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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為何發音之困難可以解決於一瞬間? 

 

1. 胡百熙先生強調華語拼音的智慧；說到世界每一語言 (包

括方言) 之每一音節所發出的聲音，都包含了聲母，韻母

與聲調。倘能掌握此等元素，便能準確發音。 

 

2. 不同語言之間，發音往往有共通之處。共通之處可體現於

上述每一元素。換言之，不同語言之間： 

聲母有共通， 

韻母有共通， 

聲調亦有共通。 

 

3.  “六通英語發音秘笈” 將英語與廣州話，在韻母方面的共

通點作較深入研究，結果就是証明了懂廣州話的學員學說

英語時，若能從認識此等共通點開始，認識到一切聲母及

韻母，便可化解英語發音之種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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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節 

概 論 
 

1. “六通英語發音秘笈” 中介紹的 “六通英語拼音法” 是如

何將英語發音之難度減至零這目標？ 

 
一言以蔽之，“六通英語拼音法” 教導學員如何運用一個

易於識別之音標系統，將英語每一音節之聲母、韻母及

聲調識別出來，看著音標便可準確發音。 

 
縱使某學員的英文水平甚低，只要用心熟習 “六通英語發

音秘笈” 所教授的內容，相信他亦可於短時間內，成功學

懂只要看著六通音標，便能準確讀出每一個英文字。運

用這個既簡單又快捷的方法，發音必定準確，但有一先

決條件，就是學員需懂廣州話。 

 

2. 學說中文要認識聲母、韻母和聲調，是眾所周知。學說

英語也可跟隨此途徑。 

 

3. 既然中國學生對聲母、韻母和聲調這三個要素已有認

識，我們亦不需多費唇舌，再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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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 

介紹聲母 

 
1. 聲母 (initials) 是什麼？ 

在發出聲音前的這一剎那，口部 (包括牙齒、舌頭、口

唇、口腔的形狀和位置) 一般需有所安排，使發出之聲

音能受到控制。人們用輔音 (consonants) 來顯示如何輔

助發音，亦即是如何安排口形，以操控發出的聲音。在

此情景下，發揮此等功能的輔音，稱為聲母 (initials)。 

 

2. 英語有 55 個聲母，全部排列在下列英語聲母表 B 欄中。 

 

3. 英語聲母表 C 欄的例字顯示出應當如何使用 B 欄的聲

母。學員應知道如何準確讀出此等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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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聲母表 
A 欄 B 欄 C 欄 
編號 聲母 

(以六通音標示範) 
例子 

1)  b       (＊) book; boy; bill  
2)  bl  black; bleak; blow 
3)  br  bring; brick; brim 
4)  ch      (＊) child; church; chilling 
5)  d       (＊) dog; darling; day 
6)  dr  dress; dream, drag 
7)  dw  dwelling; dwindle; dwarf 
8)  f        (＊) father; phone; phonetics 
9)  fl  flat, flash; flaw 
10)  fr  free; frame; friend 
11)  g        (＊) girl; go; get  
12)  gl  glow; gloss; glue 
13)  gr  grass; great; green 
14)  gw       (＊) Gwendolin; Guam 
15)  h        (＊) house; home; hire 
16)  j         (＊) jam; gel; jail 
17)  k        (＊) king; kid; keep 
18)  kl  class; clear; clever 
19)  kr  crack; crash; cream 
20)  kw       (＊) quick; queen; queer 
21)  l         (＊) love; low; light 
22)  m        (＊) mother; market; 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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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欄 B 欄 C 欄 
編號 聲母 

(以六通音標示範) 
例子 

23)  n        (＊) nice; no; new 
24)  p        (＊) pen; pay; pass 
25)  pl  place; plan; plane 
26)  pr  price; print; precise 
27)  r   rose; row; robe 
28)  s         (＊) center; sun; science; Xerox 
29)  sh   shine; shy; shame 
30)  shr  shroff; shrine; shrink 
31)  sk  skate; school; scan 
32)  skr  screw; scripture, scream 
33)  skw  square; squat; squally 
34)  sl  slumber; slow; slim 
35)  sm  small; smell; smear  
36)  sn  snail; snow; sniper 
37)  sp  spoon; spare; speak 
38)  spl  split; spleen; splash 
39)  spr  spring; spread; sprout 
40)  sq (= skw) square; squeeze; squire 
41)  st  stick; storm; step 
42)  str  strong; string; straight 
43)  sw  swim; swing, swear 
44)  t          (＊) time; tone; tell 
45)  th   thick; thin; thorough 
46)  th (d)   then; the; that 
47)  thr  throw; thrifty; 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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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英語聲母中，有(＊)符號者，代表廣州話亦同樣使用

此聲母，共 18 個。因廣州話亦有用 ng 作為聲母，故廣

州話的聲母總和，是 18(＊) + 1 = 19 個。 

 

5. 學員需學習每一個聲母的功能，要做到只需看到任何聲

母，便可舉例指出它是如何讀出。 

 
 

A 欄 B 欄 C 欄 
編號 聲母 

(以六通音標示範) 
例子 

48)  tr  tree; trim; train 
49)  tw  twin; twitter; twenty 
50)  v   victory; vote; virus 
51)  w         (＊) win; war; wake 
52)  wh   which; where; what 
53)  wr  wrap; write; wrinkle 
54)  y          (＊) yes; year; yell 
55)  z  zoo; zebra; 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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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節 
 

介紹韻母 
 
1. 韻母 (finals) 是什麼？ 

韻母是任何一個音節的發音部分，故一切韻母，均以元

音作起點。說到這裡，一句話要說清楚，胡百熙先生發

現：英語與廣州話所用之韻母，有 45 個是共通的，就是

因為這一發現，胡先生想出一個辦法使懂廣州話1的中國

學生，可於極短時間內將英語發音的大部份困難一掃而

空。 

 

2. 運用 “六通英語發音秘笈” 學韻母，應從這 45 個英廣共

通的韻母開始，我們稱之為 45 個共通基本韻母。 

 

3. 既然是共通，認識一個廣州話韻母的發音，即等如認識

一個英語韻母的發音。認識兩個廣州話韻母的發音，即

等如認識兩個英語韻母的發音。 

 

                                                        
1 在這裡懂廣州話的意思不只是聽得懂，而是要懂得準確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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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若能認識 45 個廣州話的韻母，學員已同時認識了 45

個英語韻母，這樣學員已解決了英語韻母的大部份問

題，但不是全部問題。 

 

5. 除了 45 個英廣共通韻母以外，英語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

韻母。我們說：英語有 45++個韻母： 

(1) 第一個+是：æ 音的韻母。 

(2) 第二個+是：由於加了輔音而產生的新韻母。 

 

6. 先談 45 個英廣共通韻母，在下列韻母表： 

B 欄列出這 45 個共通韻母的音標，A 欄示範廣州話如何

讀出這些韻母，而 C 欄顯示英文如何用到同一韻母。學

員必需做到看著 B 欄的韻母便能舉出中、英文例字顯示

怎樣用到此韻母。 

 

7. 韻母表 A 欄的作用，是給予 (懂廣州話的學員) 絕對信心

使學員知道自己沒有將 C 欄的英文字讀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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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與廣州話共通的 45 個韻母 
 A 欄 B 欄 C 欄 

編號 45 個中文字 

(廣州話)示範 

韻母 45 個英文字示範 

(1)  亞 a car 

(2)  艾 aai high 

(3)  額 aak park 

(4)  癌 aam palm 

(5)  晏 aan France 

(6)  硬 aang brown 

(7)  鴨 aap sharp 

(8)  押 aat, aad art, guard 

(9)  拗 aau how 

(10)  危 ai ice-cream 

(11)  得 ak, ag duck 

(12)  暗 am come 

(13)  銀 an gun 

(14)  鶯 ang hungry 

(15)  急 ap up 

(16)  屹 at, ad mud 

(17)  歐 au outside 

(18)  野 e yellow 

(19)  非 ei faith 

(20)  隻 ek, eg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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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編號 45 個中文字 

(廣州話)示範 

韻母 45 個英文字示範 

(21)  病 eng length 

(22)  靴 euh  her 

(23)  若 euk  jerk 

(24)  而 i see 
(25)  亦 ik, ig sick 
(26)  點 im limit 
(27)  然 in dinner 
(28)  應 ing finger 
(29)  葉 ip lip 
(30)  熱 it lit 
(31)  堯 iu kill 
(32)  澳 o low 
(33)  我 oh saw 
(34)  愛 oi boy 
(35)  角 ok, og lock, log 
(36)  岸 on bond 
(37)  江 ong song 
(38)  胡 oo (or u) wool 
(39)  換 oon soon 
(40)  活 oot boot 
(41)  渴 ot hot 
(42)  屋 uk  look 
(43)  順 un action 
(44)  龍 ung lonely 
(45)  律 ut, ud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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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上述之 45 個英廣共通韻母外，還有兩個要學習的地方，

故我們說學英語要學 45++個韻母。 

 
在英語 45++個韻母當中，第一個+所指是用 æ 音所產生的

韻母。廣州話沒有 æ 音，故它不在 45 個基本韻母之內。 

 
1) 認識 “æ” 音符的讀法。它既不是 a 亦不是 e，是二者

之間。懂得用一些突出例子來示範，例如： 

mæn 不等同 men； 

land 不等同 lend； 

bank 不等同 bend； 

too bad 不等同 two beds； 

after 的英國音是 a:f1-ta6；美國音是 æf1-ta6。 

 
2) 認識用到 “æ” 音作為韻母的一些情況，例如： 

æb (absolute = æb1-so6-loot6),  
æd (bad = bæd1),  
æf (Afghanistan = æf5- gæn1-nis6-taan6),  
æg (agriculture = æg1-gri1-kaul1-cheuh6),  
æk (action = æk1-shun6),  
æl (alcohol = æl1-ka5-hoh6),  
æm (mammal = mæm1-mol6),  
æn (man = mæn1),  
æp (apple = æp1-pol6),  
æt (hat = hæ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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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英語 45++個韻母當中，第二個+所指的是什麼韻母？ 

 
1) 某些韻母，學員已有機會學過。例如：“e”。 

 
2) “e” 之後若增加了輔音，便形成一個新韻母，例如：

eb，ed，ef，eg，ek，el，em 或 en。 

 
3) 每一個新韻母都需再學習。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學員請

特別留意 en 的讀音。Annie (讀作 en1-ni6) 與 “恩 ni6”

