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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quickly go over the homework.  Elihu said I am young and you are aged.  
Present tense.  Therefore I was timid and afraid to declare my opinion to you.  The 
question is why here is a contrast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I am young is a fact.  
It is either present or habitual.  It is a fact.  And timid refer to the previous time.  I 
was timid when I was listening to your other friends talking.  So apparently I was at 
that moment.  So I said, a past event.  But then, in contrast to this, what kind of 
tenses is that?  If it is present then it should be I am saying.  If it is habitual, it is 
happening at that moment.  This is a special use of say and I don’t think any of your 
teachers talked about this.  Think about this, 你們怎麼打賭？你要是追到那個女

孩我就給你十萬塊，你怎麼做打賭這件事？by what?  就是 I bet you，就是要說

出來，打賭這件事只能藉由說來完成，it is called a speech act.  就是 by speaking 
you actually performed an act.  打人這件事情不用說話，可是打賭只能藉由

speaking 來完成，還有什麼？promise 也是，一定要說出來，you do it by speaking
就叫 speech act.  有沒有參加過婚禮？證婚人說 i hereby an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你的話語是有力量的，是可以執行任務的。這叫做 performing verbs in 
speech act，這裡 therefore I say 就像 therefore I bet you，像一個 speech act，
therefore I perform the act of speaking，每一次你看到這種情況前面都可以加

hereby，就是在此刻、此時、此地。你只是把 speech act 做出來而已，只有語言

可以執行。 
 

下面，討論完了，那上一次的作業，from the audacity of hope，這是歐巴馬

的一本書，我當年看到他選上總統就去買了這本書，永不放棄希望，對希望的堅

持，這本書他提到，it’s lowered prices on goods once considered luxuries.  這個 it
到底是 stands for wha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benefits to American consumers.  It’s lower prices.你知道這個 it’s 加
apostrophe s 我們說是縮寫，可是有好幾種可能，it is 也可能是 it has，it was，
那這裡代表是什麼？ it has，是什麼？完成式，為甚麼是完成式？ it 表示

globalization，他完成這件事情 by the time I write。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ch 7，is it real，上次我們講時態說到，你如果描述事件，

很自然的溝通需要就是表明時間，同樣的，你在描述任何事情，講任何意見，別

人都會有個懷疑，是真的嗎，這個真實發生與否，在語言中其實很重要，但是我

們過去學習似乎沒有把這個搞清楚，所以有一些支離破碎的概念，跟這有關的文

法有哪些知道嗎？if，假設，違反事實假設，所有有兩種假設，今天要來釐清這

兩種假設有什麼不同，假設到底在溝通什麼，怎麼來溝通假設，如果他是假設，

請問他是不是真實發生的？如果是假設，no，假設就是假設，所有假設都不成真，



因為它可能是有可能發生但還沒發生，叫做未來可能，也可能是違反事實，就不

可能發生，所以不管怎麼講，只要談到假設，有一個基本的溝通意涵，it is not 
real。 
 

下面，所以剛剛提到 truth value 是在 communication 上面需要標記的，問題

是我們怎麼溝通，我們可以用不同形式來表達事實和非事實，所以很多副詞可以

用，這些副詞幫助你標記 truth value，那你也可以用 possibly, likely 這些副詞，

但是除了副詞以外，語法形式本身一樣可以標記，比方，i bought a scratch card and 
won NTD 200.  有沒有買過刮刮樂，中了兩百塊，is it true? How do you know?  從
tense 知道的。下面，non-fact，同樣句子我放在 i wish 後面，全部都一樣，你說

時態可以告訴你是事實，這裡仍然是過去式，is it true?  No. Why? 為什麼不是

了？下面這個句子 is it still factual?  你加了 I wish，我希望如此，但事實是不是

如此？i don’t know.  所以這就是語言中一個清楚的標記，關於事實與否的標

記。 
 

下面，所以你可以做兩種白日夢，一種是有可能發生的，最近聽說威力彩好

幾次槓龜，統計金額是多少？可是你可以做白日夢，下一次希望會中，請問這件

事情可不可能發生？有，所以，if I won the top prize, I buy an ipad for myself. 這好

像太小了，但是你對未來有希望而且有可能發生，這是一個 wish for future 
possibility。另外一種 wish 呢，這學期結束被二一了，才說真希望不要被二一，

你可不可以有這種希望？regret of the past，if I had won the top prize I could have 
bought an ipad for myself，馬上看到什麼的不一樣，這兩句不一樣在哪？tense 
aspect，所以你去看很多英文文法的書有三個東西是一起講的，tense, aspect, 
modality，我們已經講過 tense aspect，今天要講 modality，為什麼他也跟其他一

