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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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l、br 的發音 
b 唸ㄅ，l 唸ㄌ，但 bl 在一起時，b 要很快帶過去，例 black, block；r 唸ㄖ，但 

br 時，要先把舌捲好再開唇唸 b 會較好唸。 

(1).  bl 的發音： 

初級字彙  black 黑色、blind 瞎的、block 街區、blow 吹、blue 藍色 

中級字彙  blank 空格、blood 血、blunt 鈍的 

中高級  blend 混合、bless 祝福、blink 眨眼、blush 臉紅 

(2).  br 的發音： 

初級字彙 
brain 頭腦、bread 麵包、break 打破、bridge 橋、bright 明亮的、bring 帶來、brother 
兄弟、brown 棕色的、brush 刷子 

中級字彙 
brake 煞車、branch 樹枝、brand 廠牌、brave 勇敢的、breath 氣息、breeze 微風、 
bride 新娘、brief 簡短、broad 寬闊的 

註：中文及台語都是「一字一音」，即一個子音搭配一個母音，例如「夫=ㄈㄨ」，ㄈ是子音， 

相當於[f]，ㄨ是母音，相當於[u]，所以這種兩個子音合在一起唸的字，是需要練習一下的。 

很多人會把 blow[blo]唸成了 below[bD}lo]，也就是 bl 中間多出了一個母音ㄜ。這也難怪啦， 

因為從小我們背音韻表ㄅㄆㄇ這些子音時，都是在後面加上輕聲的母音ㄜ或ㄧ，ㄅ成了[bD]， 

ㄐ成了[dIi]。所以，要多多練習子音群的唸法喔！另外你也可這樣練： 
bl 子音群：  back [b$k] →  lack [l$k] →  black [bl$k] 
br 子音群：  bake [bek] →  rake [rek] →  break [brek] 

2.  cl, cr 的發音 
c 唸ㄎ，l 唸ㄌ，r 唸ㄖ，但要記的 cl、cr 時中間不可加進母音ㄜ，不然 claps 會 

變成 collapse，crowed 會變成 corrode 喔！。 

(1).  cl 的發音： 

初級字彙 
class 班級、clean 乾淨的、clear 清楚的、clerk 店員、climb 爬、close 關、clock 
時鐘、cloud 雲、club 社團 

中級字彙  claw 爪子、clever 聰明的、click 按(滑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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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r 的發音： 

初級字彙  crazy 瘋的、cream 乳霜、cross 橫越、cry 哭 

中級字彙 
crab 螃蟹、cram 硬塞、crash 撞擊、crime 罪行、crop 作物、crow 烏鴉、crowd 
群眾、crown 王冠 

華語、台語(閩南語)裡都沒有「子音群」的發音，所以很多人會再兩個子音中間加上一 

個母音ㄜ，於是 claps [kl$ps] (拍手)唸成了 collapse[kD}l$ps]  (倒塌)，crowed[krod] (烏鴉叫) 
會唸成 corrode[kD}rod] (腐蝕)。所以要多多練習兩個子音在一起的唸法。一開始可以先練習一 

個子音，再把兩個合起來練，像這樣： 
caw [kC] →  law [lC] →  claw [klC] 
cam [k$m] →  ram [r$m] →  cram[kr$m] 

其實有些說美語的人士自己也會偷懶，像有一次外籍老師說要幫我改(correct[kD}rGkt]) 
考卷，她說起來卻像極了 crack [kr$kt] (爆裂)放在句中時的快速說法，害我一時會意不過來， 

以為有什麼東西爆掉了呢！@@ 

3.  dr, tr 的發音 
d 唸ㄉ，r 唸ㄖ，但 dr 唸起來一點也不像ㄉㄖ，反而更像ㄓ的音；t 唸ㄊ，r 

唸ㄖ，但 tr 唸起來一點也不像ㄊㄖ，反而更像ㄔ的音。 

(1).  dr 的發音： 

初級字彙  dream夢、draw 畫,拉、dress 洋裝、drink 喝、drive 駕駛、drum 鼓、dry 乾的 

中級字彙  drag 拖拉、drain 滴乾、drill 演習、drop 掉落、drug 藥物 

(2).  tr 的發音： 

初級字彙  train 火車、trash 垃圾、tree 樹、trick 花招、trip 旅遊、truck 卡車、true 真實的 

中級字彙  trade 買賣、trap 陷阱、tray盤子、tribe 部落、treat 對待 

dr、tr 的音實在很難發，感覺上 dr 和ㄉㄖ，tr 和ㄊㄖ根本就沒關係了。如果硬把兩個子 

音唸得很清楚就會在中間加上一個母音ㄜ，於是 drive [dra0v] (開車)會唸成 derive[dD}ra0v] 

(源自)，train[tren] (火車)會唸成 terrain[tD}ren] (地形)。幸好 dr、tr 和國語的ㄓ和ㄔ有點像， 

聽看看 tray(盤子)像不像「槌ㄔㄨㄟ′」或「脆ㄘㄨㄟ、」；dry[dra0]像不像「拽ㄓㄨㄞ、」 

和「跩ㄓㄨㄞˇ」？因為ㄓ、ㄔ和 r 都同樣是捲舌音。接下來聽看看 d、t、r 分開時和 dr、tr 

合起來時，會有多少差別： 

die [da0] → rye [ra0] → dry[dra0] 

tie  [ta0] → rye [ra0] → try[tr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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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l, fr 的發音 
f 唸ㄈ，l 唸ㄌ，r 唸ㄖ，但 fl 及 fr 一起唸時，f 的音要很快帶過去，不然會 

多了一個母音在中間。 

(1).  fl 的發音： 

初級字彙  flag 旗子、floor 地板、flower 花、flute 直笛、fly 飛 

中級字彙 
flame 火焰、flap 振翅、flash 閃光、flat 平的、flaw 缺陷、flea 跳蚤、flesh 肉體、 
flight 飛行、float 飄浮、flood 淹水、flow 流動、fluid 液體、flush 沖水 

(2).  fr 的發音： 

初級字彙  free 自由的、fresh 新鮮的、from來自、front 正面、fruit 水果、fry 油炸 

中級字彙  frame 框架、fraud 詐欺、freeze 冰凍、frost 霜、frown 皺眉頭、fridge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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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wer [}flaUQ] (花)會唸成[fU}laUD]，flash[fl$N] (閃光)會唸成[fU}l$N]。還有很多人不會 

發 fr 的音，往往唸出來都變成了 fl 的音。你可以先把 fr 拆開練習，再組合起來，由慢而快， 

就能掌握要訣了。像這樣： 
foe [fo]  →  low [lo]  →  flow [flo] 
fend [fGnd] →  rend [rGnd] →  friend [frGnd] 

fr 的 r 音超難唸，一不小心音就不見了。要多加練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