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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進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什麼是現在進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現在進行式是用以陳述正在進行的行動，可以是 
（1）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或 
（2）一直在進行的（時間跨度上不限於此刻）, 或 
（3）陳述即將發生的事。 
 
例子 

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 I am doing my homework right now. 
我正在做功課。 

一直在進行的（時間跨度上

不限於此刻） 
She is learning Spanish. 
她最近在學西班牙語。 

即將發生的事 They are visiting their parents next summer holiday. 
他們將在下個暑假探親。 

 
現在進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是怎樣形成的? 
 
1. 肯定 (Positive) 

 

第一人稱單數 I 我 am studying. 

第二人稱單數 You 你 are studying. 

第三人稱單數 He/She/It 
他/她/它（牠） is studying. 

第一人稱複數 We 我們 are studying. 

第二人稱複數 You 你們 are studying. 

第三人稱複數 They 他們 are stu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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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現在進行式是由“is/am/are + present participle (現在分詞)” 所組成的。 
 
我們在他/她/它（牠）(He/She/It)後使用“is”，在我(I)後使用“am”，並在你（們）/我們

/他們後使用“are”。 
 
Present participle (現在分詞)是由動詞＋-ing 組成的。 

 
我們也可以使用短式 (Short form)： 
 

I’m 

studying. 

You’re 

He’s/She’s/It’s 

You’re 

We’re 

They’re 

 
2. 否定 (Negative) 

 

第一人稱單數 I 我 am not studying. 

第二人稱單數 You 你 are not studying. 

第三人稱單數 He/She/It 
他/她/它（牠） is not studying. 

第一人稱複數 We 我們 are not studying. 

第二人稱複數 You 你們 are not studying. 

第三人稱複數 They 他們 are not studying. 

 
否定的現在進行式是由“is/am/are not + present participle (現在分詞)” 所組成的。 
 
我們在他/她/它（牠）(He/She/It)後使用“is not”，在我(I)後使用“am not”，並在你

（們）/我們/他們後使用“a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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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短式 (short form)： 
 

I’m not 

studying. 

You aren’t 

He isn’t /She isn’t /It isn’t 

You aren’t 

We aren’t 

They aren’t 

 
3. 是非題 (Yes/No Questions) 

 

第一人稱單數 Am I 我 running? 

第二人稱單數 Are you 你 running? 

第三人稱單數 Is 
he/she/it 

他/她/它（牠） running? 

第一人稱複數 Are we 我們 running? 

第二人稱複數 Are you 你們 running? 

第三人稱複數 Are they 他們 running? 

 
現在進行式下的是非題是由“Is/Am/Are + subject (主語) + present participle (現在分詞)” 
所組成的。 
 
我們在他/她/它（牠）(He/She/It)前使用“Is”，在我(I)前使用“Am”，並在你（們）/我們

/他們前使用“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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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 問句 (Wh-word Questions) 

 

第一人稱單數 Where am I 我 going? 

第二人稱單數 Where are you 你 going? 

第三人稱單數 Where is 
he/she/it 
他/她/它
（牠） 

going? 

第一人稱複數 Where are we 我們 going? 

第二人稱複數 Where are you 你們 going? 

第三人稱複數 Where are they 他們 going? 

 
現在進行式下的 Wh 問句是由“Wh-word + is/am/are + subject (主語) + present participle 
(現在分詞)”所組成的。 
 
我們在他/她/它（牠）(He/She/It)前使用“is”，在我(I)前使用“am”，並在你（們）/我們

/他們前使用“are”。 
 

5. 現在分詞 (present participle) 的拼寫規則 
 
- 基本原則 

直接在動詞後加上-ing 

例子 
Eat(eating), do(doing), touch(touching), fix(fixing), 
cry(crying) 

 
- 當動詞的最後一個字母為-e 

我們先取走-e，再加上-ing。 

例子 
Come(coming), write(writing), smoke(smoking), 
dance(dancing), bake(baking), smile(smiling) 

 
- 當動詞的最後一個字母為-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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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取走-ie，再加上-y，最後再加上-ing。 

例子 Lie(lying), die(dying), tie(tying), underlie(underlying) 

 
- 當動詞的最後三個字母為 consonant (輔音) + vowel (元音) + consonant 

我們將最後一個輔音寫兩次。 

例子 
Swim(swimming), shop(shopping), sit(sitting), 
run(running), stop(stopping) 

元音: a, e, I, o, u 
輔音為元音以外的字母 

 
6. 當主語 (subject) 並非代詞 (pronoun) 又該如何使用? 
 

第三人稱單數 

Jane is feeding her cat. 
珍正在餵她的貓。 

Tom is not (isn’t) studying. 
湯姆不是在學習。 

Is my mum eating? 
我的母親正在吃東西嗎？ 

Why is my dog barking? 
為什麼我的狗一直在吠？ 

第三人稱複數 

Tom and Jerry are playing hide-and-seek. 
湯姆和傑利正在玩捉迷藏。 

My classmates are not (aren’t) joining. 
我的同學將不會參加。 

Are your parents coming? 
你的父母會來嗎？ 

What are Ben and Anne writing? 
班和安正在寫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