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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音法規則
五、母音捲舌音
(一)

–er 的發音
1. 在單音節或重音節看到 er 時，大都唸最長的捲舌音["]：

初級字彙

her 她、clerk 店員、perfect 完美的、person 人

中級字彙

perm 燙髮、term 學期、certain 確定的、fertile 肥沃的、version 版本,說法、prefer
較喜歡

中高級

kerb 路緣石、germ 細菌、nerve 神經、desert 遺棄、insert 嵌入、transfer 轉移、
observe 觀察,注意到、reserve 預定,保留

2.

在多音節的字尾看到 er 時，大都唸輕短的捲舌音[Q]，其實它和["]的發音方式、
位置都一樣，只是唸得比較輕短而已：

初級字彙

after 在…之後、cover 覆蓋、enter 進入、paper 紙張、river 河流、answer 回答、
better 比較好的、brother 兄弟、butter 奶油、center 中心、computer 電腦、daughter
女兒、concert 音樂會、dinner 晚餐、driver 司機、father 父親、flower 花、letter
信,字母、mother 母親、singer 歌手、sister 姐妹、teacher 老師、tiger 老虎、water
水、winter 冬天

中級字彙

baker 麵包師傅、cancer 癌症、danger 危險、expert 專家、meter 公尺

註：從上表顯示，有相當多er 在輕音節的單字出現在常用單字裡。
3.

ere 結尾時會唸成[0r]，例如 here。而如果放在字中，後面又接著其他母音時，r
就會變成後面音節的開頭音，這時就要唸成「ㄖ」的音了，例如 zero 要拆成 zero
兩個音節，ro 唸起來像「肉」。

[0r]

here 在這裡、mere 僅有的、sphere 球形、severe 嚴重的、cohere 凝聚、austere 簡
樸的。
（例外字：were [w"] be 動詞 are 的過去式、where [hwGr] 在哪兒、there [MGr]
在那裡

＋母音

hero 英雄、zero 零、erode 侵蝕、erupt 爆發、serial 系列、serious 嚴重的、cherry
櫻桃、Jerry 傑瑞（男子名）、merry 快樂的、cherish 珍惜、stereo 音響、

r

註：以下的 er 在字中的輕音節，原本 e 的弱母音[D]常被省略：
every ['Gv(D)r0] 每個的、mystery ['m0st(D)r0] 神秘、interest ['0nt(D)r0st] 興趣、different ['d0f(D)rDnt]
不同的、desperate ['dGsp(D)rDt] 絕望的。
但並不是所有的單字都會這樣省略，如 gallery ['E$lDr0] 畫廊，就沒省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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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的發音：
1. ir 出現在單音節(只有一個母音)及多音節的重音節時，會唸長的捲舌音["]，和 er
的情形一樣：

初級字彙

sir 長官,先生、bird 鳥、third 第三、shirt 襯衫、skirt 短裙、girl 女孩、dirty 髒
的、thirty 三十、thirsty 口渴的、first 第一、

中級字彙

stir 攪拌、birth 出生、circle 圓圈、circus 馬戲團、firm 公司

中高級
2.

[a0r]

＋母音

r

(三)

swirl 旋轉、whirl 打轉、confirm 確認
–ir通常唸長捲舌音["]，但ire 結尾時會符合母音發音規則：「兩個母音在同一音
節，前面的唸字母(i)本身的唸法(ㄞ)，後面的母音不發音。」所以ire 會唸成「ㄞ
ㄦ」
。但如果 r 後面的母音形成另一音節，則 r 會變成音節頭，就要唸成「ㄖ」了。
初級

fire 火、wire 鐵線,電線、tire 使人疲累

中級

hire 雇用、retire 退休、empire 帝國、entire 全部的、desire 渴望、admire
欽佩

中高
級

spire 教堂尖塔、umpire 裁判、expire 到期、vampire 吸血鬼、inspire 激
發靈感、acquire 取得、require 需要、inquire 詢問

pirate 海盜、siren 警笛聲、virus 病毒、direct 指導、admiral 海軍上將、admiration
欽佩、spirit 精神、conspiracy 陰謀、inspiration 靈感、perspiration 汗水、aspirin
阿斯匹靈、

–or 的發音：
1. 在單音節或重音節看到 or 時，大都會唸成[Cr]，只有 wor的情形例外，唸成[w"]。
不過要特別注意英式發音的唸法，幾乎是把母音[C]拉長而已，「r」的音根本不見
了，沒有用「ㄜ」來代替。

初級字彙

中級字彙

wor [w"]
視為例外

or 或者、nor 也不、more 更多、store 商店、born 被生、for 為了、forty 四十、
storm 暴風雨、pork 豬肉、short 短的、fork 叉子、sport 運動、order 點餐、horse
馬、north 北方
lord 地主、sword 劍、cord 細繩、afford 付擔得起、bore 使厭煩、core 果核、pore
毛孔、sore 酸痛的、chore 瑣事、shore 岸邊、corn 玉米、score 分數、horn 牛角、
form 形成、force 力量、dorm 宿舍、cork 木塞、port 港口、porch 門廊、torch
火把、scorch 燒焦
word 字、work 工作、world 世界、worth 值得。
（但 wear(穿)的過去式 wore [wCr]
及過去分詞 worn [wCrn] 反倒成了例外中的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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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在輕音節時，又和 er 一樣唸[Q]的音。如果後面接著母音，也和 er 時一樣，o
和 r 會被拆成音節的尾和頭，所以 r 會唸成「ㄖ」，而 o 可能唸「ㄛ」或「ㄜ」，
甚至被省略了。

初級

actor 演員、doctor 醫生、forget 忘記、junior 資淺的、senior 資深的
（junior/senior high school 國/高中）

中級

factor 因素、editor 主編、calculator 計算機、sailor 水手,船員、tailor 男
裝裁縫師、author 作家、major 主要的,主修、mayor 市長、behavior 行為、
effort 努力、forgive 原諒

中高
級

janitor 工友、monitor 監視器、alligator 短嘴鱷、animator 動畫繪製者、
bachelor 學士、comfort 安逸,舒適

coral 珊瑚、corridor 走廊、borrow 借入、glory 光榮、sorry 抱歉的、story 故事、
correct 正確的、corrode 侵蝕、corrupt 腐敗的、

註：以下的 or 在字中的輕音節，原本 o 的弱母音[D]常被省略：
factory ['f$kt(D)r0] 工廠、memory ['mGm(D)r0] 回憶、victory ['v0kt(D)r0] 勝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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