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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和冠詞

1Unit  

Countable Nouns :  
Plural Forms of Regular Nouns (1)

可數名詞：規則名詞的複數形（1）

表示人、事、物、地方名稱的詞彙就

是名詞。有些名詞可用數量計算；有

些名詞不可以。可用數量計算的名詞

稱為可數名詞，不能計算的稱為不可

數名詞。

可數名詞通常有單數（ ）和

複數（ ）兩種形式。

a cat 一隻貓 four cats 四隻貓

one hairbrush
一支梳子

two hairbrushes
兩支梳子

當名詞字尾是 、 、 、 或

時，複數形加 。

glass 玻璃杯 glasses

one television
一台電視

a scanner
一台掃描器

fox  foxes 狐狸
quiz  quizzes 測驗
lunch  lunches 午餐
bush  bushes 灌木

two televisions
兩台電視

two scanners
兩台掃描器

a dog 狗 an apple 蘋果

hair 頭髮 snow 雪

 book 書  1

 phone 電話  2

 table 桌子  3

可數

不可數

單數（一個） 複數（兩個以上）

大部分名詞的複數形是在字尾加 。

1

3

4

2

字尾 s 和 es 的發音

名詞字尾發無聲子音（ 、 、 、 ）時，

的讀音為 。

 cups  杯子  banks  銀行

名詞字尾發有聲子音或母音時， 的讀音為 。

 computers  電腦
 dogs  狗

名詞字尾是 、 、 、 、 時， 的讀音

為 。

 bosses  老闆
 sandwiches  三明治

studentsstudent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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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
詞
和
冠
詞

可
數
名
詞
：
規
則
名
詞
的
複
數
形
（ ）

請將右列單數名詞改

成「複數」形態。

dog 

star 

dot 

glass 

clock 

witch 

fax 

banana 

fuzz 

crown 

mop 

dish 

mug 

sponge 

slash 

kite 

ruler 

branch 

box 

fan 

2
選出圖中各種物品或

身體部位所對應的名

詞，並寫出它們的複

數形。

shoe

hand

tree

path

shirt

plant

leg

3
將右列名詞改為複數

形，並依字尾 或

的發音填入正確的空

格內。

watch

mother

cat

lunch

month

eraser

job

fox

park

store

bush

cup

watcheswatches

名
詞
和
冠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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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和冠詞

Countable Nouns :  
Plural Forms of Regular Nouns (2)

可數名詞：規則名詞的複數形（2）

2Unit  

glasses 眼鏡 shorts 短褲

jeans 牛仔褲

scissors 剪刀

lady  ladies 女士
cherry  cherries 櫻桃
country  countries 國家
story  stories 故事

zoo  zoos 動物園
radio  radios 收音機
video  videos 影片

tomato  tomatoes 番茄
potato  potatoes 馬鈴薯
echo  echoes 回音
hero  heroes 英雄

clothes 衣服

名詞字尾是「子音 」時，複數形須

去 加 。

字尾如果是「母音 」的名詞，

複數形只要加 。

某些名詞永遠都是以複數形出現。

某些字尾是「子音 」的名詞，複

數形要加上 ，但並非全部如此。

1

3

4

5

 candy 糖果 1

 city 城市 2

leaf  leaves 葉子
knife  knives 刀子
thief  thieves 小偷

字尾是 或 的名詞，複數形須去

掉 或 ，再加上 。也有例外。
2

 half 一半  3

 wife 妻子  4

kangaroos 
kangaroo 袋鼠

baby 嬰兒 babies

有兩種複數形式：

1 字尾加 （ ）

2 單複數同形（ ）

 thanks 感謝
 billiards 撞球
 news 新聞
 earnings 收入
 underpants 女用內褲

 briefs 短內褲
 pants 褲子〔美〕
 trousers 長褲〔英〕
 physics 物理學
 mathematics 數學

有兩種複數形式：

1 字尾加 （ ）

2 單複數同形（ ）

two giraffes
a giraffe

直接加 s例外

 photo  photos 照片
 piano  pianos 鋼琴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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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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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可
數
名
詞
：
規
則
名
詞
的
複
數
形
（ ）

party 

leaf 

photo 

county 

army 

spy 

wolf 

tuxedo 

shelf 

piano 

I took some photos of the lake yesterday.  

 

The scissors are in the drawer. 

 

Be careful. Those knifes are very sharp. 

 

Leafs keep falling from the trees. 

 

People say cats have nine lifes.  

 

I can’t find the cloth I wore yesterday. 

 

My father needs to wear glass to read newspapers. 

 

You can find three librarys in this city. 

 

請將右列單數名詞

改成「複數」形態。

找出必須以複數形表

現的物品，並寫出正

確的名稱。其他的請

打 。

將錯誤的句子打 ，

並寫出正確的句子。

若句子無誤，則在方

框內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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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和冠詞

Countable Nouns :
Irregular Nouns and Other Plural Nouns

可數名詞：不規則名詞與其他複數名詞

3Unit  

某些名詞的複數形為不規則變化。

某些名詞的單複數同形，它們也屬於

不規則變化的名詞。

1

魚類的複數形有兩種： 和 。

指同類魚或泛指魚時，複數形只能用

；指多種不同類的魚時，通常也用

，但也可以用 。

32

a child 小孩 seven children

a mouse 老鼠 three mice

one sheep 一隻羊 many sheep 許多隻羊

單數 複數

one deer 一頭鹿 two deer

one species 一個物種 two 1

one aircraft 一架飛機 two 2

one bison 一頭野牛 two 3

one moose 一頭麋鹿 two 4

單數 複數

one salmon 
一條鮭魚

three salmon/salmons  
三條鮭魚

one trout 
一條鱒魚

two 5  
兩條鱒魚

a foot 一隻腳

both feet 雙腳

單數 複數

man men 男人

woman women 女人

goose geese 鵝

louse lice 虱子

tooth teeth 牙齒

ox oxen 牛

one fish 一條魚

three fish / three fishes  三種魚 

three fish 
三條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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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used to count  to get to sleep. 

