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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言

如何记忆英语单词?
从事英语教学三十余年的台湾教育专家告诉您———要“快

乐”和“高效”地记忆单词。快乐是态度,高效是方法。
如何培养记忆英语单词的兴趣,和枯燥说再见,并由此爱上

背单词? 本书给您的解决方案是———寓教于乐。本书章节设置

简单清晰明了,以连连看、填填看、写写看等做题的方式,让您在

练习的同时记忆单词并学会记忆单词的方法,具有趣味性和启

发性。
如何做到“高效”? 本书涉及的记忆方法包括联想记忆、构

词记忆(词根、前缀和后缀)、分类记忆、比较记忆、字母重组、字
母增减等。但本书没有大量文字的说解,去说明什么是联想记

忆法,什么是构词记忆法,而是通过做题的方式,让读者在潜移

默化中学会运用这种方法。也许您还不知道这种方法的名称是

什么,但已经会在学习过程中实际使用了。这也是本书的另外

一个特点———深入浅出。
快乐和高效,寓教于乐和深入浅出,这些都是台湾英语教育

的理念,也是本书的精髓,相信本书一定会给您带来启发和帮

助,让您经历一场快乐和高效记忆单词的学习风暴。



序

词法(morphology)是研究语言学(philology 或 linguis-
tics)的一门学科,它探讨单词内部的结构(structure)和形式

(form)。英语 是 一 种 运 用 26 个 字 母 (letters)拼 写 的 文 字

(spelledwords),因此,为了快速扩展更多的单词,必须对英语

词汇的结构和形式进行多方面探讨和深入了解。
坊间对词法着墨最多的就是有关“词根(root或base)”,如

do;“词缀(affix)”,如undo的un为“前缀(prefix)”,doer的er
为“后缀(suffix)”。“词根”和“词缀”如同汉字的“部首(radi-
cals)”,是单词结构中最小且有意义的“单元(unit)”或“形式

(form)”,被称作“词素(morpheme),本书将在第十七、十八、十
九和二十章系统地加以介绍。

除了传统“词根”和“词缀”的学习外,笔者累积30余年英语

教学的经验和心得,另外按照单词字母的排列顺序、增减、大小

写、正逆向等,归纳出16种英语单词记忆法,并且系统地用连连

看的方式和爱好英语的人士进行互动学习,使英语学习者能够

快速扩展和提升英语单词的“质(quality)”和“量(quantity)”,这
在英语单词学习方面,或许是一种创新和革命之举。

笔者才疏学浅,虽竭尽心力编写此书,唯恐有遗漏之处,敬
祈前辈和同仁不吝指正赐教,笔者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著　者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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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同音词

　　Rose和Bill是常见的英文名,若首字母小写,这两个单词

就是普通名词,分别是“玫瑰”和“钞票”的意思。
像这种发音相同,但意义或拼写不同的词,称为同音词。英

语中有很多同音词,成对或成组记忆这些词汇,可以更方便地记

住它们的发音、意思和拼写。同音记忆是本书教给你的第1个

高效记单词的方法,是有声记忆的一种。
下文左列是专有名词,将这些单词的首字母小写,就会变成

普通名词。连连看,左列的专有名词分别有哪些有趣的意思。

　　一、连连看

1.John　　　　　　　　　　　　a.瓷器

2.Kitty b.辣椒

3.Bill c.小猫

4.China d.厕所

5.Chile e.钞票

　　二、连连看

1.Belle a.千斤顶

2.Rose b.玫瑰

3.Dick c.米

4.Jack d.蠢货

5.Rice e.绝代美女

第一章　同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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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连连看

1.Robin a.漆器

2.Japan b.百合花

3.Turkey c.知更鸟

4.Mark d.火鸡

5.Lily e.分数

　　四、连连看

1.Olive a.紫罗兰

2.Billy b.橄榄

3.Violet c.麦克风

4.Tom d.雄猫

5.Mike e.警棍

　　五、连连看

1.Carol a.(尤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

学的)大学教师

2.Nick b.英国的伯爵

3.Earl c.鳃

4.Gill d.欢乐颂歌

5.Don e.缺口

　　六、连连看

1.Guy a.前夕

2.Eve b.垫子

3.Mat c.光线

4.Ray d.坦白的

5.Frank e.家伙

第一章　同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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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连连看

1.Martin a.似沙的

2.Sandy b.岩燕

3.Gene c.马赛克

4.Rich d.遗传因子

5.Mosaic e.富有的

　　八、连连看

1.Kit a.轻拍

2.Rob b.胜利者

3.Earnest c.抢

4.Victor d.一套工具

5.Pat e.认真的

答案

一、连连看

1.John约翰　　　　　　　→john厕所

2.Kitty姬蒂 → kitty小猫

3.Bill比尔 →bill钞票

4.China中国 →china瓷器

5.Chile智利 →chilli辣椒

二、连连看

1.Belle贝尔 →belle绝代美女

2.Rose罗丝 →rose玫瑰

3.Dick迪克 →dick蠢货

4.Jack杰克 →jack千斤顶

5.Rice赖斯 →rice米

第一章　同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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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连连看

