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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冠詞
冠詞（Article）通常置於名詞之前，用以幫助說明該名詞所指的人或事物。冠
詞沒有詞義，也沒有人稱和數的變化，不能獨立使用。冠詞一般分為三類：不
定冠詞（the indefinite article）a 和 an，定冠詞（the definite article）the 以及
零冠詞（zero article）。

不定冠詞 a / an 只用於單數可數名詞前，不強調數目概念，只用於泛指事
物，說明其名稱或種類。
a doctor（一位）醫生
不定冠詞 a 用於以子音開頭的單數
a watch（一塊）手錶
可數名詞前，讀作 [D]
a hotel（一家）酒店
an hour 一小時
不定冠詞 an 用於以母音開頭的單數
an apple 一個蘋果
可數名詞前，讀作 [Dn]
an umbrella 一把雨傘
定冠詞 the 可以用在單複數可數名詞、不可數名詞、序數詞、形容詞最高級
和形容詞分詞之前。
用於子音前，讀作 [MD]

the man 那個人
the second month 第二個月
the cup 那個水杯

用於母音前，讀作 [M0]

the apple 這個蘋果
the ancient history 古代史
the eraser 那塊橡皮擦

在英語中，有些單字、片語等在使用時，前面不加冠詞，也就是零冠詞。

動動腦
There used to be a tree in the yard. It’s an orange tree. We always
play games under the tree after school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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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院子裡曾經有一棵樹。它是一棵橘子樹。那時候，我們常常放學後在樹下玩遊
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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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思考一下！ 上文中，出現了兩處不定冠詞 a tree 和 an orange tree，兩處
定冠詞 in the yard 和 under the tree，還有兩處零冠詞 play games 和 at that
time。那麼，什麼時候用不定冠詞？什麼時候用定冠詞？什麼時候又要用零冠
詞呢？冠詞是不是可有可無，隨意取用？不定冠詞 a、an 有什麼分別？不定
冠詞與定冠詞又有什麼分別？接下來，我們就來一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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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冠詞
1. 不定冠詞用法
★ 泛指某一類別
1 A tiger is a dangerous animal.
老虎是一種危險的動物。
2 I have never seen an elephant before.
我以前從沒有見過大象。
3 A student should study hard and listen to the teachers.
學生應該努力學習，聽老師的話。

★ 用在第一次提到的人或物之前，表示介紹
1 He showed me a picture after supper.
晚飯後，他給我看了一幅畫。
2 A book was found on the table in the room.
在房間的桌子上發現有一本書。
3 A woman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when we arrived.
我們到達時，那棟大樓的前面站了一個女人。

★ 修飾抽象名詞時，使抽象名詞具體化
1 It is a shame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
犯同樣的錯誤真是太丟臉了。
2 It’s a pleasure to play with the children on the lawn.
跟孩子們一起在草坪上玩耍真是太開心了。
3 Her sudden death was a surprise to her relatives and colleagues.
她的突然死亡令親人和同事們很震驚。

★ 用在表示成對的名詞前，意思是「一對」、「一副」、「一雙」

009

1 The waiter brought us a fork and knife.
服務員給我們拿來了一副刀叉。
2 There is a fork and knife in the kitchen.
廚房裡有一副刀叉。

★ 用於某些固定搭配中
1
2
3
4
5

a lot of 許多
a piece of 一塊；一片
in a hurry 匆忙
keep an eye on 照看；留意
take a rest 休息一下

★ 用 and 連接的兩個並列名詞前，如果只有一個 a/ an，則表示一個人或一個
事物；如果在這兩個名詞前各有 a/ an 修飾，則表示兩個人或事物
1 Jack Robert is a singer and actor.
傑克 羅伯特既是一名歌星，又是一名演員。
2 I never imagine that it is a sofa and bed.
我從沒想到，它既是沙發又是床。
3 They are an engineer and a farmer.
他們一個是工程師，一個是農民。

即刻挑戰
在「不定冠詞 ＋ 形容詞 ＋ 名詞」結構中，如果兩個形容詞都有冠詞形
式，表示兩種不同的東西；如果後一個形容詞沒有冠詞修飾，則是指同一
事物。
1 I bought a yellow and a blue sweater.
我買了一件黃色的毛衣和一件藍色的毛衣
2 There was a black and white TV on the table.
桌上有一台黑白電視機。

2. 不定冠詞位置
★ 在名詞片語裡，不定冠詞一般放在最前面
1 A muscular young man is waiting for you.
一個健壯的年輕人正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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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te、rather 與單數名詞連用時，冠詞可以放在其前，也可以放在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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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e found a little boy was lost and sent him home.
他發現一個小男孩迷路了，然後把他送回了家。
3 My sister is looking forward to a heavy snow.
我妹妹期望著一場大雪的到來。

1 My father used to be a quite skilled worker.（語氣較弱）
我爸爸曾經是一名很熟練的工人。
2 My father used to be quite a skilled worker.（語氣較強）
我爸爸曾經是一名相當熟練的工人。

★ 與 many、what、such 等一起修飾名詞時，位於其之後
1 Many a student passes the math exam.
很多學生都通過了數學考試。
2 It’s my first time to see such a beautiful scene.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麼美麗的風景。
3 He missed the last bus yesterday. What a pity!
他錯過了昨晚的末班車。真是遺憾！

