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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聯強的英文名字 ( Asus, Lemel ) 如何發音？
我們在電視廣告中可以聽到華碩和聯強將它們的英文名字發音如下：
（本文對英文的發音，一律採取 K.K.音標標示，除非另作聲明）
Asus 被唸成【əʹsus】或【ɑʹsus】
Lemel 被唸成【ləʹmɛl】
英文程度好一點的人應該會覺得這樣的發音非但不合乎英文發音的常規，甚
至是不可思議､可笑到了極點。但是台灣自創的品牌，其英文名稱的理解和發音，
到底應該依從英美人士，還是台灣人自己說了算呢？這似乎是個弔詭的問題，但
「公說公有理，婆說婆有理」的鄉愿心態，絕不是好學深思之士所樂見。
西班牙 20 世紀最重要的智識領袖之一 José Ortega Y Gasset 說：
「標準就
是文化所依據的原則；……若缺乏我們的同伴能憑依的標準，就沒有文化；……
若無法接受確定的､終極的，以及任何爭論皆可參考的智識立場，就沒有文化。」
（蔡英文譯）
語文是文化的基底，是人類思考和文明發展的最重要憑藉。為了避免我們所
熱愛的家園──台灣──淪為「優敗劣勝」､理智退位的（文化）蠻荒之地，我
們有必要透過理性的辯證將這個問題爬梳釐清，得到一個具體合理的清楚解答。

一、淺談英文發音的常規
當然，英文的發音規則不像德､法､西､義等語文那樣可靠（這也就是為什
麼中外的英文字典，都需要依賴某種音標符號來標示發音）；但基本上，在英文
中，二個音節的名詞比較傾向於以第一音節為重音所在，且第一音節的母音唸
法，以長母音為主（a 唸【e】､e 唸【i】､i 唸【aɪ】､o 唸【o】､u 唸【u】或【ju】）。
如果肯下工夫，將舊約創世紀中出現的所有人名､地名的英文發音，都查證一遍
（您可能需要大一點的英文專有名詞發音字典），應該會對這個發音規律得到相
當程度的印證，並且烙下深刻印象。
e.g. David【ʹdevɪd】
Jesus【ʹʤizəs】

Canaan【ʹkenən】
FEMA【ʹfim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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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on【ʹzaɪən】

Fido Dido【ʹfaɪdo ʹdaɪdo】

coma【ʹkomə】

lotus【ʹlotəs】

tuner【ʹtjunɚ】

Lucas【ʹlukəs】

以上的發音規則，主要適用於第一音節的母音，由單獨一個母音字母擔任，
並且兩個音節的母音以不超過一個子音字母隔開。若某個音節由某個字根構成，
則依該字根的一般唸法發音。另外，不論是幾個音節的字，也不論是不是名詞，
如果一個獨立的母音字母出現在「兩個相同的子音字母」前面，那麼這個母音傾
向於發短母音（a 唸【æ】､e 唸【ɛ】､i 唸【ɪ】､o 唸美式發音【ɑ】或英式的【ɔ】､
。
u 唸【ʌ】）
e.g. ammo【ʹæmo】

ladder【ʹlædɚ】

Emma【ʹɛmə】

Debbie【ʹdɛbɪ】

ribbon【ʹrɪbbən】

written【ʹrɪtən】

comma【ʹkɑmə】

Polly【ʹpɑlɪ】

shuttle【ʹʃʌtl ̩ 】

tummy【ʹtʌmi】

但話又說回來了，英文的每個發音規則總是有許多的例外，以致於多半的規
則都不是 100%絕對可靠的。也就是基於這樣的認知，英國大文豪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才創造了 “ghoti” 這個字來調侃英文的發音規則
之詭異。因此，要決定一個字的發音，當然第一就是去查字典；遇到連大字典都
未收錄的專有名詞，則在專有名詞發音大字典中求證；如果實在都查不到，則根
據其字形､語源來研判，這時候，對於英文語彙的深入瞭解，甚至對其他語文的
廣泛涉獵，就成為很重要的判斷依據。例如：
Cinemax

Omnicare

innovalue

上面三個字都是字典中查不到的，但對於熟悉英文的人而言，它們都有很明顯而
合理的鑄字脈絡：
cinema (電影) + max (最大) → Cinemax (某電影頻道名)
omni (全部) + care (調理) → Omnicare (某醫藥供應廠商名)
innovation (創新) + value (價值) → innovalue (創新價值)
基於這樣的理解，我們便可以依據我們對 “cinema” 和 “max” 二字發音
的認識來確定 “Cinemax” 一字「合理」的發音應為【ʹsɪnəmæks】；依據對
“omni” 和 “care” 二字發音的瞭解，推斷出 “Omnicare” 的合理唸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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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ʹɑmnɪkɛr】；同理，可推斷 “innovalue” 唸【ʹɪnəvælju】。
有了這樣的認識之後，我們可以知道將 “Lemel” 唸成【ləʹmɛl】，以及將
“Asus” 唸成【əʹsus】或【ɑʹsus】是多麼不合乎英文的發音規律了！

