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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个人都至少有过一次学习英语的经历。当然，就算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英

语，像“SNS， USB， PD”等缩略词以及“汉堡包、星巴克 ”之类的英译词也早已

渗入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此看来，即使不是为了应考而学英语的学生，也有很

多人一碰到英语就发怵，一见到能够熟练使用英语的人就羡慕不已。此外，当孩子们

在幼儿园或辅导班里稍显英语实力时，竟然能够说出地道的英语来，这让许多人感到

新奇，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自卑，从而产生“什么时候我的英语也能那么流利就好

了”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比起儿童学习者，成人学习者拥有“明确动机”这一巨

大的优势。一旦成人学习者有“明确动机”，学习效果就会得到显著提升。因而，当

选取合适的教材进行持续性学习时，成人学习者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儿童学习者

必须耗时数年才能学会的知识。

本书涉及旅行、商务、交友等多个方面，是以“让有明确学习动机的成人学习

者可以在家独立进行英语学习”为目的而撰写的书籍。为了给具备学习动机却不知道

该从何开始、如何学习英语的读者以及想要提高“英语自信心”的读者指明方向，本

书从拼写和发音开始，以基础语法和核心句型为重点，力图在词汇、情景表达、文化

小故事等诸多方面进行细致的教授。同时，笔者希望各位读者在学习英语名言的过程

中，能够认识到名言不仅能够启迪人生，其中还融入了简单实用的英语语法。因此，

为了学习英语而艰苦奋斗着的读者们通过这一学习过程，不仅能打牢基础，同时还能

得到一定程度的激励。

在前言的最后，笔者要感谢对本书的原稿进行仔细审读的金贤老师，感谢为了

激发读者的英语学习兴趣而将本书编辑得简洁有趣的各位设计师，感谢通过不厌其烦

的修改将插画绘制得栩栩如生的各位插画家。为了使表达更加贴近生活，笔者曾多番

拜托母语者朗读原稿。在此要特别感谢巴里教授，感谢他将原稿朗读得生动有趣。此

外，金格朗和崔真夏助教为本书提供了诸多新颖的构思，笔者谨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

深深的谢意。同时，笔者还要感谢站在初学者的立场上不断提出建议并给予鼓励的母

亲，以及在笔者攻读博士学位和执笔期间始终提供支持的丈夫和其他亲人。最后，我

谨将此书献给爱女秀智，感谢她能以有我这样的作者妈妈为荣，感谢她不断地提出意

见，一路为我加油鼓气。

2016年1月

权恩映

前言



通过介绍英文字母、音标和发音规则，使读者了解有关

正确发音的基本知识。同时对英语词类、句子成分、基

本句型和动词的时态变化等学习英语时不可或缺的内容

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希望借此促进读者对后面课文内容

的理解。

英文字母和发音

1 	英文字母表	 01

英文由26个字母构成，每个字母的拼写都有大写和小写之分。

字母
大写/小写

音标*
字母

大写/小写
音标*

A   a [eɪ] N   n [en]

B   b [bi;] O   o [‰ʊ]

C   c [si;] P   p [pi;]

D   d [di;] Q   q [kju;]

E   e [i;] R   r [a;(r)]★

F   f [ef]★ S   s [es]

G   g [d,i;] T   t [ti;]

H   h [eɪtʃ] U   u [ju;]

I   i [aɪ] V   v [vi;]★

J   j [d,eɪ] W   w [ˈd<blju;]

K   k [keɪ] X   x [eks]

L   l [el] Y   y [waɪ]

M   m [em] Z   z [zi;]★

	音标标记在 [  ] 内。

★		标记表示在发音时必须注意的音。在发 [f] 和 [v] 时，上齿需要轻触下唇；在发 [r] 时，舌头不能碰到上齿龈；在发

[z] 时，舌端必须接近上齿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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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问代词 who

