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關 *able 能夠的  about 關於;大約   above 在上方

 My friend is not able to help us.

 我朋友沒辦法幫我們。

第2關 *afraid 害怕的 after 在…之後 afternoon 下午

 He is afraid of snakes.

 他怕蛇。

第3關 airplane 飛機 also 也是 *always 永遠的

 Jenny always cleans her house on Sundays.

 Jenny總是在星期日打掃房子。

第4關 angry 生氣的 animal 動物 *answer 回答

I answered the question with a good answer.

我漂亮地回答了一個問題。

第5關 anyone 任何人 *anything 任何東西 apple 蘋果

I didn't eat anything all day.

我一整天都沒吃東西。

第6關 arrive 到達 aunt 阿姨;姑姑 *baby 嬰兒

Betty had a baby girl.

Betty生了個女嬰。

第7關 bag 袋子 *bake 烘焙 ball 球

Mary bakes cookies on Sundays.

Mary星期日都會烤餅乾。

第8關 banana 香蕉 *bank 銀行 baseball 棒球

Tim keeps his money in this bank.

Tim把錢存在這家銀行。

第9關 *basketball 籃球 bathroom 浴室;廁所 beach 沙灘

Dan plays basketball well.

Dan很會打籃球。

第10關 *become 成為 bedroom 臥房 bee 蜜蜂

Ned became angry when I became his boss.

Ned 氣我成為他的上司。

第11關 *behind 在..後面 bell 門鈴;鈴鐺;鐘belong 屬於

There is a store behind the bank.

銀行後面有一家商店。

第12關 *bicycle 腳踏車 bird 鳥 birthday 生日

Sara bought a new bicycle.

Sara買了一輪新腳踏車。

第13關 *blind 盲的 blue 藍色的 boat 船

Dogs help the blind to get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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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盲犬協助盲人四處行走。

第14關 body 身體 *boring 無聊的 born
出生;天生

的

The class was boring.

這堂課很無聊。

第15關 borrow (跟別人)借東西 boss 老闆;上司 *bottle 瓶子

Try a bottle of this soda.

喝一瓶這種汽水看看吧!

第16關 *bread 麵包 break 打破 breakfast 早餐

Tom bakes wheat bread.

Tom常烘焙小麥麵包。

第17關 *brown 棕色 brush 刷 build 建造;建立

Kim wants a brown desk.

Kim想要一張棕色的桌子。

第18關 *busy 忙碌的 cake 蛋糕 call
取名;打電

話

Ron is busy working.

Ron正忙著工作。

第19關 candy 糖果 *card 卡片 careful
小心的;仔

細的

Kimberly sent me a birthday card.

Kimberly寄給我一張生日卡片。

第20關 carry 背;扛;抬;搬 catch 抓住;接住 *cell phone手機

I called jennifer on my cell phone.

我用手機打給Jennifer。

第21關 *center 中央的 chair 椅子 change 改變

The teacher sat in the center of the room.

老師坐在房間中央。

第22關 *check 檢查 chess 西洋棋 child 孩子(單數)

Bob checked his pockets for money.

Bob查看口袋裡有沒有錢。

第23關 China 中國 Chinese 中文;國語 *choose 選擇

Mark chose fish for dinner.

Mark晚餐選擇吃魚。

第24關 *class 班級 classmate 同班同學 clean 清潔;清理

Ten people are in Ken's class.

Ken 班上有10人。

第25關 *clock 時鐘 close 關上;關起 clothes 衣服

Look at the clock on the wall.

看看牆上的時鐘。



第26關 *coat 外套 coffee 咖啡 cold 冷的

Wear a heavy coat, not a light coat.

穿件厚外套，別穿薄的。

第27關 come 來 comic 漫畫 *computer電腦

Kevin does his work on a computer.

Kevin用電腦工作。

第28關 *cook 煮 cookie 餅乾 cool 涼爽的

Jan cooks very good food; she is a great cook.

Jan菜煮得很好，她是很棒的廚師。

第29關 count 計算 *country 國家 cousin
表兄弟姐

妹;堂兄弟

姐妹

Paul visited twenty countries on his trip.

