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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音法規則 
七、子音 
(一)  單一子音 

1.  字尾子音：在字母記憶口訣中，每個字母都有一個固定發音，但給的例子都是放 

在字首，這是為了方便初學者很快對應到自己熟悉的母語（中文、華文），不過， 

實際上字尾子音時的唸法卻是華人、台灣人的「死穴」。究其然，不管國語、台 

語、甚至客家話裡，除了鼻音ㄣ、ㄥ、ㄤ之外（如「聽」是由子音ㄊ＋母音ㄧ＋ 

子音ㄥ），沒有子音是放在字尾的，都是一個子音加一個母音，例如「梯」是ㄊ 

＋ㄧ，ㄊ是子音，ㄧ是母音，用英文字母表示就是 t＋ea，用 KK 音標表示就是[t] 

＋[i]。要注意，我們在唸注音符號「ㄊ」時，其實是[t]加上母音ㄜ([D])而來，如果 

你將英文裡的子音都用注音符號去對應的話，會造成字尾子音多出一個母音的情 

形，例如很多華人或台灣人將 cat(貓)唸成[k$tD]，hot 唸成[hAtD]，這樣會讓英語母 

語人士一頭霧水，例如說「今天很熱」It’s very hot.說成 It’s very hotter.（註：英國 

腔字尾 er 不捲舌，聽起來就像[D]的音。）而「熱狗」hot dog 聽起來就成了 hotter 
（比較熱的）dogger（雙桅漁船），豈不讓人摸不著頭緒？所以矯正字尾子音對 

華人、台灣人及華語為母語的人來說，是說好英語的重點項目之一！（在此無法 

聽例字，故請上蝦米小居觀看 flash 影音檔。） 

2.  音節尾子音+音節頭子音：單字中有兩個子音在一起時怎麼唸？如 admit 的 d、 
ignore 的 g，很多台灣學生唸起來都好像在 d 或 g 後面自動加上一個母音一樣，是 

不對的。而如果照上一項說的，字尾子音都說得正確了（d 在 ad的音節尾、g 在 
ig的音節尾） ，這問題只解決一半而已了，你可以注意聽老美說 admit 或 ignore 這 

些字時，d 和 g 往往是聽不到的，不過不是省略不說喔！而是「舌頭點到為止」。 

其實如果你會說台語，你可以用「入聲字」的收尾技巧來處理，我把它叫做「頓 

音」 ，因為這些技巧是用舌尖或舌根猛然地做「收音」讓氣停止。例如 woodchuck 
的 d 就好像台語「鬱卒」中的「鬱」的尾音一樣，舌尖猛然抬起頂到上齒齦，將 

聲音氣流強迫停止，oo 的音就會突然停掉。又例如 hot dog 的 t，有些老美不是用 

舌尖讓氣流停止，而是用「喉頭」，你可練習大笑「哈、哈、哈」，但讓字與字中 

間停頓，去感覺喉嚨深處一收一放讓音停頓的感覺。 

3.  t 的特殊發音 
(1).  t 唸成無聲的「曲」([tN]) 

子音「t」本來發「ㄊ」，但在ture、tu 的組合中，會受到後面母音的影響， 

而改變了發音位置，變成了通常 ch 才會發出的[tN]（類似國語的ㄑ或ㄔ）。tion 
本來是唸[NDn]，前面加了 s 就變成了[tNDn]了。所以只要看到ture，絕大多數是唸 

[tNQ]，（英式發音無捲舌音唸作[tND]）。看到tu+母音，大概都把 tu 看成[tN]，而tu+ 
子音的例外就比較多了。這裡收錄的的單字，有些已經是高中甚至大學才會學到 

的字，所以這種組合不是很多，不用太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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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 

字彙 
future 未來、nature 大自然、picture 相片,圖畫 

中級 

字彙 

adventure 冒險、creature 生物、furniture 傢俱、gesture 手勢、lecture 演講、 
mature [mD}tNUr] 成熟的（ture 在重音節唸法不一樣）、posture 姿勢、signature 
簽名、structure 結構、torture 折磨、temperature 溫度、vulture 禿鷹、 

ture 

中高級 
capture 俘虜、caricature 諷刺漫畫、fracture 骨折、literature 文學、manufacture 
大量製造、moisture 濕氣、puncture 穿孔,刺穿、sculpture 雕像、texture 質地 

