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imal (動物類) Color (顏色類) Food & Drinks (食物&飲料類)

1 alligator 鱷魚 1 black 黑色 1 beef 牛肉
2 animal 動物 2 blue 藍色 2 bread 麵包
3 ant 螞蟻 3 brown 咖啡色 3 breakfast 早餐
4 bear 熊 4 color 顏色 4 butter 奶油
5 cat 貓 5 gray 灰色 5 cake 蛋糕
6 cow 牛 6 green 綠色 6 candy 糖果
7 dog 狗 7 pink 粉紅色 7 cheese 起司
8 elephant 大象 8 purple 紫色 8 chicken 雞
9 fish 魚 9 red 紅色 9 chocolate 巧克力
10 goat 山羊 10 white 白色 10 coffee 咖啡
11 horse 馬 11 yellow 黃色 11 coke 可樂
12 lion 獅子 12 cookie 餅乾
13 monkey  猴子 Clothing (衣服類) 13 dinner 晚餐
14 mouse 老鼠 1 cap 帽子 14 egg 蛋
15 pet 寵物 2 dress 穿, 洋裝 15 ham  火腿
16 pig 豬 3 glove 手套 16 hamburger 漢堡
17 rabbit 兔子 4 hat 帽子 17 hot dog 熱狗
18 reindeer 糜鹿 5 jacket 外套 18 ice cream 冰淇淋
19 sheep 綿羊 6 pants 褲子 19 juice 果汁
20 tiger 老虎 7 sock 襪子 20 lunch 午餐
21 zebra 斑馬 8 skirt 裙子 21 meal 餐
22 zoo 動物園 9 shoe 鞋子 22 meat 肉

23 milk 牛奶

Houses (房屋類） Body parts (身體部位) 24 noodle 麵條
1 bathroom 浴室 1 arm 手臂 25 oil 油
2 door 門 2 ear 耳朵 26 pie 派
3 house 房屋 3 eye 眼睛 27 pizza 比薩
4 kitchen 廚房 4 face 臉 28 popcorn 爆米花
5 living room 客廳 5 finger 手指 29 pork 豬肉
6 sofa 沙發 6 foot/feet 腳 30 rice 米
7 TV 電視 7 hair 頭髮 31 salad 沙拉
8 window 窗戶 8 hand 手 32 salt 鹽

9 head 頭 33 sandwich 三明治
10 knee 膝蓋 34 snack 小點心

Directions (方向) 11 leg 腿 35 soup 湯
1 east 東 12 mouth 嘴巴 36 sugar 糖
2 north 北 13 nose 鼻子 37 tea 茶
3 south 南 14 shoulder 肩膀 38 vegetable 蔬菜
4 west 西 15 tooth/teeth 牙齒 Fruit (水果類)

5 up 上 1 apple 蘋果
6 down 下 2 banana 香蕉

3 fruit 水果
4 lemon 檸檬
5 orange 柳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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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學校類) Family (家庭類) Numbers (數字類)

1 bag 袋子 1 daughter 女兒 1 zero 零
2 blackboard 黑板 2 aunt 阿姨/舅媽.. 2 one 1

3 book       書本 3 baby 嬰兒 3 two 2

4 chair 椅子 4 brother 兄弟 4 three 3

5 chalk 粉筆 5 child 孩子 5 four 4

6 Chinese 中文 6 cousin 堂/表兄弟姊妹 6 five 5

7 class 班級 7 family 家人/家庭 7 six 6

8 classmate 同學 8 father 爸爸 8 seven 7

9 classroom 教室 9 grandfather 祖父 9 eight 8

10 computer 電腦 10 grandmother 祖母 10 nine 9

11 desk 書桌 11 husband 先生 11 ten 10

12 dictionary 字典 12 mother 媽媽 12 eleven 11

13 13 parents 雙親 13 twelve 12

14 14 sister 姐妹 14 thirteen 13

15 English 英文 15 uncle 叔伯 15 fourteen 14

16 eraser 橡皮擦 16 wife 太太 16 fifteen 15

17 grade 年級 17 sixteen 16

18 homework 家庭作業 People (人物類) 18 seventeen 17

19 knowledge 知識 1 boy 男孩 19 eighteen 18

20 language 語言 2 friend 朋友 20 nineteen 19

21 lesson 課 3 girl 女孩 21 twenty 20

22 math 數學 4 kid 孩子 22 thirty 30

23 music 音樂 5 king 國王 23 forty 40

24 notebook 筆記本 6 man (男)人 24 fifty 50

25 page 頁 7 queen 王后 25 sixty 60

26 paper 紙 26 seventy 70

27 pen 筆 27 eighty 80

28 pencil 鉛筆 28 ninety 90

29 playground 遊樂場 29 hundred 百
30 quiz 小考 30 thousand 千
31 ruler 尺 31 number 數字
32 school 學校
33 test 測驗
34 vocabulary 字彙
35 word 字

