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長興國小三年級拼字比賽題庫 

1 one 一 
2 two 二 
3 three 三 
4 four 四 
5 five 五 
6 six 六 
7 seven 七 
8 eight 八 
9 nine 九 
10 ten 十 
11 eleven 十一 
12 twelve 十二 
13 thirteen 十三 
14 fourteen 十四 
15 fifteen 十五 
16 angry 生氣的 
17 happy 快樂的 
18 sad 難過的 
19 hungry 飢餓的 
20 thirsty 口渴的 
21 ball 皮球 
22 car 車 
23 doll 洋娃 
24 robot 機器人 
25 yo-yo 溜溜球 
26 blue 藍色 
27 green 綠色 
28 pink 粉紅色 
29 purple 紫色 
30 red 紅色 
31 yellow 黃色 
32 color 顏色 
33 bird 鳥 

34 cat 貓 
35 dog 狗 
36 frog 青蛙 
37 rabbit 兔子 
38 ox 牛 
39 hen 母雞 
40 dance 跳舞 
41 draw 畫圖 
42 sing 唱歌 
43 swim 游泳 
44 fly a kite 放風箏 
45 ride a bike 騎腳踏車 
46 grandfather爺爺 
47 grandmother 奶奶 
48 brother 哥；弟  
49 sister 姐:妹 
50 student學生 
51 ant 螞蟻 
52 apple 蘋果 
53 ax 斧頭 
54 boy 男孩 
55 bag 袋子 
56 cab 計程車 
57 cap棒球帽 
58 duck 鴨子 
59 dad 爸爸 
60 desk桌子 
61 egg 蛋 
62 elephant 大象 
63 fish 魚 
64 fan 風扇 
65 fix 修理 
66 goat 山羊 



67 gap 縫隙 
68 girl 女孩 
69 hat 帽子 
70 ham 火腿 
71 ink 墨水 
72 igloo 冰屋 
73 jam 果醬 
74 jet 噴射機 
75 key 鑰匙 
76 kid 小孩 
77 lion 獅子 
78 leg 腿 
79 monkey 猴子 
80 mop 拖把 
81 mat 墊 
82 nod 點頭 
83 net 網子 

84 octopus 章魚 
85 on 在…上面 
86 pig 豬 
87 pet 寵物 
88 queen 皇后 
89 quiz 小考；測驗 
90 rat老鼠 
91 sit 坐 
92 top 陀螺 
93 umbrella 雨傘 
94 uncle 叔叔 
95 up向上 
96 vest 背心 
97 watch 手錶 
98 fox 狐狸 
99 zebra 斑馬 
100 zoo動物園 

 

基隆市立長興國小英語拼字比賽實施計劃 

一、對象： 三~六年級全體學生 

二、舉辦時間:  111 年 4月 22 日(五)早上 8:10-8:40 

三、比賽說明：  

        1. 8：10各班老師發考卷放音檔，學生開始作答。 

           2. 評審標準為答題之正確性，各年級擇前 5名頒發獎狀，以 
              資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