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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英语构词法                   
（红宝书 编辑） 

词是构成任何语言的基本单位，而单词毫无例外是构成英语的基本单位。英语词的构成有一定

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构词法，掌握构词法知识对我们更好的理解词义、认识新词和扩大词汇量方

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考研英语的构词法主要有三种：合成法、转化法和派生法。本单元将逐一

论述。 

第一节  合成法（Compounding） 

合成法是指一个新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合成，这种单词之间要有连字符连接，也可直接连

在一起，下面着重讲述四种词性的合成： 

一、合成名词，如： 
dress-shirt（礼服衬衫） draw-bridge（吊桥） 

flash-flood（暴洪） echo-sounder (回声探测器) 

lotus-eater (贪图享乐的人) nut-house (疯人院) 

power-point（电源插座） gaunt-let（冒险，受气） 

二、合成形容词，如： 
trust-worthy（值得信赖的） quick-change（瞬变的） 

pug-nosed（长有狮子鼻的） on-stage（在舞台上的） 

mouth-watering（令人垂涎的） strike-bound（因罢工而停顿的） 

run-of-the-mill（普通的） stand-up（站着吃的，单口相声的，激烈的） 

三、合成动词，如： 
rum-mage（搜寻） tip-toe（踮着脚走） 

proof-read（校对） counter-act （抵抗） 

 sight-read（即兴演秦乐曲） over-haul (大修，仔细检查） 

short-change（少找给某人钱） cat-nap（打盹）    

四、合成副词，如： 
straight-way（立刻，马上） like-wise（同样地） 

never-the-less（尽管如此） where-fore （因此） 

not-with-standing (尽管、还是) sky-high（极高地） 

scot-free（免受惩罚，免受伤害） some-how（以某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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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转化法（Conversion） 

转化法是指单词词形不变，而词性却由一种词性转化为另一种词性，转化后的词义与转化前相

比有时有联系，有时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化为动词： 
（一）名词转化为动词 

slip（n.滑倒，小错）——（v.滑倒，悄悄地塞入） 

trumpet（n.小号，喇叭) ——（v.大声宣告或鼓吹) 

plate（n.盘子）——（v.镀） 

lap(n.重叠部分）——（v.包扎，拍打，接受） 

（二）形容词转化为动词 

coordinate (a.同等的）—— (v.使协调） 

last（a.最后的）——（v.持续，维持） 

firm（a.坚固的）——（v.变稳固、变坚实） 

seal (n.海豹）——（v.盖印，封住） 

（三）副词转化为动词 

snap（adv.伴有断裂，开或关等声音)——（v.厉声说) 

forward（adv.向前) ——（v.邮寄，传递，提高) 

counter（adv.相反) ——（v.反对，反击) 

dirty（adv.很，非常) ——（v.弄脏) 

二、转化为名词 
（一）动词转化为名词 

associate (v.联系）——（n.同事，伙伴） 

zero（v.瞄准，聚焦）—— (n.零点） 

warp（v.使弯曲）—— (n.弯曲，偏见） 

zone（v.划规）—— (n.区域） 

（二）形容词转化为名词 

warm (a.温暖的，热情的）—— (n.加热） 

bound (a.准备去）—— (n.跳，跳跃） 

bottom (a.最后的，最底的）—— (n.底面） 

ill (a.不适，有病）—— (n.恶行，邪恶） 

三、转化为形容词 
（一）名词转化为形容词 

relative（n.亲戚）—— (a.相对的） 

forte (n.特长）—— (a.强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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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nk（n.醉鬼）—— (a.烂醉的，飘飘然） 

initial（n.首字母）—— (a.最初的） 

（二）副词转化为形容词 

sharp（adv.准时地，整点）—— (a.锋利的，陡峭的） 

stark（adv.完全地）—— (a.光秃秃的，阴郁的） 

cheap（adv.廉价）—— (a.便宜的，花钱少的） 

devilish（adv.很，非常）—— (a.邪恶的，恶毒的） 

（三）介词转化为形容词 

inside(prep.在或往某人/某物里面)---(a.内部的，从内部得到的) 

down(prep.朝向下方，沿着) —— (a.往下的，向下的) 

given(prep.考虑到，鉴于) —— (a.给予的，指定的) 

in(prep.向/在里面)---(a.内部的，内在的) 

