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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我綜合各組的推薦名單，揭曉謎底：

2014年台灣的「年度英文」是over my dead body

（除非我死）。多組同學都建議了這個片語，主要參考

的依據，是「Yahoo!奇摩」網站的「2014年度十大爆

紅網路用語」。

這個英文片語的本義是「跨過我的屍體」，意思就是

「除非我死，否則想都別想」。 「太陽花運動」期

間，有黑道背景的「白狼」張安樂率眾前往立法院嗆

聲，台北市議員王世堅與其戰友鎮守立法院旁的鎮江

街，大聲回嗆說：「他們這些黑幫啊，今天要進入這

條路必需踏過我們屍體啊！ Over my dead body!」。

由於王世堅的表情動作戲劇性十足，網友充分發揮創

意，接連KUSO這段長僅10秒的短視頻，在網上瘋

狂流傳，意外讓這個英文片語一夕爆紅。

「over my...」全台風行

當年的九合一選舉期間，台北市的選戰看板還出現

了原文的變體，這象徵的是語言能量的展現。本尊 

over my dead body衍生出了搞笑版的"over my 

dad's money"，藉以諷刺市長候選人連勝文是「靠

爸族」。後來更進一步融合了社會政治事件，出現了

變體的變體 "over whose money" 和 "over whose 

body"。種種現象，在在都說明了over my dead body 

生命力旺盛，能夠引起台灣民眾廣泛的共鳴。

20組同學都上台報告完畢之後，這個over my dead 

body（除非我死）突出明顯，在質與量上均獲得全班

的認可，毫無懸念地榮獲第一。

用英文詞彙檢視新聞熱點

2014年的台灣年度英文是over my dead body（除

非我死），登上了台灣四大報之一的《中國時

報》，引發台灣社會的重視。2015年的年度英文是

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指的是當年年中引發全

台緊張，媒體鋪天蓋地報導所用的英文縮寫。2016

年則是 steadfast diplomacy（踏實外交），指的是蔡

英文上台後亟欲推動的外交路線，其牛頭不對馬

嘴、在台灣引質疑掀波瀾的英文翻譯。

台灣「年度英文」的選拔土法煉鋼，沒有利用大資

料，沒有專業團隊來執行，沒有研究機構給予奧援，也

沒有出版社加以支持。這個活動完全是因我個人的興趣

而起，為的是給台灣的英文留下歷史的足跡。

2017年度英文拭目以待

2017年10月中旬，媒體大幅報導台灣的多益 (TOEIC)

英檢成績全球倒數，引發社會譁然，部分立委甚至呼

籲行政院考慮把英文列為「第二官方語言」，以提高

台灣整體的英文程度，增強台灣的國際競爭力。

這條新聞的是非姑且不論，台灣上上下下重視英

文，如今又再添一例。2017年台灣的「年度英文」是

什麼？答案即將揭曉，讀者不妨拭目以待。

 

世界上的六、七千多個

語言之間，相像的地方

遠遠超過相異的地方。

我們人類溝通上的需

要、邏輯思考模式、發

音器官能發出來的

音，其實都差不多，所

以中、英文，當然也是

像的地方比不像的地方

多很多。

如果能把那些像英文的

中文特徵直接植入英語

的學習裡，不就可以節

省很多時間和精力嗎？

同時，因為已經很熟

悉，會運用自如，不費

力又自然。

中、英文眾多類似的地

方中，本文先只探討母

音的正確發音。

 “over my dad’s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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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嘉琳Karen Steffen Chung

來自極冷的美國明尼蘇達州，從小跟爸爸學德文。高中開

始教德、西語，同時也旁聽明大的中文課程。赴德當交換

學生一年，學士（明大）、碩士（師大、普林斯頓）、博士

（荷蘭萊頓）都念中文和語言學。在夏大教了一年中文

後，1984年再次來台定居。1990年辭去新聞局的工作，轉

到台大外文系任教，開始從事「台式英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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嫢갉�	*1"
 ⢿㶶 岤갉痘贫 ⚥俒 嫢갉�	*1"
 ⢿㶶 岤갉痘贫 ⚥俒
i &�FBU�TFFO ｉ չ♧✳♲պ涸չ♧պ

