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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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出英語的正確發音。 
本冊「河洛英美語音標」之音源，係採自數人以上真人發音之網路翻譯

如：「百度翻譯」及「谷歌 google」等，旨在對應以「河洛語表音字」標注
「英美語音標」之正確性，來編寫成集。 

河洛語 45發音字元不僅是河洛語的發音系統，還能正確相容通用華語、
日語…等之音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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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k3 lu[ t3 秘書 
alphabet [`ælfəbet]  au h; b[ t3 字母表 
 
 
 
 
 
 
 

參閱:線上百度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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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單字【b-1】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baby be bj 嬰兒 
 

baby sitter beZbj sjZt3 替人看小孩者 
back br k3 回原處; [名詞] 背部;後面 
backpack baZk3 prZk3 背包 
backward ba k;Zd3 向後的;落後的;  
bad br d3 壞的 
badminton baZd3 me\ tu\ 羽毛球 
bag br g3 袋子 
bake b. k3 烘;烤 
bakery be k3 lj 麵包店 
balcony bau kia\ nj 陽臺 
ball b4Z3 球 
balloon b9 lu] 汽球 
banana be= na n6 香蕉 （ba= na n6） 
band be] d3 樂團;樂隊 
bank be] k3 銀行;堤;岸 
barbecue ba bj ki; 烤肉 
barber ba b3 男理髮師 
bark br k3 狗叫; 吠聲 
base b. s; 基;底;基部 
baseball be s; b3 棒球 
basement be s; me\ t3 地下室 
basic be s[ k3 基本的 
basket ba s; k,t ，ba s; keh t3 籃子  
basketball ba s; k,t b9 籃球 
bat br t3 蝙蝠 
bath br h; 洗澡 
bathe b. h;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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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單字【b-2】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bathroom ba t3 luox 廁所;浴室 
be bih (e)  b1 (v) 是;要;有;在;詞 正在..,被 
beach b1 chj 海灘 
bean bi] 豆莢;豆子 
bear b.Z3 承受; 熊 
beard b1Z3 d3 鬍子 
beat b1 t3 擊敗;敲擊 
beautiful biu tj hu3 漂亮的 
beauty biu tj 美貌;美人 
because bj k4 s; 因為 
become bj kav 變成 
bed b. d3 床 
bedroom be zujZx 臥房 
bee b1 蜜蜂  忙碌的人，勤勞的人 
beef b1 h; 牛肉 
beer b1Z3 [名詞] 啤酒 
before bj hu4 (e) ；bj hu4Z3 (v) 在…之前 
begin bj qia] 開始;啟動;起始 
beginning bj qian n3 開始；開頭;開端; 
beginner bj qian nj 新手 
behave bj h. h; 舉動;守規矩    
behaved bj h. h; dh 表現;表現良好;有禮貌;表現得體 
behind bj ha. d3 在…後面 
believe b3 l1 h; 相信 
bell ba0  鈴;鐘 
belong bj lo] 屬於 
below b9 la0 在…之下 
belt ba0 t3 腰帶 
bench bia] chj 長凳;長椅 
beside bj sa1 d3 在...旁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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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單字【b-3】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besides bj sa1 cu; 並且; 除...之外 
between bj tu1Zi\  在…和…之間  KK[bɪˋtwin] 
beyond bj a] dh 在更遠處;  
beyond bj a] dh 越出;晚於;在...那一邊 
bicycle bai s; g3 腳踏車 
big b. g3 大的 
bike ba1 k3 騎腳踏車; [名詞] 腳踏車 摩托車 
bill b.Z3 記入帳; [名詞] 帳單; 鈔票 
biology bai a l3 zj (vb) 生物學  【baf on l3 zj】(eb) 
bird b4Z3 dh 鳥 
birthday bo s; d[ 生日 
bite ba1 t3 咬 
bitter bi t3 苦的;嚴酷的 
blame bw l.Zx 歸咎於；怪；責備 
blackboard bwZlaZk3 b4Z[Zd3 黑板 
black bw lr k3 黑色的; [名詞] 黑色;美國黑人 
blank bw l. k3 空白，空白處；空白表格；空虛 
blanket bw lao k[ t3 毯子 
bless ba lr s; 祝福;保佑 
blind bw la1 i\ dh 瞎的;失明的;盲人 
block bw lr k3 (美g) 塊；          bw lok k3 (英) 
blocking bw lo ke\   堵塞;阻塞;   
blocked bw lr k3 d3  (美g) 受阻；此路不通  bw lok k3 d3  (英) 
blood bw lr d3 血 
blouse bw la0 s; 襯衫；衬衫 
blow bw la0 吹 
blue bw l0 藍色的; 藍色 
board b4Z[Zdh 木板;膳食;車上;船上; 董事會 
boarding b4Z3Zdh 登機 
註：(vb)是「百度美語翻譯」，(eb)是百度英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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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單字【b-4】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boat b4 t3 小船 
body ba dj 身體 
boil boZjZ3 (水等)沸騰;開;煮沸；翻滾 
bomb brx(美)    b4x(英) 炸彈 
bone boZ\ 骨頭 
book b4 k3 書本 
bookcase bok k[ s; 書架 
bookstore bok s; d3 書店 
borehole bo h3  (英) 鑽孔 
bore b4Z3 (美)  b4 (英) 使厭煩；令人厭煩；無聊 
boring bo le\ 乏味的；真無聊 
bored b4Z3 dh 無聊 
born b4Z\  出生的;誕生的 
borrow ba lu3 [動詞] 借 
borrowing ba l3 u[Zi\ 借;借用;借入；借款 
boss b4 s; 老闆 
both bo s;； b9o s; 兩者; [代名詞] 兩者(都) 
bother bo d3 (英)  baZd3  (美) 煩擾；打擾 
bottle bo t3 (英)   ba t3 (美) 瓶子 
bottom bo tux (英) ba tox  (美) 底部;屁股 
bow ba0 鞠躬; [名詞] 弓 
bowl b4 碗 
bowling bo li\ 保齡球戲 
box b4 k3 s;(英)  br k3 s;(美) 箱;盒;匣 
boy b4Z[ (美) 男孩   b4Zj (英) 
branch bw la4 chj  (英) 樹枝;支部 分行; 分部;  分店; 
brave bw l. v3(美) bw l. h;(英) 勇敢的 
bread bw lu. d3 (e)  bw lr k3(v) 麵包 
break bu.Zke  ， bw lu.Zk3 斷裂;中斷;打破（記錄）;  
breakfast bwlaZk3 hua s; t3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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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單字【b-5】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brick bw lu. k3 磚塊 
bridge bw lu. zj 橋 
bright bw lua1 t3 光亮的 
broad bw l4 d3(e) bw lr d3(v) 寬廣的 
broadcast bw la ki6 s; t3   (v) 廣播 
brother bw la d3 兄;弟   [`brʌðər] 
brown bw la0 u\ 褐色的;棕色的; 棕色 
brunch bw la] chj 早午餐 
brush bw lr sj 刷; 刷子 
bucket ba ket t3 水桶；提桶；吊桶 
buffet ba hu[ t3  b3 hu. 自助餐 
bug br g3 小蟲     
build bi4Z3 dh [建造;蓋 
building bio di\ 建築物   [`bɪldɪŋ] 
bun ba] 小圓麵包 
bundle ban d3 捆;大量 
burger boZ3 g6 漢堡牛肉餅 
burn b'Z\ (g)； bahZ\ (b)  燒;燙傷;灼傷 [bɜːn] 
burst b4Z3 s;(v)； br s; t3(e) [動詞] 爆開;闖入 b9Z3 s; t3(g) 
bus br s; 公車 
business bi s; n6 s; 商業;事 
businessman biZs;Zn6Zs; mia\ 商人 
busy bi ghj 忙碌的 
but bahZc; ；bat…   但是 
butter ba t3 奶油 
butterfly ba t3 h; la1 蝴蝶 
button ba t\ (e ) 扣鈕扣;鈕扣 
buy ba1 買 
by baih 經由 
bye ba1 再見;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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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單字【b-6】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building  bio di\ 建築 
Broadcasting bw la ki6 s; de\  廣播;   播送;   播音;  
bought b4 c3 購買;買通收買;賄賂[bɔːt] 
behavior  bj he vjZ3 行為;   性能;   表現 
bumbler  bao b3 笨蛋;笨拙; 

