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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音法規則 
四、長母音之二 

Ø 以下開始的規則必須死背，因為兩個隨機組合的母音合在一起唸長音，有時是很難 

理解其道理的。 
(六) –oo  唸長母音的ㄨ（KK 音標作 [u] ） 

1.字尾是oo 結尾時： 
boo 噓聲、coo 鴿子叫聲、loo 廁所(英國用法)、moo 牛叫聲、woo 追求、zoo 動物園、igloo 
冰屋(愛斯基摩人的住屋)、taboo 禁忌、tattoo 刺青、cuckoo 布穀鳥 

2.  –ood, oof, ool, oom, oon, oop, oot, ooth, oose 結尾的字： 
food 食物、mood 心情、brood 孵蛋、hoof 獸蹄、roof 屋頂、proof 證據、cool涼的、drool 
流口水、stool矮凳、fool傻瓜、pool水池、tool 工具、boom隆隆聲、doom注定、room 
房間、zoom直線上升、bloom 開花、gloom昏暗、moon 月亮、noon 正午、soon 不久、 
spoon 湯匙、cartoon 卡通、balloon 氣球、hoop 籃圈、loop 環形物、droop 低垂、scoop 
杓子、troop 部隊、stoop 彎腰、boot 靴子、root 根、shoot 射擊、booth 電話亭、tooth 
牙齒、smooth 平滑的、loose 鬆的、goose 鵝、ooze 流出、choose 選擇、doodle 塗鴨、 
noodle 麵。 

例外字：good 好的, hood 頭巾, stood 站(stand 的過去式)、wood 木頭、woof 狗叫聲、 
wool羊毛，以上的oo都唸短母音的[U]。blood 血、flood 洪水，兩字的oo唸[K]。 

註：ook, oot 的oo唸短母音，請參照「短母音篇」。 

(七)  單字中  –ou–  的讀音 

1.唸雙母音的ㄠ（KK 音標作 [aU] ） 

初級 

字彙 

out 外面、about 大約、shout 大叫、noun 名詞、found 找到(find 的過去式)、pound 
磅、round 圓的、ground 地面、sound 聲音、count 數、mountain 山、house 房子、 
mouse 老鼠、ouch 哎唷、couch 長沙發、loud 大聲的、proud 驕傲的、mouth 嘴、south 
南方、thousand 千、trousers 褲子 

中級 

字彙 

pout 噘嘴、doubt 懷疑、scout 童子軍、snout 豬鼻、bound 蹦跳、hound 獵犬、louse 
蝨子、spouse 配偶、blouse 女用襯衫、crouch 蹲伏、pouch(動物的)育兒袋、bough 樹枝、 
drought 乾旱、foul犯規、county 縣,郡、counter 櫃檯 

中高 

級 
rout 大敗、devout 虔誠的、stout 粗壯的、sprout 萌芽、trout 鱒魚、mount 上馬、rouse 
喚起、grouch 抱怨、vouch 擔保、slough 泥沼、shroud 覆蓋、council 議會 

2. –ou–的其他五種發音（視為例外） 

[o] 
dough [do] 生麵糰、though [Mo] 雖然（＝although [Cl'Mo] 雖然）、borough [do] 自治 

區、thorough ['L"o] 完全的、soul靈魂、mould 模子、poultry家禽、shoulder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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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could [kUd] 可能(can 的過去式)、should [NUd] 應該(shall 的過去式)、would [wUd] 將 

會(will 的過去式) 

[C] 

ought [Ct] 應當、bought [bCt] 買(buy 的過去式)、fought [fCt] 打架(fight 的過去式)、 
brought 帶來(bring 的過去式)、 sought 尋找(seek 的過去式)、 nought 零、 thought 想(think 
的過去式)、wrought [rCt] 鍛造(work 的過去式)（以上 gh 均不發音）；cough [kCf] 咳 

嗽、trough [trCf] 水槽 

[u] 

soup 湯、group 群組、through 透過、wound 創傷、you 你、youth 青春、route 路線、 
routine 慣例、coupon ['kupAn] 折價券、mousse [mus] 慕斯(奶油凍)、bouquet [bu'ke] 花 

束、boutique [bu'tik] 精品店、rouge [ruI] 胭脂、roulette [ru'lGt] 輪盤賭、toupee [tu'pe] 

小型假髮、souvenir [`suvD'n0r] 紀念品 

[K] 
enough [0'nKf] 足夠的、rough [rKf] 粗糙的、slough [slKf] 蛇蛻皮、tough [tKf] 強硬的、 
country ['kKntr0] 國家,鄉下 

蝦米有感：看完以上五項例外字之後，你還會同意英文是「有發音規則的語言」嗎？ 

(八)  單字中  –ow–  的讀音： 
1.  –ow 在字尾時，唸長母音的ㄡ（KK 音標作 [o] ） ，即字母 o 本身的讀音 

初級字彙 
low 低的、know 知道、crow 烏鴉、grow 成長、blow 吹、slow 慢的、show 表演、 
snow 雪、throw 丟、borrow 借、tomorrow 明天、yellow 黃色、window 窗戶、below 
低於 

中級字彙 
bow 弓、row 一排、sow 播種、tow 拖曳、flow 流動、glow 發光、arrow 箭、narrow 
窄的、sparrow 麻雀、sorrow 悲痛、fellow 伙伴、swallow 吞、shallow 淺的、widow 
寡婦、shadow 影子、elbow 手肘 

中高級 
stow 收拾、marrow 髓、bellow 大叫、mellow 香醇、sallow 發黃、mallow 錦葵、 
meadow 草地 

註：不在字尾但發[o]，視為例外： 
bowl 碗、thrown 丟(throw 的過去分詞)、flown 飛(fly 的過去分詞)、grown 成長(grow 
的過去分詞)、own 自己的、owe 欠錢。 

2.  ow在字中時，唸雙母音的ㄠ（KK 音標作 [aU] ） 

初級字彙  down 往下、town 城鎮、brown 褐色、towel毛巾、flower 花、shower 淋浴 

中級字彙 
gown 長袍、crown 皇冠、clown 小丑、drown 溺水、frown 皺眉、owl貓頭鷹、 
vowel 母音、power 力量、powder 粉、tower 塔、crowd 群眾 

中高級 
fowl 禽鳥、howl 狼嗥、growl低吼、prowl潛行、scowl怒視、yowl 哭號、bowel 
腸子、trowel小鏟、cower 退縮、glower 怒視、drowse 打瞌睡、coward 懦夫 

註：以上單字的ow 在字尾但唸[aU]，視為例外字： 
bow 鞠躬、cow 母牛、how 如何、now 現在、sow 母豬、vow 誓言、wow 哇、brow 眉 

毛、allow 允許、bowwow 汪汪、kowtow 叩頭、powwow 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