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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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spl、spr 的發音
s 唸ㄙ，p 唸ㄆ，l 唸ㄌ，r 唸ㄖ，但 sp、spl 及 spr 一起唸時，子音與子音之間要
很快帶過去，不然會多了一個母音在中間。還有 sp 的 p 不是ㄆ，而是國語的ㄅ了，但
不要誤會，ㄅ和 b 其實是不太一樣的音喔。
9.

(1). sp 的發音：
初級字彙

space 空間、speak 說話、spell 拼字、spend 花費、spoon 湯匙、sport 運動

中級字彙

spade 鏟子、spark 火花、spear 標槍、speed 速度、sponge 海綿、spot 斑點

中高級

spare 備件、spice 香料、spill 灑出、spin 旋轉、spoil 寵壞、spy 間諜
(2). spl 的發音：

中級字彙
中高級

splash 飛濺、split 裂開
splay 展開、splendid 輝煌的、splurge 揮霍、splotch 斑污

(3). spr 的發音：
初級字彙

spring 春天,彈跳

中級字彙

spray 噴霧、spread 展開、sprout 發芽、sprung 彈跳（spring 的過去式）

中高級

sprain 扭傷、sprawl 攤開手腳、spree 狂歡、sprint 衝刺、sprinkle 撒、spruce 雲
杉、spry 活潑的

註 1：比較字首[p]、[sp]的[p]和字中[p]放在尾音三者的不同
位置
特色
或
要領

在字首或重音節之首

sp 時的 p、輕音節之首

字中且後接子音時

有強烈的氣爆音

放開雙唇讓氣自然流出

頓音，雙唇快速閉上堵住氣流
即可

pace 步伐
字例

字首

space 太空
sp 時

pill 藥丸
port 港口

report 即為重音節開頭

spill 潑灑
sport 運動

apple 即為輕音節開頭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字中且
後有子
音時

gypsy 吉普賽人
hiphop 嘻哈音樂
hopeful 有希望的

Give me the map.
說快時會 p 變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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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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發的吹氣音有關係。sp 的組合都唸[sp]，要注意[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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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也就是國語的ㄅ，其實它如果後面沒跟著母音是聽不
出聲音的，ㄅ=[p<D]後面有母音ㄜ[D]，所以[p<]只有「雙唇閉上堵在氣流→放開讓氣自然流出」
的動作而已）。你可以這樣記：s 會「漏風」就像皮球洩氣一樣，所以等到要發 p 時，就不夠
氣發氣爆音了，好像皮球沒氣跳不高了。特別要練習的是 spl 和 spr 的組合，尤其兩者只差 l
和 r 的音，很多人會搞混，甚至發不出來，可以先作分解動作：
lay [le]
→
play [ple]
→ splay [sple]
ray [re]
→ pray [pre]
→ spray [spre]
rye [ra0] →
pry [pra0] → spry [spra0]
lie [la0]
→
ply [pra0] → splice [spla0s]
10. sl、sm、sn 的發音
s 唸ㄙ，l 唸ㄌ，m 唸ㄇ，n 唸ㄋ，但 sl、sm 及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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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l 的發音：
初級字彙

sleep 睡覺、slow 慢的

中級字彙

slang 俚語、slash 斜線(/)、slave 奴隸、sleeve 袖子、slice 切片、slight 輕微的、
slip 滑倒、slide 滑行、slim 苗條的、slot 投幣孔

中高級

slap 掌摑、slam 重擊、slay 殺害、slum 貧民區、sly 狡猾的
(2). sm 的發音：

初級字彙

small 小的、smart 聰明的、smell 聞、smile 微笑、Smith 史密斯(姓氏)、smoke 煙

中級字彙

smash 打碎、smooth 平滑的

中高級

smack 掌摑、smear 塗髒、smirk 傻笑、smug 自滿的
(3). sn 的發音：

初級字彙

snack 零食、snake 蛇、snow 雪

中級字彙

snail 蝸牛、snare 陷阱、sneeze 打噴嚏、snore 打鼾、

中高級

snatch 搶奪、sneak 潛行、sniff 用鼻子吸、snout 豬鼻、snug 舒適的、

註 1：先練習唸 l 開頭的字，再加上 s 就容易唸[sl]，順便比較一下相似音的[fl]。
位置

字例

發音
要領

l 在字首

sl 時

舌尖頂住上齒齦，兩側留
空隙讓氣流通過。

fl 時

舌面前端靠近上顎讓氣流通 上排牙齒輕咬下嘴唇讓氣
過產生ㄙ聲，再翹舌尖頂上齒 流通過產生ㄙ聲，再翹舌
齦。
尖頂上齒齦。

lap 膝部

slap 掌摑

flap 鼓翅

low 低的

slow 慢的

flow 流動

lip 嘴唇

slip 滑落

flip 彈指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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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s 開頭的子音群是所有子音中最多的，這可能和 s 是最輕鬆、最好發的吹氣音有關係。
sl, sm, sn 的組合其實都還算好唸，要訣就是先去掉 s 的音，只唸 l, m, n 和後面的母音（下列
例字的第一組），再將前面加上一個 s 的氣音即可（下列例字的第二組），注意 s 是「無聲」
的氣音，而且是快速的唸：
lap [l$p]
mile [ma0l]
no [no]

