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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創有別於英美語「KK 音標」等之「河洛英美語音標」   

由「河洛語音字寶典」之表音字，組合出正確的英語發音。 

本冊「河洛英美語音標」之音源，係採自網路翻譯如：「百度翻譯」及「谷

歌 google」等之多位真人發音，旨在對應以「河洛語表音字」標注「英美語

音標」之正確性，來編寫成冊。 

河洛語 45 發音字元不僅是河洛語的發音系統，還能正確相容通用多種語

言如：華語、日語…等，由「河洛語音字寶典」之表音字，組合出英語的正確

發音，提供學子有更容易學習英語的平枱，亦是一套很容易學習多語言的音標

系統。 

萬國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簡稱（IPA） 

美國：K.K音標（ken yon&knott） 

現今教育單位教學採用 K.K音標，但網站翻譯上的真人發音係採用 

「萬國音標」與「KK音標」等。  

萬國音標與「KK音標」等之真人發音部分有「美語式」與「英語式」之不

同發音，很多英語單字在造句子的組合，其發音與單字發音不同， 

以河洛語之音標，整理出英語發音之表音字，嗣後，組合成句子，如此就很

簡易的用河洛語表音字讀出英美語單字、片語、造句等發音。 

河洛英語音之標注是以線上百度翻譯發音等為基礎，如範例： 

英語單字 K.K 音標 河洛英語音標 華 語 

secretary [ˋsikrɪt]  秘書 

alphabet [`æ lfəbet]   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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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英語音標】《-1》【河洛英美語音標】 

註：(G)=谷歌翻譯，(b)=百度翻譯，(Y)=雅虎翻譯，(V)美音；(e)英音 

  (Vb) =百度美音，(eb) =百度英音，(YV)=雅虎美音，(Ye)=雅虎英音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alphabet       字母表   [`æ lfəbet]  [名詞] 

a  一個;一種 [冠詞] 

a few  一些 [片語] 

a little  一點點 [片語] 

a lot 美英 [片語] 很多 

able  [形容詞] 能;有能力的 

about  [介系詞] 大約;關於 

above  [介系詞] 在…之上 

abroad  [副詞] 在國外[ə`brɔːd] 

absent 美英 [形容詞] 缺席的,不在場；不存在 

accept  [動詞] 接受；採用 

accident  [名詞] 事故;災禍 意外事故; 

across （英） [介系詞] 橫越;穿過 

act  行動;行為;所為; 

action  [名詞] 動作 

active  [形容詞] 活躍的 

activity  [名詞] 活動 

actor  [名詞] 男演員 

actress  [名詞] 女演員 

actually  [副詞] 實際上 

accident  意外 

accent 
口音;腔调;土音;【`æ ksent】 

add  [動詞] 添加;增加 

address  [名詞] 地址; 演說【ə`dres】 

admire ； [動詞] 欽佩;欣賞 

adult  [名詞] 成年人 

advertisement  [名詞] 廣告 

advice  [名詞] 忠告 勸告;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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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英語音標】《-2》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afraid   [形容詞] 害怕 

after  [介系連接詞] 在…之後;  

afternoon  [名詞] 下午;午後 

again  [副詞] 再一次 

against  [介系詞] 反對 

age   [名詞] 年齡  IPA[eɪdʒ] 

ago  [副詞] 以前 

agree  [動詞] 同意 

ahead  [副詞] 在前;向前;預先;事前 

aim  [動詞] 瞄準,對準; [名詞] 目標,目的 

Aiming  瞄準

air  [名詞] 空氣 

air conditioner  [名詞] 冷氣機 

aims  目的 

airlines  [名詞] 航線, 航空公司 

airplane  [名詞] 飛機 

airport  [名詞] 飛機場 

alarm  [名詞] 警鈴;警報;驚慌 

album  [名詞] 相簿;集郵簿;唱片集 

alike  [形容詞] 相似的 

alive  [形容詞] 活著的;活躍的 

all  [形容詞] 所有的;全部; [代名詞] 一切 

allow  [動詞] 允許 

almost  [副詞] 幾乎 

alone  [形容詞] 單獨的;孤單的 

along  [介系詞] 沿著;顺着; 

