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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音法規則 
四、長母音（即 a,e,i,o,u 字母本身的唸法，a→[e]、e→[i]、i→[a0]、o→[o]、u→[u]） 

Ø 以下前五項其實是「字母記憶口訣」的一部份，如果已將 a,e,i,o,u 五個字母本身 

的音唸得標準，再懂得這些規則的話，那麼一看到單音節的單字，應該就能馬上能 

唸得出來。 

Ø 規則：同一個音節兩個母音時，唸第一個母音的字母音，第二個母音不發音。 

Ø 記法：兩個媽媽（母音）帶孩子（子音）很輕鬆，第一個媽媽就會很有精神（唸長 

音）的喊口令，喊出自己的名字，第二個媽媽不必出聲。 

(一)長母音  a（KK 音標作 [e] ） 

1.音節中有字母 a，而字尾是 e 時（即 a_e 時） ，a 唸原本字母的聲音： 
ace 么點、face 臉、pace 步調、place 地方、space 太空、race 賽跑、fade 褪色、jade 玉、 
made 製造(make 的過去式)、wade 涉水、grade 成績、trade 交易、age 年齡、range 範 

圍、cage 籠子、change 改變、page 頁、strange 奇怪、bake 烘烤、cake 蛋糕、lake 湖、 
make 製造、take 拿取、wake 醒來、male 雄性的、sale 拍賣、came 來(come 的過去式)、 
game 遊戲、name 姓名、same 相同的、lane 巷子、ape 猿猴、sane 心智正常的、tape 
錄音帶、plane 飛機、shape 形狀、base 基地、ate 吃(eat 的過去式)、case 案例、date 日 

期、vase 花瓶、late 遲到、cave 洞穴、brave 勇敢的、grave 墳墓。例外字：have [h$v] 

有、are [Ar] 是、care [kGr] 關心（註：母音+r 後會讓長母音變短母音） 

2. 一個音節中有字母 ai 時，a 發原本字母的聲音[e]，而 i 不發音： 
bail 保釋、fail 失敗、hail 冰雹、nail 鐵釘、mail 信件、sail 航行、tail 尾巴、trail 痕跡、 
gain 獲得、main 主要的、pain 痛苦、paint 畫圖、faint 昏倒、rain 下雨、brain 頭腦、drain 
排水管、grain 穀粒、train 火車、bait 誘餌、wait 等待、waist 腰圍。例外字：pair 一對、 
hair 頭髮、chair 頭髮（註：ai 長母音[e]+r 之後，會讓母音變短母音[G]） 

(二)長母音  e（KK 音標作 [i] ） 

1.一個音節中有字母 ea 時，e 發原本字母的聲音,  即長母音的[i]，而字母 a 不發音： 
eat 吃、beat 打敗、heat 熱力、meat 肉、neat 整潔、seat 座位、treat 請客、pea 豌豆、 
sea 大海、tea 茶、flea 跳蚤、beak 鳥嘴、speak 說話、peak 山峰、weak 弱的、leak 
漏洞、each 每個、beach 海邊、peach 桃子、reach 到達、teach 教、preach 說教、deal 
處理、meal 一餐、real 真的、seal 封印、steal 偷、bean 豆子、dean 系主任、jeans 
牛仔褲、lean 瘦的、mean 代表、clean 打掃、beam 棟樑、team隊伍、cream 乳霜、 
dream夢、steam 蒸氣、scream 尖叫、ease 輕鬆、east 東邊、tease 耶揄、beast 野獸、 
please 請、least 最少、eaves 屋簷、leave 離開、weave 編織、breathe 呼吸、leaf 葉 

子、bead 珠子、lead 領導、read 閱讀、cheap 便宜、heap 一堆、leap 跳躍、reap 收 

穫。 例外字：great [Eret] 很棒的、break [brek] 打破、health [hGlf] 健康、deaf [dGf] 

聾的、dead [dGd] 死的、head [hGd] 頭、bread [brGd] 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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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音節中有字母 ee 或 e_e 時，e 發長母音的[i] （原本字母的聲音），而第二個 e 不發音： 

bee 蜜蜂、see 看見、fee 費用、tree 樹、free 免費的、three 三、eel 鰻魚、peel 剝皮、 
feel 感覺、kneel 跪下、heel 腳後跟、wheel 輪子、beep 嗶嗶聲、keep 保持、deep 深的、 
cheep 吱吱叫、jeep 吉普車、sleep 睡覺、deed 行為、breed 品種、need 需要、weed 野 

草、feed 餵、speed 速度、feet 腳(foot 的複數)、greet 打招呼、sheet 床單、street 街道、 
keen 熱心的、green 綠色、seen 看見(see 的過去分詞)、screen 螢幕、teen 青少年、geek 
怪胎、cheek 臉頰、leek 韭菜、peek 偷看、seek 尋找、week 週、beef 牛肉、reef 暗礁、 
geese 鵝(goose 的複數)、cheese 起司、breeze 微風、freeze 冰凍、eve 前夕、gene 基因、 
scene 景象、theme 主題、these 這些。例外字：been 是(be 動詞的過去分詞)在美語中 

唸[b0n]，但英式英語唸[bin]。 

(三)長母音  o（KK 音標作 [o] ） ： 
1. 一個音節中有字母 oa 時，o 發長母音的[o]（字母的聲音），第二個字母 a 不發音 

oats 燕麥、goat 山羊、boat 小船、boast 吹噓、coat 外套、toast 烤麵包、oak 橡樹、croak 
青蛙叫、load 載入、road 道路、loaf 一條(麵包)、foam 泡沫、coal 煤、goal目標、soap 
肥皂、soak 浸泡、throat 喉嚨。例外字：soup [sup]  湯，ou 不適用於此規則。 

