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倫的英語奇幻世界

如何讓你的英語單字更有『字彙』
不可否認，很多想學好英語的朋友第一步想到的就是要背單字。甚至有人為
了升學或留學考試，花上大半年把整本字典全部給背了下來。問題是背完後真能
記得住的字又剩下多少？我不反對朋友們背單字，畢竟這是學習英語的基本課
程。然而，上萬個單字到底該怎麼背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留學考試
或是國內中高級以上的英檢測驗，每一個單字看來都顯得特別艱澀且不易理解，
若光是靠死背恐怕很快就會忘記；反之，若能對那些難懂又難記的單字背後所代
表的字根字首涵意做個歸類整理，你就不難發現原來有不少的英文單字它們的形
成其實都有一個特定的字群組，一旦當你了解這些字群所組成單字的類別後，或
許背單字就不至於是件痛苦的事。不多說，就來看看我為各位整理出的幾個實用
字根字首。

盤古開天，創世紀的 GENOS
首先我們來談談 GENOS 這個字首。以 GENOS 為字首其所表達的含意包括：
生命、起源、生存或是家族。比方說：聖經裡講的創世紀 Genesis。家族代代相
傳，每一個不同年代或是後裔，所以稱之為 Generation。在生物學上有一門遺傳
學，也和字首 GENOS 有關，遺傳學的英文稱之為 Genetics。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德國希特勒有計劃的屠殺猶太人，引發一連串的種族毀滅，字根 CIDE 是指「屠
殺」的意思，比如說殺人犯 Homicide，在殺人的字根 CIDE 前加上表示族裔或生
命的字首 GENOS，就成了種族大屠殺 Genocide 這個字。有的人一出生就有著與
生俱來的好本領，三歲就會彈琴，十歲就具有大學畢業程度的金頭腦。英文字裡
Congenital 表示「自然」或「天生的」
。字首 CON 表示「共同的」或「群集的」，
加上字根 GENOS 表生命以及形容詞字尾 TAL，就成了人人稱羨「與生俱來的好
本領」
。和 Congenital 剛好只差一個字母的 Congenial 是指「氣味相投的」
。

雙手並用的 AMBI
聊完了創世紀的 GENOS，接下來我就來和各位談談 AMBIDEXTROUS（形
容詞）代表「雙手並用的，有技巧的，靈敏的」
。以 AMBI 為首的單字，最為常
見的莫過於 Ambition「野心，雄心壯志」
。不過 ambition 和以 AMBI 做字首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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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廣義有點不同；AMBI 在英文的世界裡所呈現出的意思是「兩面的，雙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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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極性的」。比方說一般的人通常是屬於單性戀，應該只對異性會有所吸引；
不過，有的人是雙性戀，屬於男女都愛的人，我們稱為 Ambisexual。如果你同時
被兩個如意郎君或美麗姑娘愛上，卻不知該如何抉擇，處於兩邊矛盾情節，那你
就是適用 Ambivalent 這個字。AMBI+表示情人的字根 VALENT。就等於是界於
兩者之間不知如何抉擇。
Dexter 是指「右側，在右手邊」。形容詞 Dexterous 除了表示「在右側的」
，
還有另一種解釋是「腦筋靈敏的或機巧的」
。大部分的人都習慣以右手來從事一
些日常生活的事物，舉凡拿筷子，寫字，用滑鼠等。也因此右手會比較靈活。右
手 Dexter 在古早的英文裡面也被視為是「好徵兆」。將代表「兩面的，雙方的」
字首 AMBI 加上表示好徵兆或是機敏的字根 DEXTROUS，你大概可以想像的出
它的威力了吧！還有一種人，說話曖昧不明，含糊不清的 Ambiguity，形容詞
Ambiguous。這種人說話不會拐彎抹角，卻足以讓你猜個老半天。AMBI 一會東，
一會西，兩邊抓不到頭緒，說的話就像在讓人猜燈謎一樣，永遠搞不清楚。如果
你是一位喜歡喝咖啡的人，不知你是否會和我一樣，喜歡找一個氣氛好的地方，
然後坐下來安安靜靜看著書。周圍氣氛的好壞對喜歡喝咖啡的我來說是很重要。
英文單字 Ambience 就是指「氣氛，周圍」
，形容詞是 Ambient。如果各位好奇「氣
氛，周圍」為何會是以 AMBI 為字首，很有可能是因為氣氛也有分好或壞兩種收
費標準吧！

