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angel 天使 25 cent 分

2 angry 生氣的 26 chair 椅子

3 ant 螞蟻 27 chip 屑片

4 apple 蘋果 28 chop 砍、劈、剁

5 ax 斧頭 29 cider 蘋果汁

6 bag 包包 30 city 城市

7 ball 球 31 cloudy 多雲的

8 bath 洗澡 32 coat 大衣

9 between 在…中間 33 color 顏色

10 bird 鳥 34 cook 廚師；煮

11 blue 藍色 35 cube 方塊

12 boy 男孩 36 cut 切

13 brother 兄弟 37 cycle 循環

14 by 在…旁邊 38 dad 爸爸

15 cab 計程車 39 dance 跳舞

16 cage 籠子 40 desk 桌子

17 cake 蛋糕 41 dog 狗

18 camp 帳篷、露營 42 doll 娃娃

19 candy 糖果 43 dolphin 海豚

20 cap 棒球帽 44 door 門

21 car 汽車 45 draw 畫畫

22 cash 現金 46 duck 鴨子

23 cat 貓 47 egg 蛋

24 catch 接住 48 eight 八

四、	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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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8:30

三、	比賽說明：

1. 8：00預備。8：10由各班老師發考卷及播放音檔，學生開始作答。8：30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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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ighteen 十八 80 grandmother 奶奶

50 eighty 八十 81 green 綠色

51 elephant 大象 82 guess 猜測

52 eleven 十一 83 ham 火腿

53 face 臉；面對 84 hamster 倉鼠

54 fan 風扇；粉絲 85 happy 開心的

55 fat 胖的 86 hat 帽子

56 fifteen 十五 87 hen 母雞

57 fifty 五十 88 horse 馬

58 fifty-five 五十五 89 huge 巨大的

59 fish 魚 90 hungry 飢餓的

60 five 五 91 igloo 冰屋

61 fix 修理 92 in 在…裡面

62 flag 旗子 93 ink 墨水

63 fly a kite 放風箏 94 insect 昆蟲

64 foggy 多霧的 95 jam 果醬

65 forty 四十 96 jet 噴射機

66 forty-five 四十五 97 juice 果汁

67 four 四 98 key 鑰匙

68 fourteen 十四 99 kid 小孩

69 fox 狐狸 100 lake 湖

70 frog 青蛙 101 lamp 檯燈

71 fun 有趣的 102 leg 腿

72 gap 縫隙 103 lion 獅子

73 gentleman 紳士 104 map 地圖

74 giant 巨大的 105 mat 地毯

75 gift 禮物 106 mate 夥伴

76 girl 女孩 107 monkey 猴子

77 goat 山羊 108 mop 脫(地)

78 goose 鵝 109 mouse 小老鼠

79 grandfather 爺爺 110 net 網子



111 nine 九 142 sad 難過的

112 nineteen 十九 143 seven 七

113 ninety 九十 144 seventeen 十七

114 nod 點頭 145 seventy 七十

115 nose 鼻子 146 share 分享

116 octopus 章魚 147 ship 船

117 on 在…上面 148 shop 商店；購買

118 one 一 149 sing 唱

119 one hundred 一百 150 sister 姊妹

120 orange 橘子 151 sit 坐下

121 otter 水獺 152 six 六

122 ox 牛 153 sixteen 十六

123 pat 輕拍 154 sixty 六十

124 pen 筆 155 snowy 下雪的

125 pet 寵物 156 stormy 暴風雨的

126 phantom 幽靈 157 student 學生

127 pharmacy 藥局 158 sunny 晴天的

128 phone 電話 159 swim 游泳

129 photo 照片 160 tap 輕點

130 pig 豬 161 tape 膠帶

131 pink 粉紅色 162 teeth 牙齒

132 purple 紫色 163 ten 十

133 queen 女王 164 that 那個

134 quiz 測驗 165 thick 厚的

135 rabbit 兔子 166 think 想

136 rainy 下雨的 167 thirsty 口渴的

137 rat 大老鼠 168 thirteen 十三

138 red 紅色 169 thirty 三十

139 rice 米飯 170 thirty-five 三十五

140 ride a bike 騎腳踏車 171 this 這個

141 robot 機器人 172 three 三



173 thumb 拇指 204 zebra 斑馬

174 tiger 老虎 205 zip 拉鍊

175 top 頂端 206 zoo 動物園

176 tot 小孩

177 trophy 獎盃

178 twelve 十二

179 twenty 二十

180 twenty-five 二十五

181 two 二

182 umbrella 雨傘

183 uncle 叔叔

184 under 在…下面

185 up 向上

186 van 箱型車

187 vest 背心

188 wash 洗

189 watch 手錶

190 water 水

191 weather 天氣

192 what 什麼

193 wheat 小麥

194 wheel 輪子

195 where 哪裡

196 whip 揮

197 white 白色

198 why 為什麼

199 windy 有風的

200 wish 希望

201 witch 女巫

202 yellow 黃色

203 yo-yo 溜溜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