Paul旅途中到訪了20個國家。

第30關 cute 可愛的 *dance 跳舞 date 日期;約會

Lisa can't dance, but I dance very well.

Lisa不會跳舞，但我跳得很好。

第31關 daughter 女兒 dear 親愛的 *delicious 美味的

Dan makes delicious pizza.

Dan 的pizza做的很好吃。

第32關 dentist 牙醫 *desk 桌子 different 不同的

Bill put his computer on a desk.

Bill放電腦在桌上。

第33關 *dinner 晚餐 dirty 骯髒的 dollar 一元

Ron had a dinner of steak and potatoes.

Ron 晚餐吃牛排和馬鈴薯。

第34關 down 往下的 draw 畫畫 *dream 夢想;做夢

I had a bad dream; I dreamed I was falling.

我做了惡夢，夢到我往下掉。

第35關 dress 洋裝 drink 喝 *driver 司機

Paul is a careful driver, but Lee is a bad driver.

Paul是謹慎的駕駛人，但是Lee是糟糕的司機。

第36關 each 每一個 dumpling 水餃 *early 早的

You must get up and go to school early.

你必須起床了，早點去學校。

第37關 easy 簡單的 eight 八 *eighteen 十八

Ten and eight are eighteen.

10加8等於18。

第38關 eleven 十一 *English 英文 enjoy 享受

Rita speaks English well; her English is great.



Rita英文說的不錯，她的英文很好。

第39關 enter 進入 *evening 晚間 every 每一個

It was seven in the evening.

時間是晚上7點。

第40關 everyone 每一個人 everything 每一件事 *excited
覺得興奮

的

I am excited about going camping.

我要去露營覺得很興奮。

第41關 *excuse 理由 exercise 運動;練習 face 臉

You need an excuse for being late.

你遲到要有理由。

第42關 fail 失敗 fall 掉落;跌 *family 家庭

There are six kids in the large family.

這大家庭有6個孩子。

第43關 fast 快的 father 父親;爸爸 *favorite 最喜愛的

This is my favorite food; It's my favorite.

這是我最喜愛的食物，它是我的最愛。

第44關 *fifteen 十五 fight 打架 find 找到

Fifteen people came; I'm the number fifteen.

15個人來了，我是第15個。

第45關 fine 好的;健康的 *finish 完成;結束 first 第一的

It took Joe two hours to finish the report.

這報告花了Joe兩個小時完成。

第46關 five 五 food 食物 *foot 一隻腳

Both my feet hurt; My left foot hurt badly.

我雙腳都受了傷，左腳很痛。

第47關 forget 忘記 *forty 四十 four 四

The book cost forty dollars.

這本書要價40元

第48關 free 自由的 fresh 新鮮的 *friend 朋友

Timmy made many new friends at school.

Timmy 在學校交了很多朋友。

第49關 from 從… *fruit 水果 fry 油炸;油煎

I love many fruits; I eat a lot of fruit.

我喜歡很多種水果，我吃很多水果。

第50關 funny 有趣的 *game 遊戲 garbage 垃圾

I played a game of chess-my favorite game.

我下了一盤西洋棋--我最喜歡的遊戲。

第51關 *gift 禮物 girl 女孩 give 給

People exchange gifts at Christmastime.



人們在聖誕節期間會交換禮物。

第52關 glue 膠水 *good 好的 grade
等級;年

級;分數

He has good manners.

他態度很好。

第53關 *grandfather爺爺;外公 gray 灰色的 great
偉大的;大

量的

That is my grandfather on my mother's side.

那是我外公。

第54關 green 綠色的 *grow 成長 guess 猜一猜

Water the flower and it'll grow tall quickly.

幫花澆水，它會長得很快。

第55關 gym 體操;健身房 *habit 習慣 hamburger漢堡

Smoking is a very bad habit.

抽菸是非常不好的習慣。

第56關 hand 手 *happen 發生 happy 快樂的

What happened to Tracy? She looks sad.

Tracy發生什麼事了? 她看起來很傷心。

第57關 have 有 healthy 健康的 *hear 聽到

Do you hear a noise?

你有聽到一個聲音嗎?