有別。 

 
4) 再以韻母 “el” 為例，假如在 el 後再加輔音，便可再

創出另一個新韻母。 

 
5) 例如在韻母 el 後面，加上輔音 d、m 或 p，就會變成

新的韻母 eld、elm、elp，如此類推。每個新韻母怎樣

發音，學員都有需要知道。 

 
6) 學習韻母時，學員需要注意還有一些韻母是以呼氣 

(亦稱 “輸氣”) 的輔音作結尾。這些呼氣的韻母，即是

以 ch、f、ft、s、sh、sp、st、th、x、v 等輔音所組成

之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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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這些所謂有輸氣功能的輔音收尾的韻母，亦是只出現

於英語，而華語 (包括普通話和廣州話) 都沒有。 

一些例字如下: 

(1)  rich 字，ich 是韻母，ch 是輸氣的輔音。 

(2)  soft 字，oft 是韻母，ft 是輸氣的輔音。 

(3)  grasp 字，asp 是韻母，sp 是輸氣的輔音。 

 

8) 所有因增加輔音(consonants)而產生的新韻母都包含

在第二個+之中。故掌握英語的 45++個韻母。已將需

要認識的韻母，全部學妥。 

 

9) 為使學員更明白英語 45++韻母的第 2 個+，現舉例示

範在已認識的韻母當中，再加輔音於後而產生的新韻

母。例如：已認識 aai 

 

新韻母 例字 六通音標 
aaib (aai + b) describe dis5-skraaib1 
aaid (aai + d) side saaid1 
aaif (aai + f) strife straaif1 
aail (aai + l) aisle seat  aail1-si:t1 
aaim (aai + m) time taaim1 
aain (aai + n) fine faain1 
aaip (aai + p) hyper-inflation haaip1-pa1 

in5-flei1-shu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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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節 

介紹聲調 

 
1. 六通國際語言學校的創辦人胡百熙先生提出一個稱為 

“六度語音” 之理論。他發現世界各語言聲調包含於某範

圍之中，並創造了一套標誌來代表世界語言的聲調。 

 
2. 現將世界上最多人採用的語言(包括英語，華語的普通話及

廣州話)所用的聲調，利用 “六度語音”，把聲調從高至低

排列如下： 

^ 1 2 3 4 5 6 

廣州話用它的全部：^ 1 2 3 4 5 6。 

英語用：1、 5、 6；間中亦有用 2。 

華語用 ：^、 2、 6－4、 1。 

由於我們現在是學英語發音，而英語只用 1、 5、 6 音便

可，故暫不談其他。 

 
3. 同一韻母用不同聲調說出來的英文字非常普遍，例如： 

Poland 的 “Po” 是第 1 聲； 

Potential 的 “Po” 是第 5 聲； 

Simple 的 “ple” 是第 6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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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在為第 1、第 5、和第 6 這三個聲調提出示範。在日常

生活當中，什有機會聽到一些名貴品牌或名人的名稱，如

McDonald，Toyota 或 Obama 等名字。 

 

這些名字很多用5-1-6 次序發音，更有 Vancouver, Monsanto, 

Toronto, Ontario, potato, tobacco, proposal 等等。認識了，

便知道如何用 5-1-6 聲調次序發音。 

 

5. 習慣了 5-1-6 聲之外，學員亦要學 1-5-6 聲。1-5-6 聲的例

字有 Winnipeg, Angela, Kensington, Senator, versatile, origin

等等。 

 
6. 懂得聲母，韻母及聲調，學員便可以，如華語拼音一般，

將每個音節清楚讀出。 

例如看到六通音標 ban5-naan1-na6 (banana)： 

an 是基本韻母中，第 13 / 45； 

aan 是基本韻母中，第 5 / 45； 

a 是基本韻母中，第 1 / 45。 

配上聲母 b 與 n，另加上聲調 5-1-6，發音不是清楚簡單嗎？

其實所有音節都可用同一方法分析。這樣便將英語發音的

難度大幅度減低至近於零。 

 



第 4 節 介紹聲調 

 
16 

 

7. 如果某學員懂得看著附件 1080 常用字表中之六通音標，

能準確無誤地讀出 A 欄之英文字，這樣學員已算成功學好

英語發音。當然，當他聽到別人說英語，他亦應懂得以六

通音標記錄聽到的一切。 

 
8. 既然韻母，聲母和聲調都已學過，學員可將本秘笈所教導

的材料，分 9 個步驟，按如下次序學習。 

  

學習英語發音可按下列 9 個步驟： 

步驟 1: 熟習我們提供的 45 個中文字，並以廣州音讀出。 
 

步驟 2: 認識此 45 個字的韻母之音標。 
 

步驟 3: 習慣看著六通音標，準確說出此等音標所代表之

英文字。從每一韻母，學員自己亦需有能力舉出

英文字以示範它的讀音。 
 

步驟 4: 懂得處理由增加輔音而產生新韻母之情況。要知

道，例如:只要增加輔音於韻母之後，此韻母便改

變成另一新韻母。 

例如：aai = 埃 

加 l 於後 = aail = British Isle (aai1-ol6↘) 

加 d = aaild = Isle-d 

加聲母 ch = chaaild1= child，生字便可讀出。 
 

步驟 5: æ 音不可忽略，too bad 與 two beds 有別。 
 

步驟 6: 55 個聲母中，每個要知道如何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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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 至於聲調，懂廣州話的學員需謹記，六個聲調是： 

私：1，史 ：2，肆：3，市：4，事：5，時：6。 

英語只用 1，5，6 聲。 

1：The deep blue sea 的 “sea” 是第 1 聲。 

5：Secure 的 “se” 是第 5 聲。 

6：Easy 的 “sy” 是第 6 聲。 

 
以上步驟 1-7 所說的是基本知識，此外還有非基本，但亦是

重要的知識，這就是對音符的認識，即是步驟 8。 
 

步驟 8: 六通音標採用的音符一般取材於英文之 26 個字

母。其作用與一般字母之作用亦是相似。 

 
於任何音節，元音是韻母的起點。輔音可放在元

音之前或之後。放在前叫聲母，放在後則構成韻

母的一部份。 

 
需要知道我們所用之音符，有向下箭嘴↘，它的作

用就是淡化某音節的聲量。 

 
例如：bi1-a6↘ (beer)。 

  不加上聲調於某韻母之後，亦可產生相同作用。 

 
 知道 “：” 是等於加長發音時間。 

例如：steal = sti:l1； 

而  still = stil1。 

 
步驟 9： 練習 (見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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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節 

練習 
 

希望學員將練習英語發音，看成是一種嗜好，勤加練習。從

我們選擇的 1080 個生字開始，反覆聆聽，明白耳聽到的讀

音與眼看到的音標為何有關連。 

 

練習發音的辦法: 

 
辦法 1 : 

 
學生可以利用附件提供的 1080 常用字表或手機程式，按如

下步驟悟出每一音節中的音標是應當如何讀出。 

 
(1) 看著某音節的音標，首先找出元音。 

 
(2) 元音及元音右邊的一切組成了韻母。  

 
(3) 分析這韻母是否 45 個共通基本韻母之一？還是英

語 45++個韻母中第 1 個+所指出的韻母？或是第 2

個+所指出的韻母？ 

 
(4) 這韻母配上聲母及聲調，便構成此音節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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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舉例 banana 一字，六通音標是 ban5-naan1-na6。 

此字有 3 個音節。  

 
第 1 音節 ban5 中：  

元音是 a，元音及右邊的一切組成 an， 

an 是 45 基本韻母中，第 13 / 45； 

配上聲調 5 後，韻母就是 an5。 

再配上聲母 b，便說對了。 

 

第 2 音節 naan1 中：  

元音是 a，元音及右邊的一切組成 aan， 

aan 是 45 基本韻母中，第 5 / 45； 

配上聲調 1 後，韻母就是 aan1。 

再配上聲母 n，又說對了。 

 

第 3 音節 na6 中:  

元音是 a， 

a 是 45 基本韻母中，第 1 / 45； 

配上聲調 6 後，韻母就是 a6。 

再配上聲母 n，又說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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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 舉 triumphant 一 字 ， 六 通 音 標 是

traai5-am1-fant6。 

此字有 3 個音節。 

 
第 1 音節 traai5 中:  

元音是 a，元音及右邊的一切組成 aai， 

aai 是 45 基本韻母中，第 2 / 45； 

配上聲調 5 後，韻母就是 aai5。 

再配上聲母 tr，便說對了。 

 
第 2 音節 am1 中:  

元音是 a，元音及右邊的一切組成 am， 

am 是 45 基本韻母中，第 12 / 45； 

配上聲調 1 後，韻母就是 am1。 

因為沒有聲母，所以單說 am1 便說對了。 

 
第 3 音節 fant6 中:  

元音是 a，元音及右邊的一切組成 ant， 

韻母 ant，屬於英語 45++韻母中的第 2 個+； 

因為雖然學過 an，加 t 於後，ant 便是一個新韻母； 

配上聲調 6 後，韻母就是 ant6。 

再配上聲母 f，又說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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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又試舉 practice 一字，六通音標是 præk1-tis6。 

此字有 2 個音節。 

 
第 1 音節 præk1 中:  

元音 ae 寫作 æ，元音及右邊的一切組成 æk， 

æk 是韻母，屬於英語 45++韻母中的第 1 個+； 

配上聲調 1 後，韻母就是 æk1。 

再配上聲母 pr，便說對了。 

 
第 2 音節 tis6 中:  

元音是 i，元音右邊的一切組成 is， 

韻母 is，屬於英語 45++韻母中的第 2 個+； 

因為雖然學過 i， 

加 s 於後，is 便是一個新韻母； 

配上聲調 6 後，韻母就是 is6。 

再配上聲母 t，便說對了。 

 
 

用上述的方法來分析英文字，完全可以將文字的每一音

節讀出。看著音標，根本沒有什麼字可稱得上是難讀字。

由此証明困難已可獲得解決。祝賀各位從此成功掌握一

個英語發音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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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2 : 
 

請隨意選用一篇文章 (一、兩句英文句子亦可)。 

兩至三位同學可共同努力，將文章的英文生字音標化。 

舉例如下，然後一併讀出，例如：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1751) (Extract) 
By Thomas Gray (1716-71) 
 

Full many a gem of purest ray serene 
The dark unfathomed caves of ocean bear: 
Full many a flower is born to blush unseen, 
And waste its sweetness on the desert air.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Extract)  
By Thomas Gray (1716-71)” 
e1-la5-ji6 writ1-tn1 in5 a5 kan1-tri1 cheuhch1-ya:d6  
baai5 tom1-mas1 grei1  