宜蘭縣宜蘭市黎明國民小學英語單字王比賽英語常用五百個單字　Ｐ２

elementary

school
國小



Time (時間類) Weather (天氣類) Sports (運動類)

1 afternoon 下午 1 cloudy 多雲的 1 dodge ball 躲避球
2 clock 時鐘 2 cold 冷的 2 exercise 運動
3 day 天 3 rain 雨 3 ball 球
4 early 早的 4 rainbow 彩虹 4 baseball 棒球
5 evening 晚上 5 spring 春天 5 basketball 籃球
6 hour 時 6 summer 夏天 6 dance 跳舞
7 minute 分 7 fall 秋天 7 rollerblade 直排輪
8 month 月 8 winter 冬天 8 swim 游泳
9 morning 早上 9 season(s) 季節(四季) 9 tennis 網球
10 night 夜晚 10 wind 風 10 table tennis 桌球
11 Sunday 星期日 11 typhoon 颱風
12 Monday 星期一 12 snow 雪 Places (場所類)

13 Tuesday 星期二 13 sun 太陽 1 airport 機場
14 Wednesday 星期三 14 sunny 出太陽的 2 bank 銀行
15 Thursday 星期四 15 windy 多風的 3 beach 海灘(邊)

16 Friday 星期五 16 rainy 下雨的 4 bookstore 書店
17 Saturday 星期六 5 bridge 橋
18 second 秒 Transportation 6 city 城市
19 year 年  (交通工具類) 7 country 國家,鄉下
20 yesterday 昨天 1 airplane 飛機 8 Earth 地球
21 week 週 2 bike 腳踏車 9 garden 花園
22 weekend 週末 3 boat 船 10 here 這裡
23 today 今天 4 bus 公車 11 home 家
24 tomorrow 明天 5 car 車子 12 hospital 醫院
25 tonight 今晚 6 ship 船 13 library 圖書館
26 holiday 假日 7 taxi 計程車 14 market 市場
27 vacation 假期 8 traffic 交通 15 museum 博物館

9 train 火車 16 office 辦公室
10 gas 汽油/氣體 17 park 公園

Occupation (職業類) 11 road 路 18 place 地方
1 doctor 醫生 12 street 街 19 post office 郵局
2 job 工作 20 restaurant 餐廳
3 nurse 護士 Sizes & measurements 21 restroom 洗手間
4 police 警察 (尺寸度量類) 22 shop 商店
5 principal 校長 1 big 大的 23 supermarket 超級市場

6 singer 歌手 2 high 高的 24 Taiwan 台灣
7 student 學生 3 little 小的
8 teacher 老師 4 long 長的
9 waiter 服務生 5 short 短.矮的

6 size 尺寸
7 small 小的
8 tall 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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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djectives (其他形容詞)

1 angry 生氣的 46 sweet 甜的 37 knock 敲
2 any 任何一個 47 sure 確定的 38 know 知道
3 beautiful 美麗的 48 thirsty 渴的 39 laugh 大笑
4 careful 小心的 49 tired 疲倦的, 累的 40 like 喜歡
5 comfortable 舒服的 50 true 真實的 41 lose 輸
6 correct 正確的 51 wet 溼的 42 love 愛
7 dear 親愛的 52 wise 有智慧的 43 move 移動
8 delicious 美味的 53 young 年輕的 44 open 打開
9 difficult 困難的  Other verbs (動詞) 45 pick 拿, 撿, 選