第58關 heart 心臟 *heavy 重的 help 幫忙

The table was heavy; I couldn't carry it.

桌子太重，我抬不動。

第59關 high 高的 *history 歷史 hobby 嗜好;愛好

Mark studied the history of computers.

Mark研讀過電腦史。

第60關 holiday 假日 homework 功課 *honest 誠實的

Helen is honest; she is an honest girl.

Helen很誠實，她是個誠實的女孩子。

第61關 hospital 醫院 *hour 小時 house 房子

It took two hours to finish.

那件事花了兩小時完成。

第62關 hundred 百元 *hungry 飢餓的 hurry 快點;催促

The dog is hungry.

這隻狗餓了。

第63關 husband 丈夫 *ice cream 冰淇淋 idea 主意;想法

We had chocolate ice cream for dessert.

我們甜點是吃巧克力冰淇淋。



第64關 *Internet 網路 interview 面試;採訪 invite 邀請

I saw this on the Internet, at a new Web site.

這是我在網路上一個新的網站看到的。

第65關 island 島 *join 加入 July 七月

Ralph likes to join clubs.

Ralph喜歡參加社團。

第66關 jump 跳 *keep 保持;維持 kick 踢

I will keep this ring on my finger.

我手上會一直戴著這枚戒指。

第67關 *kill 殺死 kiss 親吻 kitchen 廚房

The cat killed the mouse.

這隻貓咬死了那隻老鼠。

第68關 knee 膝蓋 knock 敲 *know 知道

Cindy knows how to cook.

Cindy 知道怎麼做飯。

第69關 *land 土地 large 大的 late
晚的;遲

到的

This is my land.

這是我的土地。

第70關 laugh 笑 lazy 懶惰的 *learn 學

You have to study hard to learn English.

你必須用功學英文。

第71關 *leave 離開 lend 借東西(給別人)lesson
(一節)

課;教訓

It's time to leave.

該離開了。

第72關 letter 信件 *library 圖書室 life 生命;人生

We borrowed some books from the library.

我們向圖書室借了一些書。

第73關 *listen 聽 little 小的;少的 live 生存;居住

Victor listened carefully to what we said.

Victor很仔細在聽我們說什麼。

第74關 *long 長, 久 look 看 lovely
愉快的;

漂亮的

The line was long; we waited for a long time.

隊伍排得很長;我們等了很久時間。

第75關 *lucky 幸運 lunch 午餐 mad
憤怒的;

瘋的

Peter was lucky to meet Kim that day.

Peter那天很幸運遇到了Kim

第76關 make 製造;做 many 許多的 *market 市場



I shop at the market near my house.

我在我家附近市場買東西。

第77關 married 己婚的 math 數學 *meal 餐

Joe eats two meals a day-lunch and dinner.

Joe一天吃兩餐--午餐和晚餐。

第78關 meat 肉 *medicine 藥 meet 遇見;會合

Jill has to take her medicine four times a day.

Jill一天必須吃4次藥。

第79關 *minute 分鐘 miss 想念;錯過 mistake 錯誤

It takes Peter only ten minutes to eat.

Peter 只花了十分鐘吃東西。

第80關 *Monday 星期一 money 金錢 month
(一個)月

份

Terry hates Mondays more than anything.

Terry最痛恨星期一了。

第81關 *morning 早上 mother 母親;媽媽 motorcycle
(重型)摩

托車

Paul wakes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Paul早上起得早。

第82關 mouth 嘴巴 movie 電影 *music 音樂

Sheila plays beautiful music.

Sheila演奏美妙的音樂。

第83關 must 必須 *nature 大自然 near
靠近;離

…不遠

Jan loves nature; she hikes and camps.

Jan喜愛大自然，她健行和露營。

第84關 need 需要 *neighbor 鄰居 news 新聞

Al has a new neighbor.

Al有新鄰居。

第85關 *night 夜間 nine 九 noise 噪音;雜音

The weather was warm during the night.

夜間的天氣算暖和。

第86關 north 北方 *notebook 筆記本 nothing 沒事

Tina keeps careful notes in her notebook.

Tina在筆記本裡做了很詳細的筆記。

第87關 *November 11月 nurse 護士 office 辦公室

The weather becomes cold in November.

