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課  其它發音規則                                   2021. 07. 10. 

 

本課文法內容： 

3.1 音節 

3.2 Sheva 

3.3 Sheva 的合併母音 Chatef  

3.4 Dagesh (字母中央的一點) 

3.5 五喉音字母 (r x h [ a)

3.6 喉音前的 Patach 

3.7 重音 

3.8 Makef (字和字中間的一短橫) 

3.9 段落結尾變音 

3.10 Meteg (字母下方的一豎) 

3.11 母音符號表 

 

本課開始不用台灣使用的注音符號書寫發音，請按照第一課和第二課的講解發音。 

重音節發音以大寫字母表示。 

 

 

3.1 音節 

希伯來文的音節都是由一個子音字母開始和一個母音或雙母音拼成音節，沒有發音的 a

和[ 也是子音字母。請注意，加上 y 的母音 yi 和 ye 或偶而使用的 y, 均是一個母音，而

非兩個母音。另外，雙母音有 y' (ai)、y; (ai)、yA (oi) 和 yW (ui)。 

音節以它後面是否能再加入字母區分為「開放音節」（或稱開音節）和「關閉音節」（或

稱關音節）。

在課文解說中，為了清楚表明音節，標注發音時用一短橫(-)區分音節。 



3.1.1 開放音節

一個子音和一個母音或雙母音形成的音節，這樣的音節後面還有多放置一個子音的可

能，被稱為「開放音節」。

例：'D 是一個子音字母D 和一個母音 a 成為一個音節，讀作 da。 

;a 是一個子音字母 a 和一個母音 a 成為一個音節，讀作 a。 

yiD 是一個子音字母 D 和一個母音 i 成為一個音節，讀作 di。 

y'D 是一個子音字母 D 和一個雙母音 ai 成為一個音節，讀作 dai。 

 



  

3.1.2 關閉音節 

若是在開放音節後方再加入一個子音，成為「子音－母音－子音」的情況，這樣的音節

不能夠再加入任何子音或母音，被稱為「關閉音節」。

例：g'D 是子音字母 D 和一個母音 a 和子音 g 成為一個音節，讀作 dag。 

x'a 是子音字母 a 和一個母音 a 和子音 x 成為一個音節，讀作 ach。 

wy'D 是子音字母 D 和一個雙母音 ai 和子音 w 成為一個音節，讀作 dav。（請參看 2.3 說明） 



3.2 Sheva 

Sheva 是由希伯來文 a"w.v 音譯而來的字，是這個上下兩點的母音名稱。這個母音出現在

希伯來文中非常多，但是它的發音有時候發短促的 e，有時候不發音1。由於現代希伯來

文的教學通常不區分母音的長音和短音，因此連帶影響了 Sheva 的發音變得比較不一

致，造成有時候發音或不發音都可以的情況，有的現代希伯來文字典就乾脆把不發音的

Sheva 不印出來了。 

Sheva 的發音原則整合起來只有一個要訣：「音節之首發音，音節之尾不發音」。 

 

3.2.1 Sheva 在字首 

在字首的 Sheva 必然是在音節之首，發短促的 e。 

例：Am.v 是發 she-MO 的音。( - 是區分音節的記號)
 

3.2.2 Sheva 在字尾 

在字尾的 Sheva 必然是在音節之尾，是不發音的。 

例：%'B 是發 bach 的音。 

 

3.2.3 Sheva 在字中 

在字中的 Sheva，可以分成三種情況： 

3.2.3.1 Sheva 單獨出現在一個字的中間，這時候音節由 Sheva 後面分割，Sheva 就在音

節之尾，不發音。 

                                                      
1 希伯來文 Sheva 是否發音有許多規則，要看前面的字母帶有長母音或短母音決定。若前面的字母帶有長

母音，則前面的字母自成一個音節，Sheva 成為音節之首，必須發音。若前面的字母帶的是短母音，則

Sheva 跟著前面的字母成為音節之尾，就不發音；現代希伯來文比較不受這些規則的限制。 

例：~yir.mAv 是發 sho-me-RIM 的音，A 是長母音，Av 自成一個音節， .m 成為音節之首，Sheva 在音節之

首，發 e 的音。 

例：rom.vIy 發 yish-MOR 的音， Iy 帶短母音， .vIy 成為一個音節，Sheva 在音節之尾，不發音。 

例外情況，當兩個相同的子音字母連續出現的時候，前面字母帶有的 Sheva 仍然要發音。 

例：yIn>nih 是發 hi-ne-NI 的音， >n 前面的母音 ih 雖然是短音， >n 仍然要發 ne 的音。 

若遇見 Dagesh 強音的情況，「重複」帶有 Sheva 子音字母的發音，本課後面 3.4.2 的註腳說明。 



  

