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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音法規則 
七、子音 
(三)  子音群： 

子音群和複合子音的不同處是「子音群裡的每個子音都還保有原始的音」，所以比起複 

合子音應該算是「一目了然」，但因為中文裡頭並沒有「兩個、三個子音」放在一起唸的字， 

所以還是需要不斷的練習，說起美語來才能道地。 

5.  gl、gr 的發音 
g 唸ㄍ，l 唸ㄌ，r 唸ㄖ，但 gl 及 gr 一起唸時，g 的音要很快帶過去，不然會多了 

一個母音在中間。 

(1).  gl 的發音： 

初級字彙  glad 快樂的、glass 玻璃、glove 手套、glue 膠水 

中級字彙  glance 一瞥、glide 滑行、globe 地球儀、glory 榮耀、glow 發光發熱 

中高級  glare 怒視、gleam 發光、gloom陰暗 

(2).  gr 的發音： 

初級字彙 
grade 成績,年級、gram公克、grape 葡萄、grass 草、gray 灰色、great 偉大的、 
green 綠色的、ground 地上、group 群組、grow 成長 

中級字彙  grab 抓取、grain 穀粒、grasp 抓緊、grave 墳墓、gross 噁心的 

中高級  grace 優雅、grand 盛大的、grip 緊抓 

註：國、台語裡都沒有「子音群」的發音，所以很多人會在兩個子音中間加上一個母音ㄜ或 

ㄨ，於是 glue [Elu] (膠水)會唸成[EU}lu]，grow[Ero] (成長)會唸成[ED}ro]。還有很多人不會發 
gr 的音，往往唸出來都變成了 gl 的音。你可以先把 gr 拆開練習，再組合起來，由慢而快， 

就能掌握要訣了。像這樣： 
go [Eo] →  low [lo] →  glow [Elo] 
go [Eo] →  row [ro] →  grow [Ero] 
gr 的 r 音超難唸，可以試看看在發 g 的音之前，就先將舌尖往後捲好，在發 g 的同時將 

捲好的舌尖放下立刻接著唸母音，就會比較好唸囉。 

6.  pl, pr 的發音 
p 唸ㄆ，l 唸ㄌ，r 唸ㄖ，但 pl 及 pr 一起唸時，p 的音要很快帶過去，不然會多 

了一個母音在中間。 
(1).  pl 的發音： 

初級字彙  play 玩、place 地方、plane 飛機、plate 盤子、plan 計畫、plant 植物、please 請 

中級字彙  planet 星球、plot 情節、plug 插頭、plum 梅子、plus 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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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 的發音： 

初級字彙 
practice 練習、present 禮物、price 價格、prize 獎品、prince 王子、proud 驕傲的、 
program節目 

中級字彙 
pray 祈禱、praise 讚美、press 壓、preach 說教、pride 自豪、print 列印、prison 
監獄、private 私下的、proof 證據、prose 散文、prove 證明 

國、台語裡都沒有「子音群」的發音，所以很多人會在兩個子音中間加上一個母音ㄜ或ㄨ， 

於是 plight [pla0t] (困境)會唸成 polite[pD}la0t] (有禮的)，please [pliz] (請)唸起來像 police[pD}lis] 
(警察)  ；prole[prol] (中產階級)會唸成 parole[pD}rol] (假釋)。還有很多人不會發 pr 的音，往往 

唸出來都變成了 pl 的音，重點在於 r 的音不會發，所以要多多練習舌尖的擺法，可以分開練 

習，像這樣： 
pay [pe]  →  lay [le]  →  play [ple] 
pay [pe]  →  ray [re]  →  pray [pre] 

pr 的 r 音超難唸，幾乎聽不見它的音，可以試看看在發 p 時，就將舌尖先往後捲好預備，等 

雙唇打開時，舌尖往前打直，緊接著發母音。 

7.  qu, squ 的發音 
qu 表面上好像不是子音群，因為 u 是母音，但兩個合起來的確唸的是子音 

群的音[kw]，而 squ 的 qu 會受 s 影響變成ㄍ的音。 

(1).  qu 的發音： 

初級字彙 
quarter 四分之一、queen 皇后、question 問題、quick 快的、quiet 安靜的、quite 
相當地 

中級字彙 
quack 鴨叫聲、quake 震動、quality 品質、quantity量、quarrel 吵架、quit 中止、 
quilt 被子、quiz 小考 

中高級  quarts 石英、quiver 顫抖、quote 引述 

例外字：queue [kju]  排隊 

(2).  squ 的發音： 

初級字彙  square 正方形,廣場、 

中級字彙  squad 小隊、squat 蹲姿、squash 壓扁、squeak 尖銳聲、squeeze 擠壓 

比較[k]和[kw]的不同 

[k]  cake 蛋糕  kick 踢  kite 風箏  scare 使害怕  k 唸完緊接著唸母音 

[kw]  quake 震動  quick 快  quite 相當地  square 廣場 要唸 k前先作圓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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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 的組合，字面上看來，不像「子音群」，因為 u 是母音，但唸起來卻是[kw]，很難讓連 

