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

自然發音

V
/vi/
W
/dVblju/

/v/

voice /v4s/ 聲音 view /vju/ 景觀
van /vAn/ 廂型車 visit /'vIzIt/ 拜訪
very /'vWrI/ 非常地 video /'vIdIo/ 影像

/w/

word /w3d/ 文字 work /w3k/ 工作
wine /w1n/ 葡萄酒 wear /wWr/ 穿戴
wood /wUd/ 木材 wife /w1f/ 妻子

母音前：

X
/Wks/

發/gz/
子音前：
發/ks/
字首Y是子音：
發/j/

Y
/w1/

非字首Y是母音：
發/1/或/I/

Z
/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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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字

/z/

exam /Ig'zAm/ 考試
exact /Ig'zAkt/ 精準的
exist /Ig'zIst/ 存在
excuse /Ik'skjuz/ 藉口
excel /Ik'sWl/ 卓越 expel /Ik'spWl/ 逐出
yes /jWs/ 是的
yolk /jok/ 蛋黃
year /jIr/ 年

yard /jard/ 院子
yellow /'jWlo/ 黃色的
young /jV9/ 年輕的

ﬂy /fl1/ 飛翔
type /t1p/ 種類
body /'badI/ 身體

sky /sk1/ 天空
style /st1l/ 型式
candy /'kAndI/ 糖果

zoo /zu/ 動物園
zero /'zIro/ 零
zebra /'zibrE/ 斑馬 zipper /'zIp2/ 拉鍊
size /s1z/ 尺寸
prize /pr1z/ 獎品

3 何謂音節及拆音節的方法
01

何謂音節

MP3-004

音節就是唸單字時的停頓點。一個單字短則一個音節（單音
節），長則可能多達七、八個音節。一個再長的單字，若有一套方
法可以將其分成若干音節，而每個音節只有二、三個英文字母，自
然就容易唸出口了。
有關音節有以下5個規則：
①通常一個單字裡有幾個母音字母，就有幾個音節。
範例：banana、elephant、animal皆有3個音節。
②相連的母音字母，視為一個音節。
範例：innovation、reputation皆只有4個音節，而beautiful則只有
3個音節。
③字尾的e不發音，不視為母音，不能形成一個音節。
範例：welcome、above、alone皆只有2個音節。
④非字首的y，視為母音，可以形成一個音節。
範例：sky只有1個音節，July則有2個音節。
但字首的y要視為子音，不能形成一個音節。
範例：yellow只有2個音節。
⑤音節子音（L、M、N）雖然是子音，但可形成一個音節。
範例：racism有3個音節，reason、cancel皆有2個音節。
/M/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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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拆音節的步驟

MP3-005

拆音節有二個步驟：
①先根據上述有關音節的5個規則，找出單字中所有的母音字母：
a

非字尾的e
（去e尾）

i

o

u

非字首的y
（去y頭）

M

N

以及3個音節子音：
L

然後在以上這些字母底部畫線。
範例：

30

competitor

company

appointment

競爭者

公司

約定

telephone

clothing

metropolitan

電話

衣服

大都會

conclusion

constitution

description

結論

憲法

描寫

②接著從英文單字的尾部（右方）往頭部（左方）找出畫有底線的
字母，以每個畫有底線的字母為中心，分別抓住其左方的一個子
音，然後在該子音字母前畫一條切割線，一路由右向左切割，最
後一個母音則不必再切割了。

注意

①重複相連的子音叫做雙胞胎，例如：ss、mm……其實只
唸後一個子音；或②有些不相同而相連的子音叫做連體嬰，
例如：ph、th……只唸一個單音；以及③有3個黏TT，第1
個是子音＋r，例如：gr、tr……；第2個是子音＋l，例如：
cl、pl……，這些會連左邊的子音一起唸，切割線應切在
它們之前，不要切在它們中間；第3個黏TT是s＋子音，例
如：sc、st……，s會與右邊的子音連在一起唸。

範例：
com/pe/ti/tor

com/pa/ny

a/ppoint/ment

te/le/phone

clo/thing

me/tro/po/li/tan

con/clu/sion

con/sti/tu/tion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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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試Ⅰ
1.absorption

2.accompany

3.accomplishment

4.acknowledge

5.administration

6.additional

7.admiration

8.admission

9.agriculture

10.adoption

11.animation

12.analysis

13.assumption

14.academic

15.bankruptcy

16.balloonﬁsh

17.billionaire

18.binoculars

19.boundary

32

拆出這些單字的音節，並試著唸唸看吧！

牛刀小試Ⅰ解答

MP3-006

1.ab/sorp'/tion (n.)
/Eb'sCrpSEn/ 吸收；專心

2.a/ccom'/pa/ny (v.)
/E'kVmpEnI/ 陪伴；添加

3.a/ccom'/plish/ment (n.)
/E'kamplISmEnt/ 成就；教養(pl.)

4.ack/no'/wledge (v.)
/Ek'nalIG/ 承認；感謝

5.ad/mi/ni/stra'/tion (n.)
/EdmInE'streSEn/ 行政管理

6.a/ddi'/tio/nal (a.)
/E'dISEnL/ 另外的；附加的

7.ad/mi/ra'/tion (n.)
/AdmE'reSEn/ 欽佩；欣賞

8.ad/mi'/ssion (n.)
/Ed'mISEn/ 門票；進入許可

9.a'/gri/cul/ture (n.)
/'AgrIkVl72/ 農業；農藝

10.a/dop'/tion (n.)
/E'dapSEn/ 收養；採用

11.a/ni/ma'/tion (n.)
/AnE'meSEn/ 動畫片

12.a/na'/ly/sis (n.)
/E'nAlEsIs/ 分析

13.a/ssump'/tion (n.)
/E'sVmpSEn/ 假定；採取

14.a/ca/de'/mic (a.)
/AkE'dWmIk/ 學術的；學院的

15.ban'/krupt/cy (n.)
/'bAnkrVptsI/ 破產

16.ba/lloon'/fish (n.)
/bE'lunfIS/ 河豚

17.bi/llio/naire' (n.)
/bIljEn'Wr/

18.bi/no'/cu/lars (n.)
/b1'nakjEl2z/

億萬富翁

雙眼望遠鏡；雙眼顯微鏡

19.boun'/da/ry (n.)
/'b0ndErI/ 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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