水中流動的波妞

FLU

第三段和各位聊聊 AFFLUENT 這個單字。Affluent 的中文意思指的是「富裕
的」
。英文字首 FLU 和 FLUCT 是衍生自拉丁文字 FLUERE，表示「流動」
。比方
說學英語的朋友們一定都把說的一口流利英文當作是學習目標。Fluent 的中文意
思就是指流利的，是從字首 FLU 引申出來的。我們常常說某一個人所講的話非
常具有影響力 Influence。influent 可以解釋為一個人身上散發著特殊氣質而流動
影響到其他人身上。
我們說 Fluent 是指流利的，如果在前面加上一個表示外在的或向外的字首
EF，就會成為流出的或是廢棄物的 Effluent。另一個動詞型態也是以 EF 做為字首
的 Effuse 則是表示流出、散佈的意思。剛剛說字首 FLU 和 FLUCT 是表示流動，
前面如果再加上帶有「朝向或是面對」的字首 AF，就成為表示富足寬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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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luent，名詞型態 Affluence；表示富有。英文成語有句話說：All he touches turns
to gold，指的是財富廣進。這裡的 He 所指的是在希臘傳說中的人物 Midas。聽說
凡是經由他所碰觸到的每一個地方就會變成黃金。也就是所謂的點石成金（Midas
Touch。）

腳力功夫一流的 PED
說完了 FLU，再來看看 Pedantic 以及 Pedant 這兩個字。首先來看看和它們有
連帶關係的幾個字根字首。PED 是衍生自希臘字根 POD、POUS，它和同屬的拉
丁字根 PED，都是表示「腳部、足部」的意思。字根 PED 還有表示另外一層意
思，我們待會再談。先來看看它表示「腳」的例子，比方說大家耳熟能詳的一段
童歌：三輪車跑的快，上面坐個老太太……。在四十年前奔馳在馬路上的交通工
具三輪車，英文稱之為 Pedicab。PED 是腳，CAB 是小包車；也就是現在所謂的
計程車，放在一起就成為三輪車 Pedicab。小時候住家的巷弄內常常可以聽到有
小販沿街叫賣著燒肉粽或是包子饅頭，因位他們都是用腳推著小車，這種沿街叫
賣的動作我們英文稱為 Peddle，後面加上代表人稱職業的 ER 就成為小販 Peddler。
字根 PED 除了表示「腳」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含意，這另一個意思就是表示「小
孩」
。最為常見的例子是 Pediatrics，意思是小兒科，以及 Pediatrician 小兒科醫生。
也許你會覺得字首 PED 和小朋友以及賣弄學問這種人有甚麼關係？小朋友們，
尤其是那種 3 歲到 5 歲左右幼兒班的；如果在學校學到老師剛教的一些新唐詩或
是兒歌唱遊，回到家中之後都會在父母或爺爺奶奶面前誇示一番，賣力的又唱又
跳；目的就是想向他們要點掌聲。Pedant 賣弄學問的人也許有同樣的心理；好像
不把自己所懂得的事情向大眾誇示一番就會渾身不對勁。只不過小朋友的搔首弄
姿，賣弄剛學會的打油詩天真可愛的模樣可比那些迂腐的學究更令人討喜。

宰相肚裡能撐船的 OMNI
OMNI 是從拉丁語直接衍生而來；意思是全部所有的，完全的，發生在各處
的。以 Omnipotent 這個字為例，字根同時也是單字的 Potent，中文意思是「強而
有力的」，或是「具有影響力的。」otent 前面若加上表示「全部所有的」OMNI
字首，就成為可以發揮到無所不能；無所不及的力量，也就是我們說的
Omnipotent。通勤的上班族或學生很多都是搭乘運輸交通工具，以前我們常說擠
沙丁魚，公車體積要是不夠大還真冠不上 Omnibus。Omnibus 指的就是大型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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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現在終於知道原來我們經常搭乘的交通工具 Bus 這個字是由 OMNIBUS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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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寫而來的。
電影「AI 人工智慧」裡有一個虛擬老學究，不論你有甚麼問題，舉凡地理、
歷史、生物，沒有他回答不出來的問題；簡直就是一部百科全書。這種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的通學博士我們稱之為 Omniscient。字根 SCIENS 意思是「知識」或「學
有專精」，比如科學 Science，在前面加上無所不能的字首 OMNI，就是成為萬事
皆通的 Omniscient。要成為無所不知的萬事通，最起碼的條件應該是要大量閱讀
吸收所有的知識，Omnivorous 指的就是「廣泛吸收知識的。」拉丁文字根 VORARE
（VORIOUS）是動詞，表示吸收、食取，加上表示全方位的 OMNI，就可以說是
甚麼都吸收的好學者。除了吸引所有的知識可以用 Omnivorous，若是想要表示一
個人吃東西不挑嘴，甚麼都吃，也可以用 Omnivorous 這個字來形容。

