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 1 名詞 Nouns

Chapter

1

1

名詞的種類（一）：普通名詞和專有名詞

名詞是用來表示人、事物、地點、行為、感情等的單字或片語。名詞在句中可作主詞、受詞、
主詞補語、受詞補語、同位語或作為修飾語之用。

2 名詞可以分為普通名詞和專有名詞。
3 普通名詞分為物質名詞、具體名詞、抽象名詞、集合名詞和複合名詞。 參見 Chapters 2, 3

1
1

普通名詞（Common Nouns）

普通名詞是一個非特定（泛指）的人、動物、事物或地點的普通名稱。

mom 媽媽

dog 狗

car 汽車

house 房子

wood 木頭

anger 憤怒

peace 和平

family 家庭

2 普通名詞 有 可數名詞 和 不可數名詞。可數名詞可以是單數，也可以是複數。 單數可數名詞
前面需要加 冠詞（a/an/the）或其他 限定詞（如：this、her、Mary’s）， 複數可數名詞 前
不加冠詞，但特指時要加定冠詞 the 或其他限定詞（如：these、her、Mary’s）。
 參見 Chapter 4 & Unit 3

Annie is smoker, and she smokes like chimney.
Annie is a smoker, and she smokes like a chimney. 安妮抽菸，而且她是個老菸槍。
smoker、chimney 為單數普通名詞，
第一次提及時須與不定冠詞 a 連用。

3 普通名詞還包括不可數名詞。不可數名詞只有單數形式，前面不加冠詞 a/an。

 參見 Chapter 5

Times fly when I play basketball with some friendly guys.
Time flies when I play basketball with some friendly guys.

time 在這裡指「時間」，是不可數名詞，沒有複數形式，作主詞時，要接單數動詞。

每當我跟一些友好的夥伴們打籃球時，時間就會過得很快。

2
1

專有名詞（Proper Nouns）

專有名詞是一個特定的人、事物或地點的名稱，其首字母必須大寫。

Lisa 麗莎

the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

人名

Disney World 迪士尼世界
September 九月
Time《時代》雜誌
特定人物的名稱
y

8

月分名

地名

Yale University 耶魯大學

組織名
大學名

Sweet Valley High《甜蜜山谷高中》

書名

報刊名
特定小說的名稱（書名、戲劇名在句中通常用斜體）

Kay loved that romantic novel Love Will Stay. 凱喜歡《愛情長流》那本愛情小說。

特定節日的名稱
y

特定月分的名稱

Unit
1

st

Halloween falls on the 31 of October. 十月三十一號是萬聖節。

y

名詞

按照嚴格的文法規則，美國總統 President 要大寫，無論用在人名前（如：President Trump），
還是不用在人名前（如：the President、the Vic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going to visit Spain and Bahrain.
注意：句首 the 要大寫。

專有名詞中的冠詞 the 和部分較短的介系詞（如：of、in 等）
不需要大寫。

1

名詞的種類︵一︶：普通名詞和專有名詞

美國總統要拜訪西班牙和巴林。

2 專有名詞指一個特定的人、地點、事物的名稱時，通常不加冠詞。
Was Lily born in the Italy?

Was Lily born in Italy? 莉莉出生於義大利嗎？

Mt. Fuji 和 Japan 為特定地名，
都不與冠詞連用。
y

Is Mt. Fuji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Japan? 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嗎？

3 有些專有名詞要加定冠詞 the，比如某些含有普通名詞的地名、組織名、國家名。

 參見 Chapters 24, 25

the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

大洋名

the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

組織名

國家名

Practice
1

訂正錯誤。

1

His home is in rome.

2

Jean, is tonight the Halloween?

3

Andy loved the movie called chocolate candy.

4

Buckingham palace in London was where I met Claire.

2

從右欄選出與題目同類的名詞，填入空格中。
1
2
3
4
5
6

student, pilot

Ⓐ Paris, Chicago

New Delhi, Taipei

Ⓒ Australia, the United Kingdom

giraffe, kangaroo

cellphone, camera
Japan, Germany

Monday, February

Ⓑ computer, washing machine
Ⓓ March, Sunday
Ⓔ tiger, zebra

Ⓕ doctor, police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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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詞的種類（二）：物質名詞、具體名詞、
抽象名詞和複合名詞

1

物質名詞（Mass Nouns）

物質名詞是材料、食品、飲料以及固體、液體和氣體的名稱。物質名詞是不可數名詞。

air 空氣

dust 灰塵

money 錢

spaghetti 義大利麵

coffee 咖啡

gold 金子

rice 米

water 水

milk 是物質名詞，是不可數名詞，作主詞時，動詞要用單數形式（does）。

y

Does the milk taste sour after being in the sun for more than an hour?
如果把這牛奶放在太陽下超過一小時，牛奶會變酸嗎？