who 表示“谁”的意思，用于询问他人的名字以及身份。在问“~是谁”时和 be 动词一起连用，

以“who + be 动词 +（代）名词”的形式进行表达。此时的代词是我们第一课学过的人称代词的

主格，be动词的形态随着主语代词的变化而变化。

Who + be动词 +（代）名词单数？ Who + be动词 +（代）名词复数？

Who is she? 她是谁？

Who are you? 你是谁？

Who is the girl? 那个女孩是谁？

Who are they? 他们是谁？

Who are you? 你们是谁？

Who are the girls? 那些女孩是谁？

●  疑问副词 how: 状态·程度

how 表示的是“怎么”的意思，用于询问主语的状态和程度。此时请谨记，要将表示状态或者

程度的形容词放在 how 的后面。

How + 状态·程度形容词 + be动词 + 主语？

How tall is she?  她多高？

How heavy is he?  他多重？

How smart is the boy?  那个男孩有多聪明？

He is my brother.
他是我的弟弟。

Who is he? 
他是谁？

who，how 等疑问词具
有将“主语+动词”的语
序转换成“动词+主语”
的语序的功能。所以，
在本书的句子中，主语
与 be 动词的语序是互换
的。

Key Phrases & Grammar
主要句型 & 语法

参考

在英语里，大多数名词的复数形式是在名词后面加 -s。
例  girl 女孩 → girls 女孩们

boy 男孩 → boys 男孩们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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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句型 & 语法

介绍说明各课的语法和相关句型。将各课的学习内容归

纳成核心句型，配上相应的插图后置于书页的上方，以

便使读者对学习内容一目了然。“主要句型&语法”的第

一页是对对话1中的相关语法和句型进行说明，第二页是

对对话2中的相关语法和句型进行说明。

注意		为了对易混淆的主要内容再次进行确认而设置的部分。

参考  为了进行补充说明而设置的部分。

本书构
成

和使用

预备课

课文1~20课



Eric What is this?

Sooji This is a Korean fan. 

 It is a present from me.

Eric Thank you, Sooji. It is really beautiful. 

 What is that?

Sooji That is a Korean mask.

 It’s my present for you, too. 

Eric Really? Thank you. It’s awesome. 

  
 

埃里克  这是什么？

秀智  这是一把韩国的扇子，是我送给你

的礼物。

埃里克  谢谢你，秀智。这个真的好漂亮。

那是什么？

秀智  那是韩国的面具，也是我送给你的

礼物。

埃里克  真的？谢谢你。真是太漂亮了。

Korean  [kə'rɪən] adj. 韩国的 

fan  [fæn] n. 扇子 

present  [ˈpreznt] n. 礼物 

mask  [mɑ:sk] n. 面具 

for  [fə(r)] conj. 为了~ 

awesome  [ˈɔ:səm] adj. 极好的，非
常棒的 

新单词

It is a present from me.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Thank you.  谢谢你。

Really?  真的？

新表达

●  It is a present from me. 这句话可直译为“来自我的礼物”，It 
is my present for you. 可直译为“为了你的礼物”，但是这两个

句子都可意译为“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  awesome 不仅仅是 good，用于非正式地形容一些极好的人或

者事物、状况等。与 great，cool，fantastic 具有相同的含义。

  I have an awesome car. 我有一辆非常棒的车。

对话 Tip

This is 
“a Korean fan.” What is this?

18Conversation 1
对话

必须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单词

● 人名、地名、产品名、专有名词

例  Sooji(秀智), New York(纽约), 
Kleenex(克里奈克斯纸巾)

● 国家名、国籍、语言

例  Japan(日本), Japanese(日本
人，日本的，日语)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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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rom，for”等词被称为前
置词，前置词后面的人称代词必
须用宾格形式。

注意

表达感谢

A 谢谢你帮我。

B 哪里，不客气。

▶ appreciate 感谢  |  help 帮助

A 这里有你的推荐信。

B 真是太感谢了。

▶  Here is ~ 这里有~  |  recommendation letter 推荐信  |  
very much 很，非常

A 谢谢你的礼物。真是太漂亮了！

B 不用谢。很高兴你喜欢它。

▶ like 喜欢，合心意

B的其他表达

No problem.
别客气，见外了。

You’re welcome.
I’m glad you like it.

Thank you for the 
present. 

It’s really beautiful.

Thank you very 
much.

I appreciate your help.

Here’s the 
recommendation 

letter for you. 

(It’s) my pleasure. 

