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宜蘭縣國小英語基本單字表 

食物 (Food) cow 乳牛 pink 粉紅色 

fruit 水果 turtle 烏龜 black 黑色 

apple 蘋果 ant 螞蟻 white 白色 

banana 香蕉 pig 豬 brown 棕色 

noodles 麵 fish 魚/捕魚 運動 (Sport) 

food 食物 sheep 羊/綿羊 swim 游泳 

candy 糖果 物品 (Object) ball 球 

hamburger 漢堡 computer 電腦 baseball 棒球 

coffee 咖啡 gift 禮物 basketball 籃球 

soda 汽水 flower 花 fly a kite 放風箏 

cookie 餅乾 kite 風箏 dodge ball 躲避球 

egg 雞蛋 watch 手錶(n)/看(v) 數字 (Number) 

sandwich 三明治 bag 包包 one 1 

ice cream 冰淇淋 chair 椅子 two 2 

pizza 披薩 desk 書桌 three 3 

hot dog 熱狗 table 桌子 four 4 

cake 蛋糕 book 書 five 5 

milk 牛奶 eraser 橡皮擦 six 6 

rice 米 umbrella 雨傘 seven 7 

pie 派 pencil 鉛筆 eight 8 

tea 茶 pencil case/box 鉛筆盒 nine 9 

water 水 ruler 尺 ten 10 

juice 果汁 jacket 夾克 eleven 11 

soup 湯 phone 電話 twelve 12 

breakfast 早餐 card 卡片 *thirteen 13 

lunch 午餐 cup 杯 *fourteen 14 

dinner 晚餐 doll 洋娃娃 *fifteen 15 

pear 梨/洋梨 bed 床 *sixteen 16 

pineapple 鳳梨 door 門 *seventeen 17 

lemon 檸檬 shoe(s) 鞋子 *eighteen 18 

*mango 芒果 sofa 沙發 *nineteen 19 

動物 (Animal) hat 帽子 twenty 20 

bear 熊 pen 筆 thirty 30 

bee 蜜蜂 shirt 襯衫 forty 40 

bird 鳥 box 盒子 fifty 50 

cat 貓 notebook 筆記本 sixty 60 

dog 狗 marker 色筆 seventy 70 

elephant 大象 skirt 裙子 eighty 80 

goat 山羊 window 窗戶 ninety 90 

lion 獅子 glue 膠水 交通工具(Transportation) 

monkey 猴子 socks 襪/短襪 bike 腳踏車 

mouse 老鼠/滑鼠 顏色 (Color) bus 公車 

rabbit 兔子 red 紅色 taxi 計程車 

snake 蛇 orange 橙色/柳丁 train 火車 

tiger 老虎 yellow 黃色 car 汽車 

duck 鴨子 green 綠色 airplane / plane 飛機 

horse 馬 blue 藍色 家人(Family Member) 

chicken 雞 purple 紫色 grandpa 祖父/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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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ma 祖母/外婆 police officer 警察 hot 熱的 

mother / mom 母親/媽媽(口) student 學生 cool 涼爽的 

father / dad 父親/爸爸(口) teacher 老師 cold 寒冷的 

brother 兄弟 farmer 農夫 warm 溫暖的 

sister 姐妹 季節(Season) sunny 天晴的 

uncle 
叔叔/伯父/舅舅 

 姑父/姨父 spring 春天 rainy 下雨的 

aunt 
阿姨/姨母/姑媽 

 舅媽/嬸嬸 summer 夏天 cloudy 陰天的 

時間 (Time) fall 秋天 windy 有風的 

morning 早上 winter 冬天 snowy 下雪的 

afternoon 下午 課程名稱(School subject) 主詞(Subject) 

evening 傍晚 Chinese 中文 I 我 

day 白天/日子 English 英文 we 我們 

night 晚上 PE 體育 you 你/你們 

every day 每天 math 數學 he 他 

today 今天 music 音樂 she 她 

o’clock …點鐘 social studies 社會 it 它/牠 

week 星期/週 science 自然科學 they 他們 

year 年  art 藝術/美術 星期(Days of the Week) 