2

具體名詞（Concrete Nouns）

代表能觸摸、嘗、聞、看見、聽到的東西（能用五官感覺到的東西）的字彙，為具體名詞。
具體名詞可以是可數名詞，也可以是不可數名詞（物質名詞）。

dog 狗
y

salt 鹽

perfume 香水

music 音樂

Please pass me the salt. 麻煩你把鹽遞給我。

3
1

抽象名詞（Abstract Nouns）

代表品質、觀念、感情和無法觸摸的東西的字彙，為抽象名詞。

ambition 抱負

anger 憤怒

democracy 民主

progress 進步

2 許多抽象名詞是不可數名詞，沒有複數形式，通常不加冠詞（the/a/an）。

liberty、death 是一種無形的概念，屬於抽象名詞，
不與冠詞連用，也沒有複數形式。

y

Beth cried,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貝絲大喊：「不自由，毋寧死！」

比較

如果抽象名詞後面有 of 片語或形容詞子句修飾，就需要加冠詞 the。比如：
 the honesty of
y

 the honesty + 形容詞子句

The man who is swimming against the stream knows the strength of it.
逆流而上的游泳者方知水流的力量。
——President Thomas Woodrow Wilson 美國總統湯瑪斯．伍德羅．威爾遜

抽象名詞 strength 因後面有 of 片語修飾，
需要加冠詞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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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

3 少數抽象名詞是 可數名詞（如：decision 決定、feeling 感覺、lie 謊言），有 複數形式。
這類可數的抽象名詞用作單數時，就要加冠詞（a/an/the）。
feeling 是可數的抽象名詞，有複數形式 feelings。

What you just said has hurt my feelings. 你剛才說的話傷了我的感情。

y

lie 是可數的抽象名詞，用作單數時要加冠詞 a。

名詞的種類︵二︶：物質名詞、具體名詞、抽象名詞和複合名詞

4
1

2

Why did she tell me a lie? 為什麼她要對我說謊？

y

複合名詞（Compound Nouns）

名詞還可以根據形式分為簡單名詞（如：society 社會、idea 主意）和複合名詞（如：
airplane 飛機、apple juice 蘋果汁）。複合名詞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名詞組成的一個或
一組名詞。

2 複合名詞的三種形式：
1 沒有連字號

airline 航線

dressmaker 裁縫師

2 帶有連字號

daughter-in-law 媳婦

earthquake 地震

life-style 生活方式

runner-up 亞軍

3 由兩個或三個名詞構成的一組名詞（在意義上是一個名詞）

fashion magazine 時尚雜誌

table tennis tournament 桌球錦標賽

picture book 繪本

vacuum cleaner 吸塵器

3 複合名詞的構成：
1 名詞 + 名詞
提示

1

hair dryer 吹風機

snowball 雪球

toenail 腳趾甲

「名詞 + 名詞 」是最常見的一種複合名詞形式。這種複合名詞的 複數形， 第一個
名詞（被視為修飾語）通常是 單數， 第二個名詞 用 複數。若複合名詞是由三個名
詞構成，複數形式是把最後一個名詞加上複數字尾。
第一個名詞用單數
y

one hotel receptionist

第二個名詞用複數

two hotel receptionists 酒店接待員
三個名詞構成的複合名詞，
最後一個名詞用複數。

y

one basketball team

two basketball teams 籃球隊

countrymen 是 countryman 的複數形。
第一個名詞 country 視為修飾語，只用單數
形，把第二個名詞 man 變為複數形 men。
y

If we love our country, we should also love our countrymen.
如果我們愛國，就也應該熱愛我們的同胞。
—— President Ronald Wilson Reagan 美國總統羅納德．威爾遜．雷根

2

有些名詞因為本來就慣用複數形，因此作複合名詞裡的修飾語（即第一個名詞）
時，也要保留複數形。
y

a sports team 一支體育隊伍

two sports teams 兩支體育隊伍

y

a clothes closet 一個衣櫥

three clothes closets 三個衣櫥
11

讀音規則

2 名詞 + 動詞

3 名詞 + 副詞

複合名詞重音通常
在第一音節。

haircut 理髮

sunset 日落

sunrise 日出

waterfall 瀑布

hanger-on 隨從

time-out/timeout 暫停

passerby 行人
4 動詞 + 副詞

5 形容詞 + 名詞

6 副詞 + 動詞

7 副詞 + 名詞

hangover 宿醉

takeoff 起飛

makeup/make-up 化妝

tryout 試驗

middle class 中產階級

whiteboard 白板

full moon 滿月

half sister 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姊妹

downpour 豪雨

outlet 出口；折扣店

income 收入

upturn 向上；好轉

bystander 旁觀者

underground 地道；地面下層

onlooker 旁觀者

upstairs 樓上

8 形容詞 + 動名詞

dry-cleaning 乾洗

public speaking 演說

9 動詞／動名詞 + 名詞

breakwater 防波堤

chewing gum 口香糖

scarecrow 稻草人

rocking chair 搖椅

提示

注意 複合名詞 和 形容詞 + 名詞 片語的區別。

a greenhouse

a bluebird
藍鴝

溫室

形容詞 + 名詞

複合名詞

a green house

a blue bird
藍色的鳥

12

複合名詞

綠色的房子

形容詞 + 名詞

Practice

名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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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下列句子裡的劃線部分是否正確。正確打 ，不正確打 ，並訂正錯誤。

1

[ ] Are May Dove and Ray Glove in a love?