10 dirty 骯髒的 1 begin 開始 46 plan 計劃
11 easy 容易的 2 buy 買 47 play 玩
12 dry 乾的 3 call 叫, 打(電話) 48 please 請
13 every 每一個 4 celebrate 慶祝 49 point 指出
14 fast 快的 5 change 改變 50 pull 拉
15 fresh 新鮮的 6 clean 清潔 51 push 推
16 fun 有趣的 7 climb 攀爬 52 read 讀
17 glad 高興的 8 close 關起來 53 say 說
18 good 好的 9 come 來 54 see 看
19 great 棒的 10 cook 煮 55 sit 坐
20 happy 快樂的 11 copy 影印 56 sleep 睡覺
21 hot 熱的 12 count 算數 57 smell 聞
22 hungry 饑餓的 13 cry 哭 58 smile 微笑
23 important 重要的 14 cut 切 59 speak 說
24 kind 仁慈的,種類 15 draw 畫畫 60 stand 站
25 late 遲的,晚的 16 drink 喝 61 start 開始
26 lucky 幸運的 17 drive 駕駛 62 stay 停留
27 many 很多的 18 eat 吃 63 stop 停
28 more 更多的 19 end 結束 64 study 研讀
29 much 很多的 20 drop 掉 65 talk 談
30 old 老的 21 finish 完成 66 teach 教
31 poor 可憐, 貧窮的 22 fly 飛 67 tell 告訴
32 pretty 漂亮的, 相當 23 forget 忘記 68 thank 感謝
33 quick 快的 24 give 給 69 think 想
34 quiet 安靜的 25 go 去 70 touch 碰觸
35 ready 預備的 26 grow 成長 71 turn 轉身
36 real 真的 27 have 有 72 understand 瞭解
37 rich 富有的 28 hear 聽 73 visit 拜訪
38 sad 悲傷的 29 help 幫忙 74 want 要
39 safe 安全的 30 hope 希望 75 wash 洗
40 sick 生病的 31 hurry 趕快 76 watch 看,手錶

41 slow 慢的 32 jump 跳 77 wear 穿
42 smart 聰明的 33 keep 保持 78 welcome 歡迎
43 special 特別的 34 kiss 親吻 79 win 贏
44 strange 奇怪的 35 listen 傾聽 80 wish 希望
45 super 超級的 36 repeat 重覆 81 write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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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nouns (其他名詞) Wh-words (Wh-疑問詞)

1 address 地址 46 part 部份 1 who 誰
2 answer 答案 47 party 舞會 2 what 什麼
3 bed 床 48 piano 鋼琴 3 where 哪裡
4 bell 鈴鐺 49 picnic 野餐 4 when 何時
5 birthday 生日 50 picture 圖畫 5 why 為什麼
6 box 盒子 51 piece 一塊 6 how 如何
7 camera 照相機, 鏡頭 52 postcard 明信片
8 card 卡片 53 present 禮物/現在 Others (其他類)

9 chance 機會 54 price 價格 1 again 再一次
10 chopsticks 筷子 55 problem 問題 2 back 後面, 回來
11 Christmas 聖誕節 56 question 問題 3 first 第一, 首先

12 circle 圓圈 57 radio 收音機 4 never 決不
13 cup 杯子 58 ring 戒指 5 often 時常
14 dish 盤子, 菜餚 59 river 河流 6 pass 通過, 通行証

15 doll 洋娃娃 60 rose 玫瑰 7 past 通過, 過去的

16 dollar (美)元 61 rule 規則 8 your 你們的
17 dream 夢 62 sale 拍賣 9 their 他們的
18 email 電子郵件 63 sea 海 10 we 我們
19 example 例子 64 sky 天空 11 they 他們
20 fan 風扇 65 smoke 煙 12 this 這個
21 fire 火 66 soap 肥皂 13 those 那些
22 floor 地板 67 song 歌曲 14 that 那個
23 flower 花 68 star 星星 15 these 這些
24 game 遊戲 69 story 故事 16 after 之後
25 gift 禮物 70 surprise 驚喜 17 between 在…之間
26 grass 草 71 table 餐桌 18 under 在…之下
27 ground 地面 72 tape 卡帶/膠帶 19 Good bye 再見
28 group 組 73 teenager 青少年 20 hello 哈囉
29 health 健康 74 toy 玩具 21 hi 嗨
30 idea 點子, 意見 75 trip 旅行 22 if 假如
31 Internet 網際網路 76 trouble 麻煩 23 or 或
32 joy 愉悅 77 umbrella 雨傘 24 and 和
33 key 鑰匙 78 video 錄影帶,影片 25 because 因為
34 kite 風箏 79 wall 牆壁
35 knife 刀子 80 way 方法, 路徑
36 lamp 檯燈 81 yes 是, 好
37 light 燈
38 mail 郵件
39 map 地圖
40 menu 菜單
41 money 錢
42 moon 月亮
43 movie 電影
44 name 名字
45 pack 包(裹), 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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