Basket ba s; ke t3 籃子 

before bj hu4 之前 

Back up b.Zkr abZp; 備份 

blank b9 l. k3 空白 

beatiful biu tj hu3 美麗 

businessman bi s; na s; me] 商人 

browse b3 la0 s; 瀏覽 

because bj k4 s; 因為 

bad be d3 壞 

bicycle bai s; g3 腳踏車 

bless  bw lr s; 保佑 

blame b3 l. ix 指責  [bleɪm] 怪 

boss br s; (vb)  b4 s; (eb) 老闆 

Buddha bu lah 佛像  [`bʊdə] 佛陀 
Buddha statue buZd3 s;ZdaZchi;  (g) 佛像 [`bʊdə `stætʃuː] 
Bios bai 3 s; 電腦設定頁面 

Best regards beZs; cui qaZ3 cu;  (vb) 致意；最好的祝福 
Best regards be s; cui gr cu;    (eb)  
bottleneck bo t3 n[ k3 (e) ba l3 n[ k3(v) 瓶頸 
bring bw li\ 帶… 帶來;  提供; 供給 
Brought b; lur t3 帶來bring的過去分詞和過去式; 
Be alert    6ZlrZt3 警惕 

註： (vb)=百度美音，(eb)=百度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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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單字【b-6】 
英 語 河洛英語音 華 語 

Be careful  bj ke 3 hu3 注意；小心 
Be polite bj p3 la1 t3 注意禮貌 
boiling water boZli\ ua t3 開水 
Being biZi\ 存在；生存 
Buffet   b6 hu. 自助餐；冷餐 
   

   

   

   

   

   

   

   

   

   

   

   

   

   
   
   

   
   
   
   
   
   

註： (vb)=百度美音，(eb)=百度英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