說話拐彎抹角的 CIRCUM
說話是一種藝術。對我來說，掌握聽眾的注意力和觀感就全在我的說話的表
現方式和聲音語調，為學生聽眾創造出精彩生動講課內容就成了我重要的責任。
這個段落就來聊聊 CIRCUMLOCUTION 這個字，它的意思是指一個人說話拐彎
抹角，令聽者抓不到頭緒。字首 CIRCUM，CIR 以及 CIRCUM，通常意思是指「環
繞、週圍、流通」。比如說 circle 圓圈這個字以及馬戲團 circus，是否可以想像出
一群大象前後彼此用鼻子拉著尾巴轉圈圈的有趣景象。
字根 LOCU 和 LOQ 在英文字裡通常指的是「說話、話語」
。比如說 elocutionist
演說家；locution 是語法或慣用語；eloquence 口才、辯才。當代表圍繞、流通的
字首 CIRCUM，加上代表說話、語言的字根 LOCU，
（Circum+locu）碰在一起時
會擦出甚麼樣的單字意思？試想若是一個人說話老是圍繞著圈圈不停的在打
轉，永遠找不到一個正確的出口，的確令聽他說話的人深感疑惑難解。因此，
Circumlocution 就成了「說話拐彎抹角」的意思。另外還有一種人，當他開口說
話時總是喜歡用些誇張不實的話來強調或是吹捧自己，也就是這裡要介紹的
GRANDILOQUENCE。字首 GRAND，代表的意思是「雄偉、壯觀」
。比如 grandeur
「富麗堂皇」
；grandee「大官顯要」
。長者祖父或祖母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也
是在 father, mother 的前面加上 grand。另外 grandstand 指的是「大看臺」
，如果你
在後面加上代
表人的 er 成為 grandstander 意思是「賣弄技巧的人」
，可能是喜歡搔首弄姿，
賣弄自己技術的人通常比較喜歡讓自己看起來宏偉壯觀以吸引別人注意。同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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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吹噓及誇張語言的還有 Bombastic 這個形容詞。你是否注意到在這個字的字首
有一個 Bomb 炸彈？用炸彈做字首來表示誇張不實，應該很貼切，還記得依索寓
言裡的那隻說大話的青蛙嗎？最後受不了自己說的言過其實，誇張之極，結果肚
皮整個給炸了開來，Bombastic 就是這麼來的。回到字根 LOCU 和 LOQU，先前
有提到是指的是「說話、話語」
，是由拉丁字 LOQUI 演進而來。把代表雄偉宏觀
的字首 GRAND 和代表口才語言的字根 LOQU 加在一起，一個喜歡用雄偉宏觀語
調來說明闡述他個人豐功偉業的人，通常有點吹噓的味道。順便一提，同樣是代
表誇豪語及誇張吹噓的英文字 Magniloquent。字首 MAGNI 代表的意思是「壯大、
擴大」
，比如說：Magnifier 放大鏡；以及 Magnificent 華麗的，壯觀的。後面再加
上代表口才語言的字根 LOQU 就成了比 Grandiloquent 更高一級的吹牛大王了。

