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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課  形容詞                                          2019. 12. 18. 

 

本課文法內容： 

14.1 單字表
14.2 形容詞介紹 

14.3 形容詞的表格
14.4 定語形容詞的寫法 

14.5 表語形容詞的寫法 

14.6如何區分定語和表語 

14.7 形容詞和指示形容詞合用 

14.8 副詞「非常」的用法 

14.9 形容詞的比較級句子
14.10 形容詞當名詞使用 

 

 

14.1 單字表 

有智慧的 adj. ~'k'x 一 adj. d'x,a 

非常 adv. doa.m 大的、偉大的 adj. lAd"G 

環繞 adv.prep. byib's 老的 adj. !eq"z 

在某某之下、代替 prep. （TA-chat）t;x;T 好的 adj. bAj 

利亞 f. h'ael 大的、多的 adj. b;r 

約瑟 m. @esAy 壞的 adj. [;r ['r 

一、adj.是英文「形容詞」adjective 的縮寫，請記得這個寫法。 

二、「一」d'x,a 如同英文的 one，這是數字正式的寫法。其他的數字用法與「一」不同，

將在第十九課說明。 

三、希伯來文的形容詞很少，在翻譯為華文時往往以其他字取代，如「好地」 

h'bAj #,r,a 譯為「美地」（申命記八 7），「他上帝的好手」h'bAJ;h wy'h{l/a d:y 譯為「他

上帝施恩的手」（以斯拉記七 9）。在翻譯上有「善」、「福」、「吉」、「妙」、「肥」、

「俊美」、「益處」、「喜悅」等，可見華文語彙之豐富。 

四、「利亞」h'ael 這個名字是外來語，源自有美麗長角的「北山羊」，學名 Capra ibex。

此字與字根「疲倦」hal 正巧相同，不被丈夫所疼愛的妻子真是「累阿」。

五、「約瑟」@esAy 的字根是「又、再、繼續」@sy。創世記三十 24 記載他的母親拉結給

他取這名字說：「願耶和華再增添我一個兒子」，後來果真生了便雅憫。

六、猶太教的「拉比」yiB;r（ra-BI）是由「偉大的人（教師）」b;r，加上所有格人稱字

尾「我的」y--- 所形成的字，意為「我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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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形容詞介紹 

形容詞是用來修飾名詞的一個詞，在使用上區分為「定語形容詞」（attributive adjectives）

和「表語形容詞」（predicative adjectives）兩種用法。 

定語形容詞的用法如： 

有智慧的父親      ~'k'x b'a  (a) wise father 

好的母親         h'bAj ~ea  (a) good mother 

老的祭司          !eq"z !ehoK  (an) old priest 

這些用法形成一個「詞」，而不是個「句子」。記住！「定」在那裡就是「詞」。 

 

表語形容詞的用法如： 

這位父親是有智慧的。    `~'k'x b'a'h  The father is wise. 

這位母親是好的。        `h'bAj ~ea'h  The mother is good. 

這位祭司是老的。         `!eq"z !ehoK;h  The priest is old. 

這些用法形成一個「句子」。這樣的句子是沒有表明時態的，依照上下文判斷其時態，

現代希伯來文視為「現在式」。中文翻譯通常要加上「是」。 

 

從以上的例子，細心的讀者會發現當修飾陰性的母親時，形容詞有些微的變化，成為一

個陰性單數的形容詞。希伯來文的形容詞有四種不同的寫法，分別是陽性單數、陰性單

數、陽性複數、陰性複數，而且這些不同的寫法極為規則。形容詞依照所修飾的名詞採

用與名詞一致的性別和單複數用字。 

 

好兒子（陽性單數）        bAj !eB  (a) good son 

好女兒（陰性單數）      h'bAj t;B  (a) good daughter  注意形容詞字尾 h'-- 

好兒子們（陽性複數）   ~yibAj ~yIn'B  good sons注意形容詞字尾 ~yi-- 

好女兒們（陰性複數）   tAbAj tAn'B  good daughters注意形容詞字尾 tA-- 

 

 

從這四個定語形容詞，您可以看出來除了陽性單數的形容詞沒有特別的字尾寫法外，其

餘的形容詞都有特定的字尾。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無特定字尾 h'-- ~yi-- tA-- 

bAj h'bAj ~yibAj tAb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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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形容詞的表格 