now 現在/現在的 身體 (Body Part) Sunday 星期日 

A.M./a.m. 上午 ear 耳朵 Monday 星期一 

P.M./p.m. 下午 eye 眼睛 Tuesday 星期二 

地點 (Place) hand 手 Wednesday 星期三 

living room 客廳 head 頭 Thursday 星期四 

school 學校 mouth 嘴巴 Friday 星期五 

park 公園 nose 鼻子 Saturday 星期六 

zoo 動物園 hair 頭髮 名詞 (Noun) 

bookstore 書店 face 臉 man 男人 

kitchen 廚房 leg 腿/足/小腿 woman 女人 

bedroom 臥室 arm 手臂/臂 boy 男孩 

bathroom 浴室/廁所 所有格(Possessive adjective) girl 女孩 

room 房間 my 我的 baby 嬰兒 

classroom 教室 your 你的/你們的 child/children 孩子/孩子們 

library 圖書館 his 他的 sun 太陽 

supermarket 超級市場 her 她的 moon 月亮 

Yilan 宜蘭 our 我們的 birthday 生日 

restroom 廁所 their 他們的 name 名字 

restaurant 餐廳 疑問詞(Interrogative) game 遊戲 

post office 郵局 how 如何 friend 朋友 

hospital 醫院 what 什麼 dollar 元 

department store 百貨公司 where 哪裡 homework 家庭作業 

職業 (Job) when 何時 song 歌曲 

cook 廚師/煮(v) who 誰 email 電子郵件 

doctor 醫生 why 為什麼 home 家 

nurse 護士 天氣(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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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Verb) 形容詞(Adjective) 國家 (Country) 

buy 購買 big 大的 Taiwan 台灣 

do / does 做 clean 乾淨的 the U.S.A. 美國 

draw(s) 畫畫 dirty 髒的 the U.K. 英國 

go / goes 去 long 長的 China 中國 

fly(flies) 飛(v)/蒼蠅(n) new 新的 Japan 日本 

help(s) 幫忙 old 老的 其他(Other) 

jump(s) 跳 sweet 甜的 the 這/那 

play(s) 玩耍 tall 高的 a / an 一個 

feel(s) 感覺 thin 瘦的 yes 是 

read(s) 閱讀 fat 肥的/胖的/油膩的 no 不 

ride(s) 騎 sad 悲傷的 can 可以 

run(s) 跑 short 短的,矮的 can’t 不可以 

love(s) 愛 thirsty 渴的 these 這些 

like(s) 喜歡 cute 可愛的 those 那些 

listen(s) 聽 happy 快樂的 hello 哈囉 

say(s) 說 tired 疲累的 please 請 

see(s) 看 hungry 飢餓的 and 和 

sing(s) 唱歌 small 小的 very 非常 

sleep(s) 睡覺 *little 小的/少的 all 全部 

stop(s) 停止 fun 有趣/有趣的 many 很多(可數) 

walk(s) 走路 bad 壞的 much 很多(不可數) 

want(s) 想要 late 遲的/晚的 sorry 對不起 

work(s) 工作 good 好的 some 一些 

welcome(s) 歡迎 strong 強壯的 not 不是 

write(s) 寫 fine 美好的 sure 的確/一定/當然 

open(s) 打開 angry 生氣的 方向 

close(s) 關 介系詞(Preposition) right 
右/右邊/ 

正確的 

drink(s) 喝/飲料(n) from 從.. left 左/左邊 

thank(s) 謝謝 at 在…地點 north 北/北方 

have / has 有 in 在…裡面 south 南/南方 

wear(s) 穿/帶 on 在…之上 east 東/東方 

come(s) 來 under 在...下面 west 西/西方 

eat(s) 吃 up 向上 next to 在…旁邊 

dance(s) 跳舞 by 被,由/在旁邊   

study 研究/學習 but 但是   

*bring 帶來 about 
關於/大約

在……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