二、來自其他語文的羅馬拼音
由於英文業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交流媒介，於是世界上許多語文都各自訂
出了它們特有的羅馬字母拼音方案，例如日文就是很好的例子。像現在英文中的
tsunami（海嘯）和 karoshi（過勞死）都是取自日文，直接採用其五十音的羅
馬拼音規律，讀音也近似日語原音。
伊斯蘭教的 Sunni（素尼教派）這個字若照英文的發音常規，看來似乎應
讀成【ʹsʌnɪ】
（Dr. eye 電腦字典中就是這麼標的）
；但查考美國傳統辭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以下簡稱 AHD）
和 Random House 的韋氏辭典完整版（Random House 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以下簡稱 RWD）等大型權威辭書，其發音均標註為
【ʹsʊni】，而且 CNN 和 BBC 的主播､記者們也確實都是這樣發音的。因為這
個名詞來自回教世界的羅馬化拼音，自然也就尊重其原有拼法和發音。這樣雖然
違反英文的一般拼讀常規，但「湖海納百川故能成其大」嘛！就是這種包容性，
才成就了英文的「國際共通語」地位。但也就是這樣，才使英文的拼讀規律越來
越混亂。
附帶一提，Dr. eye 中的錯誤真是挺不少的，剛才說的 Sunni 只是一例；
在 Dr. eye 的劍橋百科全書中查「孫中山」，從其生卒年代計算會驚覺到：咦～
國父怎麼才 39 歲就走了？原來此處誤將 1866 刊為 1886，而且別處還有不少
年代上的錯誤呢！相對地，大陸的「金山詞霸」內容就可靠詳實多了。而 Dr. eye
的售價卻將近是金山詞霸的 7 倍，真不知道這生意是怎麼做的？
1

「章子怡」的漢語拼音案例

1958 年中共頒行「漢語拼音」方案，簡稱「拼音」
（pinyin）
，這個方案於
1977 年獲得聯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的採用，1982 年受到 ISO 組織核定採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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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華文拼音的國際標準。「漢語拼音」用 zh 代表「ㄓ」，z 代表「ㄗ」，於是
「章子怡」的拼音為 “Zhang Ziyi”。雖然近年學習華語的外國人有如滔滔江水
連綿不絕，熟悉漢語拼音的外籍人士絕不在少數，但好萊塢的配音界似乎還沒有
進入狀況。每當電影預告片中提到章子怡的芳名時，都聽到老外活生生地硬把
“Zhang Ziyi” 唸成【ʹʒɑŋ zi ji】。
何以如此呢？因為美國一般民眾是不學 K.K.音標的，但他們的字典中仍然
需要一套符號來標注字音，基本上各家字典各有其妙（參見附錄）
，但有幾個音的
標示法在每本字典都一樣。以 “zh” 代表【ʒ】這個音，就是每本字典的共通點
之一；而 K.K.音標中的【ə】
，在美國的字典中，也都用同樣的符號 ə 來標示。
（這
就是為什麼許多來台灣教英文的老外都不熟悉 K.K.音標，卻都認得【ə】這個符
號。）因此，如果我們查 television 這個字，會發現它的發音被標注成：
K.K.音標
television

AHD 辭典

【ʹtɛlə͵vɪʒən】 (tĕlʹə-vĭzh’ən)

RWD 辭典
(telʹəvizh’ən)

除了美國字典通行的標示之外，俄文名字英譯時，也用 “zh” 來代表【ʒ】
這個音，所以美國人根深蒂固地將 “zh” 視為【ʒ】乃是理所當然的。當我們聽
到章子怡的「章」字被老外錯唸成【ʹʒɑŋ】，而「子」又被誤唸成【zi】時，若
要評斷這樣的發音是否正確，我們根據漢語拼音的規範來看，當然要說老外的這
種發音是不正確的；但，人家是老外嘛！你能怎麼辦呢？只有期待美國的配音界
將來能對漢語拼音有所認識。
2

「高雄」的 Wade-Giles 拼音案例

早在漢語拼音問世之前，華語世界自十九世紀末期開始通行的 Wade-Giles
拼音法，將「高雄」拼成 “Kaohsiung”，並且一直沿用至今。如今我們似乎都
已經接受了將 “Kaohsiung” 唸成像【ʹkaʊʹʃjʌŋ】這樣的發音，而這與國語的
「ㄍㄠ

