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英语高频词词族记忆
学有趣的英语 做考试的达人
---卓卓老师
1. -able 是形容词后缀, 表示“能……的, 可……的; 具有……”
movable

可移动的

believable

可相信的

enjoyable

令人愉快的

changeable

易变的

favourable

adj. 赞同的

respectable

adj. 可敬的

adaptable

adj. 可适应的

deniable

adj. 可否认的

reasonable

adj. 合理的

2.表示程度 -ly 的副词
entirely

adv. 完全地, 全部地

completely

adv. 完全地, 十分地.

extremely

adv. 非常, 极其

totally

adv. 完全

perfectly 完美地
3. -ship 表示状态; 性质; 品质; 地位; 职位
scholarship 奖学金

friendship 友谊

leadership 领导地位

relationship 关系

hardship 苦难
professorship

membership 成员资格
教授职位 membership

ownership

全体成员

所有权

4. -ing/-ed”结尾的形容词聚焦
shocking 令人震惊的

shocked 感到震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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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ghtening 令人恐惧的

frightened 受惊的

terrifying 令人害怕的

terrified 感到害怕的

disappointing 令人失望的

disappointed 感到失望的

surprising 令人吃惊的

surprised 感到吃惊的

5. 后缀-al 加在动词或名词后面构成形容词或名词, 表示“事物的动作, 过程”
original

原来的, 起初

traditional

传统的

personal

个人的

occasional

偶尔; 有时候

emotional

情感的

nutritional

adj. 营养(物)的

refusal

n. 拒绝, 回绝; 谢绝

arrival

n. 到来; 到达; 到达者

survival

n. 幸存(者); 继续生存

approval

n. 赞成, 赞同, 赞许; 批准

practical

实践的

essential
mental

不可或缺的
精神的

vital

重要的

electrical

与电有关的

physical

身体的

6. 后缀-ing 在动词后构成形容词, “令人……的”
frightening

吓人的; 可怕的

exciting

令人兴奋的; 令人激动的

encouraging

令人鼓舞的

moving

令人感动的

astonishing

令人震惊的

7. 形容词变为名词将词尾的-t 变成-ce 的单词
dependent adj. 依靠的→dependence n. 依靠
existent adj. 存在的→existence n. 存在
important adj. 重要的→importance n.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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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 adj. 有耐心的→patience n. 耐心
convenient adj. 方便的→convenience n. 方便
independent

adj. 独立的→independence

absent adj. 缺席的, 缺少的→absence
significant

adj. 重大的; 有意义的→significance

brilliant adj.灿烂的; 杰出的→brilliance
8. 动词+ing→形容词
embarrass vt.→embarrassing adj. 让人难堪的
disappoint vt.→disappointing adj. 令人失望的
excite vt.→exciting adj. 令人兴奋的
interest vt.→interesting adj. 有趣的
frighten v.→frightening adj. 令人恐惧的
warn vt →warning

adj. 警告的; 告诫的

move vt→moving

adj. 令人感动的

touch vt→touching

adj. 动人的; 令人感伤的

dare vt→daring

adj. 勇敢的; 大胆的; 蛮横的

interest vt→interesting

adj. 有趣味的

surprise vt→surprising

adj. 惊人的; 奇异的; 意外的

9.后缀-ion, -sion, -tion 加在动词后面, 表示“行为的过程, 结果, 状况”
indication n. 表明
hesitation n. 犹豫
graduation n. 毕业
translation n. 翻译
accommodation n. 住宿
prohibition

n. 禁止; 阻止; 禁令

action n. 行动, 作用
conclusion

n. 结论; 推论; 最后的决定

construction n. 建设; 建筑
expression

n. 表达; 词句; 表情

position

位置

action

行动;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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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ion

发明

collection

收藏; 收藏品

instruction

指示; 说明

-sion 名词后缀
extension

延长, 扩展

profession

职业

decision

决定

conclusion

结论

expansion

扩张

10. 后缀-ment 加在动词后面构成名词, 表示“行为、状态、过程、手段及其结果”
commitment

n. 承诺; 交托

treatment

n. 对待; 治疗

movement

n. 运动; 移动

judgment

n. 审判; 判决

punishment

n. 罚, 处罚; 刑罚

11. 以-ness 结尾的名词
ill→illness

疾病

kind→kindness

仁慈; 好意

soft→ softness

柔软

dark→ darkness 黑暗
happy→happiness

幸福; 快乐

12. 以“-ify”结尾的动词荟萃
简化

simplify

美化

beautify

净化

purify

鉴定; 识别出

identify

分类

classify

使恐惧

horrify

13. 以-ial 结尾的形容词
influential 有影响力的
artificial 人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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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官方的
beneficial 有益的
social 社会的
essential 至关重要的

facial 面部的
potential 潜在的
special 特殊的
racial 种族的
14. 后缀-ern 构成的方位形容词
eastern

东方的; 东部的; 来自东方的

western 西方的; 西部的; 来自西方的
southern

南方的; 南部的; 来自南方的

northern北方的; 北部的; 来自北方的
northwestern

西北方的; 来自西北的

southeastern

东南方的; 来自东南的

15. un-常用于形容词前构成反义词
un+believable→unbelievable

难以置信的

un+happy→unhappy

不幸福的

un+kind→unkind

不友善的

un+fit→unfit

不健康的

un+comfortable→uncomfortable 不舒适的
16. “n. +后缀-y”构成形容词
foggy

有浓雾的

healthy

健康的

noisy

嘈杂的

tasty
smelly

美味的
有臭味的；发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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