向的 to，你說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這個 to 不是 to do 的 to，而是一個目標方向實點，

I look up to that building.  那個 building 是存在的才能 look up to it，懂嗎？所以這

裡 i look forward to 是已經實際存在才能 look。請你看前面是不是有一棵樹，look 
forward to 那棵樹，好像那個東西是存在在那，才能 look up to，這叫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所以事實上那個是名詞的語意，所有的 ving 把他還原成名詞是 i 
look forward to it.   

 
下面，on-going in a relatively limited time.  如果我問你說 what does he do for 

living.  你說 he works at a gas station.  Fine, 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我問你說 what 
is he doing these days.  你說 he is working at a gas station，你用進行式有個很有意

思的，他反而是 temporary.  相對這兩個，你可以體會到不同嗎？如果我說 he 
works at a gas station 通常是比較長時間的，因為我在指出一個習慣事實，反而是

短暫性的，he is working at a gas station，因為我只看到 in the middle of happening，
這是語意上的延展性。 

 
下面，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把他變成進行就是現在正在發生，the sun is 



rising，現在正在發生。Progressive aspect in habitual tense 這是最後一個要講的，

如果我說 he is watching TV right now 只是強調此刻進行，如果我要強調習慣式，

he would be watching TV 來表示習慣性的，可以嗎？ 
 
好，最後，Bee Gees 有一首歌的歌詞是 I’ve gotta get a message to you.  你們

常常聽到人家說 I’ve got to，可是我聽到很多學生忘記 v的音，其實不是 I got to ，
是 I’ve got to，只有這個語意這個形式能表達 have to 的意思，是完成，你說 I’ve 
got to go，那在比較 colloquial 的語言中你會聽到 I’ve gotta ，最後我們來欣賞這

首歌，I’ve got a message to you.  聽完這首歌你們就可以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