想在一起，只能死記！在「字母記憶口訣」中提到字母 Qq 時，都會記成 QQQ[kw][kw][kw]， 

其原因就是在英文單字裡，Qq後頭一定都會跟著 Uu。而唸法除了少數唸成[k]之外，也大都 

唸成[kw]。還好在國語或台語裡有滿多相似的字，所以不難唸。quick[kw0k]像不像台語的 

「開」 ；quite[kwa0t]唸起來像國語的 「快」；squad[skwAd]好像 「絲瓜」；quote[kwot]接近 「闊」。 

或者你也可以先拆開來練，再合起來，像這樣： 
cake [kek] →  wake [wek] →  quake [kwek] 
scare [skGr] →  wear [wGr] →  square [skwGr] 

8.  sc, sch, sk, skr 的發音 
s 唸ㄙ，c 或 k 唸ㄎ，r 唸ㄖ，但 sc、sk 及 scr 一起唸時，s 的音要很快帶過 

去，不然會多了一個母音在中間。還有 sk 的 k 不是ㄎ，而是國語的ㄍ了，但不 

要誤會，ㄍ和 g 其實是不太一樣的音喔。 

(1).  sc 的發音：以下都是發[sk]的音，sk 的 k 類似ㄍ，而非 g 的音 

初級字彙  scare 驚嚇、scooter 輕型機車 

中級字彙  scale 等級、scan 掃描、scar 傷痕、scarf 圍巾、score 得分 

中高級  scam 騙局、scold 責罵、scoop 勺子、scope 眼界、scorn 輕視 

註：以下的 sc 發[s]，是因為 ce 及 ci 的 c 發[s]，故 sce 或 sci 的 sc 都發[s]的音了 

sc 發[s] 
scene [sin] 場景、scent [sGnt] 氣味、science [}sa0Dns] 科學、scissors [}s0zQzs] 剪 

刀、scepter [}sGptQ] 權杖 

例外：sceptic [}skGpt0k] 懷疑論者，此為英式拼法，美式拼成 skeptic。 

(2).  sch 的發音： 

[sk]  schedule 清單、school學校、scheme 詭計、scholar 學者、schism 分裂 

例外  schlock [NlAk] 劣品，sch 發[N]的音 

(3).  sk 的發音：sk 的 k 類似ㄍ，而非 g 的音 

初級字彙  skate 溜冰、ski 滑雪、skirt 短裙、sky 天空 

中級字彙  sketch 素描、skill 技巧、skin 皮膚、skip 跳過 

中高級  skew 歪斜、skid 打滑、skull 頭顱、skunk 臭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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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r 的發音：唸[skr]，注意 k 的音類似ㄍ，而非 g 的音 

中級字彙  scratch 擦傷、scream 尖叫、screen 螢幕、screw 螺絲、script 劇本、scroll 捲軸 

比較字首[k]、[sk]的[k]和字中[k]放在音節尾三者的不同 

位置 字首或重音節之首 sk 時的 k 或輕音節之首 字中且後接子音時、音節尾、字尾 

發音 

要領 
有強烈的氣爆音 放舌根讓氣自然流出 頓音，舌根猛往後拉堵住氣流 

car 汽車  scar 傷痕  darkness [}dArkn0s] 黑暗 
key 鑰匙  ski 滑雪  accent [}$ksGnt] 口音 字首 
kill 殺 

發[sk]時 
skill 技巧 

音節尾 
bookcase [}bUk{kes] 書架 

例字 

及 

出現 

位置 

accuse [D}kjuz] 控訴 

重音節之首 
bacon [}bekDn] 培根 

輕音節之首 

I’ll be back.我會回來的。 

說快時會變「頓音」，舌根後接堵住 

氣流讓音停頓而已。 

s 開頭的子音群是所有子音中最多的，而且也出現了最多的「三子音組合」。這可能和 s 
是最輕鬆、最好發的吹氣聲有關係。在 sc、sch、sk 的組合裡，大都唸[sk]，但[k]原本有強烈 

的氣爆音，但放在[s]後面時，就會弱化成不送氣的[k<]（也就是國語的ㄍ，其實它如果後面 

沒跟著母音是聽不出聲音的，只有「舌根堵在氣流→放開讓氣自然流出」的動作而已） ，你可 

以這樣記：s 會「漏風」就像皮球洩了氣一樣，所以等到要發 k 時，就不夠氣發氣爆音了，好 

像皮球沒氣跳不高了。想更了解「k」、「sk 的 k」和「頓音 k」的差別，請參閱蝦米小居→發 

音教學→進階篇→第 3 課。另外，特別要練習的是 scr 的組合，很多人發不出來，可以先作 

分解動作： 

rue [ru]  →  crew  [kru]  →  screw [skru] 
ream [rim]  →  cream    [krim]  →  scream [skr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