陰性複數 陽性複數 陰性單數 陽性單數 字義 

tA-- ~yi-- h'-- 無特定字尾  

沒有複數 沒有複數 t;x;a d'x,a 一 one 

tAlAd>G ~yilAd>G h'lAd>G lAd"G 大的 big 

tAneq>z ~yIneq>z h"neq>z !eq"z 老的 old 

tAbAj ~yibAj h'bAj bAj 好的 good 

tAB;r ~yiB;r h'B;r b;r 多的 many,much 

tA['r ~yi['r h'['r ['r [;r 壞的 bad 

tAm'k]x ~yim'k]x h'm'k]x ~'k'x 有智慧的 wise 

 

形容詞字尾的變化都是非常規則的，因此，若它所修飾的名詞也有規則變化的字尾，那

麼形容詞的音韻將與名詞字尾一致，產生美好的押韻（陽性單數除外）。 

好的話（陽性單數）       bAj r'b'D  (a) good word 

好的話（陽性複數）    ~yibAj ~yir'b.D  good words 

大的家族（陰性單數）       h'lAd>G h'x'P.vim  (a) big family 

大的家族們（陰性複數）    tAlAd>G tAx'P.vim  big families 

 

有些名詞的字尾不是規則變化，有陰陽顛倒的情況，然而修飾它的形容詞還是規則變

化，就很容易由形容詞判斷這個名詞的陰陽性。

好的父親（陽性單數）(a) good father              bAj b'a 

好的父親們（陽性複數）good fathers           ~yibAj tAb'a 

大的城市（陰性單數）(a) big city               h'lAd>G ryi[ 

大的城市（陰性複數）big cities               tAlAd>G ~yir'[ 

晚安（好的夜晚）（陽性單數）(a) good night       bAj（LAY-la）h'l>y;l 

 

 

14.4 定語形容詞的寫法 

14.4.1 定語形容詞的位置 

定語形容詞的寫法中，形容詞一定要放在所修飾名詞的後面。 

 

形容詞            不確指的名詞    

形容詞 + 定冠詞   確指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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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 定語形容詞修飾不確指的名詞 

定語形容詞修飾不確指名詞的時候，形容詞前面沒有定冠詞。 

有智慧的國王（陽性單數） (a) wise king        ~'k'x（ME-lech）%,l,m 

有智慧的女人們（陰性複數） wise women              tAm'k]x ~yiv"n 

 

14.4.3 定語形容詞修飾確指的名詞 

定語形容詞修飾確指名詞（帶有定冠詞、專有名詞、帶有所有格字尾）的時候，必須在

形容詞前面加上定冠詞。 

這個有智慧的這國王（陽性單數） the wise king      ~'k'x,h（ha-ME-lech）%,l,M;h 

這偉大的埃及（陰性單數）(the) great Egypt        h'lAd>G;h（mic-RA-yim）~Iy;r.cim 

這大房子（陽性複數）the big houses              ~yilAd>G;h ~yiT'B;h 

這好家族（陰性複數）the good families          tAbAJ;h tAx'P.viM;h 

 

14.4.4 定語形容詞修飾組合字 

形容詞修飾組合名詞的時候，依照形容詞的單複數和陰陽性判斷所修飾的名詞。 

大衛的這壞兒子們 the bad sons of David       ~yi['r'h dIw'D yEn.B 

壞大衛的這兒子們 the sons of bad David         ['r'h dIw'D yEn.B 

定語形容詞修飾組合字「大衛的這兒子們」dIw'D yEn.B，按照形容詞的單複數判斷形容詞

是修飾單數「大衛」或複數「的兒子們」。



這國王的這好女兒 the good daughter of the king      h'bAJ;h（ha-ME-lech）%,l,M;h t;B 

這好國王的這女兒 the daughter of the good king       bAJ;h（ha-ME-lech）%,l,M;h t;B 

定語形容詞修飾組合字「這國王的這女兒」%,l,M;h t;B，按照形容詞的陰陽性判斷形容詞

是修飾「這女兒」（陰性）或「這國王」（陽性）。 

 

14.5 表語形容詞的寫法 

14.5.1 表語形容詞的位置 

表語形容詞可放在所修飾的名詞前面或後面，修飾確指名詞的形容詞不需加上定冠詞。 

 

形容詞            不確指的名詞   

形容詞            確指的名詞     

或是形容詞寫在名詞的前面 

不確指的名詞     形容詞   

確指的名詞       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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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王是有智慧的。A king is wise. ̀（ME-lech）%,l,m ~'k'x 或  `~'k'x（ME-lech）%,l,m 

~'k'x %,l,m 也可能是定語形容詞「一個有智慧的國王」（a wise king），翻譯看上下文決定。 

 

14.5.2 表語形容詞修飾確指的名詞 

表語形容詞修飾確指的名詞（帶有定冠詞、專有名詞、帶有所有格字尾）不需要加上定

冠詞，就比較容易判定了。 

 

這個國王是有智慧的。The king is wise.    