起講？因為都在動詞的形式上標記了，modality 就是一種情態，真實與否，喜好

與否的情態，所以都在動詞的形式上標記了。 
 

下面，那我們怎麼標記真實性，可以用 tense，因為 tense 是跟事件時間相

關，如果是在 past 或是 present 那當然是發生了，如果是 future or habitual 沒有

確定的時間，不見得是真，還有可以用一些 conditional or purpose clause with 
subordinators.  conditional subordinators 就是附屬連接詞，就告訴你這是假設的，

這是最直接的。第三種，就是 modality adverbials 副詞性的東西，談到這要請你

們看，perhaps, maybe, possible likely,都是在講可能性，可是他和時態關係是什麼？

情態副詞跟 tense 都可以標記事實與否，可是 who wins? 時態跟副詞哪個比較大？

如果你說時態，he didn't 請問是真的假的？maybe he didn’t 還真不真？這種語意

上的配合一定要很清楚。所以我們常說 modal adverbial wins，他可以 override 
tense aspect。 
 



下面，今天我們要花比較多時間看 modal aux，助動詞，我不知道你們過去

在國中高中強調什麼，助動詞是幫助動詞去表達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標記一種

情態判斷，我們今天會細細來看。我們剛剛談到 modality markers can override 
tense aspect.  所以 perhaps he has done his homework.  he may have done his 
homework.  不管你的時態是什麼，加了助動詞或是副詞他都變成非真實性，所

以我們剛剛看助動詞的第一個觀念，就是 modal aux all express non-real events，
you can do it，請問你做了沒？只要加上情態助動詞，在溝通上就有一個基本意

涵，it is not actualized，he can speak English, he may drive a truck, you must do your 
homework, I will do it，這些東西，注意看，這些的事實性跟這個一不一樣？這也

是一個助動詞，我們叫 future marker，這個 future marker 和助動詞他的角色和功

能是一致的，情態助動詞是 not real，will 也是一樣，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叫他們住

動詞。 
 

下面，那助動詞有個很好玩的東西在於他語意有個很廣的 range，will 這個

詞很清楚的標記 future，他的語意是比較 rigid and fix，但是其他我要你們體會一

下，他的語意其實是很多樣的，到底整個情態，情態是很廣的，情態就是你對一

件事情的判斷，你說 you can do it，是對什麼的判斷？you can speak English 是對

能力的判斷，you may drive 也是能力判斷，所以這是 speaker 對事件的判斷，人

的判斷可以是各式各樣，我們先從must來看，must 有兩種語意，讀讀看，you must 
do your homework，這個 must 是 you have to，下面，you must be his cousin，這