★ 當名詞前的形容詞被副詞 as、so、how、too、enough、however 修飾
時，不定冠詞應放在形容詞之後，名詞之前
1 How large a house did he buy?
他買的是多大的房子？
2 It is so busy a day as he has ever had.
他從沒有過這麼忙的一天。
3 In my opinion, it’s too important a question for these students.
我認為，這個問題對這些學生們來說很重要。

★ 表示時間、數量和距離的名詞前有 half 修飾時，不定冠詞可以放在 half 與
名詞之間，也可放在 half 與名詞的前面
1 She has been practicing yoga for half a year.
她練習瑜伽已經半年了。
2 He stayed here for a half hour and then left.
他在這待了半個小時，然後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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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冠詞

1. 表示特指
★ 指談話雙方均知道的人或事物。
1 Open the door, please.
請打開門。
2 Would you mind passing me the sugar, please?
可以請你把糖遞給我嗎？
3 Where did you put the book I bought yesterday?
昨天我買的書，你放在哪裡？
4 The girl who was late this morning was dismissed.
今天早上遲到的那個女孩被解雇了。

★ 談話時初次提及某人或某物，用不定冠詞 a / an 來修飾，再次提及時，用定
冠詞 the 來修飾。
1 He had an expensive watch. But the watch was lost yesterday.
他有一塊昂貴的手錶，但是昨天弄丟了。
2 My mother bought me a skirt; the skirt was blue.
媽媽給我買了一條裙子，是藍色的。
3 We saved a girl in the forest; the girl is my boss’s daughter.
我們在森林裡救了一個女孩，那個女孩是我老闆的女兒。

2. 用於單複數名詞之前
★ 用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事物名稱前
1 The sun is far away from the earth.
太陽距離地球很遠。
2 Do you see that the moon is rather bright tonight?
你看到了嗎？今晚的月亮尤為明亮。
3 Every one should protect the earth.
每個人都應該保護地球。

★ 用在度量單位前，表示「每一」
1 These workers are paid by the month.
這些工人是按月領工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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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表示方向、位置的名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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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shopkeeper told us the rope is sold by the metre.
店員告訴我們，繩子是按米出售的。
3 The length of the table is measured by the centimetres.
桌子的長度是按釐米測量的。

1 The thief ran to the west.
那個小偷往西邊跑了。
2 Walk towards the east and you will find the forest.
一直朝東走，你就能發現那片森林。
3 They live a happy life in the north.
他們在北方過著幸福的生活。
4 Stand in the centre of hall and look up.
站在大廳的中間，並且抬頭看。

★ 用在年代、朝代的名詞前
1 The old man was born in the 1920s.
那位老人出生在1920年代。
2 The vase was made in the Ming dynasty.
這個花瓶是明朝時期製作的。
3 The couple knew each other in the 2010s.
這對夫婦是在2010年代時互相認識的。

★ 用在姓氏的複數名詞前，表示一家人或者夫妻兩人
1 The Smiths have been living in Taiwan for 15 years.
史密斯一家在台灣已經生活了15年。
2 The Greens went to Italy last week.
格林一家上周去義大利了。
3 The Johnsons were weeding the fields a whole day.
詹森一家一整天都在除草。

★ 用在由普通名詞構成的專有名詞前
1 the Red Sea

紅海

2 the Suez Canal

蘇伊士運河

3 the October Revolution

十月革命

4 the United Nations (UN)

聯合國

5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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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挑戰
有些由普通名詞構成的專有名詞前，不加冠詞。例如：
公園名：Hyde Park

海德公園

大學名：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廣場名：Times Square

台灣大學

時代廣場

街道名：Zhongxiao East Road

忠孝東路

★ 用在一些習慣用語或固定片語中
1
2
3
4

all the same 一樣
in the end 最後
in the morning 在早上，在上午
by the way 順便說

即刻挑戰
school、hospital、prison、college、market、bed、table、class、
town、church、court 等個體名詞，可以不用定冠詞修飾，而直接置於介
系詞後；也可以用定冠詞修飾，二者含義不同。例如：
be in hospital
住院

be in the hospital
在醫院裡
（可能是探望病人或有其他事）

go to the school
go to school
去上學

去學校
（不一定是上學，
也可能是有別的事）

go to the church
go to church
去做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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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教堂
（找人或者是有其他事，
不一定是做禮拜）

3. 用於形容詞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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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poor

窮人

2 the young

年輕人

3 the disabled
4 the rich

富人

5 the old

老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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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形容詞或分詞連用，表示複數意義的某一類人或事物

殘疾人

★ 用在形容詞最高級之前
1 He is the tallest man in China.
他是中國最高的人。
2 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city.
她是這個城市最漂亮的女孩。
3 Fortunately, he bought the ticket for the earliest train.
幸運的是，他買到了最早一班的火車票。

★ 用在表示序數的形容詞之前
1 I am the first one who obtained the visa.
我是第一個獲得簽證的人。
2 I am the latest to leave the school every day.
每天我都是最晚離開學校的人。
3 The runner was the third to reach the finishing line.
這個賽跑運動員是第三個到達終點的人。

即刻挑戰
在特定情況下，序數詞也可以不用定冠詞修飾。
A. 序數詞用作副詞。
The girl came first in the race. 那個女孩在比賽中得了第一名。
B. 序數詞前有代名詞修飾，例如：his first goal、my second time。
It’s his third time to visit the museum. 這是他第三次參觀那個博物館。
C. 在固定片語中，例如：first of all、at first。
First of all, I didn’t see your wallet. 首先，我沒有看見你的錢包。
At first, the girl didn’t confess she made a mistake.
起初，女孩不承認自己犯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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