四、转化为副词： 
（一）名词转化为副词： 

light（n.光线，光源) —— (adv.轻装地) 

down（n.绒毛，汗毛) —— (adv.往低处，向下) 

slap（n.掌击) —— (adv.直接，正好) 

well（n.水井，来源) —— (adv.满意地，称赞地) 

（二）形容词转化为副词： 

live（a.有生命的，发着光的) —— (adv.从现场，实地) 

little（a.小的，短的) —— (adv.稍许) 

due（a.应支付，到期) —— (adv.正向) 

express（a.迅速的，清楚的) —— (adv.用快邮递送) 

（三）介词转化为副 

up(prep.上面，沿着) —— (adv.向上地，接近) 

about(prep.在周围，到处) —— (adv.四周地，随处) 

around(prep.沿、、、绕成一圈，包围) —— (adv.四方，围绕) 

over(prep.在、、、正上方) —— (adv.由上往下，横过) 
 

第三节  派生法（Derivation） 

派生法是指在一个词的词根（root）的前面或后面加上某个词缀产生新词，加在前面的词缀称作

前缀（prefix），加在后面的词缀称作后缀（suffix），现就研究生考试中经常出现的前、后缀加以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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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研常用前缀 
（一）表示“相反”意义的前缀 

1.dis- 
accord调和 —— dis-accord不调和，不一致 

burden重负—— dis-burden解除负担 

array排列—— dis-array杂乱，混乱    

please满意—— dis-please惹怒 

2.il-（在字母l之前） 

logical合乎逻辑的—— il-logical不合逻辑的，悖于理的 

legality合法—— il-legality不合法 

legibility读写清楚—— il-legibility模糊，不能辩识 

legitimacy合法—— il-legitimacy  违法，推断错误 

3.im-（在字母b、m和p之前） 

mature成熟的—— im-mature 未成熟的 

balance平衡—— im-balance不平衡 

passable相当不错的—— im-passable 不可通行的         

perfect完美的 —— im-perfect不完美的 
4.in- 

accessible容易接近的——in-accessible无法接近的 

adequate充分的——in-adequate不充分的 

cognizant理解的——in-cognizant未察觉的 

delicate娇嫩的——in-delicate不精致的 
5.ir- 

resistable可抗拒的——ir-resistable 不可抗拒的 

rational理性的——ir-rational不合理的 

replaceable可代替的——ir-replaceable 不可代替的    

relevant有关的——ir-relevant无关的 
6.non- 

conductor导体——non-conductor 绝缘体 

violence暴力——non-violence非暴力抵抗 

flammable易燃的——non-flammable不燃烧的       

verbal口头的，语言的——non-verbal不用言语表达的 
7.un- 

heard被听到的——un-heard未被听到的           

accustomed习惯的——un-accustomed不习惯的 

dying死的——un-dying 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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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ful忠诚的——un-faithful不忠的 