Useful Expressions 20
常用表达

Chapter  03 59

I appreciate ~  是按照一定的格式表达感谢，appreciate
后面应接表达感谢的具体理由。比如， your help (你
的帮助), your call (你的电话), your concern (你的关
心)。

参考

Here is~ 是“这里有~”的意思，这里的be动词is
是“有~”的意思，而不是“是~”。所接名词是
单数时用here is，是复数时用here are。

例   Here is an apple. 这里有一个苹果。
Here are your books. 这里有你的书。

注意

描述外貌·性格·状态的形容词

表达感情的形容词

happy 幸福的

excited 兴奋的

interested 感兴趣的

proud 自豪的

confident 有自信的

satisfied 满足的

sad 悲伤的

gloomy 忧郁的

worried 担忧的 

anxious 焦急的

disappointed 失望的 

lonely 孤独的 

nice
友好的

bad
坏的

pretty
漂亮的

ugly
丑的

slim
苗条的

fat
肥胖的

kind
亲切的

unkind
冷酷的

rich
富有的

poor
贫穷的

tall
高个的

small
矮个的

young
年轻的

old
年老的

cheerful
欢乐的

serious
严肃的

healthy
健康的

sick
生病的

More Vocabulary
补充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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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分为对话1和对话2两部分。使用上文提出的主要句型和语

法，再现实际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场景。通过各类对

话，帮助读者进一步提高会话能力。

解释  为了便于理解，使用中文解释对话内容。

新单词  整理对话中出现的生词，并配上相应的中文释义。必要时还

会附上说明，促进读者理解。

缩写标记   n. 名词，v. 动词，adj. 形容词，adv. 副词，pron. 代词，

prep. 介词，interj. 感叹词，phr. 熟语

新句型  整理对话中新出现的主要句型，对学习内容再进行确认。

对话Tip  针对对话中出现的主要句型进行的补充说明以及相关注意

事项。 

●	补充单词

将与各课内容相关的单词分类后配上相应的插画，以帮助读者提高词汇能力。

●	常用表达

通过多种多样的情景，熟悉可以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英语表达。



●	练习题

为了获知各课的学习成效而设置的自我检测部分，分为

语法题、听力题、阅读题等几大块。针对语法题，通过

多种类型的相关习题进行复习；针对听力题，通过练习

听力来培养把握学习内容的能力。每道听力题都会播放

两遍。最后，通过各类阅读题来提高阅读能力和词汇能

力。

光盘中收录的MP3文件分为“本书MP3文件”和“主要句

型迷你手册”两个文件。各文件中包含预备部分、发音

部分以及各课中的对话、常用表达、听力题等，以便读

者熟悉母语者的发音。请在听完后进行跟读。

MP3录音

●	Inside	美国

该部分介绍英语圈，特别是与美国相关的文化、风俗、

习惯。

整理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到的主要英语句型。学完各

课内容后，可以通过该手册进行复习，或是将其运用到

会话中。PDF迷你手册配有中英双语，均收录于光盘中。

主要句型PDF迷你手册

1 请写出与画面相符的人称代词。

(1) (2) (3) (4)

 
is Chinese.

 
is from Germany. 

 
am a singer.

 
are students.

▶ singer 歌手

2 请根据下列句中的主语，将加下画线的be动词修改正确。

(1) I is a dentist.  →  (                ) (2) She are South African.  →  (                )

(3) They am from Mexico.  →  (                ) (4) He are a painter.   →  (                )

▶  dentist 牙科医生  |  Mexico 墨西哥

3 请从下列单词中选出符合对话的正确单词。

from                am                is                are                not

(1) A                           you Chinese?

B Yes, I’m                           China. 

(2) A                               she French?

B  No, she is                          . 

 She                           from Italy.

(3) A Where are you from?

B  I                           from the 
Philippines.

(4) A Where                           you from?

B  We                           from Germany.

 We                           scientists.