出國比賽得冠軍的 PAN
這一節來聊聊 PANACEA 這個字。它的意思是「萬靈丹」或是「萬全之策」。
以 PAN 為首的字彙所代表的意思是表「所有，全部」
。換句話說，PAN 在英文單
字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是無所匹敵。比如三十年前汎美航空公司，曾經是世界航空
業巨頭，全盛時期還是紐約群起大樓中最矚目的一棟焦點，汎美的英文就稱為
PANAM。2003 年亞洲的新變種病毒 SARS；甚至在後期演變成全球性的流行性
傳染病。形容詞及名詞 Pandemic 意思就是指「全國」或是「全球的傳染病。」
在電影中，常常可以看到在長廊的走道上會站著一個全身全副武裝的鐵甲武士裝
備。對歐美國家富豪來說，客廳擺上這麼一尊鐵甲武士代表著尊貴與尊容。全副
盔甲英文就稱為 Panoply，拉丁字根 HOPLA 表示武裝。Panoply 的另外一個中文
意思是指富麗堂皇，說它是富麗堂皇其實一點也不為過；若非有錢有地位，Panoply
可能也襯托不出它的華麗。再者，台北 101 大樓，站在頂樓聽說連台北縣市遠至
基隆地區也能看得到。英文 Panorama 就是表示一眼望去全都盡收眼底的意思。
字首 PAN 代表「所有，全部」
，字根 ORAMA（HORAMA）則表示眼睛所能夠看
到的事物，當兩者放在一起時就成了能夠看盡所有景觀範圍的 Panorama。
回來談談 PANACEA 這個字，字根 ACEA（AKEISTHAI）在英文的解釋裡表
示「治癒」或「治療」，一種可以治療所有病痛的全方位藥品，不論東西方國家
或中西醫學；一概統稱為萬靈丹。那一天如果醫界人士真的發明了這麼一樣神奇
的藥物，那它的學名就很有可能會被冠上 PAN 的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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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首 PSYCH 是源自於希臘字 PSYCHE；它表示的意思是「心靈、靈魂、精
神」
。有部賣座電影描述生與死的戀情 Ghost，劇中靈魂人物靈媒，讓整部電影更
顯得有看頭。Psychic 指的就是類似電影當中具有超自然與靈界朋友溝通的通靈人
物；靈媒。
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is（PSYCHO+ANALYSIS）
。戀愛中的男女喜歡用這樣
方式來增進自己對另外一半的了解。這種分析當然有其參考的價值；不過也不要
執著於它的結果，當作是一種遊戲就好，否則走火入魔，最後被推進醫院精神科
做心理治療可就得不償失。Psychopath 是心理狀態發生問題導致精神錯亂而做出
違反社會秩序的人。字首 PSYCHO 是指心理或精神的意思；字根 PATH 是指小路
或是指所運作的軌道。心理運作的軌道如果發生問題；精神可能就會出軌發生不
協調的狀況，而做出對社會有害的行為。另外一個字 Socialpath（SOCIAL 社會
+PATH），它和 Psychopath 的意思一樣，都是表有反社會傾向的經神病患者。

四處散佈愛心的 SYM
最後一個段落我想和大家聊聊 SYMPATHY 這個字。Sympathy 的意思是同
情，憐憫或是有同理心。字首 PATHO 是指「感覺、病況」
。當然，如何判斷一個
以 PATHO 做為字首的英文單字所代表的意思是指病狀還是感覺；這就是需要從
整個文章的架構或前後文來做解讀。比如上一篇所提到的 Psychopath 這個字，此
時的字根 PATH 若是放在字首 PSYCHO 的後面則是當「病狀」來解釋。而 Apathy
這個字是指對人毫無熱情，總是露出一副冷漠以對的態度。以 A 或 AB 做為字首
的英文單字通常都是表「無」或是「沒有」的意思。比方說放棄的 Abandon，廢
除或革除的 Abolish。Apathy 的字根 PATHY 在這裡所表示的意思就變成「感覺」
，
前面加上表示「沒有」的字首 A，就成了態度冷漠的 Apathy。字根 OLOGY 通常
是指「學術研究」，若加上表示病狀的字首 PATH 就成為 Pathology；指的是「病
理學」
。
回頭談談 Sympathy 這個字，字首 SYM 是指「與.…在一起」的意思。比方說
交響樂團 Symphony，它是由許多不同的聲音與音樂的組合，字根 PHONE 是聲
音的意思，加上一起的字首 SYM 就成為交響樂團。電話（Telephone）大家都知
道，字首 TELE 是表示「來自遠方」或是「距離遙遠」。把 TELE 加上表示感覺
的字根 PATHY，Telepathy 就成為來自遠方的感覺；也就是「心靈感應。」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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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讓我想起三十年前一部賣座電影：外星人 ET。它就是靠著心電感應和遠在另
一個銀河宇宙同伴聯繫才得以回到屬於它的故鄉。ETphonehome,你現在是否也有
感應到你遠方的好朋友正要打電話向你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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