ㄒㄩㄥˊ」已經不十分吻合了。事實上並不是 Wade-Giles 拼音方案

不夠精確，因為原本 Wade-Giles 拼音法以「ʹ」代表送氣符號，所以 Wade-Giles
系統以 kao 代表「ㄍㄠ」
，k’ao 代表「ㄎㄠ」
；sh 代表「ㄕ」
，hs 則代表「ㄒ」。
因此，當初依照 Wade-Giles 拼法，“Kaohsiung”確實是相當精確地反映了國
語中「ㄍㄠ

ㄒㄩㄥ」這樣的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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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 Wade-Giles 在實務應用上，其送氣符號常被省略，久之形成了
混淆，如今也不太有人知道它在 “sh” 和 “hs” 二音上的差別，一律都以英文
的 sh 音來看待，於是今天大家恐怕都已經將它視為一種「為牽就英美人士的英
文發音習慣，粗略地拼讀出近似國語發音」的拼字方式了。
藉由以上二例的探討，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理解：
（一）將中文用「拼音」拼寫成羅馬字母時，按理就應該依照 ISO 組織承認的
「漢語拼音」標準發音，如果英美人士用他們自己的習慣來理解，我們當
然沒有理由「跟進」，學他們的發音，因為那是不合規範的。
（二）至於那些不是依照「漢語拼音」方案拼成的中文羅馬字，雖然我們有理由
主張用標準的中文發音來唸，但畢竟 “Wade-Giles” 如今已經廢用而逐
漸被遺忘，而其他（如「國音二式」）從未形成氣候的中文羅馬化方案，
就更欠缺普世共知的規約依據，怎能強求外人識得正確讀法呢？因此，對
於那些沿襲舊規的中文羅馬字，我們似乎也只能尊重一般英美人士的發音
習慣了。

三、結論
首先，“Asus” 和 “Lemel” 二字不是中文的羅馬化拼音，這是再明顯不過
的了。既然不是來自中文，我們就沒有理由聲稱：「中國人的品牌，中國人說了
算！」 “Asus” 和 “Lemel” 二字既是以西方語文形式鑄造的，其發音方式自
然應該從西方語言體系中求解。
1

“Lemel” 該怎麼唸？

英文中原本就有 “lemel” 這個字，發音為【ʹliməl】，其義為金屬屑（在
大一點的字典中才查得到），而這樣的發音也確實符合本文第一節所述的二音節
名詞發音常規。
聯強公司用了一個既有的英文字做為其品牌的國際化名號，自然應該遵從這
個字既定的英文發音；除非聯強能明確地指出這個字來自某一其他語文，或是依
據什麼樣的造字原則創出的，因此得出另一合理的唸法，否則我們實在沒有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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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按照 “lemel” 這個英文字的通行唸法，更不可能唸成【ləʹmɛl】這種完全違
反英文發音常規的音值了。
2