ɚ UFBDIFS�DPMPS ڋ
尝剤ꅾ갉涸

⻍❩臽涸ڋ尝剤ꅾ갉䩞欽��ɚ�

ɝ WFSC�CJSE�IVSU ڋ
剤ꅾ갉涸

⻍❩臽涸ڋ剤ꅾ갉䩞欽��ɝ�

eɪ "�UBLF�OBNF 
ｉ	ڄ 薊铃涸�/eɪ / 嫲⚥俒涸ڄ䨾⟃銴䬘捀ڄｉ

0�PBL�PXO ڍچ
ڍچ䨾⟃銴䬘捀چ薊铃涸 /oʊ/ 嫲⚥俒涸ڍچ

ju 6�VTF�DVUF�QVSF ｉڍ ｉڍ

aʊ PVU�DPXCSPXO څ /a/ꣳ欽㖈څ /aɪ /ㄤ
/aʊ /Ⰽ⦐꧱嫢갉⚥

ɔɪ KPZ�DPJO�QPJOU ڀｉ ｉ/ɔɪڀ /酭涸 /ɔ/鯱⫹瀊涸<P>

繡䒭臽 /d, t, n, l, r, θ, s, ʃ, ʒ, tʃ, dʒ/�⛓䖕涸 /ju/♧菛矦⻋捀 /u/
⢿㥶�TUVEFOU㈥⨞ /ˈstudənt/罜♶㈥�/ˈstjudənt/

aɪ *�CJUF�NJOF 
ｉ	ڃ
薊铃涸 /aɪ /嫲⚥俒涸ڃ䨾⟃銴䬘捀ڃｉ
/a/ꣳ欽㖈�aɪ�ㄤaʊ/Ⰽ⦐꧱嫢갉⚥

ɑ GBUIFS�TQB�IPU ٿ չպ

u [PP�TIPF�TPPO ڍ չ騟պڍٱù�

ɛ FWFS�QFU�NFO ڂ
遳ٵｉڂ麥ꠊ⽂铃չ薊⤧պڅٮ�ڈڂ�ø

ɪ JU�TJO�JOTJTU 瀊涸ｉ 遤鮪〡⟂չ♧�✳պ涸瀊갉չ♧պ

æ BOU�QBO�BGUFS 搂 ⫹䱈չڈպ㽵갉涸ڇ⡎㏠䊼銴䓹䖤刿㣐

ɔ PVHIU�MBX�HPOF 搂 ꠊ⽂铃չ蒫걧պ䘰鸠㈥䧭♧⦐갉眏

ʊ QVU�UPPL�HPPE ڈڍ
չ鰶պڈڍٱø㻜ꥹ涸涮갉
䌟剤♧럊�<ə>�涸㽵갉�<ʊə>

铞 �æ�銴䓹㣐㏠䊼���铞 �ɛ�䎙⛖♶〡

ʌ
VQ�DVU�NPUIFS ځ

〵抓臽涸ځ⫹չ阮պ酭涸嫢갉
㏠䊼銴䖤玖䗏㣐♧럊
〳僽⼪蠝♶銴㈥䧭ٿ

ə BCPVU�QSPCMFN 鰋耫úځ
尝剤ꅾ갉涸�ʌ�鰋耫չ涸պúځٮ酭涸ځ⫹涮タ涸耫갉

TDIXB㣜갉
䓳⻋嫢갉

oʊ

教授不點名

下期預告：

Do you know what time is it？…

Oops，嗯，Do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英文句子到底什麼時候要倒裝？

下一期整理看看，敬請期待！

#vocabulary #IPA

有人認為，華人常學不好英語發音是

因為母語的干擾，是因為英語有很多

中文沒有的音。其實不然！真正的原

因有兩個：

老師自己的發音不太標準，也不重

視發音教學，學生怎能學得好？

聽力練習不足；就算老師的發音不

太好，學生如果花時間用心聽正確

的英語，就可以把發音學好。

實際上，英語大部分的子音和母音和

中文根本就一模一樣，或至少相近。

子音問題較少一點，所以本文只針對母

音。請仔細看看以下的中、英文（美

式腔）類似的母音的對照表：

一般台灣的英文課比較不重視母音的

準確發音，這不是「台灣腔」或「這些

音很難唸」的問題，而是沒有把兩個語

言的母音對應關係弄清楚。因為不同

母音是區別不同意思用的，母音唸錯

對聽者會造成很大的負擔。

從左邊的對照表可以看出，其實

中、英 文 的 母 音 系 統，重 疊 性 很

高，沒有一對一關係時，常可以把中

文現有的單母音組合成英文的雙母

音，像是ㄛ加ㄧ可以合起來變成英文

的 /ɔɪ /，把ㄟ拉長為ㄟㄧ，再加上ㄇ就
可以把"aim"/e ɪm/這個字正確唸出

來，避免誤讀為 /ɛm/。

讀者如果不太確定上面列的任何音怎

麼唸，就請趕緊打開線上The Free 

Dictionary或Merriam-Webster的有聲

字典，可以把例子一一仔細聽清

楚，再用心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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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沒有的音。其實不然！真正的原

因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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