 
“Full many a gem of purest ray serene,” 
foo1 men1-ni1 a5 gem1 of5 pyu1-rest1 rei1 si5-ri:n1, 
 
“The dark unfathomed caves of ocean bear;” 
th(d)i5 daak1 an5-fæ1-tham6-t keivs1 of5 ol1-shun1 be1-a6↘; 
 
“Full many a flower is born to blush unseen,” 
fool1 men1-ni1 e5 flaau1-a6↘ is5-bohn1 tu5 blatsh1 an5-si:n1, 
 
“And waste its sweetness on the desert air.” 
ænd5 weist1 its5 swi:t1-nas6 on5 th(d)i5 de1-sit e1-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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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透過 “六通英語發音秘笈”，作者希望大家可用一個嶄新方

法，只需清楚掌握聲母，韻母和聲調這三大元素，透過六通

音標，將學習英語發音的辦法改寫，既省時間，又省費用，

大程度將學習過程簡化。 

 

在練習方面，同學們應常常自我思考，看著音標，以聲母，

韻母及聲調為基準，悟出某生字的發音，而不是靠聆聽示範

然後強記。只需跟隨作者提供的途徑練習英語發音，相信學

員可以化解學習英語發音的一切困擾，於極短時間內，掌握

英語發音這一門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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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80 常用字表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1.  a ei5 eɪ 一個 

2.  able ei1-bol6 ˈeɪbəl 能夠的 

3.  about a5-baut1 əˈbaʊt 關於 

4.  above a5-bauv1 əˈbʌv 在...上面 

5.  across a5-kros1 əˈkrɒs 橫過 

6.  act ækt1 ækt 扮演 

7.  action æk1-shun6 ˈækʃən 行動 

8.  actually æk1-chu6-ol-li6 ˈæktʃuəli 實際上 

9.  add æd1 æd 增加 

10.  addition e5-di1-shun6 əˈdɪʃən 附加 

11.  adjective æd1-jik6-tiv6 ˈædʒɪktɪv 形容詞 

12.  afraid a5-freid1 əˈfreɪd 害怕的 

13.  Africa æf1-fri6-ka6 ˈæfrɪkə 非洲 

14.  after a:f1-ta6 ˈɑːftə 在...以後 

15.  again a5-gen1 əˈɡen 再一次 

16.  against a5-genst1 əˈɡenst 反對 

17.  age eij1 eɪdʒ 年齡 

18.  ago a5-go1 əˈɡəʊ 在...以前 

19.  agreed a5-gri:d1 əˈɡriːd 同意 

20.  ahead a5-hed1 əˈhed 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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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21.  air e1-a6↘ eə 空氣 

22.  all oh:l1 ɔːl 所有的 

23.  allow a5-laau1 əˈlaʊ 准許 

24.  almost oh:l1-molst6 ˈɔːlməʊst 幾乎 

25.  alone a5-lung1, a5-loln1 əˈləʊn 單獨的 

26.  along a5-long1 əˈlɒŋ 沿著 

27.  already oh:5-re1-di6 ɔːlˈredi 已經 

28.  also oh:l1-so6 ˈɔːlsəʊ 也 

29.  although oh:5-th(d)o1 ɔːlˈðəʊ 雖然 

30.  always oh:l1-weiz6 ˈɔːlweɪz 經常 

31.  am æm5 æm 是  

32.  America a5-me1-ri6-ka6 əˈmerɪkə 美國 

33.  among a5-mang1 əˈmʌŋ 在...之中 

34.  amount a5-maaunt1 əˈmaʊnt 總數 

35.  an æn1 æn 一個 

36.  and ænd5 ænd 和 

37.  angle æng1-gol6 ˈæŋɡəl 角度 

38.  animal æn1-ni6-mol6 ˈænɪməl 動物 

39.  another en5-na1-th(d)er6 əˈnʌðə 另一個 

40.  answer aan1- sa6 ˈɑːnsə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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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41.  any en1-ni6 ˈeni 任何的 

42.  anything en1-ni6-thing6 ˈeniθɪŋ 任何東西 

43.  appear a5-pi1-a6↘ əˈpɪə 出現 

44.  apple æp1-pol6 ˈæpəl 蘋果 

45.  are ar5 ɑː 是  

46.  area e1-ri6-a6↘ ˈeəriə 面積 

47.  arm aam1 ɑːm 手臂 

48.  arms aamz1 ɑːmz 武器 

49.  army aam1-mi6 ˈɑːmi 軍隊 

50.  around a5-raaund1 əˈraʊnd 到處 

51.  arrived a5-raaivd1 əˈraɪvd 到達 

52.  art aat1 ɑːt 藝術 

53.  arts aats1 ɑːts 藝術 

54.  as æz5 æz 作為 

55.  ask a:sk1 ɑːsk 問 

56.  at æt5 æt 在...地點 

57.  aunt aant1 ɑːnt 阿姨 

58.  away a5-wei1 əˈweɪ 離開 

59.  baby bei1-bi6 ˋbeibi 嬰兒 

60.  back bæk1 bæk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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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61.  bad bæd1 bæd 壞的 

62.  ball boh:l1 bɔːl 球 

63.  bank bængk1 bæŋk 銀行 

64.  barber ba:1-ba6 ˈbɑːbə 理髮師 

65.  base beis1 beɪs 底部 

66.  be bi:5 bi 是 

67.  bear be1-a6↘ beə 熊 

68.  beat bi:t1 biːt 打 

69.  beautiful byu:1-ti6-fol6 ˈbjuːtəfəl 美麗的 

70.  beach bi:ch1 biːtʃ 沙灘 

71.  because bi5-kohz1 bɪˈkɒz 因為 

72.  become bi5-kam1 bɪˈkʌm 變成 

73.  bed bed1 bed 床 

74.  been bi:n5 biːn 是  

75.  before bi5-foh:r1 bɪˈfɔː 在...以前 

76.  beef bi:f1 biːf 牛肉 

77.  begin bi5-gin1 bɪˈɡɪn 開始 

78.  behind bi5-haaind1 bɪˈhaɪnd 在...的後面 

79.  being bi:1-ing6 ˈbiːɪŋ 存在 

80.  believe bi5-li:v1 bɪˈliːv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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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81.  bell bel1 bel 鐘 

82.  belong bi5-long1 bɪˈlɒŋ 屬於 

83.  below bi5-lo1 bɪˈləʊ 在...以下 

84.  beside bi5-saaid1 bɪˈsaɪd 在…旁邊 

85.  best best1 best 最好的 

86.  better bet1-ta6 ˈbetə 更好的 

87.  between bi5-twi:n1 bɪˈtwiːn 在...之間 

88.  big big1 bɪɡ 大的 

89.  bill bil1 bɪl 帳單 

90.  birds beuhdz1 bɜːdz 鳥 

91.  bit bit1 bɪt 小塊 

92.  black blæk1 blæk 黑色的 

93.  block blohk1, blok1 ˈblɒk 塊 

94.  blood blad1 blʌd 血 

95.  blow blo1 bləʊ 吹 

96.  blue blu:1, bloo1 bluː 藍色的 

97.  board boh:d1 bɔːd 板 

98.  boat bolt1 bəʊt 小船 

99.  body boh1-di6 ˈbɒdi 身體 

100. bones bolnz1 bəʊnz 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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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101. book buk1, bolk1 bʊk 書 

102. boot bu:t1, boot1 buːt 靴 

103. born boh:n1 bɔːn 出生的 

104. both bolth1 bəʊθ 兩者都 

105. bottom boht1-tam6 ˈbɒtəm 底部 

106. bought boh:t1, bot1 ˈbɔːt 買  

107. box bohks1 bɒks 盒子 

108. boy boi1 ˌbɔɪ 男孩 

109. branches bra:n1-chuz6, 
braan1-chuz6 

ˈbrɑːntʃɪz 樹枝 

110. break breik1 breɪk 折斷 

111. bright brait1 braɪt 明亮的 

112. bring bring1 brɪŋ 帶 

113. British brit1-tish6 ˈbrɪtɪʃ 英國人 

114. broken brolk1-kan6 ˈbrəʊkən 折斷  

115. brother bra1-th(d)er6 ˈbrʌðə 兄弟 

116. brought broh:t1 ˈbrɔːt 帶  

117. brown braaun1 braʊn 棕色的 

118. build bild1 bɪld 建造 

119. building bil1-ding6 ˈbɪldɪŋ 建築物 

120. built bilt1 bɪlt 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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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121. burning beuhn1-ning6 ˈbɜːnɪŋ 著火的 

122. business biz1-nas6 ˈbɪznəs 生意 

123. but bat5 bʌt 但是 

124. button bat1-tan6 ˈbʌtən 鈕扣 

125. buy baai1 baɪ 買 

126. by baai5 baɪ 由 

127. call koh:l1 kɔːl 致電 

128. came keim1 keɪm 來  

129. can kæn5 kæn 能 

130. can’t  kaant1 kɑːnt 不能 

131. cannot kæn1-noht6, 
kæn5-noht1 

ˈkænət 不能 

132. Cantonese kæn1-tan1-ni:z1 ˌkæntəˈniːz 廣東話 

133. capital kæp1-pi5-tol6 ˈkæpɪtəl 首都 

134. captain kæp1-tan6 ˈkæptɪn 隊長 

135. car ka:1 kɑː 車 

136. care ke1-a6↘ keə 關心 

137. careful ke1-a-fol6 ˈkeəfʊl 小心的 

138. carefully ke1-a-fol6-li6 ˈkeəfəli 小心地 

139. carry kæ1-ri6 ˈkæri 攜帶 

140. case keis1 keɪs 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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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cat kæt1 kæt 貓 

142. catch kæch1 kætʃ 捉 

143. cattle kæt1-tol6 ˈkætəl 牛 

144. caught koh:t1 ˈkɔːt 捉  

145. cause koh:z1 kɔːz 起因 

146. cells selz1 selz 細胞 

147. center sen1-ta6 ˈsentə 中心 

148. cents sents1 sents 一分錢 

149. century sen1-cheuh6-ri6 ˈsentʃəri 世紀 

150. certain seuh:1-ten6 ˈsɜːtən 肯定的 

151. chance cha:ns1 tʃɑːns 機會 

152. change cheinj1 tʃeɪndʒ 改變 

153. chart chaat1 tʃɑːt 圖表 

154. check chek1 tʃek 檢查 

155. chief chi:f1 tʃiːf 首領 

156. child chaaild1 tʃaɪld 小孩 

157. children chil1-dren6 ˈtʃɪldrən 小孩  

158. chin chin1 tʃɪn 下巴 

159. China chaai1-na6 ˈtʃaɪnə 中國 

160. Chinese chaai1-ni:z1 tʃaɪˈniːz 中國人, 中文 



附件 1080 常用字表 

 
32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161. chorus koh:1-ras6 ˈkɔːrəs 合唱、副歌 