2

[ ] To everyone’s joy, May married Ray today.

3

[ ] Coco and Joe are both bus drivers in Chicago.

4

[ ] The honesty is the first chapter in the book of the wisdom.

5

[ ] Amy and Lily are businesses students at Saint Leo University.

從右欄選出與左欄同類的名詞，填入空格中。並寫出名詞的類型：表人物的可數名詞、
表地點的可數名詞、可數的抽象名詞、物質名詞（不可數名詞）、不可數的抽象名詞。
1

writer, nurse

Ⓐ idea, lie

2

thought, feeling

Ⓑ hatred, love

3

bedroom, kitchen

Ⓒ pilot, student

4

freedom, democracy

Ⓓ milk chocolate
（牛奶巧克力）

5

3

chocolate milk
（巧克力牛奶）

Ⓔ school, library

根據括弧裡提供的文字，完成下面的句子。

1

are shirts made of cotton.（棉襯衫）

2

are blouses made of silk.（絲質上衣）

3

are jackets made of leather.（皮夾克）

4

is a fork made of silver.（銀製餐叉）

5

名詞的種類︵二︶：物質名詞、具體名詞、抽象名詞和複合名詞

2

2

Mr. Rush needs a

.（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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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名詞的種類（三）：集合名詞
集合名詞的定義（Collective Nouns）

集合名詞是指團體或集體的名稱。

army 軍隊

audience 觀眾

class 班級

family 家庭

2 數目的一部分和錢的總和也被視為集合名詞。
one- fourth 四分之一

two thousand dollars 兩千美元

3 集合名詞是可數名詞，有複數形式，作單數時，可以用冠詞 a/an 修飾。
one team  two teams 隊伍
y

one family  two families 家庭

集合名詞（army）是可數名詞，單數 army 前可以加不定冠詞 an。

Discipline is the soul of an army. 紀律是軍隊的靈魂。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 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

2
1

集合名詞接複數動詞或單數動詞？

集合名詞 作主詞時，如果將集合名詞看成是構成集體的 數個個體，比如多個家庭成員，就
用 複數動詞。如果將集合名詞視為 一個整體，而不是一群人，就用 單數動詞。不過，在 美
式英語裡，集合名詞後面通常用單數動詞。
family 指一個整體單位，動詞用單數 is。

y

My family is gathering in Taipei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 My family members are all gathering in Taipei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我的家人聚在臺北歡慶春節。

如果要強調數個個體，美式通常用「members + 複數動詞」，
英式可以用「集合名詞（family）+ 複數動詞（are）」。

2 如果集合名詞前面用了 a/an，後面接 of 片語，動詞用單複數形都可以，較常使用單數形；
如果用「this/that/the + 集合名詞 + of 片語」作主詞，則要用單數動詞。
較常用單數動詞。
y

A team of scientists is/are studying the geology of Mars. 一組科學家正在研究火星的地質。
要用單數動詞。

y

That group of people is praying for sunny days. 那群人正在祈禱風和日麗的晴天來臨。

3 以下三個集合名詞要用複數動詞：police（警方）、people（人們）、cattle（牛群；牲畜）。
y

The cattle are happily grazing in the fields. 牛群正在田裡快樂地吃草。

y

The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Mr. Carr. 警方在調查卡爾先生。

4 表達數字的片語通常被看作整體，所以是單數；但如果看作是一組個體單位，那就是複數。
指一個總數，接單數動詞。
y

Four years is a long time to be in the Army. 四年對從軍來說是一段漫長的時間。
指一些個體單位（一年、兩年、三年、四年），接複數動詞。

14

y

Four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I left New York. 自從我離開紐約已經過四年了。

Practice
根據美式英語的習慣用法，用 be 動詞的正確形式填空，完成下面的句子。

In Greece, the police

4

5

2
1

2

3

4

The jury

in no hurry to reach a decision about Mary Missouri.