▶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  |  scientist 科学家

语法

Exercises
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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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运营的行政区域——州 (State)

美国有50个州和一个特区。美国国旗

上的50颗星星所蕴含的意义便是这50

个州，其中包括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

州。有联邦政府的 Washington D.C. 是

一个特殊的区域，D.C. 则为District of 

Columbia（哥伦比亚特区）的简称。除

了联邦政府以外的所有州都有州长，每

个州不仅有独立的司法和行政系统，而

且在文化方面也有不同的个性。各个州

的别名都很好地展现了每个州的由来以

及当地居民和领土的特点。

州 (States)
别名 

(Nick Name)
特点

怀俄明州
The Equality 

State

第一个认可女性投票权

的州

亚拉巴马州 The Cotton State 世界著名的棉花产地

俄勒冈州 The Beaver State
有像海狸一样勤勉的俄
勒冈人

路易斯安那州 The Pelican State
领土像斑嘴鹈鹕的嘴巴
形状

犹他州
The Mormon 

State
摩门教的中心地，大部
分居民是摩门教信徒

蒙大拿州
The Treasure 

State
矿业发达

缅因州
The Pine Tree 

State
松树多

●  美国社会的多样性 (Diversity)

美国经常被喻为 Melting Pot 或 Salad Bowl。美国社会的多人种、多文化得益于席卷北美大陆的

民族与领土的扩张以及当下的移民政策。北美大陆原本是有着固定的风俗文化的土著居民的基

地，但是随着欧洲人迁入定居，文化也随之融合并呈现多样化。之后在与其他国家的战争当中

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借助近代奴隶制度和各国的移民政策，在美国扎根的后人也为现

代美国的人种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一份贡献。就这样，各色人种通过不同的途径，以“美国

人”的名字在同一片大陆共同生活着。

美国，全称为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

众国)，顾名思义是由州联合在一起组成的美洲大陆的一

个国家。除此之外，美国还有 The United States、The 

USA、The US、The States 等简称。

美国，你对它了解多少？

Inside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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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I am 

Korean. 

Chinese.

French.

I am from 
Korea. 

New York.

★  Where are you from?

What country are you from?

What’s your nationality?

我是 

韩国

中国

法国

  人。

我来自 
韩国。

纽约。
 

★  你来自哪儿？

 你来自哪个国家？

 你的国籍是什么？

I am Korean.
我是韩国人。01

▶ 拜托了！我的漫画图解英语学习书  p.34

01  

I am Korean.
我是韩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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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主要句型 & 语法 对话1 对话2 补充单词 常用表达 Inside 美国

