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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音法規則 
一、字母基本音（字母記憶口訣） ：唸熟後，就知道 26 個字母都有一個基本的代表音 

字母→基本音 音標唸法 字母→基本音 音標唸法 
a→[$] [$]似ㄝ  n→[n] [n]=ㄋ 

b→[b] [b]=ㄅ  o→[A] [A]=ㄚ 

c→[k] [k]=ㄎ  p→[p] [p]=ㄆ 

d→[d] [d]=ㄉ  q→[kw] [kw]ㄎㄨ 

e→[G] [G]=ㄝ  r→[r] [r]=ㄖ 

f→[f] [f]=ㄈ  s→[s] [s]=ㄙ 

g→[E] [E]=ㄍ  t→[t] [t]=ㄊ 

h→[h] [h]=ㄏ  u→[K] [K]似ㄜ 

i→[0] [0]似ㄧ  v→[v])  [v]有聲ㄈ 

j→[dI] [dI]=ㄐ  w→[w] [w]=短ㄨ 

k→[k] [k]=ㄎ  x→[ks])  [ks]=ㄎㄙ 

l→[l] [l]=ㄌ  y→[j] [j]=短一 

m→[m] [m]=ㄇ  z→[z] [z]=有聲ㄙ 

二、c, g, y 的第二種唸法： 
1.  c 後面如果接 e, i, y 時，發ㄙ（KK 音標作[s]）的音（無聲，吹氣而已） 

c+e  cell 細胞、celebrate 慶祝、celery 芹菜、cereal 麥片粥、center 中心、cement 水泥 
c+i  cider 蘋果汁、cigar 雪茄、cinema 電影院、citizen 公民、city 城市、civic 公民的 
c+y  cypress 柏樹、cyber 網路的、cycle 週期、cylinder 汽缸、cymbal 鈸、cynical 憤世嫉俗 

2.  g 後面如果接 e, i, y 時，發類似ㄓ或ㄐ（KK 音標作[dI]）的音（有聲，聲帶要振動） 
g+e  gesture 手勢、gem寶石、gene 基因、general 將軍、genius 天才、gentle 溫柔的 
g+i  gist 大意、giant 巨人、gibe 嘲諷、gin 琴酒、ginger 薑、giraffe 長頸鹿 
g+y  gym 體育館、gymnast 體操選手、gyp 騙子、gypsy 吉卜賽、allergy 過敏、clergy 教士 

例外字：get 得到、give 給、gift 禮物，g 發ㄍ（[E]）要特別小心，只能死背。 

3.  y 放在字尾，若在雙音節或多音節的字尾，就唸[0]（此為上述「字母記憶口訣」的唸 

法；若放在單音節中，且沒有其他母音時，唸[a0](ㄞ)（此為第二種唸法） 

唸[0]  army 陸軍、baby 嬰兒、candy 糖果、daddy 爸爸、funny 好笑的、pretty漂亮的 

唸[a0]  shy 害羞的、by 藉著、cry 哭、dry 乾的、my 我的、fly 飛,蒼蠅 

註：此時 y 相當於母音，故又叫「半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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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短母音（即 a→[$]、e→[G]、i→[0]、o→[A]、u→[K]） 

1.字母記憶口訣延伸練習：母音 a,e,i,o,u 放字首時唸短母音 

記法：媽媽(母音)帶著孩子(子音)衝鋒陷陣，遇到敵人「首」當其衝，容易「短」命囉 
(1).  actor 演員、album 相簿、ambulance 救護車、animal 動物 

ax 斧頭、answer 答案、ant 螞蟻、angry 生氣 
(2).  elephant 大象、elevator 電梯、empty 空的、engine 引擎 

exercise 運動、every 每一個、enter 進入、end 結束 
(3).  if 如果、ill 生病的、imitate 模仿、Italy 義大利、insect 昆蟲 

inch 英吋、image 影像、idiot 笨蛋 
(4).  October 十月、octopus 章魚、olive 橄欖、oxygen 氧氣 

option 選擇、on 在…之上、odd 奇數的、object 物體 
(5).  ugly 醜的、umbrella 雨傘、uncle 叔伯、under 在…之下 

until 直到、up 向上、us 我們(受格)、utter 完全 

2. 字母記憶口訣延伸練習：母音 a,e,i,o,u 夾在子音中間時唸短母音 

記法：一個媽媽胸前抱著一個孩子，後面還背著另一個孩子，當然累到氣喘吁吁、中氣 

不足，講起話來就氣「短」囉！ 

(1).  bad 壞的、bag 袋子、bat 蝙蝠、can 罐子、cap 棒球帽、cat 貓、dad 爸爸、dash 
破折號、fan 扇子、fat 肥的、fax 傳真、fast 快速的、gasp 裂縫、gas 瓦斯、had 
有(have 的過去式)、ham 火腿、hat 帽子、jam 果醬、Jack 傑克、lab 實驗室、lap(跑 