162. choose chu:z1 tʃuːz 選擇 

163. church cheuhch1 tʃɜːtʃ 教堂 

164. circle seuh1-kol6 ˈsɜːkəl 圓形 

165. city sit1-ti6 ˈsɪti 城市 

166. class kla:s1 klɑːs 班 

167. clean kli:n1 kliːn 清潔的 

168. clear kli1-a6 klɪə 清楚的 

169. climbed klaaimd1 klaɪmd 爬 

170. close klolz1 kləʊz 關閉 

171. clothes klolthz1 kləʊðz 衣服 

172. cloud klaaud1 klaʊd 雲 

173. coast kolst1 kəʊst 海岸 

174. cold kold1 kəʊld 寒冷的 

175. color ka1-ler6 ˈkʌlər 顏色 

176. column koh1-lam6 ˈkɒləm 欄 

177. come kam1 kʌm 來 

178. common kohm1-man6 ˈkɒmən 常見的 

179. company kam1-pan6-ni6 ˈkʌmpəni 公司 

180. compare kam5-pe1-a6 kəmˈpeə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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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complete kam5-pli:t1 kəmˈpliːt 完成的 

182. compound kam5-paaund1, 
kam1-paaund5 

kəmˈpaʊnd 混合物 

183. conditions kan5-di1-shuns6 kənˈdɪʃənz 情況 

184. conduct (n.) kohn1-dakt6 ˈkɒndʌkt 品行 

(名詞) 

185. conduct (v.) kohn5-dakt1 kənˈdʌkt 帶領 

(動詞) 

186. consider kohn5-si1-da6 kənˈsɪdə 考慮 

187. consonant kohn1-sol6-nant6 ˈkɒnsənənt 子音 

188. contain kan5-tein1 kənˈteɪn 包含 

189. continued kan5-tin1-nyu:d6 kənˈtɪnjuːd 繼續 

190. control kan5-trol1 kənˈtrəʊl 控制 

191. cook kuk1 kʊk 煮 

192. cool ku:l1 kuːl 涼爽的 

193. copy koh1-pi6 ˈkɒpi 抄寫 

194. corn koh:n1 kɔːn 粟米 

195. corner koh:n1-na6 ˈkɔːnə 角 

196. correct koh5-rekt1 kəˈrekt 正確的 

197. cost kohst1 kɒst 花費 

198. cotton koht1-tan6 ˈkɒtən 棉 

199. could kud5, kood5 kʊd 能 

200. couldn’t kud1-ant6, kud1-ng6 ˈkʊdnt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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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count kaaunt1 kaʊnt 數 

202.  country kan1-tri6 ˈkʌntri 國家 

203.  course koh:s1 kɔːs 課程 

204.  covered kav1-vad6 ˈkʌvəd 遮蓋 

205.  cows kaauz1 kaʊz 牛 

206.  crack kræk1 kræk 裂痕 

207.  create kri:5-eit1 kriːˈeɪt 創造 

208.  cried kraaid1 kraɪd 哭 

209.  crops krohps1, krops1 krɒps 莊稼 

210.  cross krohs1, kros1 krɒs 十字形 

211.  crowd kraaud1 kraʊd 人群 

212.  cup kap1 kʌp 杯子 

213.  current keuh1-rant6 ˈkʌrənt 當前的 

214.  cut kat1 kʌt 切 

215.  dance daans1 dɑːns 跳舞 

216.  dark da:k1 dɑːk 暗 

217.  day dei1 deɪ 一天 

218.  dead ded1 ded 死 

219.  deal di1-ol6↘ diːl 交易 

220.  death deth1 deθ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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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decided di5-said1-did6 dɪˈsaɪdɪd 決定 

222.  decimal de1-si6-mol6 ˈdesɪməl 小數 

223.  deep di:p1 diːp 深的 

224.  describe dis5-skraaib1 dɪˈskraɪb 描述 

225.  desert di5-zeuht1 dɪˈzɜːt 沙漠 

226.  design di5-zaain1 dɪˈzaɪn 設計 

227.  details di:1-teilz6 ˈdiːteɪlz 細節 

228.  determine di5-teuhm1-min6 dɪˈtɜːmɪn 決定 

229.  developed di5-ve1-lapt6 dɪˈveləpt 發展 

230.  dictionary dik1-shun6-na6-ri6 ˈdɪkʃənri 字典 

231.  did did1 dɪd 完成 

232.  didn’t did1-ant6 ˈdɪdnt 沒有 

233.  died daaid1 daɪd 死 

234.  difference di1-fer6-rans6 ˈdɪfrəns 不同 

235.  different di1-fer6-rant6 ˈdɪfrənt 不同的 

236.  difficult di1-fi6-kolt6 ˈdɪfɪkəlt 困難的 

237.  dinner din1-na6 ˈdɪnə 晚餐 

238.  direct daai5-rekt1 dɪˈrekt 指向 

239.  direction daai5-rek1-shun6 dɪˈrekʃən 方向 

240.  discover dis5-kav1-va6 dɪˈskʌvə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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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distance dis1-tans6 ˈdɪstəns 距離 

242. divided di5-vaai1-did6 dɪˈvaɪdɪd 劃分 

243. division di5-vi1-zhun6 dɪˈvɪʒən 分開 

244. do du:1 duː 做 

245. doctor dohk1-ter6,  
dok1-ter6 

ˈdɒktə 醫生 

246. does daz5 dʌz 完成   

247. doesn’t datz1-sant6 ˈdʌznt 不 

248. dog dohg1, dog1 dɒɡ 狗 

249. dollars doh1-laz6 ˈdɒləz 元 

250. don’t dolnt1 dəʊnt 不 

251. done dan1 dʌn 完成 

252. door doh:1-er dɔː 門 

253. down daaun1 daʊn 向下 

254. draw droh:1 drɔː 畫 

255. drawing droh:1-ing6 ˈdrɔːɪŋ 圖畫 

256. dress dres1 dres 裙 

257. drive draaiv1 draɪv 駕車 

258. drop drohp1 drɒp 滴 

259. dry draai1 draɪ 乾的 

260. duck dak1 dʌk 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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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during dyu1-a-ring6 ˈdjʊərɪŋ 在...期間 

262. dwell dwel1 dwel 生活在 

263. each i:ch1 iːtʃ 每一個 

264. early euh:1-li6 ˈɜːli 早的 

265. earn euhn1 ɜːn 賺得 

266. ears i1-az6↘ ɪəz 耳朵 

267. earth euh:th1 ɜːθ 地球 

268. east i:st1 iːst 東方 

269. easy i:1-zi6 ˈiːzi 容易的 

270. eat i:t1 iːt 吃 

271. edge ej1 edʒ 邊 

272. effect i5-fekt1 ɪˈfekt 影響 

273. eggs igz1 eɡz 蛋 

274. eight eit1 eɪt 八 

275. either aai1-th(d)er6 ˈaɪðə 兩者之一 

276. electric i5-lek1-trik6 ɪˈlektrɪk 電的 

277. elements e1-li6-ments6 ˈelɪmənts 元素 

278. else els1 els 另外 

279. end end1 end 最後部分 

280. energy en1-na6-ji6 ˈenədʒi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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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engine en1-jin6 ˈendʒɪn 引擎 

282. England ing1-lend6 ˈɪŋɡlənd 英國 

283. English ing1-glish6 ˈɪŋɡlɪʃ 英語 

284. enjoy en5-joi1 ɪnˈdʒoɪ 享受 

285. enough in5-naf1 ɪˈnʌf 足夠的 

286. enter en1-ter6 ˈentə 進入 

287. entire en5-taai1-a6↘ ɪnˈtaɪə 整個的 

288. equal i:1-kwol6 ˈiːkwəl 相等的 

289. equation i5-kwei1-zhun6 ɪˈkweɪʒən 公式 

290. especially es5-pe1-sho6-li6 ɪˈspeʃəli 尤其 

291. Europe yu1-a6-rop6 ˈjʊərəp 歐洲 

292. even i:1-van6 ˈiːvən 什至 

293. evening i:1-van6-ning6 ˈiːvənɪŋ 傍晚 

294. ever e1-va6 ˈevə 曾經 

295. every e1-vri6 ˈevri 每一 

296. everyone e1-vri6-wan6 ˈevrɪwʌn 每個人 

297. everything e1-vri6-thing6 ˈevrɪθɪŋ 一切事物 

298. exactly ig5-zæk1-li6 ɪɡˈzæktli 確切地 

299. example ig5-zaam1-pol6 ɪɡˈzɑːmpəl 例子 

300. except ik5-sept1 ɪkˈsept 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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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exciting ik5-sait1-ting6 ɪkˈsaɪtɪŋ 令人興奮 

302. exercise ek1-sa6-saaiz6 ˈeksəsaɪz 運動 

303. expect ik5-spekt1 ɪkˈspekt 預計 

304. experience iks5-spi1-ri6-anz6 ɪkˈspɪərɪəns 經驗 

305. experiment iks5-pe1-ri6-mant6 ɪkˈsperɪmənt 實驗 

306. explain iks5-plein1 ɪkˈspleɪn 解釋 

307. express iks5-spres1 ɪkˈspres 表達 

308. eye aai1 aɪ 眼睛 

309. face feis1 feɪs 臉 

310. fact fækt1 fækt 事實 

311. factories fæk1-ter6-riz6 ˈfæktərɪz 工廠 

312. factors fæk1-taz6, 
fæk1-tri:z6 

ˈfæktəz 因素 

313. fair fe1-a6↘ feə 公平 

314. faith feith1 feɪθ 信念 

315. fall foh:l1 fɔːl 落下 

316. family fæm1-ma6-li6 ˈfæməli 家庭 

317. famous fei1-mas6 ˈfeɪməs 有名的 

318. far fa:r1 fɑː 遠的 

319. farm faam1 fɑːm 農場 

320. farmers faam1-maz6 ˈfɑːməz 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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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fast faast1 fɑːst 迅速的 