预备课

•英文字母和发音
 1. 英文字母表
 2. 重要的发音规则
•英语的词类和句子结构

 1. 词类
 2. 句子成分
 3. 句子的基本结构
 4. 动词的三种时态变化

01 Hi, I am Sooji.

•人称代词：主格

•be动词：是～

•be动词的陈述句和疑问句

•be动词的否定句

打招呼

说名字

打招呼

介绍国籍

•国名，国籍

•职业名称
相遇时和分别时

美国，你对它了解
多少？

02 Who is this?

•疑问代词who

•疑问副词how：状态•程度

•人称代词：属格

•连词and

家庭关系问答
使用who和how疑

问句进行问答
• 亲属关系名称

表示感叹

问候

英语是国际通用语
吗？

03 What is this?
•疑问代词what

•指示代词this，that

•人称代词：宾格

运用疑问词 what和
指示代词 this，that

进行问答

说明事物的性质，
生成感叹句

• 描述外貌•性格

•状态的形容词

• 表达感情的形容
词

表达感谢
Bruce Wills中的
Bruce是中间名

吗？

04
Where is the 
laundry basket?

•疑问副词where

•表示场所的副词

•介词

运用疑问副词where
和方位介词进行问

答

在大型卖场内就位
置进行问答

• 各种感叹词 祝愿 美国人的昵称

05
I love K-pop 
music and 
Korean dramas.

•一般动词陈述句

•一般动词否定句和疑问句

•let's 结构

使用be good at
的句型描述特长

使用let's的句型进
行提议

使用一般动词疑问
句进行问答

• 兴趣爱好 介绍兴趣
波士顿，过去与现
在、历史与理性共

存的城市

06
I can help you 
with that.

•助动词can

• 助动词can的否定句和疑问
句

•want+to 动词原形

使用can you～寻
求对方的帮助

使用can I～寻求
对方的允许

使用I want to+动
词原形来表达所

想
• 交通工具 寻求帮助

圣地亚哥，一座兼
具美国的雅致与平
和、集异国风情于

一身的城市

07
How often do 
you call your 
family?

•how often结构

•频度副词

•否定疑问句

•动名词

使用how often～
和频度副词，对
次数进行问答

使用否定疑问句进
行问答

• 食品名称
快餐店里的必要

表达
超市购物须知的

cash back

08 How much is it?
•how much结构

•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对价格进行问答
熟悉不可数名词和数

量单位的表达
•服饰和佩饰 求职

一年到头满是活动
的美国

09
When are you 
free?

•疑问词 when

•非人称主语it

•表示时间的介词

回答带有疑问词
when的问题

使用非人称代词it对
星期和日期进行问

答

•看日历 约会与预约 在美国购物

10 It tastes amazing.

•感官动词

•介词like

• thanks for/ thank you for~
句型

使用“感官动词+状
态形容词”来表达

主语的感受

熟悉表达感谢的多
种句型

•感官表达 邀请
去美国品尝世界

美食

内容
结构表



 题目 主要句型 & 语法 对话1 对话2 补充单词 有用的表达 Inside 美国

11
Whose ring is 
this?

•疑问形容词whose

•名词性物主代词

•不定代词

使用疑问形容词
whose和名词性物
主代词进行问答

运用“不定代词+to
不定式”的句型

•家用电器 礼貌地再次询问
恐怖的那一天，13

号星期五

12
What are you 
doing now?

• 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正在～

•进行时

• 现在进行时的否定句和疑问
句

•for+名词/宾格人称代词

使用现在进行时，
说明在说话的瞬间

进行的动作

使用现在进行时，
说明在说话的瞬间
第三者进行的动作

•时间表达 打电话
如果赢了就和总统
见面！美国听写比
赛，Spelling Bee

13
How do I get 
there?

•疑问副词how：手段•方法

•take+交通工具

•命令句

•助动词should

说明使用交通工具
去特定场所的方法

使用命令句依次说
明

•城市的道路 允许
美国的寻宝游戏，
Scavenger Hunt

14
I think (that) 
I have to lose 
weight.

•助动词must

•have to 结构

•“应该～”助动词整理

•I think（that）～句型

运用should和
have to提出建议

运用have to和
don’t have to进

行忠告
•身体部位 医院•药店用语

新学期从9月开
始？美国的教育制

度

15
Did you see a 
musical?

•一般动词的过去时

•动词过去时

• 一般动词过去时的否定句和
疑问句

•助动词used to

使用used to说明
与现在不同的过

去状态

运用疑问词和动词
的过去时进行提问

•鱼类，贝类

•饮料类

•其他食品

紧急状况表达
在美国发生汽车事
故时绝对不能说的

话Top3

16
Why are you so 
busy these days?

•疑问副词why

• 提议•劝诱•忠告的典型表
达

•if条件句：如果～的话

使用疑问副词why
询问理由，使用
because回答

使用连词if和助动
词should进行忠

告

• 与天气相关的 
形容词

• 与天气相关的 
名词

加油 西方婚礼习俗

17
Which team do 
you like better?

•疑问形容词which

•疑问形容词what

•比较级

•最高级

回答使用比较级和
疑问形容词which的

疑问句

理解疑问形容词
which和what的不同

点并进行练习

• play+运动竞技
名称

•�运动竞技的动
词

•颜色

表达见解 在美国找房子

18
It’s Korean 
barbecue.

•授予动词

•不定式结构how to

•被动态

运用被动态结构和
授予动词进行对话

练习将how to不定
式作为授予动词的

宾语

•学习用品 银行•邮局用语 美国的货币

19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助动词will

•be going to结构

使用be going to
结构说说计划好

的内容

使用be going to
和相同意思的be 
planning to对计

划进行问答

•城市建筑
旅游•出差需要

的表达

美国电影和美剧中
出现过的纽约观光

地

20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New York?