（二）表示“在……之中（之间）、相互”意义加前缀inter-如： 

Lace束紧——inter-lace混合，交织 

breed繁殖——inter-breed杂交、繁殖 

lock锁——inter-lock连锁 

personal个人的——inter-personal人际关系的 

（三）表示“中间的、居中的”意义加前缀mid-如： 

summer夏季——mid-summer仲夏 

night夜晚——mid-night 午夜 

day白天——mid-day中午，正午 

ship船——mid-ship船的中央部分 

（四）表示“错误的（地）、坏的（地）、不利地”意义加前缀mis-如： 

match搭配——mis-match误配 

quote引用——mis-quote错误地引用 

count计算——mis-count算错 

chance机会——mis-chance不幸、灾祸 

（五）表示“再一次、重新、返回、在……后”意义加前缀re-如： 

arrange安排——re-arrange 重新安排 

call呼唤——re-call 唤回 

decorate装饰——re-decorate重新装饰 

value估价——re-value重新估价 

（六）表示“越过、超越、过度的”意义加前缀over-如： 

charge索价——over-charge索价太高 

exposure曝光——over-exposure过度受光 

fly飞——over-fly飞越 

stock存货——over-stock存货过多 

（七）表示 “ 下面的 、 不完全地、从属于 ” 意义加前缀under-如： 

sell出售——under-sell廉价出售 

secretary部长——under-secretary副部长 

production生产——under-production生产不足  

garment外衣——under-garment衬衣 

（八）表示“一半、几分、不完全的、两次”意义加前缀semi-如： 

tone音调——semi-tone半音 

coke焦碳——semi-coke半成焦碳 

detached分开的，独立的——semi-detached半独立式的     

weekly周的—— semi-weekly每周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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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表示“非常小的、微型的、小规模的”意义加前缀mini-如： 

bus公交车——mini-bus小公交车   

computer计算机——mini-computer小型计算机 

skirt裙子——mini-skirt超短裙     

cab出租车——mini-cab小型计程车 

（十）表示“大量的、多数的”意义加前缀multi-(在元音前作mult-)如： 

linguistic语言的——multi-linguistic多种语言的  

storey层的——multi-storey多层楼的 

angular角形的——mult-angular多角的  

national国家的——multi-national多国的 

（十一）表示“反对、反传统式样”意义加前缀anti-如: 

war战争——anti-war反战的 

cancer癌症——anti-cancer抗癌 

aircraft飞行器——anti-aircraft对空的 

Semitic犹太人的 ——anti-Semitic反犹太人的 

（十二）表示“共同的、相互的、余角的”意义加前缀co-如： 

exist存在——co-exist共存 

sine正弦——co-sine余弦 

habit居住——co-habit同居 

education教育——co-education男女混合的教育 

（十三）表示“下降、分离、相反、除去”意义加前缀de-如： 

classify保密—— de-classify泄密 

rail铺设铁轨—— de-rail 脱离轨道 

appreciate赏识，升值—— de-appreciate贬值，折旧 

horn角—— de-horn除去角 

（十四）表示“本身的、独自的”意义加前缀auto-如： 

graphic书写的——auto-graphic亲笔的 

immunity免疫——auto-immunity自体免疫 

criticism批评——auto-criticism自我批评 

biographical传记的—— auto-biographical自传的 

（十五）表示“代理、副、次”意义加前缀vice-如： 

monitor班长——vice-monitor副班长 

president总统——vice-president副总统 

admiral海军上将—— vice-admiral海军中将，次于海军上将 

royalty 王位—— vice-royalty副王 

（十六）表示“在……之上、更加、超越”意义加前缀super-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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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ndance充足——super-abundance剩余，过度 