→
→
→

slap
smile
snow

[sl$p]
[sma0l]
[sno]

錯誤唸法＝ㄙ累ㄆ
錯誤唸法＝ㄙ麥偶
錯誤唸法＝ㄙ諾

國人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在把 s 唸成ㄙ的音，而ㄙ其實是無聲子音[s]加上國語特有的母音
叫做空韻，寫成「帀」，ㄓㄔㄕㄖㄗㄘㄙ都是這個母音，平常是不出現在文字中的，不像韓
語的文字裡會出現這個母音的符號，寫成「으」，而國語的ㄙ就類似韓文的「스」，所以韓
文從英文借來的外來語，也將這些無聲子音自動加上母音，如 ice 寫成韓文變成아이스（讀
成「啊姨ㄙ」）。
11. st, str 的發音
s 唸ㄙ，t 唸ㄊ，但 st 時的 t 就要唸ㄉ了。r 唸ㄖ，但 tr 就唸「ㄔ」
，而 str 又會讓
tr 的氣爆音減弱變成「ㄓ」
。而且 s 和 t 或 tr 之間，不可以加上母音，而是只有吹氣的
摩擦音而已。還有國語的ㄉ其實和英文的 d 是不太一樣喔！
(1). st 的發音：
初級字彙

stand 站立、star 星星、start 開始、steal 偷、still 仍然、stone 石頭、stop 停止、
store 商店、study 研讀、story 故事

中級字彙

stage 舞台、stain 污點、stair 樓梯、stamp 郵票、state 狀態、steam 蒸氣、stem
葉柄、step 步驟、stick 棍棒、stink 臭味、stir 攪拌、stool 矮凳、storm 暴風雨、
stove 火爐、style 風格

中高級

staff 幹部、stale 腐敗的、stalk 潛近、stab 刺殺、stack 堆積、steer 掌舵、stew
燜燉、sting 針螫、stock 庫存、stuff 事物
(2). str 的發音：

初級字彙

street 街道、strong 強壯的

中級字彙

straw 吸管、stream 溪流、stress 壓力、strict 嚴格的、strike 打擊、struggle 掙扎

中高級

strain 扭傷、strait 海峽、strand 擱淺、stray 走失、strew 撒滿、string 細繩、strip
脫衣、stroke 中風、stroll 漫步、strum 亂彈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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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比較字首[t]、[st]的[t]和頓音[t]三者的不同
位置
特色
或
要領

在字首或重音節之首

st 時的 t、輕音節之首

字中且後接子音時

有強烈的氣爆音

放舌尖讓氣自然流出

頓音，舌尖快速頂上齒齦堵住
氣流。

talk 說話
字例

字首

stalk 潛行

team 隊伍
top 頂端
retire [r0}ta0r]
為重音節開頭

st 時

steam 蒸汽
stop 停止

字中且
後有子
音時

network 網路
setback 挫折
fitness 健康

fifty[}f0ft0]
The cat died. 句中後接子音時
為輕音節開頭，前為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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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發的吹氣音有關係。st 的組合都唸[st]，要注意[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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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也就是國語的ㄉ，其實後面如果沒跟著母音原本是聽
不出聲音的，ㄉ=[t<D]後面有母音ㄜ[D]，所以[t<]只有「舌尖上頂堵住氣流→放開讓氣自然流
出」的動作而已）。你可以這樣記：s 會「漏風」就像皮球洩氣一樣，所以等到要發 t 時，就
不夠氣發氣爆音了，好像皮球沒氣跳不高了。特別要練習的是 str 的組合，尤其 tr 和 str 的音
又不一樣，你可以先練 r 開頭，再加上 t，最後加上 s 的音讓氣爆音減弱：
ray [re]
→ tray [tre] → stray [stre]
rain [ren]
→ train [tren] → strain [stren]
rip [r0p]
→ trip [tr0p] → strip [str0p]
roll [rol]
→ troll [trol] → stroll [strol]
s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