道的)一圈、last 最後、mad 生氣的、man 男人、map 地圖、nag 嘮叨、nap 小睡、 
pan 平底鍋、past 過去、pants 長褲、ran 跑(run 的過去式)、rap 饒舌歌、rat 野鼠、 
sad 傷心、Sam 山姆、sat 坐(sit 的過去式)、tag 標籤、tan 曬黑、tap 輕敲、tax 賦 

稅、wax 蠟 

(2).  bed 床、bell 鈴、cell 細胞、cent 一分錢、desk 書桌、fed 餵(feed 的過去式)、fell 
掉落(fall 的過去式)、gel 髮膠、get 得到、held 握住(hold 的過去式)、help 幫助、 
hen 母雞、jet 噴射機、kept 保持(keep 的過去式)、led 領導(lead 的過去式)、left 
離開(leave 的過去式)、leg 腿、lend 借出、less 更少、let 讓、men 男人(man 的複 

數)、met 遇見(meet 的過去式)、neck 脖子、next 下一個、pen 鋼筆、pet 寵物、red 
紅色、rest 休息、sell 賣出、send 寄送、sex 性別、tell 告訴、ten 十、test 測驗、 
vet 獸醫、web 蟲網、well 好,水井、wet 濕的、yes 是的、yet 然而 

(3).  big 大的、bill 賬單、bit 少量、city 城市、did 做(do 的過去式)、dig 挖、fill 裝滿、 
fit 合身、fix 修理、gift 禮物、hid 隱藏(hide 的過去式)、hill 山丘、his 他的、hit 
打擊、Jim 吉姆、kid 小孩、kill 殺、king 國王、kiss 親吻、lid 蓋子、lip 嘴唇、list 
表單、milk 牛奶、mix 混合、pick 採摘、pig 豬、quick 快的、quit 停止、quiz 測 

驗、rich 富有的、ring 戒指,鈴響、sick 生病的、sit 坐著、six 六、till 直到、tin 罐 

子、will 將會、win 贏、wind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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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b 鮑伯、body身體、bog 泥沼、bomb 炸彈、box 箱子、cock 公雞、cod 鱈魚、 
cop 警察、dock 船塢、doll 洋娃娃、dot 小點、fond 喜歡的、font 字體、fox 狐狸、 
god 神、got 獲得(get 的過去式)、hog 霸佔、honk 按喇叭、hop 單腳跳、hot 炎熱 

的、job 工作、jog 慢跑、John 約翰、knock 敲、lock 鎖上、lot 很多、mob 暴民、 
mock 嘲笑、mom 媽、mop 拖地、nod 點頭、not 不(是)、pond 池塘、pop 啪的一 

聲、pot 鍋,壺、rock 岩石、rod 釣竿、rot 腐爛、sob 啜泣、sock 短襪、Tom 湯姆、 
top 頂端 

(5).  buck 美元、bud 花蕾、bug 蟲子、bun 小圓麵包、bus 公車、but 可是、buzz 嗡嗡 

聲、cud 反芻的食物、cup 杯子、cut 切割、duck 鴨子、dug 挖(dig 的過去式)、dull 
乏味的、dumb 啞的、dust 灰塵、fun 好玩、fuss 大驚小怪、gun 槍、gut 內臟、hug 
擁抱、hung 掛(hang 的過去式)、hut 小屋、just 就是、luck 運氣、lung 肺部、mud 
泥土、mug 馬克杯、must 必須、nun 尼姑、nut 核桃、pub 酒吧、pun 雙關語、rug 
小地毯、run 跑、suck 吸吮、sum 總數、sun 太陽、sung 唱(sing 的過去分詞)、tub 
浴缸、tuck 摺起、tusk 象牙 

3. 兩個字母 oo 通常發長音的[u]， 如 food， 但後面跟著 k 或 r 時發短音、 輕鬆的[U] 如 book 

ook 的 oo 唸[U] 

book 書、cook 煮、hook 掛勾、look 看、nook 角落、rook 敲詐、brook 
小溪、crook 拐彎處、shook 搖(shake 的過去式)、took 拿(take 的過去 

式)、cookie 餅乾、rookie 菜鳥 

oor 的 oo 唸[U]  boor 野蠻人、moor 荒野、poor 窮的、spoor 動物足跡。 

–oor 唸[Cr]  door 門、floor 地板 

ood 唸[Ud]  good 好的、hood 頭巾、stood 站立(stand 的過去式)、wood 木頭 

例
外

字
 

ood 唸[Kd]  blood 血、flood 水災 

註：[U]的音很難發，但如果你會說閩南話(台灣話)，你可以用骨頭的「骨」來揣摩 good 的音， 

因為兩個音幾乎一樣。記住[U]和[u]不是長短的差別，而是「緊張度」的差別，發[U]時，嘴唇、 

舌頭、下巴都要放鬆。唸[u]時，雙唇要縮成小圓往外推，有點在吹口哨一樣。 

4. 多音節的字尾是ous 時，一定是輕音節，且 ou 發「ㄜ」(KK 音標作[D]) 

初級字彙 
delicious 美味可口的、curious 好奇的、serious 嚴重的、famous 有名的、 
dangerous 危險的、generous 大方的、 