•动词的现在完成时

• 现在完成时的否定句和疑问
句

•how long结构

使用have been 
to来表达“去过～”

使用现在完成时来
询问经历

•花·树的名称 祝贺•慰问

The United 
States of 

Awesome!你所
生活的地方有什
么值得骄傲的东

西吗？



卡洛·马拉塔
Carlo Marratta

在纽约进行语言研修
的意大利学生，未来

的时装设计师

金秀智
Sooji Kim

赴纽约研修语言的
韩国女学生

埃莉斯·伯克特
Elise Bu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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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生

麻子
Asako Sato

出生于日本的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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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汀·戈尔德
Justin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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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斯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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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的学
生，埃玛阿姨的儿子

埃玛·道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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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课
：

各位，我
们正式

开始学
习有趣的

英语咯？



英文字母和发音

1 	英文字母表	 01

英文由26个字母构成，每个字母的拼写都有大写和小写之分。

字母
大写/小写

音标*
字母

大写/小写
音标*

A   a [eɪ] N   n [en]

B   b [bi;] O   o [‰ʊ]

C   c [si;] P   p [pi;]

D   d [di;] Q   q [kju;]

E   e [i;] R   r [a;(r)]★

F   f [ef]★ S   s [es]

G   g [d,i;] T   t [ti;]

H   h [eɪtʃ] U   u [ju;]

I   i [aɪ] V   v [vi;]★

J   j [d,eɪ] W   w [ˈd<blju;]

K   k [keɪ] X   x [eks]

L   l [el] Y   y [waɪ]

M   m [em] Z   z [zi;]★

	音标标记在 [  ] 内。

★		标记表示在发音时必须注意的音。在发 [f] 和 [v] 时，上齿需要轻触下唇；在发 [r] 时，舌头不能碰到上齿龈；在发

[z] 时，舌端必须接近上齿龈。

14 无师自通学英语·我的漫画图解英语学习书



(1)	 辅音字母	 	 02

26个英文字母中，除5个元音字母外，剩下的21个都是辅音字母。各辅音字母（组合）在单词中的

发音取其相应的辅音。

字母
大写/小写

发音 单词 音标

B    b [b] bear 熊 [be‰(r)]

C    c [s]

[k]

cereal 谷物 

cat 猫
[ˈsɪrɪ‰l]
[kæt]

D    d [d] deer 鹿 [dɪ‰r]

F    f [f] fire 火，火灾 [ˈfaɪ‰(r)]

G    g [d,]

[g]

giant 巨人

grape 葡萄

[ˈd,aɪ‰nt]
[greɪp] 

H    h [h] house 房屋 [haʊs] 

J    j [d,] jam 果酱 [d,æm] 

K    k [k] key 钥匙 [ki;] 

L    l [l] lion 狮子 [ˈlaɪ‰n] 

M    m [m] mouse 老鼠 [maʊs] 

N    n [n] nice 好的 [naɪs] 

P    p [p] peace 和平 [pi;s] 

预备课 15



字母
大写/小写

发音 单词 音标

Q    q [kw] queen 女王 [kwi;n] 

R    r [r] rabbit 兔子 [ˈræbɪt] 

S    s [s]* sing 唱歌 [sɪ\] 

T    t [t] tiger 老虎 [ˈtaɪg‰(r)]

V    v [v] victory 胜利 [ˈvɪkt‰rɪ]

W    w [w] war 战争 [w∞;(r)]

X    x [ks] mix 混合 [mɪks]

Y    y [j] young 幼小的 [j<\]

Z    z [z] zebra 斑马 [ˈzi;br‰]

  [s] 后面紧跟其他辅音时，[s] 的发音会弱化。

 例 smile [smaɪl] 微笑  store [stɔː(r)] 店铺 

参考

●  英语中时常会出现不同辅音字母（组合）发音相同

的情况。例如，字母c、k能发出同样的音[k]，g、

j 都能发 [dʒ]。因此，学习英语时有必要同时记住拼

写和音标。

●  很多人都无法区分清楚小写字母j和音标 [j]。作为半

元音的音标 [j] ，其发音类似中文的“耶”音，一般

是由字母y作辅音时发出的。例如，[ɑ;] 是“啊”，

[jɑ;] 则成为“呀”。因此，我们必须要注意不能将 

[jɑ;] 读作[zɑ;]

注意

16 无师自通学英语·我的漫画图解英语学习书



(2)	 元音字母	 	 03

英文字母中有 a、e、i、o、u 这5个元音字母，其发音多种多样。

字母
大写/小写

发音 单词 音标

  A    a* [æ]

