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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p： bala， pala， baba， papa， baja， paja， ba？o， pa

？o， bar， par， base， pase， bebe， Pepe， beca， peca，

beso， peso， boca， poca， bolo， polo， bollo， pollo，

bomba， pompa， Buda， puta， vaca， Paca， vagar， pagar，

Valencia， Palencia， vaso， paso， vara， para， vatio， patio

， vez， pez， vela， pela， velar， pelar， velo， pelo， vena，

pena， veras， peras， verter， perder， vida， pida， vino，

pino， vi？a， pi？a， viva， pipa beber， bobo， biberón，

vivo， vivir， subir， lobo， robar， tubo， leve， huevo， pavo

， verbo， volver d-t： de， te， deja， teja， dado， dato，

demás， temas， denso， tenso， día， tía， dos， tos，

saldo， salto， Dios， tíos， duna， tuna， cuando， cuanto，

duda， dedo， nada， lodo， codo， dormido， desde， estado

， comido， vivido， usted， ciudad， pared， soledad，

tranquilidad， andar， soldado， bondad c-k-g： casa， gasa，

cana， gana， cosa， gaza， coma， goma， corto， gordo，

gallo， callo， gamba， cambio， galgo， caldo， col， gol，

goloso， coloso， gusto， culto， guantes， cuántos， guerra，

guía， guijo， guindilla， gui？ar， guisar， guitarra， kilo，

kilómetro， que， quedar， quemar， querer， queso， quitar

， quien， quieto， química， quince， quinto， quiosco，



quizá c-s-z： cita， cisne， cesto， cena， cero， cera， cerdo

， cien， cielo， ciego， circo， cine， cinco， ceja， celo，

centro， cerca， cima， cereza， cepillo， ciencia， cebolla，

zagal， zanahoria， zapatos， zeta， zigzag， zinc， zorro，

zorra， zoo， zumo， zurdo， azúcar， zona， zumbido，

zumbar， sello， semana， se？or， seta， sidra， siete， siglo，

silla， sed， seda， seco g-j： genio， genial， general， gemelo

， gente， gesto， gitano， gigante， girasol， ginebra， girar， 

ángel， regir， surgir， dirigir， agencia， urgente， coger，

acoger， jabón， jamón， Japón， jefe， jefa， Jesús， jinete

， jirafa， jornada， jota， joya， Juan， juego， judío， jud

ía， juez， jugar， jugador， juguete， bajar， caja， naranja，

oveja， aguja， pareja， vasija， abeja， peaje， rodaje， oleaje，

paisaje， traje， crujir， crujiente， cojo， ojo， bajo， trabajo，

abajo， majo， debajo， conjugar， conjugación， reloj ll-y：

llama， llave， llamar， lleno， llegar， llevar， ， llover， llor

ón， lluvia， calle， galleta， valle， muelle， detalle， allí，

allá， ella， ellas， ellos， pollo， castillo， gallo， bollo，

caballo， tornillo， anillo， sencillo， ya， yate， yegua， yema

， yerba， yerno， yo， yodo， yugoslavo， playa， joya， haya

， Vizcaya， ayer， anteayer， suyo， tuyo， rayo， hoyo r-rr：

oro， paro， para， amor， sur， mar， calor， libro， tres，

tren， tras， breve， compra， prisa， broma， trato， tropa，

truco， cruce， cromo， crecer， prado， madre， padre，

grande， droga， gloria， drama， grito， grupo， rata， rato，

ratón， ， ropa， reír， red， ruido， rosa， rostro， roto，



ruptura， romper， arriba， correo， jarra， carrera， carretera

， correr， arroz， ahorro， tierra， hierro， terreno， guerrero

caro， carro， pero， perro， para， parra， coro， corro，

ahora， ahorrar， pera， perra， perito， perrito， cero， cerro

， cera， cerrar， careta， carreta l-r： lata， rata， latón， rat

ón， loto， roto， Leo， reo， lana， rana， lavo， rabo，

lama， rama， claro， raro， las， ras， Lisa， ， lema， rema，

leal， real， lector， rector， legión， región， ilegal， irreal

l-n-？： lana， lino， Elena， lona， luna， Nala， Nilo，

nailon， nalga， Napoleón， neolatino， nepalés， niebla，

niquelado， nivelar， noble， nobleza， anular， nulo， núcleo

， línea， nene， nena， ni？o， ni？a， ni？ez， le？a， pa

？uelo， bu？uelo， madrile？o， madrile？a， brasile？o，

angole？o x： examen， exacto， éxito， taxi， exigir， existir

， exiliado， éxodo， óxido， axioma， exagerar， léxico，

texto， sexto， explicar， exclamar， exposición， experiencia

， experto， extra？o， extranjero， explicar ch： China， Chile

， chillar， cuchara， muchacha， muchacho， hacha， concha

