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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音法規則
(四)

–ur 的發音：
1. 和 er 及 ir 的情形一樣，ur 在單音節或重音節時唸長的捲舌音["]。同樣的，英式
發音沒有捲舌音，所以會把 ur 唸成長音的「餓」。(DJ 音標寫成[@:]或[D:]，冒號
表示「長音」。

初級字彙

burn 燃燒、turn 旋轉、nurse 護士、purse 錢包、surf 衝浪、hurt 傷害、church
教堂、purple 紫色的、turtle 海龜、turkey 火雞、hurry 匆忙

中級字彙

fur 動物的毛皮、blur 模糊、occur 發生、return 返回、turf 草皮、hurl 猛投、burst
破裂、burden 負擔、curtain 窗簾、urgent 緊急的、burger 漢堡、purpose 目的、
surface 表面、disturb 妨礙、curry 咖哩、current 趨勢,潮流

中高級
2.

curl 蜷曲、curb 勒馬繩、lurch 搖晃、hurdle 跨欄、burp 打嗝、absurd 可笑的
和 er 及 or 的情形一樣，ur 在輕音節時唸短的捲舌音[Q]，不過比較特別的是，放
字尾時幾乎都以ture, sure 的形式出現，而且 t 和 s 會因為 u 而音變。同樣的，
英式發音沒有捲舌音，所以會唸成「ㄜ」(DJ 音標寫成[D])。：

初級字彙

surprise 使驚訝、Saturday 星期六、future 未來、culture 文化、nature 大自然、
picture 圖畫

中級字彙

capture 捕獲、creature 生物、gesture 手勢、temperature 溫度、leisure 休閒、measure
度量、pleasure 樂趣、pressure 壓力

中高級

survive 存活、survey 測量、lecture 演講、structure 結構、mixture 混合、torture
折磨

3.

[Ur]

雖然 ur 在輕音節時大都唸成短的捲舌音[Q]，且字尾時幾乎都以ture, sure 的形
式出現，不過有些字的ure 卻是唸成[jur]或[Ur]。還好這種字不多。另外，ur 後面
接其他母音時，一樣會被拆成音節的頭和尾。u 可能會唸成[ju]或[D]，r 會唸成
「ㄖ」。。

初級

sure 當然、pure 純的

中級

assure 保證、brochure 小冊子、cure 治療、endure 忍耐、

中高級
＋母音

r

lure 誘惑、reassure 使放心、insure 投保、allure 吸引力、demure 嫻靜少言
的。例外：figure ['f0EQ] 數字,身材
fury 狂怒、curious 好奇的、during 在…期間、accurate 正確無誤的、century
世紀、injury 傷害

註：ur 放在字中，而後面接著母音的字不只這些，以上只是舉幾個例子而已。不過我們可以
發現 u 放在輕音節時，都會變成了弱母音的[0]或[D]。這是英語的特色，不管哪個母音（a, e, i,
o, u），放在輕音節時，都有可能弱化成弱母音。還有，重音節的 u，有些人讀[ju]，但有些人
讀[U]，因人而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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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的發音：
1. ar 在單音節或重音節時唸[Ar]，就是先唸「啊」再將舌尖往上往後稍稍捲起唸
「ㄦ」，類似「啊兒」。但 war的字例外，會唸成[wCr](窩兒)，會在另一課討論。
要注意的是英式發音沒有捲舌音，所以會把「啊」稍微拉長：

初級字彙

car 汽車、far 遠的、star 星星、arm 手臂、art 藝術、farm 農場、part 部份、start
開始、card 卡片、hard 困難的,辛苦地、bark 狗吠、dark 黑暗、park 公園,停車、
large 大的、March 三月、market 市場、party 派對、smart 聰明的

中級字彙

bar 酒吧、jar 廣口瓶、scar 傷痕、harm 傷害、guard 守衛、charge 收費,充電、

2.