322. father faa1-th(d)er6 ˈfɑːðə 父親 

323. fear fi1-a6↘ fɪə 害怕 

324. feel fi:l1 fiːl 覺得 

325. feeling fi:1-ling6 ˈfiːlɪŋ 感覺 

326. feet fi:t1 fiːt 腳 

327. fell fel1 fel 跌下  

328. felt felt1 felt 覺得 

329. few fyu:1, fyoo1 fjuː 很少的 

330. field fi:ld1 fiːld 田地 

331. fig fig1 fɪɡ 無花果 

332. fight fait1 faɪt 搏鬥 

333. figure fig1-ger6 ˈfɪɡə 外形 

334. fill fil1 fɪl 裝滿 

335. finally faain1-nol6-li6 ˈfaɪnəli 最後 

336. find faaind1 faɪnd 找到 

337. fine faain1 faɪn 美好的 

338. finger fing1-ger6 ˈfɪŋɡə 手指 

339. finished fin1-nisht6 ˈfɪnɪʃt 完成 

340. fire faai1-a6↘ ˈfaɪə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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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first feuh:st1 fɜːst 第一的 

342. fish fish1 fɪʃ 魚 

343. fit fit1 fɪt 合...身 

344. five faaiv1 faɪv 五 

345. flat flæt1 flæt 平的 

346. floor floh:1 flɔː 地板 

347. flow flo1 fləʊ 流動 

348. flowers flaau1-az6↘ ˈflaʊəz 花 

349. fly flaai1 flaɪ 飛 

350. follow foh1-lo6 ˈfɒləʊ 跟隨 

351. food fu:d1, food1 fuːd 食物 

352. foot fut1 fʊt 腳 

353. for foh:5 fɔː 為 

354. force foh:s1 fɔːs 力量 

355. forest foh1-rist6 ˈfɒrɪst 森林 

356. form fohm1, fom1 ˈfɔːm 形狀 

357. forward foh:1-werd6 ˈfɔːwəd 向前 

358. found faaund1 faʊnd 找到 

359. four foh:1 fɔː 四 

360. fraction fræk1-shun6 ˈfrækʃən 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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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France fraans1 frɑːns 法國人 

362. free fri:1 friː 免費的 

363. French french1 frentʃ 法國人 

364. fresh fresh1 freʃ 新鮮的 

365. friends frends1 frendz 朋友 

366. from frohm5, from5 frɒm 從 

367. front frant1 frʌnt 前面 

368. fruit fru:t1, froot1 fruːt 水果 

369. full fool1 fʊl 充滿的 

370. fun fan1 fʌn 樂趣 

371. fur feuh1 fɜː 毛皮 

372. game geim1 ɡeɪm 遊戲 

373. garden ga:1-den6 ˈɡɑːdən 花園 

374. gas gæs1 ɡæs 氣體 

375. gave geiv1 ɡeɪv 給  

376. general jen1-na-rol6 ˈdʒenrəl 一般的 

377. get get1 ˈɡet 得到 

378. gel jel1 dʒel 凝膠 

379. girl geuh:l1 ɡɜːl 女孩 

380. give giv1 ɡɪv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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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glass gla:s1 ɡlɑːs 玻璃 

382. go go1 ɡəʊ 去 

383. God gohd1, god1 ɡɒd 上帝 

384. gold gold1 ɡəʊld 金 

385. gone gohn1 ɡɒn 去 

386. good good1 ɡʊd 好的 

387. got goht1 ˈɡɒt 得到  

388. government ga1-ver6-ment6 ˈɡʌvənmənt 政府 

389. grass gra:s1 ɡrɑːs 草 

390. great greit1 ˈɡreɪt 大的 

391. Greek gri:k1 ɡriːk 希臘人 

392. green gri:n1 ɡriːn 綠色的 

393. grew gru:1 ɡruː 種植 

394. ground graaund1 ɡraʊnd 地面 

395. group groo:p1 ɡruːp 組 

396. grow gro1 ɡrəʊ 種植 

397. guess ges1 ɡes 猜測 

398. gun gan1 ɡʌn 槍 

399. had hæd5 hæd 有  

400. hair he1-er6↘ heə 頭髮 

 



附件 1080 常用字表 

 
4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401. half haaf1 hɑːf 一半 

402. hand hænd1 hænd 手 

403. happened hæp1-pand6 ˈhæpənd 發生 

404. happy hæp1-pi6 ˈhæpi 高興的 

405. hard ha:d1 hɑːd 困難的 

406. has hæz5 hæz 有 

407. hat hæt1 hæt 帽子 

408. have hæv5 hæv 有 

409. he hi1 hi 他 

410. head hed1 hed 頭 

411. hear hi1-a6↘ hɪə 聽見 

412. heard heuhd1 hɜːd 聽見 

413. heart ha:t1, haat1 hɑːt 心 

414. heat hi:t1 hiːt 熱 

415. heavy he1-vi6 ˈhevi 重的 

416. held held1 held 拿著  

417. help help1 help 幫助 

418. her heuh1 hə 她的 

419. here hi1-a6↘ hɪə 這裡 

420. hexagon hek1-sa6-gan6 ˈheksəɡən 六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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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hexatave hek1-sa1-teiv1, 
hek1-sa6-teiv6 

<hexatave> 六度語音 

422. high haai1 haɪ 高的 

423. hill hil1 hɪl 山丘 

424. him him1 hɪm 他 

425. himself him5-self1 hɪmˈself 他自己的 

426. his hiz1 hɪz 他的 

427. history his1-tri6 ˈhɪstr ̩i 歷史 

428. hit hit1 hɪt 打 

429. hold hold1 həʊld 拿著 

430. hole hol1 həʊl 洞 

431. home holm1 həʊm 家 

432. hope holp1 həʊp 希望 

433. horse hoh:s1 hɔːs 馬 

434. hot hot1, hoht1 hɒt 熱的 

435. hours aau1-az6↘ ˈaʊəz 小時 

436. house haus1 ˈhaʊs 房子 

437. how haau1 ˈhaʊ 如何 

438. however haau5-e1-va6 haʊˈevə 可是 

439. huge hyu:j1 hjuːdʒ 巨大的 

440. human hyu:1-man6 ˈhjuːmən 人類的 

 



附件 1080 常用字表 

 
46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441. hundred han1-dred6 ˈhʌndrəd 一百 

442. hungry hang1-gri6 ˈhʌŋɡri 飢餓的 

443. hunting hant1-ting6 ˈhʌntɪŋ 狩獵 

444. I aai5 ˈaɪ 我 

445. I’ll aail5 aɪl 我將會 

446. ice ais1 aɪs 冰 

447. ice-cream ais1-kri:m1 aɪsˈkriːm 雪糕 

448. idea aai5-di1-a6↘ aɪˈdɪə 想法 

449. if if5 ɪf 如果 

450. important im5-poh:1-tant6 ɪmˈpɔːtnt 重要的 

451. in in5 ɪn 在... 

452. inches in1-chiz6 ˈɪntʃɪz 英吋 

453. include in5-klu:d1 ɪnˈkluːd 包括 

454. increase (v.) in5-kri:s1 ɪnˈkriːs 增加 

(動詞) 

455. increase (n.) in1-kri:s6 ˈɪnkriːs 增加 

(名詞) 

456. Indian in1-di6-an6 ˈɪndɪən 印度人 

457. indicate in1-di5-keit6 ˈɪndɪkeɪt 指示 

458. industry in1-das5-tri6 ˈɪndəstri 工業 

459. information in5-fohm5-mei1-shun6 ˌɪnfəˈmeɪʃən 資料 

460. insects in1-sekts6 ˈɪnsekts 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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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inside in1-saaid1 ɪnˈsaɪd 裡面 

462. instant in1-stant6 ˈɪnstənt 立即 

463. instead in5-sted1 ɪnˈsted 代替 

464. instruments in1-stru6-mants6 ˈɪnstrʊmənts 儀器 

465. interest in1-trest6 ˈɪntrəst 興趣 

466. interesting in1-tres6-ting6 ˈɪntrəstɪŋ 有趣的 

467. international in5-ta5-næ1-shun6-nol6 ˌɪntəˈnæʃənəl 國際 

468. into in5-too5 ˈɪntə 到...裡 

469. iron aai1-an6↘ ˈaɪən 鐵 

470. is iz5 ɪz 是 

471. island aai1-land6 ˈaɪlənd 島 

472. isn’t i1-zant6 ˈɪznt 不是 

473. it it1 ɪt 它 

474. it’s its1 ɪts 它的 

475. itself it5-self1 ɪtˈself 它自己 

476. Japanese jæ1-pen1-ni:z1 ˌdʒæpəˈniːz 日本人 

477. jerk jeuhk1 dʒɜːk 搖晃 

478. job johb1 dʒɒb 工作 

479. join join1 dʒɔɪn 連結 

480. joined joind1 dʒɔɪnd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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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jumped jampt1 dʒʌmpt 跳 

482. June ju:n1 dʒuːn 六月 

483. just jast1 dʒəst 只是 

484. justice jas1-tis6 ˈdʒʌstɪs 公平正義 

485. keep ki:p1 kiːp 保存 

486. kept kept1 kept 保存  

487. key ki:1 kiː 鑰匙 

488. killed kild1 kɪld 殺死 

489. kind kaaind1 kaɪnd 種類 

490. king king1 kɪŋ 國王 

491. knew nyu:1 njuː 知道  

492. know no1 nəʊ 知道 

493. known noln1 nəʊn 知道 

494. lady lei1-di6 ˈleɪdi 女士 

495. lake leik1 leɪk 湖 

496. land lænd1 lænd 陸地 

497. language læng1-gwij6 ˈlæŋɡwɪdʒ 語言 

498. large la:j1 lɑːdʒ 大的 

499. last la:st1 lɑːst 最後的 

500. late leit1 leɪt 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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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laughed la:ft1 lɑːft 笑 

502. law loh:1 lɔː 法律 

503. lay lei1 leɪ 放 

504. lead li:d1 liːd 引導 

505. learn leuhn1 lɜːn 學習 

506. least li:st1 liːst 最少的 

507. leave li:v1 liːv 離開 

508. led led1 led 引導 

509. left left1 left 左方的 

510. leg lig1 leɡ 腿(單數) 

511. legs ligz1 leɡz 腿(眾數) 