1.Robin罗宾 →robin知更鸟

2.Japan日本 →japan漆器

3.Turkey土耳其 →turkey火鸡

4.Mark马克 → mark分数

5.Lily丽丽 →lily百合花

四、连连看

1.Olive奥利芙 →olive橄榄

2.Billy比莉 →billy警棍

3.Violet维奥莉特 →violet紫罗兰

4.Tom汤姆 →tom雄猫

5.Mike麦可 → mike麦克风

五、连连看

1.Carol卡萝尔 →carol欢乐颂歌

2.Nick尼克 → nick缺口

3.Earl厄尔 →earl英国的伯爵

4.Gill吉尔 →gill鳃

5.Don唐 →don(尤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的)大学教师

六、连连看

1.Guy盖伊 →guy家伙

2.Eve伊芙 →eve前夕

3.Mat马特 → mat垫子

4.Ray雷 →ray光线

5.Frank弗兰克 →frank坦白的

第一章　同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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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连连看

1.Martin马丁 → martin岩燕

2.Sandy桑迪 →sandy似沙的

3.Gene吉恩 →gene遗传因子

4.Rich里奇 →rich富有的

5.Mosaic美盛(公司名称) → mosaic马赛克

八、连连看

1.Kit姬特 → kit一套工具

2.Rob罗布 →rob抢

3.Earnest欧内斯特 →earnest认真的

4.Victor维克托 →victor胜利者

5.Pat帕特 →pat轻拍

第一章　同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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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同韵词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句诗读起来朗朗上口,是因

为句尾押韵。“光”和“霜”可以说是汉语中的同韵字。
和汉语相同,英语中也有很多同韵词。同韵记忆是本书教

给你的第2个高效记单词的方法。
请看下文,填填看,根据括号内的中文,在方框内填写左列

英文单词的同韵词,空格有几个,就填几个字母。

　　一、填填看

1.Tony　　→ 　　　　　 　(小马)

2.Perky → 　　　　　(火鸡)

3.Sam → 　　　　　 (羔羊)

4.Kish → 　　　　　 (鱼)

5.Doug → 　　　　　 (臭虫)

　　二、填填看

1.Gail → 　　　　　(蜗牛)

2.Ben → 　　　　　 (母鸡)

3.Clark → 　　　　　(鲨鱼)

第二章　同韵词



7　　　　

　　4.Matt → 　　　　　 (猫)

5.Simon → 　　　　　(鲑鱼)

　　三、填填看

1.Chuck → 　　　　　 (鸭)

2.Brian → 　　　　　 (狮子)

3.Clare → 　　　　　 (熊)

4.Priscilla → 　　　　　(大猩猩)

5.Howard → 　　　　　(豹)

　　四、填填看

1.Mary → 　　　　　(金丝雀)

2.Kit → 　　　　　(蟋蟀)

3.Bruce → 　　　　　(鹅)

4.Dale → 　　　　　(鲸)

5.Silvester→ 　　　　　(龙虾)

　　五、填填看

1.Meg → 　　　　　 (蛋)

2.Jean → 　　　　　 (豆)

3.Kate → 　　　　　 (枣子)

4.Sandy → 　　　　　(糖果)

5.Guy → 　　　　　 (馅饼)

第二章　同韵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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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填填看

1.Jack → 　　　　　(点心)

2.Jerry → 　　　　　(樱桃)

3.Jude → 　　　　　 (食物)

4.Lee → 　　　　　 (茶)

5.Sam → 　　　　　 (火腿)

　　七、填填看

1.Connie → 　　　　　(蜂蜜)

2.Lisa → 　　　　　(比萨饼)

3.Marion → 　　　　　(洋葱)

4.Pete → 　　　　　 (肉)

5.Dorn → 　　　　　 (玉米)

　　八、填填看

1.Dolly → 　　　　　(棒棒糖)

2.Bert → 　　　　　(饭后甜点)

3.Jake → 　　　　　 (蛋糕)

4.Murray → 　　　　　(咖喱菜)

5.Peter → 　　　　　(奶油)

第二章　同韵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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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一、填填看

1.Tony　　　→pony(小马)

2.Perky →turkey火鸡

3.Sam →lamb羔羊

4.Kish →fish(鱼)

5.Doug →bug(臭虫)

二、填填看

1.Gail →snail(蜗牛)

2.Ben → hen(母鸡)