cool变凉——super-cool过度冷却 

addition增加物——super-addition追加 

incumbent在职者—— super-incumbent自上而下 

（十七）表示“在（时间、场所）……之后”意义加前缀post-如： 

glacial冰河的——post-glacial冰期后的 

graduate毕业生——post-graduate研究生 

diluvial诺亚洪水的——post-diluvial诺亚洪水后的 

Impressionism印象主义—— post-Impressionism后印象主义派 

（十八）表示“假冒的、虚伪的、不真诚的”意义加前缀pseudo-如： 

memory记忆——pseudo-memory记忆错误 

love爱情——pseudo-love假爱、不真诚的爱 

graphic文字的——pseudo-graphic伪书的 

scientific科学的—— pseudo-scientific伪科学的 

（十九）表示“远（距离）的、电视的”意义加前缀tele-如： 

photography摄影术—— tele-photography远距离摄影术 

typewriter打字机——电传打字机tele-typewriter 

meter计量器—— tele-meter测远计 

communication通信——tele-communication电信，远距离通讯 

（二十）表示“三（倍）的”意义加前缀tri-如： 

lingual语言的——tri-lingual三种语言的 

angulate角形的——tri-angulate由三角形组成的 

cycle自行车——tri-cycle三轮车 

colour色彩——tri-colour三色旗 

（二十一）表示“不良的、坏的（地）、非”意义加前缀mal-如： 

formed形成的——mal-formed畸形的 

function职能——mal-function障碍 

odorous有气味的——mal-odorous有臭味的 

adroit 伶俐的——mal-adroit拙劣的 

（二十二）表示“以前的、预先”意义加前缀pre-如： 

arrange安排——pre-arrange预先安排、预定 

suppose假定——pre-suppose预料 

caution警告——pre-caution预防 

cognition认识—— pre-cognition预感 

（二十三）表示“二次的、两个的”意义加前缀bi-如： 

monthly 每月的——bi-monthly 每两个月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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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al 横面，边——bi-lateral 两边的，双方的 

nary 一个也没有的——bi-nary 两个的，一对的 

partite 分裂的—— bi-partite 分成两部分的 

（二十四）前缀ex-用法如下： 

1.加在动词前表示“由……出来、完全地”之意，如： 

communicate授圣体给—— ex-communicate把……逐出教会 

act仿效，运做——ex-act迫切需求，强求 

2.加在形容词前表示“无……的、失去……的”之意，如： 

sanguine血红色的，红润的——ex-sanguine缺血的，贫血的 

directory列入电话簿的—— ex-directory未列入电话簿的 

3.加在名词前表示“从前的、前任的”之意，如： 

wife妻子—— ex-wife前妻 

ambassador大使——ex-ambassador前任大使  

(二十五)表示“下、稍微（不完全地）、近（靠近）、附属（助理、副）、更（再）”意义加前缀sub-如： 

cutaneous 皮肤的——sub-cutaneous 皮下的 

acid 酸味的—— sub-acid 稍有酸味的 

alpine 高山的——sub-alpine 亚高山带的 

plot 情节—— sub-plot 次要情节 

editor 主编—— sub-editor 副主编 

divide 分割，划分——sub-divide 再分，细分 

（二十六）表示“脱离、离开”意义加前缀ab-如： 

aft在船尾—— ab-aft 往船尾方向，在……后方 

ash灰色，苍白——ab-ash使困窘，脸红 

normal正常的，常态的—— ab-normal 反常的，变态的 

use使用——ab-use 滥用 

（二十七）表示“……之外的、范围外的”意义加前缀extra-如： 

curricular课程的—— extra-curricular 课外的 

sensory感觉器官的—— extra-sensory 超感官的 

embryonic胚胎的——extra-embryonic胚胎外的 

judicial法庭的—— extra-judicial 法院管辖以外的 

（二十八）表示“后、继”意义加前缀step-如： 

daughter女儿—— step-daughter继女 

dame 妇女——step-dame继母，后娘 

brother兄弟——step-brother异父（母）兄弟 

father父亲—— step-father继父，义父 

（二十九）表示“首位的（最高的）、主要的（第一的）、非常的、最初的”意义加前缀arch-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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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 天使——arch-angel 总领天使 

enemy敌人——arch-enemy大敌 

deacon 执事—— arch-deacon 总执事 

way进出口——arch-way入口 

（三十）表示“超过的、在……之上、超越的、非常的、过度的”意义加前缀hyper-如： 

physical自然的—— hyper-physical 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 