512. lend lend1 lend 借給 

513. length length1 leŋθ 長度 

514. less les1 les 較少的 

515. let let1 let 讓 

516. let’s let's1 let's 讓我們 

517. letter le1-ta6 ˈletə 信 

518. level le1-vol6 ˈlevəl 水平面 

519. lie laai1 laɪ 說謊 

520. life laif1 laɪf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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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lifted lif1-tid6 ˈlɪftɪd 舉起 

522. light lait1 laɪt 光線 

523. like laik1 ˈlaɪk 喜歡 

524. limit lim1-mit6 ˈlɪmɪt 界限 

525. line laain1 laɪn 線 

526. lip lip1 lɪp 嘴唇 

527. list list1 lɪst 名單 

528. listen li1-sen6 ˈlɪsən 聽 

529. lit lit1 lɪt 點燃 

530. little li1-tol6 ˈlɪtəl 少的 

531. live liv1 lɪv 住 

532. located lo5-kei1-tid6 ləʊˈkeɪtɪd 坐落的 

533. lock lok1 lɒk 鎖 

534. lonely loln1-li6 ˈləʊnli 孤獨的 

535. long lohng1,long1 ˈlɒŋ 長的 

536. look luk1 lʊk 看 

537. lost lohst1 lɒst 失去 

538. lot loht1 lɒt 很多 

539. loud laaud1 laʊd 大聲的 

540. love lav1 lʌv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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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low lo1 ləʊ 低的 

542. machine ma5-shi:n1 məˈʃiːn 機器 

543. made meid1 ˈmeɪd 製造 

544. main mein1 meɪn 主要的 

545. major mei1-ja6 ˈmeɪdʒə 較大的 

546. make meik1 ˈmeɪk 製造 

547. man mæn1 mæn 男人 

548. many men1-ni6 ˈmeni 許多的 

549. map mæp1 mæp 地圖 

550. march ma:ch1 mɑːtʃ 遊行抗議 

551. mark ma:k1 mɑːk 分數 

552. match mæch1 mætʃ 比賽 

553. material met5-ti1-ri6-ol6 məˈtɪərɪəl 物質 

554. matter mæt1-ta6 ˈmætə 事情 

555. may mei5 meɪ 可能 

556. maybe mei1-bi:5 ˈmeɪbiː 大概 

557. me mi:1 miː 我 

558. mean mi:n1 miːn 意指 

559. measure me1-sheuh6 ˈmeʒə 量度 

560. meat mi:t1 miːt 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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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meet mi:t1 miːt 遇見 

562. melody me1-lo6-di6 ˈmelədi 悅耳的聲音 

563. members mem1-baz6 ˈmembəz 成員 

564. men men1 men 男人 

565. metal me1-tol6 ˈmetəl 金屬 

566. method me1-thad6 ˈmeθəd 方法 

567. middle mi1-dol6 ˈmɪdəl 中間的 

568. might mait1 maɪt 可能的 

569. mile maail1 maɪl 英里 

570. milk milk1 mɪlk 牛奶 

571. million mi1-li6-an6 ˈmɪlɪən 百萬 

572. mind maaind1 maɪnd 智力 

573. mine maain1 maɪn 我的 

574. minutes min1-nits6 ˈmɪnɪts 分鐘 

575. miss mis1 mɪs 錯過 

576. modern moh1-dan6 ˈmɒdən 現代的 

577. molecules moh1-li6-kyu:lz6 ˈmɒlɪkjuːlz 分子 

578. moment mo1-mant6 ˈməʊmənt 片刻 

579. money man1-ni6 ˈmʌni 金錢 

580. months manths1 mʌnθs 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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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moon mu:n1 muːn 月光 

582. more moh:1 mɔː 更多的 

583. morning moh:1-ning6 ˈmɔːnɪŋ 早上 

584. most molst1 məʊst 大多數的 

585. mother ma1-th(d)a6 ˈmʌðə 母親 

586. mountain maaun1-tin6 ˈmaʊntɪn 山 

587. mouth mauth1 maʊθ 嘴 

588. move  mu:v1 muːv 移動 

589. movement mu:v1-mant6 ˈmuːvmənt 活動 

590. much match1 ˈmʌtʃ 許多 

591. mud mad1 mʌd 泥漿 

592. music myu:1-zik6 ˈmjuːzɪk 音樂 

593. must matst5 mʌst 必須 

594. my maai5 maɪ 我的 

595. name neim1 ˈneɪm 名字 

596. nation  nei1-shun6 ˈneɪʃən 國家 

597. natural næt1-cheuh6-rol6, 
næt1-chrol6 

ˈnætʃrəl 自然的 

598. near ni1-a6↘ nɪə 近的 

599. necessary ne1-se5-se6-ri6 ˈnesəsəri 必要的 

600. need ni:d1 niːd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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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never ne1-va6 ˈnevə 永不 

602. new nyu:1 njuː 新的 

603. next nikst1 nekst 下一個 

604. night nait1 naɪt 晚上 

605. no  no1 nəʊ 沒有 

606. nor noh:5 nɔː 也不 

607. north noh:th1 nɔːθ 北方的 

608. northern noh:1-than6 ˈnɔːðən 北方的 

609. nose noz1 nəʊz 鼻 

610. not noht1 nɒt 不 

611. note nolt1 nəʊt 筆記 

612. nothing nat1-thing6 ˈnʌθɪŋ 沒什麼 

613. notice no1-tis6 ˈnəʊtɪs 告示 

614. noun naaun1 naʊn 名詞 

615. now naau1 naʊ 現在 

616. number nam1-ba6 ˈnʌmbə 數字 

617. numeral nyu:1-ma6-rol6 ˈnjuːmərəl 數的 

618. object ohb1-jekt6 ˈɒbdʒekt 物件 

619. observe ohb5-zeuh:v1 əbˈzɜːv 觀察 

620. ocean o1-shun6 ˈəʊʃən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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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octave ok1-tiv6,  
ok1-teiv6 

ˈɒktɪv 八度音階 

622. of ov1 ɒv 屬於...的 

623. off of1 ɒf 離開 

624. office oh1-fis6 ˈɒfɪs 辦公室 

625. often oh1-fan6,  
of1-ten6 

ˈɒfən 經常 

626. oh o1 əʊ 語氣詞 

627. oil oi1 ɔɪl 油漆 

628. old old1 əʊld 古老的 

629. on on5, ohn5 ɒn 在...上 

630. once wans1 wʌns 一次 

631. one wan1 wʌn 一 

632. only oln1-li6 ˈəʊnli 唯一的 

633. open o1-pan6 ˈəʊpən 打開的 

634. opposite ohp1-po6-zit6 ˈɒpəzɪt 相反的 

635. or oh:5 ɔː 或 

636. order oh:1-da6 ˈɔːdə 次序 

637. other a1-th(d)a6 ˈʌðə 其他 

638. our aau1-a6↘ ˈaʊə 我們的 

639. out aut1 aʊt 在外 

640. outside aut1-saaid1 ˌaʊtˈsaɪd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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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over o1-va6 ˈəʊvə 在...之上 

642. own oln1 əʊn 自己的 

643. oxygen ohk1-si6-jan6 ˈɒksɪdʒən 氧氣 

644. page peij1 peɪdʒ 頁數 

645. paint peint1 peɪnt 油漆 

646. pair pe1-a6↘ peə 一對 

647. palm pa:m1 pɑːm 手掌 

648. paper pei1-pa6 ˈpeɪpə 紙 

649. paragraph pæ1-ra6-gra:f6 ˈpærəɡrɑːf 段落 

650. park pa:k1 pɑːk 公園 

651. part pa:t1 pɑːt 部份 

652. particular pa5-tik1-kyu6-la6 pəˈtɪkjʊlə 特別的 

653. party pa:1-ti6 ˈpɑːti 宴會 

654. passed pa:st1 pɑːst 通過 

655. past pa:st1 pɑːst 過去 

656. pattern pæ1-tan6 ˈpætən 圖案 

657. pay pei1 peɪ 付款 

658. payer pei1-a6 ˈpeɪə 付款人 

659. payee pei1-i:1 peɪˈiː 收款人 

660. pen pen1 pen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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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people pi:1-pol6  ˈpiːpəl 人 

662. per peuh5 pɜː 按照 

663. perhaps peuh5-hæps1 pəˈhæps 可能的 

664. period pi1-ri6-ad6↘ ˈpɪərɪəd 時期 

665. person peuh:1-sen6 ˈpɜːsən 人 

666. phone foln1 fəʊn 電話 

667. phonetics foln5-net1-tiks6 fəˈnetɪks 語音學 

668. phrase freiz1 freɪz 片語 

669. picked pikt1 pɪkt 挑選 

670. picture pik1-cheuh6 ˈpɪktʃə 圖畫 

671. piece pi:s1 piːs 一塊 

672. place pleis1 ˈpleɪs 地方 

673. plains pleinz1 pleɪnz 簡樸的 

674. plan plæn1 plæn 計劃 

675. plane plein1 pleɪn 飛機 

676. planets plæn1-nets6 ˈplænɪts 星球 

677. plant pla:nt1 plɑːnt 植物 

678. play plei1 pleɪ 玩 

679. please pli:z1 pliːz 請 

680. plural plu1-rol6 ˈplʊərəl 複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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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poem po1-em6 ˈpəʊɪm 詩 

682. point  point1 pɔɪnt 點 

683. pole pol1 pəʊl 柱 

684. poor pu1-a6↘ pʊə 窮的 

685. position po5-zi1-shun6 pəˈzɪʃən 位置 

686. possible poh1-si6-bol6 ˈpɒsəbəl 可能的 

687. pounds paaundz1 paʊndz 磅 

688. power paau1-a6↘ ˈpaʊə 能量 

689. practice præk1-tis6 ˈpræktɪs 練習 

690. prepared pri5-pe1-ad6 prɪˈpeəd 準備 

691. present pre1-zant6 ˈprezent 禮物 

692. president pre1-zi6-dant6 ˈprezɪdənt 總統 

693. pretty pri1-ti6 ˈprɪti 漂亮的 

694. price praais1, prais1 praɪs 價格 

695. printed prin1-tid6 ˈprɪntɪd 印刷 

696. probably prob1-ba6-bli6 ˈprɒbəbli 很可能 

697. problem prob1-blem6 ˈprɒbləm 問題 

698. process pro1-ses6 ˈprəʊses 過程 

699. produce pro5-dyu:s1 prəˈdjuːs 提供 

700. products proh1-dakts6 ˈprɒdʌkts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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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pronounce pro5-naauns1 prəˈnaʊns 發音的 