[Q]

war在重
音節唸

和 er、or、ur 的情形一樣，ar 在輕音節時唸短的捲舌音[Q]，且幾乎都在字尾出
現，或是以ard 的形態出現。同樣的，英式發音沒有捲舌音，會唸成「ㄜ」(DJ
音標寫成[D])。這裡也要介紹 war時 ar 的發音，不是唸「啊兒」了。
初級

sugar 糖、dollar 美元、popular 受歡迎的

中級

beggar 乞丐、vinegar 醋、vulgar 粗俗的,下流的、collar 衣領、polar 北(南)
極的、scholar 學者、circular 圓形的、similar 相似的、regular 有規律的、
calendar 日曆、forward 往前

中高
級

burglar 破門盜竊者、grammar 文法、standard 標準、wizard 男巫,術士、
blizzard 大風雪、mustard 芥末、coward 懦夫

war 戰爭、warm 溫暖的、warn 警告、warp 變歪、dwarf 侏儒、quarter 四分之一

[wCr]

3.

ar 在重音節時唸短[Ar]，在輕音節唸[Q]，但字尾有不發音的 e 會讓 ar 變成另一種
發音。不同於 cake 這種的字，a_e 會讓 a 發原本字母的聲音[e]，但 r 的出現卻讓
a 變成了嘴型較輕鬆的[G]，例如 care。英式發音沒有捲舌音，會唸成[GD]。

初級字彙

care 關心、share 分享、square 廣場、scare 嚇,使害怕、prepare 準備

中級字彙

bare 裸的、fare 車資、hare 野兔、rare 罕見的、snare 陷阱、stare 凝視、aware
知道的、compare 比較

中高級

dare 膽敢、mare 母馬、ware 商品、flare 閃耀、glare 怒視、spare 備用的、scarce
不足的、declare 宣告

例外：這些字的老祖宗 are（you 專用的 be 動詞）
，卻不照著這個規則來走，硬是要唸成[Ar]，
英式發音因為沒有捲舌音，所以將母音拉長而已，唸成[A:]。所以，要學自然發音法，規則已
經很多了，還出現這種例外中的例外來攪局，真想放棄不要學了，對不？哈！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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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到目前為止有四種唸法（1）重音節時[Ar]（2）輕音節時[Q]（3）war 時[wCr]
（4）are 時[Gr]。現在介紹最後一種。當 ar 後面接母音時，r 會當成下個音節的
頭，所以會唸成「ㄖ」，而 a 在重音節時會唸[$]，輕音節時會唸弱母音[D]。這時
英式發音在母音節的 r 也會捲舌了。

初級字彙

parents 父母、parrot 鸚鵡、marry 和…結婚、Harry 哈利(男子名)、Larry 賴瑞(男子
名)、around 大約,在…附近、arrive 抵達、

中級字彙

arrow 箭、narrow 窄的、paradise 天堂、character 個性、embarrass 使尷尬、arouse
喚起、arrange 安排,整理、parade 遊行、career 職業、cigarette 香煙、

中高級

barrow 手推車、barracks 營舍、barren 貧瘠的、barrier 路障、comparative 比較
的、arise 上升、arrest 逮補、

註：這個「r 在音節頭時唸ㄖ的音」的規則好像很簡單，但在拼字方面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何有時一個 r，有時兩個 r？按照字典的音節分法，第一個 r 會被分到第一個音節的尾巴，
例如 arrow 會分成 arrow，那按照規則，應唸成[}Ar-ro]才對，結果是唸成[}$ro]，而 marry
應唸成[}mAr-r0]，結果是唸成[}m$r0]。那為何 parent 和 parrot 的 pa 唸法都一致呢？哎！不解
之餘還是只能死背囉！
(六) air、eer、oar 的發音：r 讓前面的母音變短、變輕鬆了
ai、ee、oa 按照發音規則原本應唸成[e]、[i]、[o]的長音（緊張音）
，例如 aid [ed]、eel [il]、
oak [ok]。但後面加上 r 之後，會變成短音(舌頭放鬆)，例如 air[Gr]、eer[0r]、oar[Cr]。或者
也可以說為了要配合捲舌，原本要唸長一點的母音，舌頭提早結束動作而使得母音縮短了。