Ⓐ a sheep Ⓑ sheeps Ⓒ sheep

Who are thos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gate? 

Ⓐ woman Ⓑ women Ⓒ womans

Mom told me to brush my  twice a day. 

Ⓐ tooth Ⓑ tooths Ⓒ teeth

Rhinos and pandas are two of the endangered . 

Ⓐ species Ⓑ specieses Ⓒ specy

Sometimes  are not afraid of cats. 

Ⓐ mouse Ⓑ mouses Ⓒ mice

Some  in that remote village do not have enough 

food to eat. 

Ⓐ children Ⓑ child Ⓒ childs

Jim likes to jog in bare . 

Ⓐ foot Ⓑ feet Ⓒ foots

The airline bought six  from France. 

Ⓐ aircraft Ⓑ aircrafts Ⓒ aircreft

寫出右列各種名詞的

複數形。

2
選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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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和冠詞

A, an

不定冠詞

4Unit  

冠詞是一種用來修飾名詞的詞，分為

「定冠詞」 和「不定冠詞」、 ，

它們的功能很像形容詞。在非特定的

單數可數名詞前面通常要加不定冠詞

或 。

和 只用於「單數可數名詞」前

面。複數名詞前面不可以加 或 。

和  可以用來分類人物、地方或
事物。

字首發音為「子音」時（如 、、、

和 等），前面的不定冠詞用 ；

字首發音為「母音」時（如 、、、

和 等），前面的不定冠詞則用 。

1

4

有些字的字首拼寫雖然是子音，卻發母

音；有些字的字首拼寫雖然是母音，卻

發子音。要用 或 ，請以發音為準。

5

2

3

a tree 一棵樹 an elephant 一頭大象

Have you ever eaten a worm?
你吃過蟲嗎？

We saw two turtles.
我們看到兩隻海龜。

A blog is an online web log.
部落格是一種網路日誌。

Detective Conan and Demon Slayer are 
Japanese cartoons.
《名偵探柯南》和《鬼滅之刃》都是日本卡通。

A whale is a mammal.
鯨魚是哺乳類動物。

a box 一個盒子      an ax 一把斧頭

a cop 一名警察 an ear 一隻耳朵

a flop 一聲噗通 an otter 一隻水獺

a grab 一把抓 an uncle 一位叔叔

a dandelion 一株蒲公英

a

an icon 一個圖像

an

an hour一小時
a herd 一群

an umbrella 一把雨傘
a universe 一個宇宙

字首

字首

an honest alien
一位誠懇的外星人

字首的 有時不發音，

這個字就變成母音開頭，

所以前面要用 。

a UFO 一個飛碟

的發音有時為 ，

是子音，所以前面要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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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dia bought . . . Trent bought . . .

用 或 寫出 和 在超市裡購買的商品名稱。

lightbulb

orange

magazine

umbrella

lamp

fish

ice cube tray

art museum

glass of beer

owl

cup of coffee

café

cab

opera

2 自列表選出適當的詞彙，加上 或 ，完成右列句子。

I could walk home, but I would rather take . 

We don’t have any wine. Do you want ?

I’m having an espresso. Would you like ?

Have you ever been to ?

She spent more than 5 years composing   based on 
a novel about Africa. 

We had a lunch at  in Montmartre.

In her dream she saw  sitting  
on a branch of a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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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和冠詞

5Unit  

A, an, the

不定冠詞和定冠詞

、 稱為不定冠詞，用於非特指的

名詞前。當我們用 、 時，並沒有

要對方清楚知道所指的是哪一個。

稱為定冠詞，用來特別指某一個

名詞。用 表示你認為對方清楚知

道所指的是哪一個。

1

2

There’s a movie theater near here.
這附近有間電影院。

That’s Mark standing outside the theater.
馬克正站在那間戲院的外面。

Let’s watch a horror movie.
我們去看恐怖片吧。

The laptop I just bought was expensive.
我剛買的筆記型電腦很貴。

   Are you going to watch 1  action 
movie?
你要去看動作片嗎？

  Let’s dine in 2  Chinese restaurant 
tonight.
我們今天晚上去吃中國菜吧。

   We rented two movies. Let’s watch 
3  Chris movie first.
我們租了兩部片子，先來看克里斯演的那部吧。

   Let’s go to 4  newly-opened Italian 
restaurant.
我們去那家新開的義大利餐廳吧。

再來比較一次用 和 的差別。3

此外，我們經常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到

某物時用 ，再次提及時用 。

4

There’s a talk show at eight tonight.
今天晚上八點有個脫口秀。

When Jane entered the forest, she saw 
a unicorn. She followed the unicorn to a 
green lake.
珍走進森林，看到一隻獨角獸，於是她尾隨獨
角獸，來到一座綠色的湖泊邊。

Sam is watching The Ellen Show.   
山姆正在看艾倫秀。

Ted : Kevin’s father bought a bicycle 
for him last week.

Susan : Really? Is the bicycle expensive?
泰德： 凱文的爸爸上星期買了一台腳踏車

給他。
蘇珊： 真的嗎？那台腳踏車貴不貴啊？

Are you going to watch a movie? 

你打算看部電影嗎？

Are you going to watch the 
movie? 你要看這部電影嗎？
確定知道是哪一部電影。

並不確定
是哪一部
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