702. pronunciation pro5-nan1-si1-ei1-shun6 prəˌnʌnsɪˈeɪʃən 發音 

703. property proh1-pe5-ti6 ˈprɒpəti 財產 

704. provide pro5-vaaid1 prəˈvaɪd 提供 

705. pulled puld1 pʊld 拉 

706. pushed pusht1 pʊʃt 推 

707. put poot1, pu:t1 ˈpʊt 放 

708. queen kwi:n1 kwiːn 女王 

709. queer kwia1, kwi1-a6↘ kwɪə 奇怪的 

710. questions kwe1-shunz6 ˈkwestʃənz 問題 

711. quick kwik1 kwɪk 迅速的 

712. quickly kwik1-li6 ˈkwɪkli 迅速地 

713. quiet kwaai1-et6↘ ˈkwaɪət 安靜的 

714. quite kwait1 kwaɪt 相當 

715. race reis1 reɪs 比賽 

716. radio rei1-di6-o6↘ ˈreɪdɪəʊ 收音機 

717. rain rein1 reɪn 雨水 

718. raised reizd1 reɪzd 舉起 

719. ran ræn1 ræn 跑  

720. rather ra:1-th(d)a6 ˈrɑːðə 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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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reached ri:cht1 riːtʃt 到達 

722. read ri:d1 riːd 閱讀 

723. read red1 red 閱讀 

724. ready re1-di6 ˈredi 準備好的 

725. real ri:1-ol6↘ rɪəl 真實的 

726. reason ri:1-zen6 ˈriːzən 原因 

727. received ri5-si:vd1 rɪˈsiːvd 收到 

728. record (v.) ri5-koh:d1 rɪˈkɔːd 紀錄(動詞) 

729. record (n.) rek1-kohd6 ˈrekɔːd 紀錄(名詞) 

730. red red1 red 紅色的 

731. region ri:1-jen6 ˈriːdʒən 地區 

732. remain ri5-mein1 rɪˈmeɪn 剩下 

733. remember ri5-mem1-ber6 rɪˈmembə 記住 

734. repeat ri5-pi:t1 rɪˈpiːt 重複 

735. report ri5-poh:t1 rɪˈpɔːt 報告 

736. represent rep5-pri5-zent1 ˌriːprɪˈzent 代表 

737. rest rest1 rest 休息 

738. result ri5-zault1 rɪˈzʌlt 發生 

739. return ri5-teuhn1 rɪˈtɜːn 返回 

740. rhythm ri1-th(d)am6 ˈrɪðəm 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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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rice raais1, rais1 raɪs 米飯 

742. rich rich1 rɪtʃ 富有的 

743. Richard ri1-chud6 ˈrɪtʃəd 男子名 

744. ride raaid1 raɪd 乘 

745. right rait1 raɪt 右的 

746. ring ring1 rɪŋ 按鈴 

747. rise raaiz1 raɪz 上升 

748. river ri1-va6 ˈrɪvə 河流 

749. road rold1 rəʊd 路 

750. rock rohk1, rok1 rɒk 岩石 

751. rolled rold1, rol1-lid rəʊld 滾動 

752. room ru:m1 ruːm 房間 

753. root ru:t1 ruːt 根 

754. rope rolp1, ro:p1 rəʊp 繩 

755. rose rolz1 rəʊz 玫瑰 

756. round raaund1 raʊnd 圓的 

757. row ro1 raʊ (一)排 

758. rule ru:l1 ruːl 規則 

759. run ran1 rʌn 跑 

760. safe seif1 seɪf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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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said sed1 ˈsed 說 

762. sail seil1 seɪl 航空 

763. same seim1 seɪm 同樣 

764. sand sænd1 sænd 沙灘 

765. sat sæt1 sæt 坐下 

766. save seiv1 seɪv 救 

767. saw soh:1 ˈsɔː 看見 

768. say sei1 ˈseɪ 說 

769. scale skeil1 skeɪl 比例 

770. school sku:l1 skuːl 學校 

771. science saai1-ans6 ˈsaɪəns 科學 

772. scientists saai1-an6-tists6 ˈsaɪəntɪsts 科學家 

773. score skoh:1 skɔː 分數 

774. screw skru:1 skruː 螺絲釘 

775. sea si:1 siː 海 

776. seat si:t1 siːt 坐位 

777. second sek1-kand6 ˈsekənd 第二的 

778. section sek1-shun6 ˈsekʃən 部分 

779. see si:1 ˈsiː 看見 

780. seeds si:dz1 siːdz 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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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781. seem si:m1 siːm 似乎 

782. seen si:n1 ˈsiːn 看見  

783. sell sel1 sel 賣 

784. send send1 send 發送 

785. sense sens1 sens 感官 

786. sent sent1 sent 發送 

787. sentence sen1-tans6 ˈsentəns 句子 

788. separate sep1-preit6,  
sep1-per6-reit6 

ˈseprət 分隔 

789. serve seuhv1 sɜːv 為...服務 

790. set set1 set 放 

791. settled set1-told6 ˈsetəld 安定下來 

792. seven se1-van6 ˈsevən 七 

793. several se1-vrol6 ˈsevrəl 幾個 

794. shall shæl5 ʃæl 將 

795. shape sheip1 ʃeɪp 形狀 

796. sharp sha:p1 ʃɑːp 尖銳 

797. she shi1 ʃi 她 

798. shine shaain1 ʃaɪn 照耀 

799. ship ship1 ʃɪp 船 

800. shoes shu:z1 ʃuːz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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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801. shop shohp1 ʃɒp 商店 

802. short shoh:t1 ʃɔːt 短的 

803. should  shud5 ʃʊd 將 

804. shoulder shol1-da6 ˈʃəʊldə 肩膀 

805. shouted shaut1-tid6 ˈʃaʊtɪd 呼喊 

806. show shol1 ʃəʊ 顯示 

807. shown sholn1 ʃəʊn 顯示  

808. shrine shraain1 ʃraɪn 聖壇 

809. shy shaai1 ʃaɪ 羞怯 

810. sick sik1 sɪk 生病 

811. side saaid1 saɪd 邊 

812. sight sait1 saɪt 視覺 

813. sign saain1 saɪn 記號 

814. silent saai1-lant6 ˈsaɪlənt 沈默的 

815. similar sim1-mi6-la6 ˈsɪmələ 類似的 

816. simple sim1-pol6 ˈsɪmpəl 簡單 

817. since sins1 sɪns 自從 

818. sing sing1 sɪŋ 唱歌 

819. single sing1-gol6 ˈsɪŋɡəl 單一的 

820. sir seuh1 sɜː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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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821. sister sis1-ta6 ˈsɪstə 姐妹 

822. sit sit1 sɪt 坐下 

823. six siks1 sɪks 六 

824. size saaiz1 saɪz 大小 

825. skate skeit1 skeɪt 溜冰 

826. skin skin1 skɪn 皮膚 

827. sky skaai1 skaɪ 天空 

828. sleep sli:p1 sliːp 睡覺 

829. slowly slo1-li6 ˈsləʊli 緩慢地 

830. small smoh:l1 smɔːl 細小的 

831. smell smel1 smel 嗅 

832. smile smaail1 smaɪl 微笑 

833. smiled smaaild1 smaɪld 微笑 

834. snow sno1, snol1 snəʊ 雪 

835. so so1 ˈsəʊ 所以 

836. soft sohft1 sɒft 柔軟 

837. soil soil1 sɔɪl 泥土 

838. soldiers sol1-jaz6 ˈsəʊldʒəz 士兵 

839. solution so5-lu:1-shun6 səˈluːʃən 解答 

840. solve sohlv1 sɒlv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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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841. some sam1 sʌm 一些 

842. someone sam1-wan6 ˈsʌmwʌn 某人 

843. something sam1-thing6 ˈsʌmθɪŋ 某東西 

844. sometimes sam1-taaimz6 ˈsʌmtaɪmz 有時候 

845. son san1 sʌn 兒子 

846. song sohng1, song1 sɒŋ 歌曲 

847. soon su:n1, soon1 suːn 很快地 

848. sound saaund1 ˈsaʊnd 聲音 

849. south sauth1 saʊθ 南方 

850. southern saut-th(d)an6 ˈsʌðən 南方的 

851. space speis1 speɪs 空間 

852. speak spi:k1 spiːk 說話 

853. special  spe1-shol6 ˈspeʃəl 特別的 

854. speed spi:d1 spiːd 速度 

855. spell spel1 spel 拼字 

856. split split1 splɪt 分裂 

857. spot spot1 spɒt 斑點 

858. spread spred1 spred 傳播 

859. spring spring1 sprɪŋ 春天 

860. square skwe1-a6↘ skweə 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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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861. stand stænd1 stænd 站立 

862. stars sta:z1 stɑːz 星星 

863. start sta:t1 stɑːt 開始 

864. state steit1 steɪt 陳述 

865. statement steit1-mant6 ˈsteɪtmənt 說明 

866. stay stei1 steɪ 留下 

867. steel sti:l1 stiːl 鋼 

868. step step1 step 步驟 

869. stick stik1 stɪk 張貼 

870. still stil1 stɪl 仍然 

871. stone stoln1, sto:n1 stəʊn 石頭 

872. stood stu:d1, stood1 stʊd 站立 

873. stop stop1 stɒp 暫停 

874. store stoh:1 stɔː 儲存 

875. story stoh:1-ri6 ˈstɔːri 故事 

876. straight streit1 streɪt 直的 

877. strange streinj1 streɪndʒ 古怪的 

878. stream stri:m1 striːm 小河 

879. street stri:t1 striːt 街道 

880. stretched strecht1 stretʃt 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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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881. string string1 strɪŋ 線 

882. strong strong1 strɒŋ 強的 

883. students styu:1-dants6 ˈstjuːdnts 學生 

884. study stad1-di6 ˈstʌdi 學習 

885. subject sab1-jekt6 sʌbˈdʒekt 題目 

886. substances sab1-stan6-siz6 ˈsʌbstənsɪz 物質 

887. success sak5-ses1 səkˈses 成功 

888. successful sak5-ses1-fol6 səkˈsesfəl 成功的 

889. such satch1 sʌtʃ 此類的 

890. suddenly sad1-dan6-li6 sʌdənli 突然地 

891. suffix saf1-fiks6 ˈsʌfɪks 字尾 

892. sugar shu1-ga6,  
shu1-ger6 

ˈʃʊɡə 糖 

893. suggested sag5-jes1-tid6↘ səˈdʒestɪd 提議 

894. sum sam1 sʌm 總和 

895. summer sam1-ma6 ˈsʌmə 夏天 

896. sun san1 sʌn 太陽 

897. supply sap5-plaai1 səˈplaɪ 提供 

898. suppose sap5-polz1 səˈpəʊz 假設 

899. sure shu1-a6↘ ʃʊə 肯定 

900. surface seuh1-fis6 ˈsɜːfɪs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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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901. surprise seuh5-praaiz1 səˈpraɪz 驚喜 

