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 2400

20150514

音量
長元音的音量為短元音音量的一倍。
長元音： (一) 雙元音常是長元音

aurum, mensae

(二) 元音後附有兩個或多於兩個輔音，這元音常是長元音。（雙輔音 qu, ch, ph
不算兩個輔音）
cōrpus, colūmna, īnfero, cōstans, sānxi, vīnctum, māgnus
(三) 元音後附有 x, z，這元音常是長元音。
reflēxus, ōryza
短元音： (一) 元音後附有另一元音，這元音是短元音。
moněo, glorǐa, audǐo.
(二) 元音後附有字母 h，這元音是短元音。
nǐhil, trǎho
(三) 詞末 m, t 前的元音是短元音。
monebǎm, monebǎt, amǎt
(四) 位於 -nd-, -nt- 前的元音是短元音。
amǎndus, moněndus, amǎnt, moněnt
(五) 元音後附有 br, bl, pr, pl, dr, tr, cr, cl，這元音為短元音。
teněbrae, quadrǔplex, cerěbrum.
(六) 雙輔音 qu, ch, ph 前的元音為短元音
relǐquus, stomǎchus, philosǒphus
音節 (syllaba)
l

獨立一個元音可自成一音節。

l

輔音與跟隨著的元音可組成一個音節 a-ma-mus

l

兩個或多於兩個輔音一同出現時，首個輔音與前方元音組成一個音節，其餘輔音與
後方元音組成一個音節。 mon-strum, cas-tra, ex-em-plum

l

音節中的每個元音及每個輔音都要逐一讀出 fi-li-a, e-os, vi-ae por-to, pu-el-la, ma-gister

l

組合字分別讀出其組成部份。
（肖原 p.4-14）

l

「 長 音 節 」 含 有 「 長 元 音 」 或 「 複 元 音 」
īn-su-la, fā-bu-la, Phoē-nī-ci-a, a-moē-na
l 「長音節」的元音可以是「長元音」亦可以是「短元音」。
例：ǐnter 和 těrra 的第一音節都是「長音節」，但它們的元音卻是「短元音」。
cūrō 的音量等於 cǔrrō,
mōlis 的音量等於 mǒllis,
āmīsi 的音量等於 amǐssi.
l 「短元音」與跟隨著有兩個輔音者構成一「長音節」。(bt, pl, cl, gl, br, pr, dr, tr, cr, gr
只作一子音計算)
l 除了「長音節」外，其餘皆為「短音節」
por-tā-re
re-gī-na
spec-tá-re
a-móe-na
taú-rus
tér-ra
pu-él-la
ma-gís-ter
fá-bu-la
ín-su-la
fí-li-a
ín-co-la
a-grí-co-la
“Latin via Ovid” Norma Goldman, Jacoh E. Nyenhuis, 1977.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second edition, xxii-xxiv
重音 (accent)
l
l

只有兩個音節 (Syllabas) 的字，重音放在第一個音節 á-mant, pú-er, cár-ta, nóvus
多於兩個音節的字，若其末第二音節為「長音節」者，則同時成為「重音」。
Ha-bi-tā-re, do-cē-re, a-māe-nās.
若其末第二音節為「短音節」者，則末第三音節為「重音」
ín-su-la, fi-bu-la, fi-lí-a.

羅馬人的名稱
漢人有姓、名、乳名、字、號、別號。歷史人物還會加上朝代的名稱、廟號、鄉里地名。古
羅馬人也有相似的習俗。從羅馬共和時期過渡到帝制時期兩個最重要的人物，他們的名字正
可以反映出羅馬人名稱的習慣。
凱撒 (Gaius Julius Caesar) 的家人稱呼他為 Gaius，是他的前名 (praenomen) 。羅馬人通用的
前名只有十多個，書寫時常以縮寫字母代表，例如 G 代表 Gaius，女士則稱為 Gaia。1
凱撒的族名 (nomen) 為 Julius。相傳這族人 (gens Julia) 是維納斯(Venus)女神的後裔。羅馬人
的族名也有規定的數目2。
每個族的支派都有支派名 (cognomen) 。凱撒的支派名是 Caesar。後世沿用凱撒的族名 Julius
作為陽曆七月的名稱，又沿用凱撒的支派名 Caesar 作為後期羅馬皇帝的稱銜。
繼承凱撒大業的奧古斯都 (Augustus) 是凱撒遺囑上所指定的繼嗣。他的前名與凱撒相同，都
是 Gaius 。他的族名(nomen)為 Octavius，支派名(cognomen)為 Thurinus。公元前 44 年他成
為凱撒的繼嗣後，用了 Julius Caesar 作為支派名(cognomen)及族名(Nomen)，又在自己的族
名 Octavi-us 後加上-anus 作為他的別名(Agnomen)，於是他便被稱為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史書上為這位羅馬第一任皇帝給了三個正式的名字。
屋大維 Octavius：他的族名 (Nomen)，代表他於公元前 63 年至公元前 44 年的時期。
屋大維安奴斯 Octavianus：他的別名(Agnomen)，代表他公元前 44 年至公元前 27 年的時
期。
奧古斯都 Augustus：元老院於公元前 27 年給他的別名(Agnomen)尊稱，代表他在公元前 27
年以後的時期。
一般羅馬人全名的例子:
Marcus (前名) Aurelius (族名) Marci f. (f. = filius 兒子) Quinti n. (n. = nepos 孫子) tribu Galeria
Antoninus (支派名) Pius (別名)，domo Caesaraugusta (鄉里)。日常稱呼他可用他的前名加上
族名 Marcus Aurelius, 或單用支派名稱呼他爲 Antoninus。

1

羅馬人通用的前名(Praenomen)
Appius (Ap), Flavius (Fl), Gaius (C), Gnaeus (Cn), Lucius (L), Manius (M'), Marcus (M), Publius
(P), Servius (Ser), Spurius (Sp), Titus (T), Tiberius (Ti).
Primus(I), Secundus(II), Tertius(III), Quartus(IV), Quintus(Q), Sextus(Sex), Septimus(Sept), Octavius(Oct),
Nonius(IX), Decimus(D).
2
族名 (nomen) 起初只有三個，其後有 gens Iulia, gens Cornelia, gens Claudia, gens Tullia, gens Sempronia, gens
Domitia, gens Valeria。公元前 242 年，族名限於 35 個: Aemilia - Aniensis - Arniensis - Camilia - Claudia Clustumina - Cristina - Cornelia - Esquilina - Fabia - Falerna - Galeria - Horatia - Lemonia - Maecia - OufentinaPalatina - Papiria - Poblilia - Pollia - Pomptina - Quirina - Romilia - Sabatia - Scaptia - Sergia - Stellatina - Succusana
/Suburana - Teretina - Tromentina - Velina - Voltinia – Voturia.
http://it.wikipedia.org/wiki/Convenzione_dei_nomi_roma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