In the last year, about eight thousand dollars
for Kate.
Nine tenths of wisdom

spent on the tutors

being wise in time.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根據括弧裡的文字提示，完成下面的句子。

a discussion about her college plans.
（Ann 一家正在討論；強調整體；用現在進行式）
a discussion about her college plans.
（Ann 的家人正在討論；強調家庭成員；用現在進行式）
full of enthusiasm.
（我們的足球隊；強調整體；用現在簡單式）
full of enthusiasm.
（我們的足球隊員們；強調若干個體；用現在簡單式）

5

Honey exclaimed, “A million dollars

6

Ann

Why are you grinning?

Dan

I am grinning because

7

3

twenty dollars enough to pay for the lunch?

2
3

looking for this car.

名詞的種類︵三︶：集合名詞

1

名詞

1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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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多錢）

.（我們的女子籃球隊要贏了）

One-fifth of the faculty at Villa High School
（屬於太空俱樂部〔Space Club〕；指一個整體單位）

.

since I last saw Kate.

8

（已經過去八年了；用「八年」作主詞）
9

10

Ten years
（是很長時間；用簡單現在式）
The electricity company
（正在降低；用動詞 lower 的現在進行式）

to live on the Moon.
its rates in New York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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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數名詞與不可數名詞（一）：可數名詞
可數名詞的定義（Countable Nouns）

1 名詞可以根據其「可數性」，分為可數名詞和不可數名詞。
2 大多數名詞都是 可數名詞，之所以稱為可數名詞，是因為這些名詞所指的人、動物或事物
可以計算（如：one rocket 一枚火箭、 two rockets 兩枚火箭）。
3 可數名詞又分為單數名詞和複數名詞，具有複數形式。

2

單數可數名詞的定義（Singular Countable Nouns）

1 單數可數名詞是用來指一個人、動物、地點或事物的名詞。
2 單數可數名詞不能單獨使用，需要加冠詞（a/an/the）、相應的代名詞（如：this、
another、every、each）、所有格（如：my、Mary’s）或數詞（基數詞或序數詞）。
another soldier 另一個士兵

every student 每一個學生

one tiger 一隻老虎

each police officer 每個警察

his doctor 他的醫生

the first chapter 第一章

Is Kate really great scientist?
Is Kate really a great scientist? 凱特真的是一名偉大的科學家嗎？
單數可數名詞 scientist 前面要加不定冠詞 a。

3 單數可數名詞作主詞時，動詞用單數形式。
Where are my black backpack?
Where is my black backpack? 我的黑色背包在哪裡？

3
1

複數名詞的定義（Plural Nouns）

複數名詞則指多於一個人、動物、地點或事物的名詞，字尾要用名詞的複數形式。
可數名詞的單數

汽車
a car
a computer 電腦
狗
a dog

可數名詞的複數

 two cars
 two computers
 two dogs

可數名詞的單數

a doctor 醫生
飛行員
a pilot
a teacher 老師

可數名詞的複數

 two doctors
 two pilots
 two teachers

2 複數名詞不與 a/an 連用。
3 複數名詞作主詞時，動詞要用複數形式。
Both sisiters runs faster than their three brothers.
Both sisters run faster than their three brothers. 這兩姐妹比她們的三個兄弟都跑得快。
16

4 一些複數名詞的慣用語：「all + 複數名詞」表示「具有……特色的情境」。
all nerves 神經緊繃

all tears 淚流滿面

all eyes 全神貫注

all smiles 滿臉笑容

all thumbs 笨手笨腳

名詞

all ears 仔細聆聽

Unit
1

提示

4

可數名詞與不可數名詞︵一︶：可數名詞

「the + 形容詞╱分詞」 = 複數名詞，表示「具有……特質者」，是集合名詞，
指某一大類的人，作主詞時，動詞要用複數。

the rich 富人
the poor 窮人
y

the living 活著的人
the many 多數人

the handicapped 殘障者
the injured 傷患

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 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

many 和 few 在這裡是限定詞，相當於形容詞。the many 意思是「多數人；大眾」，
the few 意思是「少數人」，都是複數，形容詞子句的動詞要用複數 are。

如果一個自由社會不能幫助眾多的窮人，它就不能維護少數的富人。
——President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美國總統約翰．菲茨傑拉德．甘迺迪

Practice
1

判斷下列句子裡的劃線部分是否正確。正確打 ，不正確打 ，並訂正錯誤。

1

[ ] A smoker often don’t smell good or feel healthy.

2

[ ] It was a bad mistake not to listen to my dad’s advice about Jake.

3

[ ] Yesterday she gave long talk about not driving a motorcycle on a sidewalk.

4

[ ] Snow White, with her dwarf friends, were at the dance last night.

5

[ ] The middle-aged are often busy taking care of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2
1
2
3
4
5

將正確答案劃上底線。

A bluebird is | are singing happily in the woods.

On your way home, please buy a | two loaf of bread.
There’s a talk show | talk show at seven tonight.

In the zoo, animals like lions, tigers, and pandas often attracts | attract attention.
Please give me two | the box of chocolate candy by the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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