sonic声波的——hyper-sonic超音速的 

tension紧张，焦虑——hyper-tension过度紧张 

inflation 通货膨胀—— hyper-inflation 恶性通货膨胀 

(三十一)表示“横过、贯通、在（去）另一边、转变成其他状态（场所）、超越”意义加前缀trans-如： 

marine海洋的—— trans-marine 横渡海洋的 

pierce刺穿——trans-pierce贯穿 

Atlantic大西洋的—— trans-Atlantic 在大西洋彼岸的 

location 位置—— trans-location 转移 

formation构造，形成——trans-formation变形，转化 

（三十二）表示“之前、在前、预先的、先前的”意义加前缀fore-如： 

arm武装——fore-arm预先武装 

court 院落—— fore-court前院 

front前面——fore-front最前部 

doom 注定——fore-doom 预先注定 

（三十三）表示“极小的、一百万分之一的”意义加前缀micro-如： 

cephalic头（部）的——micro-cephalic头小的 

organism有机体，生物——micro-organism微生物 

meter计量器——micro-meter 千分尺 

tone音调—— micro-tone 微分音 

（三十四）表示“反对、报复、匹敌”意义加前缀counter-如： 

claim 声称—— counter-claim 反诉 

espionage间谍活动——counter-espionage反间谍活动 

part 角色—— counterpart 相对应的人 

irritant刺激药—— counter-irritant对抗刺激药 

（三十五）表示“外面的、分离的、在……之外、过度地、以便胜过”意义加前缀out-如： 

field 田野—— out-field 外场 

house住宅——out-house附属建筑物 

rageous愤怒的—— out-rageous 极无礼的，令人愤慨的 

smart聪敏的—— out-smart以机智胜过 

（三十六）表示“百、百倍、百分之一”意义加前缀centi-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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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等级—— centi-grade 百分度的 

gram 克——  centi-gram 百分之一克，公毫 

litre公升——  centi-litre 百分之一公升 

meter计量器——centi-meter公分 

（三十七）表示“生命、生物学的”意义加前缀bio-如： 

sphere领域、范围—— bio-sphere 生命层，生物圈 

gas气体—— bio-gas 生物气，沼气 

chemistry化学——bio-chemistry生物化学 

degradable 降解的—— bio-degradable 能被生物降解成的无害物 

（三十八）表示“完全、除去、使、以……围绕”意义加前缀be-如： 

smear涂污——be-smear 涂满 

reave抢夺——be-reave分离 

foul 粗俗——be-foul 诽谤 

cloud云——be-cloud 为云所遮掩 

（三十九）表示“置于（在）……中、使成……”意义加前缀en-或em-如： 

gulf深渊——en-gulf投入深渊 

bed嵌入——em-bed 插入，埋藏 

slave奴隶——en-slave使成奴隶 

fold折叠，包——en-fold 包裹，封入 

（四十）表示“大的、宏观的”意义加前缀macro-如： 

biotic关于生命的—— macro-biotic能促进长寿的 

cosmic宇宙的——  macro-cosmic 大宇宙的 

photography摄影—— macro-photography 近照特写摄影 

economics经济学——macro-economics宏观经济学 

二、考研常用后缀： 
(一)名词后缀： 

1.-er/-or/-ar/-ee/-ese/-ian/-ster/-eer/-ess/-ist 
abstain节制——abstainer戒酒者 

success继承——successor继承人 

peddle沿街叫卖——pedlar小贩 

indent 代购订货——indentee 代购商 

Portugal葡萄牙——Portuguese葡萄牙人 

library图书馆—— librarian图书管理员 

lion狮子——lioness母狮子 

trick欺诈的——trickster狡诈者，骗子 

auction拍卖—— auctioneer拍卖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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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y制药—— pharmacist药剂师 