11月天氣變冷了。

第88關 often 常常;時常 only 只有 *open 開的

The door is open.



門是打開的。

第89關 other 其他的 *outside 外面 over
在…上

方;超過

It was warm outside and cold inside.

當時外面暖和,裡面很冷。

第90關 *page 頁 paper 紙 parent
父母(其

中一方)

I turned to page seventeen.

我翻到17頁。

第91關 *park 公園 party 派對 pass 通過

We went to the park last Sunday.

我們上星期日去公園。

第92關 *people 人們 person (一個)人 photo 照片

I called many people; only two were home.

我打給很多人，只有兩人在家。

第93關 piano 鋼琴 pick 撿起 *picture 圖畫;照片

Should I paint a picture or take a picture?

我該畫一張圖畫還是拍一張照片?

第94關 *place 地方 plan 計劃 plant 植物;工廠

We looked for a nice place to eat.

我們找了一個不錯的地方吃飯。

第95關 playground 遊戲區 please 請;請求 *pleasure 高興;愉悅

It's my pleasure to meet you.

很高興認識你。

第96關 police 警察 *polite 有禮貌的 popular 受歡迎的

Don't forget to always be a polite boy.

不要忘了要一直當有禮貌的小男孩。

第97關 pork 豬肉 *possible 有可能的 power 力量

It's possible that Tom will be late tomorrow.

明天Tom很有可能遲到。

第98關 practice 練習 *present 禮物 price 價錢

Andy gave Joe a birthday present.

Andy送給Joe一份生日禮物。

第99關 *problem 問題 proud 驕傲的;引以為傲的public
公共的;

大眾的

Our teacher helped us solve the problem.

老師幫我們解決問題。

第100關puppy 小狗 push 推 *question 問題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ask.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請發問。



第101關 quick 快速的 quiet 安靜的 *radio 廣播電台

I heard the song on the radio.

我在廣播電台聽到這首歌。

第102關 rain 下雨;雨 raise 舉起;增加;養育*read 讀

You must read this book.

你一定要讀這本書。

第103關 ready 準備好的 real 真實的 *remember記得

Remember to send Ed a birthday card.

記得寄生日卡給Ed。

第104關 repeat 重複的 *restaurant餐廳 rice 米飯

The restaurant serves excellent food.

這家餐廳料理很棒。

第105關*ride 騎;搭程 right 右邊的;權利road 馬路

Can you give me a ride?

你可以載我一程嗎?

第106關 roller skate 輪式溜冰鞋 *room 房間 round
圍繞;球

型的

The room was big enough for a party.

這房間大到可以辦派對。

第107關*rule 規矩;規定 sad 傷心的 safe 安全的

You must follow the rule.

你要遵守規矩。

第108關 salt 鹽巴 sandwich 三明治 *save 儲存;留

Vicky wants to save money to buy a new car.

Vicky想要存錢買新車。

第109關 scared 感到害怕的 *science 科學 season 季節

All students take three science classes.

所有學生都上三堂科學課。

第110關 *second 第二 sell 賣 send 寄

That was the second time Paul called.

這是Paul第2次打電話來了。

第111關 *sentence 句子 serious 認真的;嚴肅的seven 七

Please make a sentence with this word.

請用這個字造一個句子。

第112關 shake 搖 shape 形狀 *share 分享

I'll share my lunch with you.

我會跟你分享午餐。

第113關 shine 閃燿 shirt 襯衫 *shopkeeper店主

The shopkeeper kept a tidy bookshop.

店主把書店打理得很整齊。



第114關 short 短的;矮的 shop 商店 *shy 害羞的

Duke was too shy to talk to other kids.

Duke太害羞了不敢和別的小孩講話。

第115關 sick 生病的 *sidewalk 人行道 simple 簡單的

Walk on the sidewalk, not on the street.

走在人行道上，不是街上。

第116關 *singer 歌手 size 尺寸 skate 溜冰;滑冰

The singer sang a beautiful love song.

歌手唱了一首美麗的情歌。

第117關 *sleep 睡覺 slow 慢的 small 小的

Dan goes to sleep at ten.