中級字彙 

conscious 意識清醒的、suspicious 可疑的、gracious 高雅的無懼的、nutritious 
營養的、superstitious 迷信的、religious 宗教的、numerous 大量的、anxious 
焦慮的、precious 貴重的、humorous 幽默的、tedious 單調乏味的、continuous 
連續的、jealous 忌妒的、marvelous 不可思議的、ridiculous 荒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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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高 級 或 以 

上字彙 

covetous 妄想佔有的、anonymous 匿名的、audacious 勇敢、copious 大量的、 
infamous 惡名昭彰的、amorous 鍾情的、vigorous 精力充沛的、notorious 
聲名狼藉的、industrious 勤奮的、momentous 極重要的、precipitous 陡峭的、 
courteous 彬彬有禮的、hideous 令人驚駭的、sensuous 刺激感官的、strenuous 
努力的、contemptuous 鄙視的、sumptuous 奢華的 

註：ous 結尾的字都是形容詞居多。 

5. 單字中有 au 時，通常唸「ㄛ」(KK 音標作[C] ) 

初級字彙 

August 八月、Australia 澳洲、author 作者、autumn 秋天、cause 引起,原因、 
because 因為、gauze 紗布、pause 暫停、sauce 醬料、haul 拖,拉、Paul 保羅、 
fault 過錯、caught 捉住(catch 的過去式)、daughter 女兒、taught 教導(teach 
的過去式)、faucet 水龍頭 

中級字彙 

auction 拍賣、audible 聽得見的、audience 觀眾、auditorium 禮堂、authority 
權力、automobile 汽車、vault 撐竿跳、assault 攻擊、astronaut 太空人、naughty 
調皮的、slaughter 屠殺、launch 發射升空、haunt 鬼魂出沒、fraud 詐騙、 
applaud 鼓掌、caution 小心、exhaust 廢氣、dinosaur 恐龍、gaudy俗氣的、 
laundry 待洗衣物 

中 高 級 或 以 

上字彙 
audition 試演、autograph 親筆簽名、nausea 噁心、staunch 忠實可靠的、taunt 
嘲笑 

例外  au→[$]＝aunt 姑姨、laugh 大笑；au→[e]＝gauge 測量標準 

6. 單字中的 aw，唸「ㄛ」(KK 音標作[C] ) 

初級字彙 
law 法律、jaw 下巴、raw 生的、saw 看見(see 的過去式)、draw 畫、straw 
吸管、lawn 草皮、drawn 畫(draw 的過去分詞)、yawn 打哈欠 

中級字彙 
awe 敬畏、maw 咽喉、claw 鳥爪、flaw 瑕疵、sprawl四肢攤開躺著、dawn 
破曉、pawn 典當、gawk 盯著看、hawk 鷹 

中 高 級 或 以 

上字彙 
craw 鳥囊、gnaw 啃咬、thaw 解凍、brawl 大吵、drawl拖長字說話、shawl 
披肩、trawl拖網、fawn 幼鹿、prawn 明蝦、spawn 魚卵、paw 獸爪 

7. 單字的輕音節有ien時，會唸「一ㄣ」 （KK 音標作[0Dn]）或「ㄣ」 （KK 音標作[Dn]） 

初級字彙  convenience 方便、convenient 方便的、experience 經驗、patient 有耐心的 

中級字彙 
alien 外星人、audience 觀眾、nutrient 營養的、ancient 古代的、efficient 能 

勝任的、impatient 沒耐心的、sufficient 足夠的、obedient 服從的 

中 高 級 或 以 

上字彙 

expedient 權宜的、lenient 寬大的、 orient 東亞各國、 oriental東方的、 orientation 
新生訓練、proficient 熟練的、proficiency 熟練度、conscience 良心、quotient 
商數 

例外字  client ['kla0Dn]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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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y, oi在一起時，會唸「ㄛ一」 （KK 音標作[C0]） （此項亦可視為雙母音） 

初級字彙 
boy男孩、toy玩具、joy 歡樂、enjoy 喜愛、oink 豬叫聲、coin 硬幣、join 
參加、point 指點、oil 油、boil 煮沸、noise 噪音、voice 聲音、avoid 避免、 
toilet 廁所,馬桶 

中級字彙 
coy靦腆的、annoy 使惱怒、employ 雇用、destroy破壞、oyster 蚵仔、royal 
王室的、loin 豬腰肉、joint 關節、coil 盤繞、spoil 寵壞、poise 鎮靜、moist 
潮濕的、invoice 發票、poison 毒 

中 高 級 或 以 

上字彙 

ploy計謀、alloy合金、decoy誘餌、deploy 部署、convoy護航、buoy救生 

圈、boycott 杯葛、voyage 航行、foil 箔紙、recoil 退縮、hoist 吊起、rejoice 
欣喜、appoint 任命、 

例外字  choir [kwa0r] 合唱團 

註：以上單字分類分成三級是蝦米自行分類，若有疑慮請自行參考大型字典，會有詳細 

歸納，有些會依最常用一千字至三千字不等來分類，或者會在字前打*來表示使用頻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