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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音法規則
四、長母音之二
(九)

–ay– 在字尾唸長母音的ㄟ（KK 音標作

）

[e]

初級
字彙

day 白天、Jay 傑(男子名)、May 五月、pay 付錢、say 說、way 方法、gray 灰色、play
玩、stay 停留、away 遠離、today 今天、lay 下蛋、ray 光線

中級
字彙

bay 海灣、gay(男)同性戀、hay 乾草、、bray 驢叫、clay 黏土、pray 祈禱、spray 噴
霧、stray 走失、tray 托盤、delay 耽擱、betray 出賣、display 顯示

中高
級

dray 板車、fray 磨損、slay 殘殺、spay 切除卵巢、splay 展開、sway 搖晃、decay 變
質、defray 支付、essay 文章、relay 接力賽、array 陣列

註：此時 y 可視為「半母音」，故 ay 也可視為「兩個母音在一起，第一個發字母音，第二個
不發音」的規則來記。
(十)

–ew–及–eu–發「ㄨ」（KK 音標作

）或「ーㄨ」（KK 音標作

[u]

）：

[ju]

[ju]

ewe [ju] 母羊、hew 砍劈、few 很少、Jew 猶太人、jewel 寶石、pew 教堂的長凳、
jew 紫杉、skew 歪斜、spew 嘔吐、view 看,視野、review 複習、preview 預習、interview
訪談、nephew 外甥、sinew 肌腱,體力、adieu [D'dju] 再見、deuce(網球、桌球)平手、
Europe 歐洲、feud 長期不和

[u]

chew 嚼、blew 吹(blow 的過去式)、brew 釀酒、crew 船員、drew 畫(draw 的過去
式)、flew 飛(fly 的過去式)、grew 成長(grow 的過去式)、screw 螺絲、slew 殺(slay
的過去式)、strewn 撒滿了、threw 丟(throw 的過去式)、sewage 污水、shrewd 精
明的、neutral 中立、neurosis 神經官能症

兩種皆可 dew 露水、new 新的、stew 燉,燜、steward 男服務員

例外字：sew [so]
(十一) –ey 在字尾輕音節時發「一」
（KK 音標作
音標作 [e]）：

）
；重音節(包接單音節的字)發「ㄟ」
（KK

[i]

[i]

hickey 吻痕、hockey 曲棍球、jockey 騎士、Mickey 米奇、monkey 猴子、honey
蜂蜜、kidney 腎臟、chimney 煙囪、money 錢、volley 排槍射擊、motley 混雜的、
abbey 大修道院

[e]

hey 喂、obey [D'be] 遵守、grey 灰色、prey 祈禱、convey [kDn've] 傳導

註：key(鑰匙)是單音節，但 ey 發[i]視為例外來背。ey 結尾的字不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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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ie 發「一」（KK 音標作 [i]）
：
ie 或 i_e 原本發[a0](字母 i 的音)，如 pie、lie、ride、hide，但以下的 ie 不在字尾時發[i]
初級
字彙

piece 塊,片、niece 姪女、believe 相信、field 原野

中級
字彙

belief 信仰、brief 簡短的、chief 首領、grief 悲傷、thief 小偷、shield 盾、yield 生產

中高
級

relief 減緩、grieve 使哀傷、achieve 完成、wield 手持武器、fiend 惡魔、priest 牧師、
siege 圍攻、hygiene 衛生、shriek 尖叫

例外字：sieve [s0v] 篩子、friend [frGnd] 朋友、pier [p0r] 碼頭、pierce [p0rs] 穿孔、quiet [kwa0Dt]
安靜的、piety [pa0Dt0] 虔誠的、anxiety [$H'za0Dt0] 焦慮、variety [vD'ra0Dt0] 變化、mischief
['m0stN0f] 惡作劇
(十三)

ei 的三種發音：(1)ㄟ（KK 音標作

）(2)ㄧ（KK 音標作

[e]

）(3)ㄞ（KK 音標作

[i]

）

[a0]

若按照基本發音規則「兩個母音在一起，第一個發字母原本的音，第二個不發音」如 wait
的 ai 唸字母 a 的音（KK 音標作[e]）
，而 i 不發音。但 ei 發[i]的字反而比發[e]還來得少（請見
下表）
，發[e]的道理可能是將 e 視為發短母音的[G]，i 視為發短母音的[0]，而[G0]一起才唸得像
[e]了。至於 ei 有時又發[a0]，可能捨 e 的音不發，而發後面的 i 吧！

[e]

eight 八、weight 重量、neighbor 鄰居、either、weigh 稱重量、sleigh 雪橇、freight
貨運、neigh 馬嘶聲、vein 靜脈、rein 韁繩、feint 假動作、fein 假裝、veil 面紗

[i]

either 也(不)、seize 捉住、ceiling 天花板、receive 收到、protein 蛋白質、leisure

[a0]

特殊

height 高度、Einstein 愛因斯坦、Eileen 愛琳(女子名)、Fahrenheit 華氏
weird [w0rd] 奇怪的、heir [Gr] 繼承人

後記：所謂的「自然發音法規則」
，只是將「發音相同」的字歸納在一起而已。可是，各
位看倌在看過蝦米整理的「長母音規則」後，有沒有發現，所謂的規則還是有相當多的例外，
所以坊間的書籍或補習班如果強調自然發音可以速成，或是鼓勵大家只學自然發音，不必學
KK 音標的話，那就值得商確了。在我看來，KK 音標是很好用的注音符號，如果你不想學，
你可以學習其他的標音方式，像有些英英字典，用的就不是 KK 音標。總之，KK 音標的作用，
是在標記那些不符合自然發音規則的單字，讓你可以更準確的讀出單字的發音，如果你不想
再增加負擔，用自己看得懂的符號來標記也是可以的。只是很不幸的，國內的英漢字典幾乎
都有採用 KK 音標，所以大家還是勉為其難的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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