初級 

字彙 
actual實在的、question 問題 

中級 

字彙 
statue 雕像、intellectual 智力的、mutual互相的、punctual 準時的、spiritual 
精神上的、fortune 機會,命運、situation 情況、mixture 混合物 

tu 
sti 

中高級 
eventual 最後的、perpetual永久的、ritual 儀式、estuary出海口、obituary 訃 

文、sanctuary聖殿、spatula 鏟子、saturate 浸濕、contemptuous 鄙視的、 
combustion 燃燒、digestion 消化、celestial 天空的 

例外：righteous  ['ra0tNDs]  (正直的)  這個字完全沒有道理可言，為何 teou 會唸成[tND]呢？所幸 

這種例外字只有這一個。 

(2).  t 唸成無聲的「噓」([N])之一：tion 的發音 

子音「t」本來發「ㄊ」，但在字尾tion 的組合中，會和後面母音 i 結合，而 

改變了發音位置，變成了通常 sh 才會發出的[N]（類似國語的ㄕ或ㄒ）。它通常都 

是名詞字尾，例如 act(行動)是動詞，action 就是它的名詞形。當然也有自成一字 

的，例如 station(車站)、mention(提到)。tion 結尾的單字數量很多，至少有上 

百個，這裡只收錄了國、高中常用的單字。 

初級字彙 
action 行動、celebration 慶祝、invitation 邀請、nation 國家、station 車站、 
vacation 假期 

中級字彙 

ambition 雄心壯志、attention 注意、attraction 吸引力、calculation 計算、 
competition 競賽、condition 狀況、definition 定義、direction 方向,指引、 
education 教育、examination 考試,檢查、explanation 解釋、graduation 畢業、 
imagination 想像力、imitation 模仿、information 資訊、introduction 介紹、 
invention 發明、location 位置、mention 提到、perfection 完美、pollution 污 

染、preparation 準備、prevention 預防、production 生產、protection 保護、 
reaction 反應、reception 接受、situation 狀況、tradition 傳統 

tion 

中高級 
communication 溝通、congratulations 恭喜、conversation 會話、corporation 
公司,法人、creation 創造、function 功用,功能、institution 機構、lotion 化妝 

水、motion 運動,移動、notion 觀念,想法、occupation 職業、translation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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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唸成無聲的「噓」([N]) 
子音「t」和母音「i」在固定的組合中會音變成[N]的音，這種字以tion 結尾 

的字最多，有數百個。其他的像tia、tial、tient、tious 的字就不多了，整本字 

典找一找也不過幾十個。這裡收錄的是比較常見或實用的，不過有些可能到了高 

中也還學不到哩！ 

初級字彙  patient 耐心的,病人、patiently 耐心地 

中級字彙 
initial 開始的、initially 開始地、initiate 開始、partial 部份的,偏心、potential 
潛能、impatient 沒耐心的、cautious 小心謹慎的 ti 

中高級 
impartial 公正的、impartiality 公正、initiative 自動自發、martial 軍事的、 
Martian 火星的、partiality 偏見、spatial 空間的、quotient 商數、ambitious 
野心勃勃的、nutritious 營養的、dementia 痴呆症 

4.  c 的特殊發音 

子音「c」本來發「ㄎ」像 cat，有時會發「ㄙ」像 cent，但在字尾cial、cian、 
cious 等的組合中，c 會和後面的母音 i 結合，而改變了發音位置，變成了通常 sh 
才會發出的[N]（類似國語的ㄕ或ㄒ）。這類的組合字也不是很多。 

初級字彙 
special 特別的、delicious 美味可口的、ocean [}oNDn]海洋(這個字最奇怪，只 

有它是 ce 發[N]，其他都是ci) 

中級字彙 
facial 臉部的、official 公務的,官員、social 社會的、appreciate 感激,欣賞、 
electrician 電工、magician 魔術師、musician 音樂家、physician 內科醫師、 
politician 政客、technician 技師,技術員、ancient 古代的、precious 貴重的 

ci 

中高級 

artificial 人工的、financial 財務的、racial 種族的、commercial 商務的,廣告、 
associate與…互動、 optician眼鏡商、suspicion猜疑、 deficient不足的、 efficient 
能勝任的、sufficient 足夠的、conscience 良心,是非感、atrocious 兇惡的、 
audacious 大膽的、capacious 容量大的、capricious 任性的、conscious 意識 

清醒的、ferocious 殘忍的、gracious 親切和藹的、spacious 寬敞的、suspicious 
可疑的、Confucius 孔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