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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詞 (Articles)
甚麼是冠詞（Articles）？
冠詞（Articles）通常會被放在名詞（Noun）前面，用作修飾名詞。冠詞
（Articles）可以被分為兩種：定冠詞（Definite article） 及不定冠詞
（Indefinite article）。

定冠詞（Definite article） 及不定冠詞（Indefinite article）？
定冠詞 Definite Articles

不定冠詞 Indefinite
Articles

例子
用法

The
用作描述特定名詞

A/An
用作泛指某類人或物

可用於可數或不可數名
詞前面

只可用於可數名詞前面

例子：
1. I bought a toy car from the shopping mall.（我在商場買了一輛玩具車。）
2. The toy car belongs to my brother.（這輛玩具車屬於我弟弟。）
在句子 1 中, 「玩具車」指在商場裡售賣的任何一輛玩具車，而我選擇買了其
中一輛。
然而在句子 2 中，「玩具車」指只屬於弟弟的那一輛玩具車，並沒有其他的玩
具車可以選擇。
“A paper boat is sailing on a water.”
（一艘紙船在水上航行。）
“A paper boat is sailing on the water.”
（一艘紙船在水上航行。）

✗

✓

由於水（water）是不可數名詞，我們不能選擇 “a” 為冠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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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ought a bottle of water.”
（我買了一瓶水。）

✓

“You should drink a cup of water after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你在早上起床後應該要喝一杯水。）

✓

我們應該選擇使用 “A” 還是 ”An”？
A

“a” + 以非響音為首的單數名詞
- A boy 一個男孩
- A television 一部電視
- A piano 一台鋼琴

An

“an” + 以響音 (a, e, i, o, u) 為首的單數名詞
- An orange 一個橙
- An umbrella 一把傘
- An elephant 一隻大象

無冠詞（No Articles）？
有些時候，冠詞（Articles）並不適用於句子當中。
例子：
1. 泛指整體/所有事物
Apples are good for our health, as they are full of vitamins.
（蘋果對我們的健康很有益，因為它們充滿維他命。）
We should adopt animals instead of buying them from a pet shop.
（我們應該以領養動物代替購買寵物。）
Electronic gadgets are so popular among youngsters nowadays.
（電子器材於現今的年輕一代之間十分流行。）
在以上的句子當中，「蘋果」、「動物」及「電子器材」都是泛指一類名詞，
而非一個特定的事物。
2. 專有名詞（proper nouns）
例子：
- 國家名稱
England 英國

Japan 日本

France 法國

Korea 韓國

Italy 意大利

Canada 加拿大

Sweden 瑞典

Australia 澳洲 Thailand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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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 “The Netherlands”（荷蘭）,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國）,
“The Philippines”（菲律賓）, “The Dominican Republic”（多米尼加共和國）, “The
Czech Republic”（捷克共和國）.
-

城市名稱
Tokyo 東京

-

Seoul 首爾

London 倫敦

Washington
華盛頓

Miami
邁阿密

Name of mountains, lakes, islands etc.
Mount Fuji
富士山

Mount Everest
珠穆朗瑪峰

Lake Titicaca
的的喀喀湖

Lake Erie
伊利湖

Easter Island
復活節島

Maui
茂宜島

Key West
佛羅里達礁島群

Huron
休倫湖

例外：一個範圍的群山,、湖或群島。
“The Himalaya mountains”（喜瑪拉雅山脈）、 “The Andes”（安地斯山脈）、
“The Rockies”（洛磯山脈）
- “The” 應該要被放在河流、海洋、森林及沙漠名稱前面。
例子： “The Pacific Ocean”（太平洋）、 “The Nile”（尼羅河）、“The Sahara
desert”（薩哈拉沙漠）、“The Black Forest”（黑森林）、 “The Iberian
Peninsula”（伊比利亞半島） etc.
-

語言及科目名稱
Chinese 中文

English 英文

Japanese 日文

French 法文

Spanish 西班牙文 Russian 俄羅斯文

Mathematics 數學
Italian 意大利文

例外：指一個國家的整體人民。
“The Japanese are known for their politeness.”
（日本人以禮待人的態度十分聞名。）
“I have travelled to Taiwan few years ago, the Taiwanese are very nice.”
（我在幾年前到過台灣旅遊，當地的人都十分友善。）
-

運動名稱
Football 足球

Baseball 棒球

Badminto 羽毛球

Basketball 籃球

Hockey 曲棍球

Table tennis 乒乓

Volleyball 排球

Gymnastic 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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