air

air 空氣、hair 頭髮、fair 公平的、chair 椅子、stair 樓梯、lair 窩藏處、pair 一對,
一雙、repair 修理、despair 絕望、airy 空氣的、hairy 多毛的、fairy 小妖精,仙女

eer

beer 啤酒、peer 凝視,同輩、cheer 歡呼、sheer 全然、sneer 嘲笑、steer 掌舵、
mountaineer 登山者、engineer 工程師、volunteer 志願者,義工

oar

oar 槳,櫓、boar 公豬、soar 高飛、roar 吼叫、board 板子、coarse 粗的、aboard 上
車(船,飛機)

註：這些oar 的字，在 KK 音標音典裡，也有標示成[or]的，也就是說也有人把[C]的嘴型關
得較小一點。總之，r 放在母音後時，是會改變前面母音的音質及舌頭位置。很有趣的一點
是聽英式發音處理母音後捲舌音的方式，有些時候用ㄜ代替，不過[Cr]時，卻是將ㄛ的母音
拉長，且唇型較圓。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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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按照發音規則原本應唸成[i]的長音（緊張音），例如 eat [it]。但後面加上 r 之後，
會變成短音（舌頭放鬆），例如 ear[0r]。或者也可以說為了要配合捲舌，原本要唸長
一點的母音，舌頭提早結束動作而使得母音縮短了。討厭的是ear 的字有一些例外
的唸法要死背哩！

初級

ear 耳朵、dear 親愛的、hear 聽見、tear 眼淚、clear 清楚的、year
年、appear 出現

中級

fear 害怕、gear 齒輪、rear 後面、spear 矛、beard 鬍鬚

中高級
[Gr]

例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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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接 n, l, th, ch
等子音時唸 ["]
[Ar]

smear 塗抹、shear 剪羊毛、nuclear 核子的
bear 熊、wear 穿、pear 西洋梨、swear 咒罵、tear 撕(注意此字也
可當「眼淚」，但唸法不同)
earn 賺、learn 學習、yearn 渴望、earl 伯爵、pearl 珍珠、early 早
的、earth 地球、search 搜尋、research 研究
heart 心、hearth 壁爐地面

蝦米嘆曰：怎麼說才好呢！例外之中，還有例外！這下子，就知道 KK 音標還是有需要的。
碰到例外，仍需要有個符號來標示正確的發音才是！您說是唄？

(八)

看到 our(我們的)，相信你的直覺反應是唸成[aUr]（澳兒）
，但你知道our 在單字裡，
並非都唸成「澳兒」喔！蝦米歸納的結果，至少還有其他四種唸法，再加上這五種
唸法是沒有規則可言的，如 courage 和 court；sour 和 source；flour 和 flourish 裡的
our 竟都不一樣。所以，老話一句，見招拆招，來一個殺一個，來兩個殺一雙吧！

["]

courage 勇氣、encourage 鼓勵、discourage（註：後兩字 多音節的字，位於重音節
是由第一字加上字首 en首 dis而來）、courtesy 禮貌、
時。
flourish 繁榮、nourish 培育、journey 旅程、journal 期刊、
tournament 錦標賽

[Q]

colour 顏色、favour 贊成、harbour 港灣、honour 榮譽、 輕音節的字尾，our 是英
humour 幽默、labour 勞動、neighbour 鄰居、parlour 休息 式拚法，美式拚法是or。
室、rumour 謠言

[Cr]

four 四、pour 倒水、gourd 葫蘆瓜、court 法庭、course 課
程、source 來源、resource 資源、mourn 哀痛

[Ur]

tour 旅行、your 你(們)的、detour 繞道

[aUr]

our 我們的、hour 小時、sour 酸的、scour 刷洗、flour 麵
粉、devour 吞沒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有誰來告訴我規則在哪
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