3.Clark →shark(鲨鱼)

4.Matt →cat(猫)

5.Simon →salmon(鲑鱼)

三、填填看

1.Chuck →duck(鸭)

2.Brian →lion(狮子)

3.Clare →bear(熊)

4.Priscilla →gorilla(大猩猩)

5.Howard →leopard(豹)

四、填填看

1.Mary →canary(金丝雀)

2.Kit →cricket蟋蟀

3.Bruce →goose(鹅)

4.Dale → whale(鲸)

5.Silvester →lobster(龙虾)

第二章　同韵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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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填看

1.Meg →egg(蛋)

2.Jean →bean(豆)

3.Kate →date(枣子)

4.Sandy →candy(糖果)

5.Guy →pie(馅饼)

六、填填看

1.Jack →snack(点心)

2.Jerry →cherry(樱桃)

3.Jude →food(食物)

4.Lee →tea(茶)

5.Sam → ham(火腿)

七、填填看

1.Connie → honey(蜂蜜)

2.Lisa →pizza(比萨饼)

3.Marion →onion(洋葱)

4.Pete → meat(肉)

5.Dorn →corn(玉米)

八、填填看

1.Dolly →lolly(棒棒糖)

2.Bert →dessert(饭后甜点)

3.Jake →cake(蛋糕)

4.Murray →curry(咖喱菜)

5.Peter →butter(奶油)

第二章　同韵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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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同义词

　　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叫做同义词。在学习一个新单词时,
回想之前是否学过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单词,这样不但可复习学

过的单词,便于记忆新单词,而且还可以辨析同义词,总结释义、
搭配和使用语境的差别。同义记忆是本书教给你的第3个高效

记单词的方法,是比较记忆的一种。
请看下文,在空格内填入左列单词的同义词。另外要注意,

箭头所指空格的字母可以拼写出一个新的单词,该单词的中文

意思已经给出。

　　一、填填看

　　　　　　　　 　↓

1.large　　 　

2.fix

3.fine

4.sick

5.finish
　　　　　 　　　(开始)

第三章　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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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填填看

　　　　　　　　 　↓

1.answer

2.easy

3.grand

4.difficult

5.also
　 　　　　　 　(正确的)

　　三、填填看

　 　　　　　　　　↓

1.likely

2.close

3.nearly

4.notfar

5.stupid
　 　　　　　　　(钢琴)

　　四、填填看

　 　　　　　　　　↓

1.mark

2.comeback

3.quick

4.say

5.each

　 　　　　　　　(葡萄)

第三章　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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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填填看

　　　　　　 　　　　　　　　↓

1.toomuch

2.fearful

3.start

4.twelve

5.over

6.verysmall
　　　　　　　　　　　 　 　(鸽子)

　　六、填填看

　　　　　　　　 　　　　　　　　↓

1.take

2.quiet

3.shut

4.let

5.ill

6.good
　　　　　　　　　　　　　　 　(小提琴)

第三章　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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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填填看

　　　　　　　　　　　　↓

1.find

2.hard

3.right

4.verygood

5.goafter

6.main
　　　　 　　　　　　　(圆圈)

　　八、填填看

　　　　 　　　　　　　　↓

1.answer　　　

2.fix

3.too

4.goon

5.interesting

6.comeback
　　　　　　　　　　 　(花生)

答案

一、填填看

1.large → 大的big
2.fix → 修理 mend
3.fine → 好的good

第三章　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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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sick → 生病的ill
5.finish → 结束end

二、填填看

1.answer → 回答reply
2.easy → 容易的simple
3.grand → 盛大的great
4.difficult → 困难的hard
5.also → 也too

三、填填看

1.likely → 可能的possible
2.close → 结束finish
3.nearly → 几乎almost
4.notfar → 近的near
5.stupid → 愚蠢的foolish

四、填填看

1.mark → 分数grade
2.comeback → 回来return
3.quick → 快的fast
4.say → 说speak
5.each → 每一个的every

五、填填看

1.toomuch → 很多plenty
2.fearful → 害怕的afraid
3.start → 开始begin
4.twelve → 十二个dozen
5.over → 在……上方above
6.verysmall → 很小的tiny

第三章　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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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填填看

1.take → 接受receive
2.quiet → 安靜的silent
3.shut → 关闭close
4.let → 让allow
5.ill → 生病的sick
6.good → 好的fine

七、填填看

1.find → 发现discover
2.hard → 困难的difficult
3.right → 对的correct
4.verygood → 很好的nice
5.goafter → 跟随follow
6.main → 主要的chief

八、填填看

1.answer → 回答reply
2.fix → 修理 mend
3.too → 也also
4.goon → 继续continue
5.interesting → 有趣的funny
6.comeback → 回来return

第三章　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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