例：a'r.q,a 是發 ek-RA 的音。 

 

3.2.3.2 Sheva 連續出現在一個字的中間，這時候音節由兩個 Sheva 中間分割，因此前面

的 Sheva 位於音節之尾，不發音，後面的 Sheva 位於音節之首，發 e 的音。 

例：Wx.l.vIy 發 ish-le-CHU 的音。 

若這兩個相連的 Sheva 位於字尾，則兩個均不發音。 

例：.T.r;m'v 發 sha-MART 的音。 

 

3.2.3.3 Sheva 不連續出現在一個字，這時候可能一個 Sheva 在音節之首，另一或兩個

Sheva 在字中或字尾，就按照前面所教的原則，音節之首發音和音節之尾不發音。若兩

個 Sheva 均非字首，音節在 Sheva 後面分割，兩個 Sheva 均是在音節之尾，都不發音。 

例：%yil.v;h.l 是發 le-hash-LICH 的音。h"n.rom.viT 是發 tish-MOR-na 的音。 

請注意，現代希伯來文對 Sheva 的發音並不嚴謹，有時單獨出現的 Sheva 也發音。 

例：yih>y:w 發 vay-HI 或是 va-ye-HI 猶太人認為都可以。 

 

發音練習 

Sheva 在字首 

h'meh.B Ar'b.D lWb>G tyIr.B yIn.B ^.l ^.B 

be-he-MA de-va-RO ge-VUL be-RIT be-NI le-CHA be-CHA 

h'q'd.c veD;q.T reP;s.T tAW;c.l x;L;v.l Am.K yil.K 

ce-da-KA te-ka-DESH te-sa-PER le-ca-VOT le-sha-LACH ke-MO ke-LI 

 

Sheva 在字中 

yic.r;a yIn>z'a yid>giB h'x'P.vim j'P.vim h'x>nim h"w.cim 

ar-CI az-NI big-DI mish-pa-CHA mish-PAT min-CHA mic-VA 

%{l.mIy boT.kIy roK>zIy a'c.mIy a'r.qIy v'D.qim rom.vIy 

yim-LOCH yich-TOV yiz-KOR yim-CA yik-RA mik-DASH yish-MOR 

 

有兩個 Sheva 

Wr.K>zIy Wk.l.mIy Wa.r.qIy W[.m.vIy Wj.P.vIy Wr.m.vIy 

yiz-ke-RU yim-le-CHU yik-re-U yish-me-U yish-pe-TU yish-me-RU 

Wv.D;q>y Wl.L;h.T ~,T.l;p>n %el>g;r ^.lWb>G %'a.l;m 

ye-kad-SHU te-hal-LU ne-fal-TEM rag-LECH ge-vul-CHA2 mal-ACH 

                                                      
2 .̂lWb>G 在早期區分長短母音的教學規則是唸成 ge-vu-le-CHA。 



  

 

 

3.3 Sheva 的合併母音 Chatef 

Sheva 能夠與三個母音合併，造成發音短促或變音，這個合併的母音稱為「短促母音」

(Chatef-vowels)，Chatef 是由希伯來文「短促」@ej'x 音譯來的字。現代希伯來文的教學

已經不區分長短音，因此發音短促的部分已經不重要了，但是變音還是要變。Sheva 的

合併母音主要用於五個喉音字母(r x h [ a)，偶而才出現在其他字母，合併母音若位

於非重音的短母音之後，則不算為一個音節，如 boq][:y（下方說明此字）。 

 