902. swim swim1 swɪm 游泳 

903. syllables si1-la6-bolz6 ˈsɪləbəlz 音節 

904. symbols sim1-bolz6 ˈsɪmbəlz 符號 

905. system sis1-tam6 ˈsɪstəm 制度 

906. table  tei1-bol6 ˈteɪbəl 餐桌 

907. tail teil1 teɪl 尾巴 

908. take  teik1 teɪk 取 

909. talk toh:k1 ˈtɔːk 談話 

910. tall toh:l1 tɔːl 高的 

911. tea ti:1 tiː 茶 

912. teacher ti:1-cheuh6 ˈtiːtʃə 老師 

913. team ti:m1 tiːm 隊伍 

914. tell tel1 tel 告訴 

915. temperature tem1-prei5-cheuh6 ˈtemprətʃə 溫度 

916. ten ten1 ten 十 

917. terms teuhmz1 tɜːmz 學期 

918. test test1 test 測驗 

919. than th(d)æn5 ðæn 比較 

920. that th(d)æt1 ðæt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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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921. the th(d)i:5 ði: 這(個) 

922. their th(d)e5-a6↘ ðeə 他們的 

923. them th(d)em1 ðəm 他們 

924. themselves th(d)em5-selvz1 ðəmˈselvz 他們自己 

925. then th(d)en2 ðen 當時 

926. there th(d)e1-a6↘ ðeə 在那裡 

927. these th(d)i:z1 ðiːz 這些 

928. they th(d)ei1 ˈðeɪ 他們 

929. thick thik1 θɪk 厚的 

930. thin thin1 θɪn 薄的 

931. thing  thing1 ˈθɪŋ 東西 

932. think think1 θɪŋk 想 

933. third theuhd1 θɜːd 第三的 

934. this th(d)is1 ðɪs 這個 

935. those th(d)oz1 ðəʊz 那些 

936. though th(d)o1 ðəʊ 雖然 

937. thought thoh:t1 ˈθɔːt 思想  

938. thousands thaau1-zandz6 ˈθaʊzəndz 一千 

939. three thri:1 θriː 三 

940. through thru:1 θruː 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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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941. thus th(d)as1 ðʌs 如此 

942. tie taai1 taɪ 捆 

943. time taaim1 ˈtaɪm 時間 

944. tiny taai1-ni6 ˈtaɪni 極小的 

945. to tu:5 tuː 向 

946. today tu5-dei1 təˈdeɪ 今天 

947. together tu5-ge1-th(d)a6 təˈɡeðə 一起 

948. told told1 təʊld 告訴  

949. tone toln1, tung1 təʊn 音調 

950. too  tu:1 tuː 也 

951. took tuk1,tolk1 tʊk 取 

952. tools tu:lz1 tuːlz 工具 

953. top tohp1 tɒp 頂部 

954. total to1-tol6 ˈtəʊtəl 總計的 

955. touch tatch1 tʌtʃ 接觸 

956. tour tu1-a6↘ tʊə 旅遊 

957. toward tu5-woh:d1 təˈwɔːd 向 

958. town taaun1, taang1-ng6↘ taʊn 市鎮 

959. track træk1 træk 行蹤 

960. trade treid1 treɪd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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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961. train trein1 treɪn 火車 

962. travel træ1-vol6 ˈtrævəl 旅遊 

963. tree tri:1 triː 樹枝 

964. triangle traai1-æng5-gol6 ˈtraɪæŋɡəl 三角形 

965. trip trip1 trɪp 行程 

966. trouble trab1-bol6 ˈtrʌbəl 煩惱 

967. truck trak1 trʌk 卡車 

968. true tru:1 truː 真的 

969. try traai1 traɪ 嘗試 

970. tube tyu:b1 tjuːb 管 

971. turn teuhn1 tɜːn 轉向 

972. two tu:1 tuː 兩個的 

973. type taip1 taɪp 類型 

974. umbrella am5-bre1-la6 ʌmˈbrelə 傘 

975. uncle ang1-kol6 ˈʌŋkəl 叔叔 

976. under an1-da6 ˈʌndə 在...下面 

977. underline an1-da1-laain1 ˌʌndəˈlaɪn 底線 

978. understand an1-da1-stænd1 ˌʌndəˈstænd 明白 

979. unit yoon1-nit6 ˈjuːnɪt 單位 

980. until an5-til1 ʌnˈtɪl 到...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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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 up ap1 ʌp 往上 

982. upon ap5-pohn1 əˈpɒn 在...之上 

983. us  az1 əz 我們 

984. use yu:s1 ˈjuːs 使用 

985. usually yu:1-sho6-li6 ˈjuːʒəli 通常地 

986. valley væ1-li6 ˈvæli 山谷 

987. value væ1-lyu:6 ˈvæljuː 價值 

988. various ve1-ri6-as6 ˈveərɪəs 不同的 

989. verb veuhb1 vɜːb 動詞 

990. very ve1-ri6 ˈveri 非常 

991. view vyu:1 vjuː 景色 

992. village vi1-lij6 ˈvɪlɪdʒ 村莊 

993. vision vi1-shun6 ˈvɪʒən 眼光 

994. visit vi1-zit6 ˈvɪzɪt 參觀 

995. voice vois1 vɔɪs 聲音 

996. vowel vaau1-ol6 ˈvaʊəl 元音 

997. wait weit1 weɪt 等待 

998. walk  woh:k1 wɔːk 走路 

999. wall woh:l1 wɔːl 牆 

1000. want wohnt1 wɒnt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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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1001. war woh:1 wɔː 戰爭 

1002. warm woh:m1 wɔːm 溫暖的 

1003. was wohz5 wɒz 是  

1004. wash wohsh1 wɒʃ 洗 

1005. Washington woh1-shing5-tan6 ˈwɒʃɪŋtən 華盛頓 

1006. wasn’t  woh1-zant6 ˈwɒznt 不是 

1007. watch wohch1 wɒtʃ 觀看 

1008. water woh:1-ta6 ˈwɔːtə 水 

1009. waves weivs1 weɪvz 波浪 

1010. way wei1 ˈweɪ 方法 

1011. we wi1 wi 我們 

1012. we’ll wi1-il wiːl 我們將會 

1013. wear we1-a6↘ weə 穿著 

1014. weather we1-th(d)a6 ˈweðə 天氣 

1015. week wi:k1 wiːk 星期 

1016. weight weit1 weɪt 重量 

1017. well wel1 wel 很好地 

1018. went went1 went 去  

1019. were weuh5 wɜː 是  

1020. west west1 west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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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英文字詞 六通音標 國際音標 中文解釋 

1021. western wes1-tan6 ˈwestən 西方的 

1022. wet wet1 wet 潮濕 

1023. what whoht1 ˈwɒt 什麼 

1024. wheels whi:lz1 wiːlz 車輪 

1025. when when1 wen 何時 

1026. where whe1-a6↘ weə 在哪裡 

1027. whether whe1-th(d)a6 ˈweðə 是否 

1028. which which1 wɪtʃ 哪一個 

1029. while whaail1 waɪl 一會兒 

1030. white whait1 waɪt 白色的 

1031. who hu:1 huː 誰 

1032. whole hol1 həʊl 所有的 

1033. whose hu:z1 huːz 誰的 

1034. why whaai1 waɪ 為什麼 

1035. wide waaid1 waɪd 闊的 

1036. wife waif1 waɪf 老婆 

1037. wild waaild1 waɪld 野生的 

1038. will wil1 wɪl 將 

1039. win win1 wɪn 獲勝 

1040. wind wind1 wɪnd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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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window win1-do6 ˈwɪndəʊ 窗 

1042. wings wingz1 wɪŋz 翅膀 

1043. winter win1-ta6 ˈwɪntə 冬天 

1044. wire waai1-a6 ˈwaɪə 金屬線 

1045. wish wish1 wɪʃ 希望 

1046. with with5 wɪð 與...一起 

1047. within wi5-th(d)i:n1 wɪðˈiːn 在...裡面 

1048. without wi5-th(d)aut1 wɪðˈaʊt 沒有 

1049. woman wu1-man6,  
woo1-man6 

ˈwʊmən 女人 

1050. women wi1-min6 ˈwɪmɪn 女人 

1051. won’t  wolnt1 wəʊnt 不會 

1052. wonder wan1-da6 ˈwʌndə 想知道 

1053. wood wud1, wood1 wʊd 木頭 

1054. wool wul1, wool5 wʊl 羊毛 

1055. word weuhd1 ˈwɜːd 字 

1056. work weuhk1 ˈwɜːk 工作 

1057. workers weuhk1-kaz6 ˈwɜːkəz 工人 

1058. world weuhld1 wɜːld 世界 

1059. worry weuh1-ri6 ˈwʌri 擔心 

1060. would wud5, wood5 wʊd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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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write rait1 ˈraɪt 寫 

1062. written rit1-tan6 ˈrɪtən 寫  

1063. wrong rong1 rɒŋ 錯的 

1064. wrote rolt1 rəʊt 寫  

1065. Xerox zi1-roks6 ˈzɪərɒks 複印機 

1066. yard yaad1 jɑːd 庭院 

1067. year  yi1-er jɜː 年輕的 

1068. yellow ye1-lo6 ˈjeləʊ 黃色的 

1069. yes yes1 jes 是的 

1070. yesterday yes1-ta6-dei6 ˈjestədi 昨天 

1071. yet yet1 jet 還沒 

1072. you yoo1 ju 你 

1073. you’re yoo1-a5↘ jə 你是 

1074. young yang1 jʌŋ 年輕的 

1075. your yoh5-er jə 你的; 你們的 

1076. yourself yoh5-self1 jɔːˈself 你自己 

1077. zero zi1-ro6 ˈzɪərəʊ 零 

1078. zone zoln1 zəʊn 地帶 

1079. zoo zu:1 zuː 動物園 

1080. zoom zu:m1 zuːm 擴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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