aloud  [副詞] 大聲地 

already  [副詞] 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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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英語音標】《-3》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also  [副詞] 也 

although 
[連接詞] 雖然 即使;不过;然而 

altogether  [副詞] 完全地;總共 

always  [副詞] 總是 

am  [動詞] 是,在; be 動詞第一人稱, 

ambulance  [名詞] 救護車 

America  [名詞] 美國;美洲 

American   美國的;美洲的; [名詞] 美國人 

among  [介系詞] 在...之中 

amount  [名詞] 金额;数量; 總數 

an  [冠詞] 一個;一種 

anxiety ； 焦慮

ant 英 [名詞] 螞蟻 

any  [形容詞] 任何的; 代名詞] [任何一個 

and  [連接詞] 和；及；而；就 

ancient  [形容詞] 古代的 

angel  [名詞] 天使 

anger ； 生氣 憤怒；怒氣, 怒火 

angry  [形容詞] 生氣的 

animal  [名詞] 動物 

ankle  [名詞] 腳踝 

another  [形容詞] 另一個; [代名詞] 另一個 

answer  [動詞] 回答; [名詞] 答案 

anybody 美英 [代名詞] 任何人 

anyone  [代名詞] 任何人 

anything  [代名詞] 任何事物 

anywhere  [副詞] 任何地方 

apartment  [名詞] 公寓 

apologize  [動詞] 道歉 

註：【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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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英語音標】《-4》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appear  [動詞] 出現 

apple  [名詞] 蘋果 

appreciate  [動詞] 感謝;賞識;重视 

April ； [名詞] 四月 

are  [動詞] 是,在; be 動詞第一 

area  [名詞] 地區;面積 

aren't  [縮短形] are not  不是 

are not  不是 

argue ； [動詞] 爭論 

arm  [名詞] 手臂 

armchair  [名詞] 扶手椅子 

army  [名詞] 軍隊;大群 

around  [介系詞] 差不多;環繞 

arrange ； [動詞] 排列;整理 

arrive  [動詞] 到達 

art  [名詞] 藝術 

artist  [名詞] 藝術家 

as ， [介系詞] 以…的身份；作為; 

ask  [動詞] 問 

asleep  [形容詞] 睡著的 

assistant  [名詞] 助手 

assume  [動詞] 假定 

at  [介系詞] 在 

attack  [動詞] 進攻;襲擊; [名詞] 攻擊 

attention  [名詞] 注意;專心 

August  [名詞] 八月 

autumn  [名詞] 秋季 

available  可用的,可得到的,有效的 

aunt  姨媽;姑媽舅母;阿姨姑姑;伯母;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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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英語音標】《-5》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away  [形容詞] 不在的; [副詞] 離開 

announceme

nt 

 公告;通告;布告;宣布;宣告 

Academy 【əkadəmē】 學院；專科院校

Abandon  放棄 əkadəmē 

Admiration  欽佩 

And she  她呢 

Allow me  讓我來；請允許我 

After you  你先請 

All right  好吧 

autonomy  自主 自治 

Agarwood  沉香 

Average （英）（美） 平均  [ æ vərɪdʒ] 

avoiding 英；美 避開;避免;回避;躲避 

avoid 英；美 避免 

all over 英；美 遍及；到處都是

all along ； 一直以來  始終 

ashtray  煙灰缸 

available  可用的 

anxious  焦慮;憂慮;擔心 

abalone  鮑魚 

ambition  [æ m`bɪʃn]  志向;抱負   

appreciate  欣賞 ，享受 

Annoying  令人厭煩 

acquiesced  [`æ kwi`est]  默然接受;   默認;   默許; 

accountable  負有責任，有說明義務;   

archive  檔案；档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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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英語音標】《-6》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align  把 … 排列 

arrange  安排;布置 整理;排列;  

Arrangement  安排;佈置; ;籌備 

array ； 陣列 大堆;大群;大量;陣列; 

ambition  野心 

Atrocities  暴行

Awakening  覺醒 覺悟   [ə`weɪkənɪŋ] 

   

  

   

   

   

   

  

  

   

   

   

   

   

   

   

 
 

   

  

  

註：=百度英語翻譯；=百度美語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