3.3.1Sheva 與母音 ; 合併3 

Sheva 與一橫的母音; 合併，成為一橫加兩點的 ] ，發音還是讀作 a 的音。 

例：yIn]a 是發 a-NI 的音。 

例：boq][:y 是發 yaa-KOV 的音。（][ 位於非重音的短母音 ; 之後，不算一個音節）

 

3.3.2 Sheva 與母音, 合併4 

Sheva 與三點的母音, 合併，成為五個點的 / ，發音還是讀作 e 的音。 

例：t,m/a 是發 e-MET 的音。

 

3.3.3 Sheva 與母音' 合併5

Sheva 與類似小 T 的母音 ' 合併，成為小 T 加兩點的 \ ，發音改變為 o 的音。

例：yIn\[是發 o-NI 的音。 

其他合併的 Sheva \ 的發音細則，初學者不需要學習，有興趣研究者請參看註腳。6 

 

 

發音練習 

h'm'k]x Wn.x:n]a ~yiv"n]a h'm'd]a hel][ hef][ 

cha-cha-MA a-NACH-nu a-na-SHIM a-da-MA a-LE a-SE 

                                                      
3 這個一橫加兩點的合併母音稱為 x;t;P @ej'x (Chatef-Patach)。 

4 這個三點加兩點的合併母音稱為 lAg.s @ej'x (Chatef-Segol)。 

5 這個小 T 加兩點的合併母音稱為#,m'q @ej'x (Chatef-Kamec)。 
6 合併的 Sheva \ 之前若有母音 ' ，這個母音 a 改發為 o 的音， 

例：yil\h'a 是發 o-ho-LI 的音， 'a 發 o 的音。 

但若此母音 ' 是定冠詞 'h，這個母音 a 則不變音，還是發 a 的音。 

例：yIn\['h 是發 ha-o-NI，'h 是定冠詞，仍然發 ha 的音，不會變成 ho。如果這個母音 a 旁邊有一豎的符號

Meteg（3.10 註腳說明），寫為 (' ，此時這個母音仍發 a 的音，不會變成 o。 

例：yim\[("n 讀為 Na-o-MI。yim\["n 則讀為 No-o-MI，不同版本的聖經有不同寫法。 



  

~yiv'd\Q;h ~yiv'd\x ~yilyil/a lyil/a vyir/x,h ~yih{l/a 

ha-ko-da-SHIM cho-da-SHIM e-li-LIM e-LIL he-che-RISH e-lo-HIM 

 

3.4 Dagesh (字母中央的一點) 

Dagesh 是希伯來文 vEg'D 音譯的字，是指因文法變化在一個字母中央放置的一個點。

Dagesh 分為弱音 Dagesh 和強音 Dagesh。



3.4.1 弱音 Dagesh7 

3.4.1.1 弱音 Dagesh 用於六個具有強弱音的字母，這六個字母以口訣稱為「被給的，可

怕得」，分別指 B G D K P T 這六個字母。這六個字母的發音年久失傳，目前只有三個

字母仍有強弱的兩種發音，另三個字母強弱音相同，但它們還是屬於「被給的，可怕得」

這類字母，必須按照這類字母的文法規則書寫。



t T p P k K d D g G b B 

t t f p ch k d d g g v b 



這六個字母在位於一個字的字首時，必須帶有 Dagesh。若它的前面又被加上別的字母，

它不位於字首，Dagesh 就不要了。 

例：tIy;B 是發 BA-yit 的音。  tIy;b.l 是發 le-VA-yit 的音。 

若前面一個字是以母音（a, e, i, o, u）的音結束，也不加 Dagesh。 

例：h'lWt.b h'r][:n 是發 naa-RA ve-tu-LA 的音。 

 

3.4.1.2 弱音 Dagesh 還用於字母 h。許多位於字尾的 h 沒有母音，是作為長音記號，不

發音。但少數必須發音的 h 就在中央加上一點作記號8，這個 H 就發 h 的音。 

例：H'd"y 是發 ya-DAH 的音。 

 