個還是應該必須嗎？是對真實性的判斷，一個是對好壞責任，一個是對真實性判

斷，同樣的 can 呢，you can do your homework 這個 can 是能力，下面呢，如果

不好好用功，this can be your only chance，是可能性，體會到這個情態的多重語

意嗎？藉由這兩個詞彙，我今天要講，一般在語言學上情態的判斷分為基本兩大

類，來看看哪兩大類。 
 

第一個，是對好壞判斷，我喜歡你不喜歡，沒什麼特別標準，我很主觀有一

種喜惡，這是家長跟學生常常起衝突的地方，這完全是見仁見智，好壞責任能力

好惡，是一種 attitude/preference 判斷，he should/must/can/may，這種叫好壞判

斷，完全是一種個人喜好，可是還有另外一種是基於事實，叫作是非判斷，對於

truth/certainty 的判斷， he should/must/can be here any minute，這裡的

should/must 等等跟上面語意完全不一樣了，是對於真實性的判斷。如果你要把

情態助動詞學好，就要了解這些詞彙之間的關係。剛剛看到 will 這個詞記不記得？

如果你對英文有點興趣你會知道 will 本來的語意是什麼？這個未來的標記原先

是什麼意思？遺囑，my will，原先也是一個很主觀的判斷，他也是很主觀的語意，

從這個主觀的 I will 慢慢變成客觀的未來式標記，如果我今天問你這三個 can 的

語意，哪一個是比較基本的？第一個是 able to 第二個 permitted to，第三個

possibly be，哪一個語意比較基本？can 本來語意是 know，表示我有這個



knowledge to do it，當你 know how 就有能力去做，這是 can 的第一個語意，就

是 you are permitted to do it，就是第二個語意，然後接著從這個喜好判斷的語意

再慢慢到對事實的推斷，如果你有能力去做，有沒有可能去做？可能去作的前提

一定是你有能力去做，所以既然有能力就可能。 
 

下面，再來，那我們剛剛講到事實與否，語言中對於非事實標記，除了情態

助動詞，剛剛講的很清楚的，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個，還會看到很多其他非事實的

句式，如果有情態助動詞就是 non-fact，那除了情態助動詞之外，請大家看第二

個，疑問句/祈使句/future tense/conditional/infinitival，這些東西都有非事實語

意。 
 
Any 只能用在疑問跟否定嗎？答案是 no. 這是我們之前講過的，稍微複習一

下，any 是一個很特別的詞彙，我想稍微提一下，你們對於名詞的認識，真的要

很清楚，否則每次用名詞都會有問題，我禮拜一教作文有學生問我為什麼有些名

詞沒有冠詞，上次第二章才講說名詞出場必有標記，可是有些比方 home school，
沒有冠詞，a/the，為什麼在講 any 要講這個，any 基本上是在標記名詞，可是名

詞出現，如果是在指一個個體，如果是用來 refer，就是有一個實際的 reference，
是很清楚的個體化的東西，可是還有一個情況，我指的是一個概念，我指的只是

school 的概念，而不是 physical entity.  所以你說 i go to school 跟 I go to your 
school 一不一樣？當我說 i go to school 的時候我沒有標記就是沒有指涉性，你們

也許覺得莫名其妙但是這點很重要，學校的概念代表的是教育，可是如果是 go to 
a physical school 就要 a/the。any 沒有指涉性，就只能在 non-fact 使用，any can only 
be associated with non-fact，疑問跟否定只是其中兩種，看這些句子，anyone will 
do it，fine，如果你說 anyone did it 不合理，nonsense，因為 if something happened, 
there must be 一個可以指涉的個體，可是 any 沒有指涉性，你只能說 someone did 
it，你可不可以說 he will do anything，但是不能說 I did anything for you，只能說

I did everything，體會一下名詞指涉性跟事件真實性的關係。 
 

下面，剛剛講過 tense 跟 certainty 關係，重點就是，realized event 的 tense 
aspect 一定是有某種類型，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perfect aspect 除了未來完成

之外，幾乎都是 realized，那沒有成真的就是未來或是 habitual，because I would 
write a book if I have time.  Not realized.   
 

這張要強調的是 lexical modality，剛剛看到 tense aspect，其實有些詞彙本身

就有情態，剛剛看到這個 i wish 為什麼可以帶出 non-fact，因為詞彙本身的語意，

除了 wish 之外還可以看到 i guess，馬上就不真了，I think he wrote a book，這個

think 也不是任何事實 marker，只是你想的，不見得成真，可是有些動詞像五官，

透過五官感知的，你的眼睛看的、耳朵聽的，這些都是 actual event。 



 
 這些講到的就是 adverbials 和 auxiliaries 要彼此配搭，是不能相反的，

probably/perhaps/maybe 都可以被助動詞取代，重點是助動詞跟副詞之間必須彼

此配搭，因為他們兩個都很 powerful，should certainly，你不常這樣用，因為副

詞跟助動詞他們執行的功能式一樣的，所以通常你不會看到，偶而你看到的時候

他們語意一定是彼此配搭的才有統一性。 
 
 講到這邊我讓你們聽一首歌，好好去看他的時態在表達什麼。我們快要變成

英語歌曲教學了，我們在這邊教文法其實理解之後就要實際運用，歌曲可能是最

普遍的，你實際看歌詞怎麼呈現你希望的事，這首歌名字叫 i wish。 
 
什麼叫 i wish？I wish I was a little bit taller，do you have the same wish? I wish 

I was a baller，下面一頁呢，hey I wish I had my way because everyday would be a 
Friday，你一直看到 i wish 後面接的是過去式，到最前面這一頁，這是剛剛那段

的最前面，baller 就是打球的人，I wish I had a girl who looked good I would hall her，
I wish I had a rabbit in a hat with a bat and ’64 impala.  當然這邊有點押韻，你知道

什麼是 '64 impala 嗎？這就是 '64 impala，他希望他有很炫的老爺車，所以 I wish
後面全都接過去式是怎麼回事呢？我們來看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onditionals.  
剛剛看到這個 i wish i had，他沒有，我們先看第二個，這叫做 counterfactual，
那我怎麼標記，因為不是事實，I wish I have a car，表示有可能實現，可是 I wish 
I had，你馬上知道這是違反事實，原因在於他標記跟事實不一樣，如果事實是現