2.-ant/-ent 
dispute争论——disputant争论者  

propel 推进，驱策——propellant火药，喷气燃料 

solve解答——solvent溶剂 

repel击退，使反感——repellent驱虫剂 
3.-ure 

expend花费——expenditure花费，消耗 

enclose包围，附寄——enclosure围绕，圈地 
4.-ation/-tion/-sion 

condense冷凝—— condensation凝结 

transpose调换——transposition改换 

expel驱逐——expulsion驱逐 

progress前进—— progression 进步 
5.-ness 

abstruse难懂的——abstruseness深奥 

supercilious傲慢的——superciliousness目空一切 
6.-al 

acquit宣告无罪——acquittal宣告无罪 

requite酬劳——requital报答 
7.-age 

wreck毁坏——wreckage残骸 

berth停泊——berthage泊位 
8.-dom 

christen施洗礼命名——Christendom基督教徒           

official官方的——officialdom官方 
9.-ship 

companion伴侣，种类——companionship友谊，交情         

lord贵族——lordship贵族权利 
10.-hood 

knight骑士——knighthood骑士身份，骑士精神              

woman妇女——womanhood妇女成年期 
11.-th 

weal福利，伤痕——wealth财富，大量        

twelve十二—— twelfth第十二 
12.–ism  

fetish 神物，迷恋——fetishism 拜物教，物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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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孤立——isolationism孤立主义 

13.–cy 
paramount最高的——paramouncy 卓越         

ascendant占优势的——ascendancy统治 
14.-ity/-ty 

multiply增加—— multiplicity 大数目      

mature使成熟——maturity成熟，到期日 

cruel残忍的——cruelty残忍              

nice 友善的，微妙的—— nicety享受，精确  
15.-ance/-ence 

resemble相似——resemblance相似          

allege宣称——allegiance效忠 

excel优于，胜过—— excellence 优秀，杰出            

prefer更喜欢——preference更喜欢 
16.-ment 

displace移位——displacement排水量            

resent愤怒——resentment憎恨 
17.-ry 

beneficial有益的——beneficiary受益人                 

basket篮，球篮——basketry编织物，编篮技巧 
18.-ings 

lash鞭打——lashings很多，大量            

furnish供应，陈设——furnishings陈设品 
19.-aire 

question询问—— questionnaire 问卷 

zillion数不清的——zillionaire亿万富翁 
20.-y 

worth价值—— worthy大人物 

seminar研究组—— seminary 神学院 
21.-ing 

thrash鞭打，打败—— thrashing 痛打，击溃 

woolgather 出神—— woolgathering 出神，发愣 
22.-ics 

linguist语言学家——linguistics语言学 

tact 机智，圆滑—— tactics 战术，策略 
23.-ial 

testimony证言，证实—— testimonial 推荐书，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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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y领域，版图——territorial英国地方自卫队队员 

restaurant餐厅——restaurateur餐厅经营者 
24.-ful 

spoon汤匙—— spoonful一匙的分量 

belly腹部—— bellyful太多，过量 
25.-um 

maximize增至最大极限 —— maximum 最大量（的），最大值（的） 

decorous 举止高雅的——decorum 高雅的举止 

(二)动词后缀： 
1.-en 

sweet甜的，悦耳的——sweeten使变甜，使可爱 

tough 强壮的，困难的——toughen变坚韧，变困难 
2.-ify 

solid固体——solidify凝固 

acid酸味的——acidify发酸 
3.-ize/-ise 

epitome体现——epitomize/epitomise体现 

natural天然的，不做作的——naturalize/naturalise使归化，移植 
4.-yze/-yse 

psychoanalysis精神病治疗法分析——psychoanalyze/psychoanalyse用精神分析法治疗  

paralysis瘫痪，无效——paralyze/paralyse使瘫痪，使无效 
5.-ate 

prognostic预兆的——prognosticate预测 

amalgam混合物—— amalgamate联合 
6.-ish 

burn 烧伤，发光—— burnish 擦亮，磨光 

brand 商标，烙印—— brandish 挥，舞动 

(三)形容词后缀 
1.-able/ -ible 

charity施舍，慈善机构——charitable慈善的 

pronounce发音——pronounceable可发音的 

access通道，接近——accessible 容易取得的，容易受影响的  

collapse倒塌，折叠——collapsible可折叠的 
2.-al 

pine松树——pineal松果体的 

mythology神话——mythological神话学的 
3.-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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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 草地，草皮—— sodden 浸透的 