3.4.2 強音 Dagesh9 

                                                      
7 弱音 Dagesh 被稱為 Dagesh lene，希伯來文稱為 l;q vEg'D (Dagesh Kal / Qal)。 

8 這加入的一點被稱為 qyIP;m (Mapik)。 

9 強音 Dagesh 被稱為 Dagesh forte，希伯來文稱為 q"z'x vEg'D (Dagesh Chazak)。

3.4.2.1 強音 Dagesh 可以用於字母，表示「重複」這個字母，使發音較為容易。 

例：WN;t"n 發 Wn∣>n;t"n na-TAN-nu 的音，N 重複發音 N-n，前面的 >n 帶的 Sheva 不發音。 

3.4.2.2 強音 Dagesh 可以用於字母，「重複」這個字母以「彌補」另一個在文法變化中失落的字母。如介

詞 (從) !im(min) 與後面的字可以連結寫成一個字，連結時失落字母 ! (n)，後面的字要加上一個點

Dagesh，重複後面的字母，以彌補前面這個失落的字母。 

例：!im 和 ~Iy;r.cim (埃及) 連結成 ~Iy;r.ciMim (從埃及) 發音為 mim-mic-RA-yim。 



  

這部分的文法對於初學者並不重要，可以等到文法學習告一段落再補充學習，因此放在

註腳。 

 

3.5 五喉音字母 (r x h [ a) 

r x h [ a 這五個字母是由咽喉發聲，被稱為「五喉音字母」。

口訣：一個像Ｘ，一個像Ｙ，兩扇窗戶，一個半扇 

 

這五個字母不能在中央加上一點 Dagesh，因此往往造成變音。如定冠詞的寫法是字母 h

加上一橫母音 a 成為 ;h，並且連結定冠詞的字要在第一個字母上面加上 Dagesh，若是

連結定冠詞後面的第一個字母是五喉音字母，不能加上 Dagesh，則造成變音。 

例：vyia（男人）加上定冠詞 ;h（the），不是寫為 vyia;h，而是 vyia'h 發音為 ha-ISH。 

因為連結定冠詞的 vyia 第一個字母 a 是不能加 Dagesh 的喉音字，造成定冠詞變音，由 ;h

變成 'h。 

還有些其它的文法規則必須加上 Dagesh，遇上五喉音字母都會造成變音。 

 

3.6 喉音前的 Patach 

Patach 是希伯來文一短橫的母音 x;t;P 的音譯，若是一個字最後一個字母是喉音的 H、x

和 [，且在這三個字母的前面也沒有發a 的母音，這時會在這個字母前面加 Patach，

書寫在這個字母的右下角，往往也會寫在字母正下方。發音的時候，先發這個 a 的音，

再發喉音。這種母音並不算作母音，也不算一個音節，不能有重音，因此重音均放在此

字之前的音節。初學者只需要記得最常出現的 x 發 ach 即可。 

例：;xWr 發音是 RUach，此字只有一個音節。 

;[emov 發音是 sho-MEa 

 

發音練習 

;xelAs ;xyil'v ;xem'f ;xyiv'm ;xyir.B ;xir'B ;xOn ;xoK 

so-LEach sha-LIach sa-MEach ma-SHIach be-RIach ba-RIach NOach KOach 

;xWl ;xeQiP ;xAq ;xel ;Hob"G ;HAb"G ;H{l/a ;HAl/a 

LUach pi-KEach KOach LEach ga-VOah ga-VOah e-LOah e-LOah 

                                                                                                                                                                      

3.4.2.3 強音 Dagesh 可以用於字母，「重複」這個字母以表達字型變化的特徵。在希伯來文的動詞結構中

有所謂的「加強主動」le[iP (Piel)、「加強被動」l;[uP (Pual) 和「反身主動」le[;P.tih (Hitpael)，其特徵

就是在動詞的第二個字根上面加上一個 Dagesh 點，重複這個字根。 

例：Wr.B;D 發 Wr.B∣.B;D dab-be-RU 的音，.B 重複發音 b-be，兩個 Sheva，前面不發音，後面發 e 的音，現

在希伯來文發為 dab-RU。 

例：%eL;h.tih 是發 hit-hal-LECH，eL 重複發音 l-le，現代希伯來文發為 hit-ha-LECH。 

現代希伯來文的教學不那麼重視這類細微的發音差異，並不要求重複發音，聖經以現代讀音朗讀。 



  