在式，非事實就不可能是現在式，為什麼英文一定要有不同標記？其實不用背，

你只要想一想，我既然要標記非事實，我的時態就不能跟事實一樣，我有什麼選

擇？不能未來因為未來都有可能發生，我只有選擇前一個時段，就是我希望在現

在之前的事實是改變的，就是以時間倒退來表示違反事實，這就是英文想出來的

coping strategy，因應之道。所以 contrary to the present 呢，就用 past，i wish i had 
a car.  那如果是 contrary to past fact，過去的事實已經是過去式，所以我就用過

去完成，if i had known it earlier，我們常常希望早一點，中文也常說早一點知道

多好，早知如此，在英文時態就用前一個時段標記，I would not have made the 
same mistake，除了這種違反事實的希望以外，還有另外一種是有可能達到的啊，

你說我希望娶一個漂亮有錢的女孩，這種叫做未來可能出現的條件，等一下我們

再講 hope 跟 wish 的不同。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用未來式表未來，因為語意上是相通的，但是你也可以用

習慣式表未來，我們其實可以以習慣式表達因為你不確定他什麼時候會發生，我

用習慣式來標示可能性。If you work hard, you will get a good grade.  從今天以後

不要再說現在式標記未來。習慣表可能。 
 



下面，這個部分就不再講，如果現在事實是 she is a girl，那違反事實就是 she 
was a girl，要用 was 還是 were?  兩個都可以，were 是比較 fix 比較古老的用法，

if she was a man, she would join the army.  你用這些助動詞加進去就都變成假設，

non-fact。 
 
下面，同樣過去式已經是didn’t了，counterfactual就不能再用過去，if she had come 
home yesterday, she would have enjoyed the dinner with us.  The problem would 
have been solved 主要子句先講 if you could have been told me earlier，所以假設

是過去完成，主要子句是助動詞後面加完成式，也是一樣是過去完成。 
 

那為什麼違反過去事實的我們會用助動詞 may/might/would/could/should 
have 加 pp，過去其實也提過，今天在強調一次，我們剛剛講過只要有情態助動

詞就是表示非事實，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一定要選一個情態助動詞，那為什麼後

面用 have 加 pp，這是完成式，是標記什麼？完成式表達 prior to，因為是對過去

的，perfect aspect 是 event is prior to the reference，這兩個語意加起來就是違反

過去的事實。 
 

下面，這不用講了，someone 是 referring，anyone 是 non-referring。 
 
再來，這個 tense aspect 用圖表來表示的話應該很清楚，如果在時間已經確

實看到，就是 real event，那 habitual 為什麼不是，因為他沒有一個 real time，你

說 i go to school by bus every day.  可是事情真的發生了嗎？因為不確定所以沒

辦法說他是 real。 
 

下面，這是把剛剛加上例句，the can is chasing the dog. The cat chased the dog. 
The cat has chased the dog.  這些都是 real，那 the cat will/would chase the dog 這

些就是非事實。 
 
這個 realis 跟 irrealis 是語言學的名詞，就是 real 跟 non real 的意思。 
 
那 habitual tense剛剛解釋為什麼他是 non-fact，原因在於 habitual tense is not 

anchored in a specific time point，他是 pertaining to a tendency 只是一個 tendency
而不是 actualized event，所以 habitual 加上 modality 一樣是表達 non-real。 
 

那接著我們要講 presupposition，當我們講事情是不是真的時候，常常假設

是真的，所以請你們比較這幾個句子，what is assumed to be true? 當我問你 have 
you beaten your wife?你當然可以否定，No.  可是假設我問你 have you stop 
beating your wife 你要怎麼回答？你的 yes or no 都承認這事情，when did you stop 



beating your wife? 只要你回答你就默認了，這叫 presupposition，assumed to be 
true.  Do you regret beating your wife?  你知道你們學法律就知道律師詰問就是

用這技巧，我沒有直接問你你就先認罪了。我把你激怒你就說 do you regret 
beating your wife，你很衝動的說 yes 就完蛋了。這些全都有個東西叫

presupposition，這在語言中非常 powerful 的，你媽媽說你什麼時候才要把東西

放好，他明明用 when 為什麼要生氣？就是他有一個 presupposition，就是 you 
didn't clean your room。這就是語言真假值厲害的地方。 

