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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詞是在國小兒童英語中，很快就會學到的一環。學生很快就會接觸到 good, bad, 

happy, sad, old…等形容詞。在我們小四的New Go SuperKids 4教材裡面教到 big, small, fat, thin, 

tall, short, long 這幾個形容詞。為了讓小朋友加深印象，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學生上台示範，讓

小朋友推選出每個形容詞公認的代表人物是誰。小朋友選出公認為最高、最矮、最胖、最瘦、

頭髮最長、頭髮最短、最美麗、最帥的同學，兩個兩個一起上臺產生明顯的對比效果。big v.s. 

small, fat v.s. thin, long hair v.s. short hair, beautiful v.s. handsome,小朋友會留下深刻的印象，等到

下次上課的時候再問他們一次誰是 big, small, fat, thin, tall, short, beautiful, handsome,他們還會記

得喔! 

  

 

(圖一)  small v.s. big 

  

 

(圖二)  thin v.s. fat 



  

(圖三)  tall v.s. short 

 

 

(圖四)  long hair v.s. short hair 

  

(圖五)  beautiful v.s. handsome 



   

     為了讓小朋友方便做口頭練習和加深對形容詞的印象，我將一些形容詞，做成一張張的

PowerPoint 投影片。一張投影片有一個形容詞的英文和中文，投影在布幕上讓小朋友覆誦，

英文唸兩遍,中文唸一遍，讓小朋友琅琅上口。如下： 

  

  

形容詞 Adjectives 

  

big big 大大的 

  

small small 小小的 

  

tall tall 高高的 

  

short short 矮矮的 

  

fat fat 胖胖的 

  

thin thin 瘦瘦的 

  

long hair long hair 長頭髮 

  

short hair short hair 短頭髮 

  

beautiful beautiful 美美的 

  

handsome handsome 帥帥的 

  

ugly ugly 醜醜的 

  

clean clean 乾乾淨淨的 

  

dirty dirty 髒髒的 

  

noisy noisy 吵吵的 

  

quiet quiet 安靜的 

  

sharp sharp 尖尖的 

  

round round 圓圓的 



  

happy happy 開心的 

  

sad sad 傷心的 

  

mad mad 生氣的 

  

afraid afraid 害怕的 

  

scared scared 害怕的 

  

nervous nervous 緊張的 

  

smart smart 聰明的 

  

stupid stupid 笨笨的 

  

hungry hungry 餓餓的 

  

full full 飽飽的 

  

brave brave 勇敢的 

  

shy shy 害羞的 

  

strange strange 怪怪的 

  

good good 好的 

  

bad bad 壞的 

  

easy easy 簡單的 

  

difficult difficult 困難的 

  

expensive expensive 貴的 

  

cheap cheap 便宜的 

 

  

fast fast 快的 



  

slow slow 慢的 

  

warm warm 溫暖的 

  

cool cool 涼爽的 

  

hot hot 熱熱的 

  

cold cold 冷冷的 

  

thick thick 厚厚的 

  

thin thin 薄薄的 

  

heavy heavy 重重的 

  

light light 輕輕的 

  

successful successful 成功的 

  

  

        因為形容詞實在有太多了，練習的時候先讓他們唸一些，以後再陸續練習其它的部份。

另外還有許多形容詞沒有在以上的清單裡面，小朋友還可以舉出許多形容詞，例如：酸、甜、

苦、辣、鹹為 sour, sweet, bitter, hot, and salty。還有各種顏色的形容詞(colors)、形容男女老少的

形容詞male, female, old and young、表示好吃不好吃 delicious/yummy, yuck、危險不危險 dangerous, 

safe…等許許多多的形容詞。老師可以再介紹或增加這些形容詞到投影片內，也讓小朋友可以

英文唸兩遍，中文唸一遍來練習。 

        有許多形容詞也適合讓小朋友來表演，如:喜、怒、哀、樂，酸、甜、苦、辣，男、女、老、

少、美、醜…等等。老師可以選擇一些形容詞請幾位小朋友到臺上表演示範，或做成一張張

的字卡讓小朋友抽籤抽到某個字之後「比手劃腳」表演出來，增加趣味性和效果。 

 

 

 

表演囉!  



        (圖五) 喜  happy 

        (圖六) 怒  angry 

       (圖八) 哀  sad 



 

(圖九) 樂 very very very happy (extremely happy) 

  

        當小朋友認識這些形容詞之後可以讓他們在每一個形容詞前面加上 not，把肯定變成否定，

改變形容詞原本的意思。Ex: not happy, not fat, not small, not handsome…etc. 

       也可以讓小朋友想一想 sad = not ________, big = not _________, old = not ________, fat = 

not _________, bad = not ________, hot = not __________, expensive = not ___________, … 等

等。也就是每一個形容詞是否有相對應的反義詞呢(antonym)呢 ? 

  

        小朋友先學習有形容詞的肯定句(主詞+Be 動詞+形容詞)、否定句(主詞+Be 動詞+ not + 

形容詞)的用法，之後也可以讓小朋友練習習慣 Be 動詞+主詞+形容詞? 的疑問句。例如： 

  

Are you happy?   

Yes, I am. I am happy.  

(No, I am not. I am not happy.) 

  

Is he handsome? 

Yes, he is. He is handsome.   

(No, he is not. He is not handsome.) 

  

        讓小朋友多多替換不同的形容詞練習疑問句，熟悉問答的方式。 

  

        英語形容詞對小朋友來說一點兒也不難，只要記住某個形容詞單字的說法，小朋友就可

以在適時用來溝通或表達他所想表達的意思了。(ex: good, bad, happy, sad, yummy, yuck, 

beautiful, ugly, sick, early, late, red, yellow, green…etc.) 即使是只有一個簡單的形容詞，也能夠

恰當地表達出意思或想法。形容詞實在是非常實用的英文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