 

3.7 重音 

希伯來文的重音不像其它語言那麼明確，大多數的字重音是在最後一個音節10，但是有

些字的重音不是在最後一個音節，而在倒數第二個音節11。在課文中，若是沒有說明的

單字就是在最後一個音節重音，若重音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以大寫標音。重音絕對不會

出現在倒數第三個音節。現代希伯來文有許多外來語，重音並不受此規則限制。 

在朗讀一篇希伯來文時，不需要每個字都明顯地讀出重音，通常只需要在最後結尾的字

讀出重音即可。 

 

發音練習 

以下的字在最後一個音節讀重音 

~yiayib>n ~yij'P.vim h'x'P.vim tAmeh.B ~yiv"n]a ~'h'r.b;a 

ne-vi-IM mish-pa-TIM mish-pa-CHA be-he-MOT a-na-SHIM av-ra-HAM 

 

以下的字在倒數第二個音節讀重音 

~Iy;l'vWr>y Wn.x:n]a d,b,[ #,r,a r;[:n %,l,m ~,x,l 

ye-ru-sha-LA-yim a-NACH-nu E-ved E-rec NA-ar ME-lech LE-chem 

 

3.8 Makef (字和字中間的一短橫) 

Makef 是希伯來文 @eQ;m（ma-KEF）的音譯，是指放在字與字之間的一條短短的橫線，

如同英文的 hyphen (-)，但寫的位置在字母的上緣。由 Makef 連結在一起的字，視為一

個字，只有保留最後一個字的重音，前面的字均失去重音。因為前面的字失去原有的重

音，可能造成母音的變化。 

例：yilAq tea 變音成為 yilAq-t,a 讀為 et ko-LI，重音在最後的字 yilAq。現代希伯來文通

常使用 t,a，因此本書採用這樣的寫法。 

 

3.9 段落結尾變音12 

這部分的文法初學者可以等到文法學習告一段落再補充學習，因此放在註腳。 

                                                      
10 重音在最後一個音節，希伯來文稱作 [;r.lim (Mil-ra)。 

11 重音在倒數第二個音節，希伯來文稱作 lye[.lim (Mil-el)。 

12 希伯來聖經把每句經文分成兩個段落，第一個段落結束的字會用一個（^）作記號，希伯來文稱為

a'T.x:n.t,a（et-NACH-ta）或 x"n.t;a (at-NACH)，放在這個段落最後一字的重音節母音左側。一節經文的結

束也是段落結尾，經節結尾的字用一個垂直的短豎（ * ）作記號，希伯來文稱為 qWLis（sil-LUK），放在

最後一個字的重音節母音左側，同時會有兩個菱形的點（`），希伯來文稱為 qWs'P @As SOF pa-SUK，意

思是「一節的結束」，放在最後。位於經文中間的段落結尾和整句經節結尾的字常會產生發音的改變。 

例：~Iy;m (MA-yim)在經文中間段落結尾和經節結尾時變音成為長音 ~Iy'm (MA-yim)。 



  

 

3.10 Meteg (字母下方的一豎)13 

這部分的文法對於初學者並不重要，可以等到文法學習告一段落再補充學習，因此放在

註腳。 

 

3.11 希伯來文母音符號表 

母音發音 希伯來文（以字母 a 代表一個字母） 

a 'a ;a ]a    

e yea y,a ea ,a /a .a 

i yia ia     

o Aa oa     

u Wa ua     
※ .a 在音節之首發 e 的音，在音節之尾不發音。 

 

雙母音發音 希伯來文（以字母 a 代表一個字母） 

ai y'a y;a  

oi yA   

ui yW   

 

                                                      
13 Meteg 是由希伯來文 g,t,m（ME-teg）翻譯而來的字，是指在字母下方的母音左側書寫的一條直直的短

豎，這條短豎通常表示次重音，且讀音暫停。這種暫停非常短，根本聽不出來，現在希伯來文文法不特

別講授這個發音規則，許多聖經版本也不印出這個符號了。

例：yih>y(:w 讀 va-ye-HI，Meteg 使 va 成為暫停，後面的 >y 發 ye 的音；若無 Meteg，則發 vay-HI 的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