[eɪ]
apple 苹果

table 桌子

[ˈæpl] 
[ˈteɪbl] 

E    e [e]

[ɪ]
egg 鸡蛋 

begin 开始

[eg] 

[bɪˈgIn]

I    i [ɪ]
[aɪ]

silk 丝绸，绸缎

ice 冰
[sɪlk] 
[aɪs] 

O    o
[<]

[°ː]
[ʊ]

of ~的

octopus 章鱼

over 比～多

[<v] 

[ˈ°;kt‰p‰s] 
[ˈʊv‰(r)] 

U    u [<]

[ juː]
bus 公交

universe 宇宙

[b<s] 

[ˈju;nivɜ;rs] 

Check-up ❶ 	 请运用学习过的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朗读下列单词。 MP3	文件确认 	 04

示例  bat: [b]						+						[æ]						+						[t]						=						[bæt] 

 1 map: + + =	 2 dog: + + =

 3 net: + + =	 4 cup: + + =

 5 lip: + + =	 6 gum:  + + =

 7 gate:  + + =	 8 nine:  + + =

 9 hole:  + + =	 10 cute:  + + =

	  以e结尾的单词前面出现“元音+辅音”的结构
时，其中的元音依照字母本身的音发音。

 例 cake: [k] +   [eɪ] +   [k] = [keɪk]

  time: [t] +   [aɪ] +   [m] = [taɪm]

  rose: [r] +   [əʊ] +   [z] = [rəʊz]

  cute:  [k] +   [juː] +   [t] = [kjuːt]

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一样，不同的字母
（组合）也能发出同样的音。例如，字
母 e 和 i能发出同样的音 [ɪ]。由于各元
音字母（组合）能够发出的音极为多
样，因此看到新单词时一定要查字典确
认其音标。

参考 注意

预备课 17



⦁  [j] 无法单独使用，必须置于其他元音前一起发音。

⦁  [ŋ] 只能用于词尾，和中文中的后鼻音类似。

⦁  发[ð]和[θ]时，要轻轻咬住舌尖。

IPA	音标

根据 IPA（国际音标），依次介绍20个浊辅音，8个清辅音以及20个元音。虽然看上去很复杂，但一旦掌握，就
可以通过查字典毫无障碍地把生词读出来。因而，很有必要学习 IPA音标。

● 浊辅音

音标

[b] [d] [j] [l] [m] [n] [r] [v] [z] [d,]

[,] [ts] ["] [h] [g] [\] [w] [tr] [dz] [dr]

● 清辅音

音标 [f] [k] [p] [s] [t] [ʃ] [tʃ] [^]

● 元音

音标

[ɪ] [iː] [ʌ] [ɑː] [ə] [ɜː] [ɒ] [ɔː] [ʊ] [uː]

[e] [æ] [eɪ] [aɪ] [ɔɪ] [əʊ] [aʊ] [ɪə] [ʊə] [eə]

参考

18 无师自通学英语·我的漫画图解英语学习书




	前言
	本书构成和使用
	目录
	内容结构表
	人物介绍
	预备课：各位，我们正式开始学习有趣的英语咯？
	01 Hi, I am Sooji.你好，我是秀智。
	02 Who is this?这是谁？
	03 What is this?这是什么？
	04 Where is the laundrybasket?洗衣篮在哪儿？
	05 I love K-pop music andKorean dramas.
	06 I can help youwith that.我来帮你。
	07 How often do you callyour family?你多久给家人打一次电话？
	08 How much is it?这个多少钱？
	09 When are you free?你什么时候有空？
	10 It tastes amazing.太好吃了。
	11 Whose ring is this?这是谁的戒指
	12 What are you doing now?你现在在做什么？
	13 How do I get there?我怎么去那里？
	14 I think (that) I have tolose weight.我想我该减肥了。
	15 Did you see a musical?你看音乐剧了吗？
	16 Why are you so busythese days?你最近为什么这么忙？
	17 Which team do youlike better?你更喜欢哪支队伍？
	18 It’s called Koreanbarbecue.这被称为韩式烤肉。
	19 What are you going todo this weekend?你这个周末打算做什么？
	20 How long have you livedin New York?你在纽约住了多长时间？
	附录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