2. 同音節中有字母 o_e 或 oe 時，o 發長母音的[o]（字母的聲音），第二個字母 e 不發音 

coke 可樂、joke 玩笑、poke 戳、choke 窒息、broke 打破(break 的過去式)、smoke 煙、 
spoke 說(speak 的過去式)、cope 對付、dope 毒品、hope 希望、pope 教宗、rope 繩子、 
code 密碼、mode 方式、hole 洞、pole 竿子、mole 痣、role 角色、bone 骨頭、cone 圓 

錐體、tone 音調、stone 石頭、phone 電話、dome 圓頂、home 家、Rome 羅馬、tome 
大本書、hose 水管、pose 擺姿勢、nose 鼻子、rose 玫瑰花、dove 跳水(dive 的過去式)、 
doze 小睡、froze 結冰(freeze 的過去式)、vote 投票、quote 引述、wrote 寫(write 的過去 

式)、mote 塵埃、globe 地球儀、foe 敵人、toe 腳趾、hoe 鋤頭、doe 雌鹿。 

例外字：done [dKn] 做完了（do 的過去分詞）、come [kKm] 來、some [sKm]一些、dove 
[dKv] 鴿子、love [lKv] 愛、glove [ElKv] 手套、lose [luz] 失去、whose [huz] 誰的、move 
[muv] 搬家、shoe [Nu] 鞋子。 

(四)長母音 i（KK 音標作 [a0] ）：單音節的字尾是 ie 或音節中有字母 i_e 時，i 發長母音的 

[a0]（原本字母的聲音），而第二個字母 e 不發音： 

die 死亡、lie 說謊,躺、pie 派、tie 領帶,綁、bribe 賄賂、tribe 部落、ice 冰、dice 骰子、 
nice 好的、rice 米飯、price 價格、twice 兩次、hide 躲藏、ride 騎、side 邊、tide 潮水、 
wide 寬的、slide 滑行、glide 滑翔、pride 自豪、life 生命、knife 刀子、wife 太太、strife 
爭吵、bike 腳踏車、hike 健行、like 喜歡、Mike 麥克、pike 矛、strike 打擊、file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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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 英哩、pile 一堆、smile 微笑、tile 磁磚、while 然而,當…時候、dime(美金)一角、 
crime 罪行、time 時間、slime 黏液、dine 用餐、fine 好的、line 線、nine 九、mine 我 

的、pine 松樹、wine 酒、shine 閃耀、pipe 管子、ripe 成熟的、wipe 擦拭、rise 上升、 
wise 明智的、size 尺寸、prize 獎品、live 現場轉播(註)、dive 跳水、hive 蜂巢、fire 火、 
hire 雇用、tire 厭煩、retire 退休、wire 電線、admire 讚賞 

註：live 當動詞時唸[l0v]，當形容詞「現在轉播的」時唸[la0v] 

例外字：live 住,活、give 給。以下 ie 在字中唸長母音的[i]：chief 首領、brief 簡短的、 
field 田野、piece 一塊,一片。 

(五)長母音 u（KK 音標作 [u] 或 [ju] ）： 
1. 單音節的字尾是 ue 或音節中有字母 u_e 時，u 發長母音的[ju] （原本字母的聲音） 或[u] 

（類似ㄨ），而第二個字母 e 不發音 

(1). 發[ju]（原本字母的聲音） ： 
cue 提示、hue 色調、cube 立方體、puke 嘔吐、cute 可愛的、mute 靜音的、use 使 

用、excuse 原諒,藉口、cure 治療、pure 純的、huge 巨大的、fuse 保險絲、muse 沈 

思、abuse 濫用、mule 騾子 
(2). 發[u]： 

rue 芸香、sue 控告、blue 藍色、clue 線索、glue 膠水、true 真實的、rube 鄉巴佬、 
rude 無禮的、crude 粗俗的、flute 直笛、lute 魯特琴、brute 野獸、rule 規則、、June 
六月 

(3). 英式唸[ju]，美式唸[u]： 
dude 男人、nude 裸體、due 到期、tube 軟管、duke 公爵、tune 曲子、presume 假定 

註：u 的音分成兩種發音，且美式和英式的發音又不同的原因難以理解，只能說是 

「習慣使然」吧！別無他法，多聽多記而已。但話說回來，說錯了也沒關係，對方 

還是聽得懂的。 

例外字：fuel ['fjuDl] 燃料、cruel ['krUDl] 殘忍的、fluent ['flUDnt] 流利的、 

2. 單音節的中有 ui 時，u 發長母音的[ju]（原本字母的聲音）或[u]（類似ㄨ），而第二個 

字母 i 不發音：bruise 瘀傷、cruise 巡航、fruit 水果、suit 套裝、juice 果汁 

例外字：fluid ['flU0d] 液體、ruin ['rU0n]毀壞、build ['b0ld] 建造、guilt ['Ellt] 罪行 

後記：以上就是利用「字母記憶口訣」中「母音本身唸法」來作長母音 a,e,i,o,u 的發音練 

習，相信大家在唸完以上例字之後，碰到類似的字就能馬上唸得出來。大家也別忘了到網 

站上聽例字的發音或者下載檔案到電腦聽也行。在下一個單元裡，將會教大家其他長母音 

的字母組合。學習上有問題，或有學習經驗要分享的，也歡迎來信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