， fecha， ficha， mancha， leche， noche， anoche， coche，

mucho， hecho， ancho， pecho， bicho， chulo， chupar，

chuleta， churro f： fama， falso， falta， fecha， feliz， fiesta，

firma， flan， flor， foto， forma， francés， fuego， furgoneta

h： hablar， hambre， habitación， helado， hecho， herido，

héroe， hielo， historia， hoja， hombre， huevo l： labio，

largo， latino， leche， lechuga， lenteja， libre， libro， loco，

lomo， luna， lupa， luego， Luis m： malo， mamá， mano



， mesa， menos， menta， miedo， mismo， minuto， modelo

， mono， nuevo， nueve 二重元音： aire， baile， bailar， fais

án， fraile， gaita， pausa， causa， jaula， auto， audaz， aula

， autobús， aumento，seis， ley， rey， reina， seiscientos，

treinta， peine， peinarse， veinte， veintidós， reunión，

reunir， seudo， neutro， neutral， neumático， feudal，

deuda， hoy， voy， boina， boicot， doy， soy， estoy， oigo

， cou， lluvia， novia， experiencia， Biblia， ansia， comedia

， tragedia， criada， diagonal， diablo， diálogo， dialecto，

diamante， diario， bien， cielo， diente， diez， miel， liebre

， nieto， nieta， miedo， nieve， pie， pierna， piel， piedra，

pieza， novio， elogio， limpio， sucio， silencio， odio，

medio， comercio， dirección， profesión， folio， socio，

biología， biografía， ciudad， viudo， viuda， triunfo，

triunfar， suave， guapa， guapo， guante， guardia， cuando，

cuanto， cuadro， cuaderno， cuarto， cuatro， nueve， bueno

， abuelo， abuela， buey， cuello， cuerpo， cuenta， cuento

， cueva， due？o， fuego， fuera， fuerte， luego， muerto，

nuevo，， muela， puerta， puerto， suelo， puente， pueblo，

vuelo， suerte，， sue？o， cuota， presuntuoso， arduo，

perpetuo， acuoso， mutuo， fatuo， Luis， ruido， ruina，

ruise？or， Suiza， suizo， muy， juicio， huida， huir，

cuidado 三重元音： miau， buey， Paraguay， Uruguay，

continuáis， continuéis， estudiáis， estudiéis， enviáis，

enviéis， cambiáis， cambiéis 音节： sol， sal， red， si，

sin， no， dos， ser， dar， sur， luz， tos， mes， mal， mar



， pan， flor， flan， plan， gris， tren， tres， pie， piel， miel

， bien， seis， pues， diez， ley， rey， hoy， muy， doy，

soy， buey mesa， silla， mamá， papá， pino， pico， poco

， papel， amar， querer， enviar， leer， caer， oír， reír，

lunes， martes， meses， crisis， Carmen， talón， salón，

pobre， pueblo， gloria， frase， cristal， dragón， plaza，

primo， traje， otro， bueno， suerte， odio， nieto， luego

puente， ruido， juicio， fuerza， fuerte examen， vecino，

amable， pollito， autobús， tomate， pepino， camisa， l

ámpara， fábrica， azúcar， lápices， jóvenes， piloto，

cari？o， cansado， aéreo， paseo， teoría， cacao， pelear

， frontera， planeta， glorieta bicicleta， exámenes， artículo

， psicólogo， instituto， ejercicios， kilómetro， primavera

universidad， matemáticas， determinado， demostrativo，

bibliografía， cafetería， desesperación enriquecimiento，

empobrecimiento， enorgullecimiento， maravillosamente，

multinacionalmente 重音： mapa， Pedro， mesa， silla， camisa

， tomate， pepino， bicicleta， biblioteca， correctamente，

silenciosamente， salud， pared， reloj， querer， hospital，

capital， papel， estudiantil， capaz， incapaz， capacidad，

posibilidad， tranquilidad， Carmen， examen， crisis， nosotros

， vosotros， ustedes papá， mamá， café， iraquí， iran

í， aquí， allí， llegó， subió， tomó， lámpara， f

ábrica， hindú， lápiz， azúcar， fácil， difícil， cárcel

， útil， álbum， árbol， inglés， francés， jamás， m

édico， último， sílaba， único， música， águila， kil



ómetro， río， tío， país， dúo， vacío， frío， d

ía， María， cafetería， librería， sangría， psicología

， panadería， carnicería， avería， peluquería， coraz

ón， avión， ca？ón， jóvenes， miércoles， construcci

ón， lección， canción， estación， autobús， exámenes

， ingleses， franceses， aviones， canciones， leccciones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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