 
所以有一些動詞一定有 presupposition ，比方 regret/recall/be sorry 

for/apologize.  一定是你做過的事情，那 wh 問句也都有 presuppositon，當你說

什麼時候發生，就表示已經 presuppose something happened，所以我問 who did 
you date last night?  你什麼時候才要開始專心，所以 who did you date last night?  
presupposition 是 you date someone I just don’t know when.  注意 wh 問句都有

presupposition。 
 
May 跟 might 這是常常被問到的，may 跟 might 有什麼不同？may 是比較可

能，是不是有這樣講過？可是真正的不同不在可能性大小，唯一的不同其實只是

在 might 是 indirect，不直接的講法，你愈不直接就愈客套，比方我說 stand up
很直接，please stand up，could you please stand up，加愈多距離愈大，這是講話

的 register 上面的問題，might 是比較 polite。 
 
下面，must有兩個語意，就可能有 ambiguity 出現，請問 you must be his friend

是什麼意思？他其實是 ambiguous 的，他有兩個 reading，第一個是你的 duty，
責任，you must make friend with him.  第二個是 possibility，可能是他的朋友。 

 
剛剛講過 should/may/can 都有語意不同，he should go to the party，you may 

leave now，you can do it，語意全都不一樣。才會有個 joke，有人舉手問老師 can 
i go to the restroom，老師說 I don’t know, can you。 
 

下面比較是學生問我的問題，given that 跟 providing that，有什麼不同，回

到動詞本身，providing that he has more time, 提供，假設我提供這個情況，是條

件句，那什麼叫 given that，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can this event be realized，那

什麼叫 given，我們常說 it is a given fact，given 的東西已經給了，通常就是你已

經知道的事實，後面通常接一個 known fact. This given fact serves as a prerequisite，
所以有人會問我，其實這邊如果你們看文法書，providing還可以說provided that，
都可以，其實他的意思只是在這兩個詞主動被動語意上面，giving 就是我現在端

出這個條件，given 就是已經有這個情況了。 
 



 下面，這就是 provided that 跟 given 我這邊要強調的，he will do the dishes 
provided that she cooks.  To mark the non-real conditions.  Given that she cooked.  
Given 是 known fact 所以他已經做菜了，since she cooked, he volunteered to do the 
dishes.  To take the known fact into consideration.  所以在寫作的時候這種細的

語意很重要，given 就是前面已經提過。 
 

下面，hope 跟 wish 有什麼不同？hope 的事情可不可能發生？可以 hope for 
anything，通常 hope 是指人心中的願望，我心裡希望的事情，wish 跟 hope 不太

一樣，wish 的事情是 beyond 你的 control 的，就是也許人沒辦法操控只有上帝

可以給的，i wish you health，那不是我可以給你的，但可以說 I hope you will get 
better，那是有可能的，可是 wish 的事情因為不在人的 control 中所以剛剛用與

事實相反的通常用wish。I wish you a marry Christmas，祈願，是 beyond your control
的，是我的祈禱，你把 wish 想成是祈禱式的願望，你有能力祝福人嗎？那是上

帝的祝福，所以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是一個 blessing，你在 ask for blessing，
就是 wish，wish you happy birthday 是我的祈禱，觀點不太一樣，hope 翻譯就是

我希望，wish 是我祈禱，有祈求的意思，但願，就跟希望不太一樣，但願人長

久，不是你能控制的。所以 to wish for something beyond mans' control.  I wish 
tomorrow is a sunny day.  I wish I had got the job.  I hope I had got the job 這就不

行，為什麼，你是 hope for a possibility，hope 是向未來看的，我們說信望愛，hope
永遠是向著未來的，wish 也可以可是 wish 的觀點是 something 我沒辦法給你的，

中文的希望可以包含 wish 也可以包含 hope，可是英文就是 you hope for 
something in the future。 
 

下面，sarcasm behind a wish，最後這章講到 you can wish everything for 
anyone.  那有時候這個wish 也可以用來成為 ironic的用法，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 wish you success 都是很真誠的，可是如果你朋友偏偏要做一件大家都認為不可

能的事情，你苦口婆心勸說他仍要堅持，你可以說 okay, I wish you luck，你在講

這句話是很 ironic 的，因為你沒辦法，只有 wish you luck，交給上帝，也可以是

個無奈的 wish，sincere or ironic。 
 
下面，最後就是今天 homework，在這個 chapter 裡面我想找一個實際語料讓你

們看，你們有聽過麥克阿瑟為子祈禱文嗎？知道麥克阿瑟是誰？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是由他來受降，底下我把他為孩子禱告文章節錄了一部分，我們一起來看，

build me a son, O Lord, who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know when he is weak, and 
brave enough to face himself when he is afraid; One who will be proud and 
unbending in honest defeat, and humble and gentle in victory.  我的問題很簡單，

what are the tense aspect used in the passage? 總共有幾種 tense aspect?  Why 
are these tenses/aspects used here? 可以嗎？有沒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