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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與 an 的用法有何不同？
a 的後面是開始讀「子音」的單字，an 的後面是開始讀「母音」的單
字。如：

an Englishman（英國人）：開始讀 [ 0 ]，是母音。
an umbrella（雨傘）：開始讀 [ K ]，是母音。
an apple（蘋果）：開始讀 [ $ ]，是母音。

有的單字雖以母音字母開始，但開始讀的卻是子音，因而前面用 a，不
用 an。如：

a European（歐洲人）：開始讀 [ j ]，是子音。
a university（大學）：開始讀 [ j ]，是子音。

有的字雖以子音字母開始，但開始讀的卻是母音，因而前面用 an，不用

a。如：
an hour（小時）		

an honest man（誠實的人）

an honor（榮譽）

an heir（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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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下面這些句子裡的單字之前該用 a，還是該用 an？

(1) That is (a, an) empty house.
那是空著的房屋。

(2) The tree was cut down by the farmer with (a, an) axe.
這棵樹是被那個農夫用斧頭砍倒的。

cut（砍）的現在式、過去式和過去分詞都是 cut。
本句裡的 cut 是過去分詞，was cut（被砍）是被動語態。

(3) Do you know the woman with (a, an) angry look in her eyes?
你認不認識那個眼睛裡帶著怒容的女人？

(4) He is (a, an) ugly customer.
他是個很難對付的顧客。

(5) I’m not afraid to get lost, because life is just like (a, an)
adventure. You never know what will happen next.
我不怕迷途，因為人生就像冒險。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6) Basketball is (a, an) exiting sport. I like it.
籃球是一項刺激的運動。我喜歡。

(7) (A, An) lemon is (a, an) acid fruit.
檸檬是帶有酸味的水果。

(8) There is (a, an) bakery near my house.
我家附近有個麵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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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hen we make (a, an) long trip by car, we usually stay (a, an)
motel.
我們乘轎車長途旅行時，通常都是在汽車旅館住宿。

(10) Please come at (a, an) early hour.
請早點來。

(11) A: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aiting?
你等多久了？

B: Half (a, an) hour.
半個小時。

(12) (A, An) doctor and (a, an) professor loved the same girl.
有一位醫生和一位教授愛上了同一個女孩。

The professor started giving (a, an) apple to the girl every day.
這位教授開始每天送一個蘋果給這個女孩。

The doctor asked: WHY?
這位醫生問：「為什麼？」

The professor said: (A, An) apple (a, an)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這位教授說：「一天一個蘋果就不必看醫生了」。 —— 這句話有雙重含
意：一是一天吃一個蘋果可以保持健康就不必看醫生了；
另一是每天給她一個蘋果當然會得到她的好感而贏得芳
心。

答案 (1) 到 (6) 都是 an

(11) an

(7) A, an

(8) a

(9) a, a

(10) an

(12) A, a, an, An, a

19

國中速成英文法

Unit

第

二

課

Two

 不定冠詞 a / an 該放在哪裡？
1 在 what 與 how 引領的感嘆句裡，依照下列原則：
●

What＋a / an＋形容詞＋名詞

●

How＋形容詞＋a / an＋名詞
(1) a. What a beautiful sunset it is!
好美麗的落日啊！

b. How beautiful a sunset it is!
同上。

(2) a. What a charming young man!
多麼可愛的年輕人啊！

b. How charming a young man!
同上。
以上兩句的句尾本來該有主詞與動詞 he is，因為這位年輕
人就在眼前看得到的地方而省略了。上面第 (1) 例裡的主詞
與動詞 it is 也同樣可以省略。

(3) a. What a cruel man (he is)!
他是個多麼殘忍的人啊！

b. How cruel a man (he is)!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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