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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零基础·这本英语单词书超好用》共有两个部分。

    Chapter 1 收录日常生活中常用的 1000 英语实用词

汇，分为生活常识词汇、日常生活词汇、娱乐休闲词汇、

其他常用词汇四大类。

    Chapter 2 精选 45 个高频前缀，22个高频后缀。本

书通过对高频前缀、后缀的分析，帮助读者掌握构词法，

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科学分类，高效记忆

    本书采取将实用词汇分类记的方式，33 个小类囊括

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每一个单词均标明音标及汉语 

词义，以便英语学习者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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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盖面广，现查现用

    全书涵盖面广，覆盖了英语词汇学习中必须掌握的核

心词汇及构词法等基本内容。该书涉及面虽广，但是入手

容易，携带方便，查找简易，现查现用。

    ·词根词缀，一次掌握

    前缀可以改变一个单词的释义，后缀可以改变一个单

词的词性。英语四、六级词汇基本囊括其中，足以满足日

常生活及一般英语考试之需。

    本书外形小巧可爱，携带方便，是读者朋友们非常值

得拥有的一本入门小书。

  2018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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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英语单

词书超好用

第一章 生活常识词汇

1. 数词 
001

one /wʌn/ n. 一

two /tuː/ n. 二

three /θriː/ n. 三

four /fɔː/ n. 四

fi ve /faɪv/ n. 五

six /sɪks/ n. 六

seven /ˈsevn/ n. 七

eight /eɪt/ n. 八

nine /naɪn/ n. 九

ten /ten/ n. 十

eleven /ɪˈlevn/ n. 十一

one /wʌn/ n. 一

two /tuː/ n. 二

three /θriː/ n. 三

four /fɔː/ n. 四

fi ve /faɪv/ n. 五

six /sɪks/ n. 六

seven /ˈsevn/ n. 七

eight /eɪt/ n. 八

nine /naɪn/ n. 九

ten /ten/ n. 十

eleven /ɪˈlevn/ n.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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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lve /twelv/ n. 十二

thirteen /ˏθɜːˈtiːn/ n. 十三

fourteen /ˏfɔːˈtiːn/ n. 十四

fi fteen /ˏfɪf ̍ tiːn/ n. 十五

sixteen /ˏsɪkˈstiːn/ n. 十六

seventeen /ˏsevnˈtiːn/ n. 十七

eighteen /ˏeɪˈtiːn/ n. 十八

nineteen /ˏnaɪnˈtiːn/ n. 十九

twenty /ˈtwentɪ/ n. 二十

thirty /ˈθɜːtɪ/ n. 三十

forty /ˈfɔːtɪ/ n. 四十

fi fty /ˈfɪftɪ/ n. 五十

sixty /ˈsɪkstɪ/ n. 六十

seventy /ˈsevntɪ/ n. 七十

twelve /twelv/ n. 十二

thirteen /ˏθɜːˈtiːn/ n. 十三

fourteen /ˏfɔːˈtiːn/ n. 十四

fi fteen /ˏfɪf ̍ tiːn/ n. 十五

sixteen /ˏsɪkˈstiːn/ n. 十六

seventeen /ˏsevnˈtiːn/ n. 十七

eighteen /ˏeɪˈtiːn/ n. 十八

nineteen /ˏnaɪnˈtiːn/ n. 十九

twenty /ˈtwentɪ/ n. 二十

thirty /ˈθɜːtɪ/ n. 三十

forty /ˈfɔːtɪ/ n. 四十

fi fty /ˈfɪftɪ/ n. 五十

sixty /ˈsɪkstɪ/ n. 六十

seventy /ˈsevntɪ/ n.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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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y /ˈeɪtɪ/ n. 八十

ninety /ˈnaɪntɪ/ n. 九十

hundred /ˈhʌndrəd/ n. 百

thousand /ˈθaʊznd/ n. 千

million /ˈmɪljən/ n. 百万

fi rst /fɜːst/ n. 第一

second /ˈsekənd/ n. 第二

third /θɜːd/ n. 第三

fourth /fɔːθ/ n. 第四

fi fth /fɪfθ/ n. 第五

sixth /sɪksθ/ n. 第六

seventh /ˈsevnθ/ n. 第七

eighth /eɪtθ/ n. 第八

ninth /naɪnθ/ n. 第九

tenth /tenθ/ n. 第十

eighty /ˈeɪtɪ/ n. 八十

ninety /ˈnaɪntɪ/ n. 九十

hundred /ˈhʌndrəd/ n. 百

thousand /ˈθaʊznd/ n. 千

million /ˈmɪljən/ n. 百万

fi rst /fɜːst/ n. 第一

second /ˈsekənd/ n. 第二

third /θɜːd/ n. 第三

fourth /fɔːθ/ n. 第四

fi fth /fɪfθ/ n. 第五

sixth /sɪksθ/ n. 第六

seventh /ˈsevnθ/ n. 第七

eighth /eɪtθ/ n. 第八

ninth /naɪnθ/ n. 第九

tenth /tenθ/ n. 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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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活常识词汇

2. 时间 
002

time /taɪm/ n. 时间

date /deɪt/ n. 日期

second /ˈsekənd/ n. 秒

minute /ˈmɪnɪt/ n. 分钟

hour /ˈaʊə/ n. 小时

day /deɪ/ n. 一天

week /wiːk/ n. 星期，周

month /mʌnθ/ n. 月

year /jɪə/ n. 年

century /ˈsentʃərɪ/ n. 世纪

morning /ˈmɔːnɪŋ/ n. 早晨

afternoon /ˏɑːftəˈnuːn/ n. 下午

time /taɪm/ n. 时间

date /deɪt/ n. 日期

second /ˈsekənd/ n. 秒

minute /ˈmɪnɪt/ n. 分钟

hour /ˈaʊə/ n. 小时

day /deɪ/ n. 一天

week /wiːk/ n. 星期，周

month /mʌnθ/ n. 月

year /jɪə/ n. 年

century /ˈsentʃərɪ/ n. 世纪

morning /ˈmɔːnɪŋ/ n. 早晨

afternoon /ˏɑːftəˈnuːn/ n.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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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ing /ˈiːvnɪŋ/ n. 傍晚

night /naɪt/ n. 夜晚

yesterday /ˈjestədɪ/ n. 昨天

today /təˈdeɪ/ n. 今天

tomorrow / təˈmɒrəʊ/ n. 明天

3. 星期 
003

Monday /ˈmʌndɪ/ n. 星期一

Tuesday /ˈtjuːzdɪ/ n. 星期二

Wednesday /ˈwenzdɪ/ n. 星期三

Thursday /ˈθɜːzdɪ/ n. 星期四

Friday /ˈfraɪdɪ/ n. 星期五

Saturday /ˈsætədɪ/ n. 星期六

Sunday /ˈsʌndɪ/ n. 星期日

evening /ˈiːvnɪŋ/ n. 傍晚

night /naɪt/ n. 夜晚

yesterday /ˈjestədɪ/ n. 昨天

today /təˈdeɪ/ n. 今天

tomorrow / təˈmɒrəʊ/ n. 明天

Monday /ˈmʌndɪ/ n. 星期一

Tuesday /ˈtjuːzdɪ/ n. 星期二

Wednesday /ˈwenzdɪ/ n. 星期三

Thursday /ˈθɜːzdɪ/ n. 星期四

Friday /ˈfraɪdɪ/ n. 星期五

Saturday /ˈsætədɪ/ n. 星期六

Sunday /ˈsʌndɪ/ n.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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