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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詞 (Prepositions)  
 

 

什麼是介詞 (Prepositions)?  

介詞(Preposition)是與名詞(Noun)和代詞(Pronoun)一起使用的詞。它用於描述字詞之間的

時間、空間關係。   

  

常見的例子  

 

- 時間介詞 (Prepositions of time)  

 

On 

 (在，於） 

用法 表示日子和特定的假期節日 

例子 • She has swimming lessons on Mondays. 

(她星期一有游泳課。 ) 

• She came to the party on my birthday. 

(她在我生日那天參加派對。) 

At  

(在，於） 

用法 表示時間和特定事件 

例子 • My parents will return home at night. 

(我的父母晚上會回家。 ) 

• I go to school at 8am.  

(我早上八點上學。) 

Before / After

（之前/之

後） 

用法 表示發生與另一事物有關的時間 

例子 • He drinks warm milk before bed.  

(他上床睡覺前喝熱牛奶。 ) 

• I go straight home after work.  

(我下班後直接回家。) 

During  用法 表示持續時間內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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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例子 • I finished the puzzle during my summer holiday.  

(我暑假期間完成了拼圖。) 

Until 

 (直到) 

用法 表示從開始到特定時間 

例子 • She studied until midnight yesterday. 

 (她昨天學習到午夜。) 

   

 

- 地方介詞 (Prepositions of place)   

 

In  

(在) 

 

 

用法 表示某個邊界，城鎮和國家/地區內的事物 

例子 • He is now working in France. 

(他現在在法國工作。)   

• The jar is in the cupboard. 

 (罐子在櫃子裡。  ) 

• The kids are playing in the backyard.  

(孩子們在後院玩耍。) 

On  

(上) 

用法 表示在表面上的東西 

• 例

子 

• The cat is lying on the floor.  

• (貓躺在地板上。)   

• I hang the drawing on the wall.  

• (我把畫掛在牆上。  ) 

• She is writing on the blackboard.  

• (她在黑板上寫字。) 

At  

(在) 

用法 表示在某一點 

例子 • I will see you at the airport.  

(我會在機場見你。)   

• He is waiting for bus at the bus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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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巴士站等車。  ) 

• She is standing at the entrance.  

(她站在入口處。) 

Above  

(以上) 

用法 表示比其他地方更高或更高的地方 

例子 • The plane flies above the clouds.  

(飛機飛在雲層以上。  ) 

• He hangs the decoration on the ceiling above his head.  

(他把裝飾品掛在頭頂的天花板上。) 

Below  

(以下) 

用法 表示比其他地方或更低的地方 

例子 • The kitchen is below the stairs.  

(廚房在樓梯下。 ) 

• He hides the dolls below his bed.  

(他把娃娃藏在床下。) 

Outside  

(外) 

用法 表示外面的東西 

例子 • He is running outside the house. 

 (他在房子外面跑。) 

Inside 

 (裡) 

用法 表示內部的東西 

例子 • She puts the gift inside the box.  

(她把禮物放在盒子裡。 ) 

• He puts a cross inside the circle.  

(他在圓圈內打一個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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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介詞 (Prepositions of movement)  

 

Across  

(過) 

用法 表示從一側到另一側 

例子 • He can swim across the sea when he was young.  

(他小時候可以游到海的另一邊。 ) 

• She quickly ran across the road.  

(她迅速跑過馬路。) 

Through  

(穿過) 

用法 表示進入另一端 

例子 • I drive through the tunnel.  

(我開車穿過隧道。) 

From  

(從) 

用法 表示指起點或源頭 

例子 • The bus is heading from the station to the beach.  

(巴士從車站駛到海灘。)  

• He is taking the purse from his bag.  

(他從書包裡拿出錢包。) 

Along  

(沿) 

 

 

用法 表示從一端到另一端 

例子 • He runs along the path.  

(他沿著這條路奔跑。 ) 

• He sticks the tape along the edge of the shelf.  

(他將膠帶沿著架子的邊緣粘貼。) 

Past  

(經過) 

用法 表示經過某物 

例子 • On our way home, we walked past many shops.  

(在回家的路上，我們走過許多商店。) 

Round 

(圍繞) 

用法 表示圍繞某物 

例子 • We go round the fountain.  

(我們繞著噴泉走。) 

Into  用法 表示進入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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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例子 • I put the shoes into the box.  

(我把鞋子放進盒子裡。 ) 

• We marched into the palace.  

(我們走進了宮殿。) 

Onto  

(上) 

用法 表示另一個上的位置 

例子 • She placed the strawberry onto the cake.  

(她把草莓放在蛋糕上。 ) 

• He puts the book onto the table.  

(他把書放到桌上。) 

Off 

 (從...掉落) 

用法 表示不再附屬於其他事物 

例子 • The squirrel jumped off the roof.  

(松鼠跳下了屋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