Dan十點睡覺。

第118關 *smart 聰明的 smell 聞起來 smile 微笑

He is very smart.

他很聰明。

第119關 soccer 足球 soldier 士兵 *someone 某人

Can someone help me?

有誰可以幫我嗎?

第120關 sometimes 有時候 sore 痠的 *sorry 抱歉的

I am so sorry.

我覺得很抱歉。

第121關 sound 聽起來 speak 講話 *special 特別的

This painting is special.

這幅畫很特別。

第122關 spell 拼字 spend 花(時間);花(金錢)*sports 運動

I love sports; baseball is my favorite sport.

我喜歡運動，棒球是我最喜歡的運動。

第123關*stand 站 start 開始 station 車站

 Please stand properly.

請站好。

第124關*stop 停止 store 商店 story 故事

Stop here at the stop sign.

在停止標誌這邊停下來。

第125關*strange 奇怪的 street 街道 strong
強烈的;

強壯的

Tracy looked strange with a purple hat.

Tracy戴這頂帽子很奇怪。

第126關*study 研讀 subject 科目;主題 summer 夏天

She has to study hard.

她必須努力研讀。



第127關 sunny 晴朗的 *sure 一定的 surprise 驚喜;驚訝

It is sure to rain tomorrow.

明天一定會下雨。

第128關 sweet 甜的;甜蜜的 Taiwan 台灣 *take 帶

I need to take my notebook.

我需要帶我的筆記本。

第129關 talk 說話 tall 高的 *taxi 計程車

We took a taxi to the dinner.

我們搭計程車去吃晚餐

第130關 teenager 青少年 *tell 告訴 tennis 網球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bank?

你可以告訴我怎麼去銀行嗎?

第131關 test 測驗;考試 *thank 謝謝 there 那裡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我想要謝謝你的幫忙。

第132關 thing 事情;事物 *think 認為 third 第三

I think Al will come; but Ed doesn't think so.

我覺得Al會來，但是Ed不這麼認為。

第133關 thirsty 口渴的 thirteen 十三 *thousand 一千

Thousands of people visited the zoo.

好幾千的人參觀動物園。

第134關 throw 丟 ticket 票 *time 時間

What time is it?

現在幾點?

第135關*tired 累的 today 今天 tomorrow 明天

Eunice is tired.

Eunice累了。

第136關 tooth (一顆)牙齒 touch 踫觸 *town 小鎮

It's a small town, not a big city.

這是一個小鎮，不是大城市。

第137關*traffic 交通 train 火車 trip 旅行

The road has a lot of traffic.

這條路交通量很大。

第138關*trouble 麻煩;困難 T-shirt T恤 turn 轉

Joe is having trouble with his computer.

Joe的電腦有問題。

第139關*twelve 十二 typhoon 颱風 umbrella 雨傘

The TV show began at twelve midnight.

那個電視節目半夜12點開始。



第140關*understand 懂 uniform 制服 useful 有用的

The song is hard to understand.

這首歌很難懂。

第141關 *vacation 假期 vegetable 蔬菜 visit 參觀;拜訪

Jack went on a vacation.

Jack去度假。

第142關*voice 聲音 wait 等待 wake 醒來

Carl could hear many voices in the room.

Carl在房間聽到很多聲音。

第143關*want 想要 wash 洗 watch 手錶;注視

I don't want to cook.

我不想要煮飯。

第144關wear 穿 *weather 天氣 week
(一個)星

期

The weather was good during our vacation.

我們度假時天氣很好。

第145關*welcome 歡迎 west 西方 when 當…時候

Donna welcomed us into her home.

Donna歡迎我們去她家。

第146關*white 白色的 wife 老婆 win 贏

Roy has very white teeth.

Roy的牙齒很潔白。

第147關window 窗戶 winter 冬天 *wish 希望

Jim wished he could dance.

Jim希望自己會跳舞。

第148關woman (一個)女人 *word 字 work 工作

What does this word mean?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第149關world 世界 write 寫 *wrong 錯誤的

My answer is wrong.

我的答案是錯的。

第150關yellow 黃色的 *yesterday昨天 zero 零

We had a long day at work yesterday.

我們昨天工作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