“Asus” 該怎麼唸？

不像 “Lemel” 那樣，“Asus” 不是既有的英文單字，要確定它的發音就比
較麻煩了。
以前剛開始注意到華碩的廣告中將 “Asus” 唸成【ɑʹsus】時，我還真納悶
了好一陣子。因為如果這個字第二音節的 u 要唸成長母音【u】的話，這讓人想
到拉丁文的唸法，如果華碩是根據拉丁文來造這個字的話，那麼我們在台灣的廣
告中聽到的這個唸法，或許有幾分道理。
在電影「神鬼戰士」(Gladiator)當中，Russell Crowe 所飾演的男主角在
戲中名叫 Maximus。由於這部電影演的是羅馬時代的故事，而羅馬人主要是使
用拉丁語，所以片中演員們都將 Maximus 這個字唸成【ʹmæksɪmus】。而現
今通行的英文中，確實也有 “maximus” 一字，用來指稱一種編鐘演奏技法，
但其現行的英文發音為【ʹmæksɪməs】。
事實上，像 Venus､Julius､octopus､maximus 等字的尾音 “-us” 在
現代英語中被讀成【əs】是很自然､很合理的。因為英文的音節輕重分配，大多
以輕､重相間為原則，因為這樣比較好唸。於是，和重音節相鄰的音節多半輕讀。
而所有母音輕讀到不能再輕時，就成了 shwa，也就是【ə】這個音。我們不能
因為這些字的語源可以追溯到拉丁文（甚至 Julius 和 Venus 二字還分別是羅馬
時代的君王以及神祇的名字）
，就主張這些字的尾音 “-us” 在現代英文中也應該
讀成古人的唸法【us】。
同樣的道理，就算華碩的 “Asus” 真的是參考拉丁文而造的字，我們也不
能強求現代人一定要像古人那樣將第二音節的 u 唸成【u】；當英美人士用他們
的發音常規將它唸成【ʹesəs】時，我們實在沒有理由說他們錯。
我曾問過一位配音員為何將 Asus 讀成【ɑʹsus】
，這位朋友告知，其實錄音
時，他也不知該怎麼唸，這是廣告業主（也就是華碩公司）方面的人告訴他這麼
唸的。後來，我撥電話到華碩在美國的分公司，聽聽那裡的老外是如何唸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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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從電話中傳來老外錄製的電話語音系統，將 Asus 發音為【ʹesus】
。我揣測這
樣的發音基於以下理由：
（一）如本文第一節所述，碰到像 Asus 這種二個音節的名詞，美國人傾向於將
重音擺在第一音節，而且其中的母音用長母音唸法讀成【e】。
（二）原本依英美人士的發音常規，既然第一音節是重音所在，那麼第二音節的
u 應該順理成章地就輕讀成【ə】
；但因為聽到台灣總公司方面將這個字讀
成【ɑʹsus】，所以「從善如流」將第二音節改讀成【u】。
（三）由於【ɑʹsus】這個讀法實在太不合乎英文的發音規律，所以美國那邊的
員工只好折衷一下，維持英文發音習慣，將第一音節重讀成【e】
，而第二
音節則尊重台灣人的唸法，於是才出現【ʹesus】這樣的唸法。
受僱於華碩的員工，當然有他們現實上的顧慮，也許不便完全依照語言的規
律來處理。但撇開現實的考量，一般（不受僱於華碩的）英美人士應該都會傾向
於將 Asus 唸成【ʹesəs】。（理由請參考前述的輕重音節規律，以及本文第一節
所談的英文發音常規。）
早年台灣的配音界，雖然不乏敬業的從業人員。但近年來，台灣的配音環境
（尤其是廣告配音）已逐漸淪為「優敗劣勝」的惡質市場，從業人士的語文素養
普遍令人失望。聽聽看一般配音員怎麼唸字母 “L”､“G”､“H” 和 “Panasonic”､
“7-eleven”､“pizza” 等字，他們的英文程度就可見一斑了。像閻大衛､鍾有
道那樣中､英文俱佳者既屬鳳毛麟角，而講求發音標準的有識之士，又往往遭到
排斥（被嫌不夠「本土」）
。在廣告配音時，在場的廣告公司及廣告業主相關人員，
不見得對文稿中的字詞有真切的瞭解，更不用說外文發音了。因此，如果我們在
台灣的廣告中聽到 Asus 的那種發音，出自華碩行銷部門，那麼，對於其發音的
正確性，是值得我們高度存疑的。
3

文化倫理

當我們用西方語文的形式，創造了一個專有名詞的時候，身為一個非以英語
為母語的「外國人」，我們不宜､也不應抱著「字是我創的，我說了算」的那種
心態，恣意踐踏別人的語文常規､破壞別人的文化環境。既然用了西方的語文形
式命名，自當遵循西方的一般發音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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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我們用「華碩」的漢語拼音 “Huashuo”，那麼當然就應按照漢語拼音的
發音準則，讀成【ʹhwɑʹʃwɔ】，因為這是中文，自然應採用中式的唸法。
“Asus” 和 “Lemel” 二字既然不是漢語拼音，也不是其他的中文音譯，像
這樣以西方語文形式命名的品牌，除非廠商提出更有說服力的解釋，否則，相信
國際社會可以接受的合理發音，應該是以英文的發音習慣，將
Asus 唸成【ʹesəs】
Lemel 唸成【ʹliməl】

四、附錄
以下為美國傳統大辭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內頁的擷圖，由此可以看出美國辭典解決發音標注問題的
典型手法──用簡單的例字將各音標符號所代表的音，列示於辭典下方或兩側空
白處。除了使用的符號不同於 K.K.音標以外，他們通常將重音符號標注在重音
節的後方（右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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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擷圖為 Random House 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內頁，
內文右下方的 Pronunciation Key 以簡單例字提示其音標符號所代表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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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 Collier’s Dictionary，其 Pronunciation Key 列於辭典內頁下方。

下圖為 New Webster's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內頁，這部字典用來標記字音的符號近似於 Daniel Jones 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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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 Merriam Webster's Desk Dictionary 內頁，和 RWD 一樣將
Pronunciation Key 放在內文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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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i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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