maid少女—— maiden新鲜的，首次的 
4.-ic/-ical 

paleography 古文字学—— paleographic古文书的 

panorama不断变化的景色—— panoramic全景的 

biology生物的—— biological生物学的 

parasite食客——parasitical寄生虫的 
5.-ful 

wrath愤怒—— wrathful愤怒的 

bash重击—— bashful害羞的 
6.-less 

guile诡计，狡诈—— guileless不狡猾的，厚道的 

love爱情—— loveless无爱意的，冷淡的 
7.-ous/-eous/-ious 

multitude大量—— multitudinous非常多的 

contempt 蔑视—— contemptuous表示轻蔑的 

court讨好，求爱—— courteous有礼貌的，谦恭的 

bounty 慷慨，奖金——bounteous 慷慨的，丰富的 

prestige威望—— prestigious 有威信的 

prodigy奇迹，非凡的人—— prodigious 庞大的，惊人的 
8.-ly 

unearth挖掘—— unearthly怪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 

matron老太太—— matronly过胖的，庄重的 
9.-y 

pebble卵石—— pebbly多砾的 

spot斑点—— spotty长粉刺的 
10.-ate 

temper脾气，情绪—— temperate有节制的，温和的 

college学院—— collegiate大学的 
11.-ary 

expedition远征—— expeditionary远征的  

statue雕像——statuary 雕塑的 
12. -ant/-ent 

vigil守夜，值夜班—— vigilant不睡的，时刻警惕的 

vary改变——variant变动的 

concur同意—— concurrent赞成的 

abhor厌恶——abhorrent令人痛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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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sh 

clod笨蛋—— cloddish愚笨的 

freak怪物—— freakish怪异的 
14.-ive 

accommodate容纳，提供住宿—— accommodative肯通融的，亲切的 

affirm断定—— affirmative肯定的，赞成的 
15.-some 

frolic嬉戏—— frolicsome快活的 

loathe厌恶—— loathsome令人讨厌的 
16.-like 

workman——技工 workmanlike技艺熟练的  

business职业，事务—— businesslike实事求是的，完全彻底的 
17.-ing 

scald 烫伤—— scalding 滚烫的，灼人的 

forego抛弃，先行——foregoing上述的 
18.-ward 

wind风，呼吸—— windward迎风的 

lee庇护所——leeward 顺风的 
19-an 

suburb 郊区—— suburban 市郊的，褊狭的 

republic共和国—— republican 共和国的 
20.-ian 

stentor声音洪亮者—— stentorian 极大的，洪亮的 

Canada 加拿大—— Canadian加拿大的 
21.-ory 

prohibit禁止—— prohibitory禁止性的 

statute 法规——statutory 受法令约束的 
22.-ial 

proverb 谚语—— proverbial 格言的，有名的 

province 省，区域—— provincial 省的，粗俗的 
23.-ed 

concert音乐会—— concerted一致机的，商定的 

avow承认—— avowed公开承认的 

（四）副词后缀 
1.-ly 

transverse横放的——transversely横放地 

indelicate无礼的—— indelicately粗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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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ard/-wards 

rear后部—— rearward(s)后方，后部 

land陆地—— landward(s)向陆地地 
3.-wise 

curriculum课程—— curriculumwise就课程而言 

contrary 对立面—— contrariwise反之亦然 
4.-ally 

climatic与气候有关的—— climatically 气候地，一般趋势地 

kinetic 运动的—— kinetically 运动地，由运动引起地 
5.-ing 

sidle侧身而行—— sidling 侧面，斜看 

darkle变阴暗——darkling在暗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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