   `~'k'x（ha-ME-lech）%,l,M;h 或  `（ha-ME-lech）%,l,M;h ~'k'x 

這個母親是偉大的。The mother is great.      `h'lAd>G ~ea'h 或  `~ea'h h'lAd>G 

拿俄米的丈夫是老的。The husband of Naomi is old. 

`!eq"z yim\["n vyia 或  `yim\["n vyia !eq"z 

 

複數的情況一樣，形容詞必須隨著所修飾的名詞變化。 

這母親們是偉大的。The mothers are great. 

                                   `tAlAd>G tAMia'h 或  `tAMia'h tAlAd>G 

這僕人們的眼睛是好的。The eyes of the servants are good. 

`tAbAj ~yid'b]['h yEnye[ 或  `~yid'b]['h yEnye[ tAbAj 

亞伯拉罕的兒子們是多的。The sons of Abraham are many. 

`~yiB;r ~'h'r.b;a yEn.B 或  `~'h'r.b;a yEn.B ~yiB;r 

 

14.6如何區分定語和表語 

定語和表語形容詞的區別要看它們的位置和定冠詞決定，如果一個形容詞寫在所修飾名

詞的前面，那麼它一定是表語形容詞。因為定語形容詞不能寫在所修飾名詞的前面。 

一個房子是好的。A house is good.            `tIy;B bAj 

這個妻子是有智慧的。The wife is wise.    `h'Via'h h'm'k]x 

 

如果形容詞有定冠詞，那就一定是定語形容詞，因為表語形容詞不需要加定冠詞。 

這好的路得  (the) good Ruth        h'bAJ;h tWr 

這好的這男人 the good man       bAJ;h vyia'h 

 

形容詞和名詞都沒有定冠詞，形容詞的位置在名詞後面的時候，有兩種可能，要按照句

子的上下文判斷。      lAd"G（NA-ar）r;[:n
一個少年人是高的。A young man is tall.   或  一個高的少年人 a tall young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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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形容詞和指示形容詞合用 

形容詞和指示形容詞一起使用的時候，指示形容詞放在最後，在中文翻譯的順位正好全

部反過來。 

這個老的這治理者 this old ruler                    h<Z;h !eq"Z;h r;F;h 

這個有智慧的這少女 this wise young woman    taOZ;h h'm'k]x;h h'r][:N;h 

 

14.8 副詞「非常」的用法 

「非常」doa.m 用來加強形容詞的強度，放在形容詞的後面，但是可以不緊跟著形容詞。

非常偉大的百姓 very great people          doa.m lAd"G ~;[ 

非常好（善良）的臉 very good face（臉雖是複數涵義單數）  doa.m ~yibAj ~yIn'P 

摩西是非常偉大的。Moses is very great.`doa.m lAd"G h,vom 或  `doa.m h,vom lAd"G 

 

14.9 形容詞的比較級句子 

希伯來文的形容詞沒有比較級的寫法，當句子要表達「比較」的時候，只需要用介詞

「比」!im 就可以了，與中文的用法相同。 

這個帳棚比那個帳棚大。This tent is bigger than that tent. 

 `aWh;h（ha-O-hel）l,hoa'h !im lAd"G h<Z;h（ha-O-hel）l,hoa'h 

拿俄米比路得老。Naomi is older than Ruth.         `tWr !im h"neq>z yim\["n 

  

介詞「比」!im 也可以與後面的名詞合併書寫。

亞伯拉罕比大衛高。Abraham is taller than David.    `dIw'Dim lAd"G ~'h'r.b;a 

 

 

14.10 形容詞當名詞使用

所有希伯來文的形容詞也是名詞，通常這種用法是指「人」而言。陰性的形容詞當名詞

就是女性，有男有女的集合使用陽性複數名詞。 

 

大人 老人（長老） 好人 壞人 有智慧的人（智者） 

lAd"G 

h'lAd>G 

~yilAd>G 

tAlAd>G 

!eq"z 

h"neq>z 

~yIneq>z 

tAneq>z 

bAj 

h'bAj 

~yibAj 

tAbAj 

['r 

h'['r 

~yi['r 

tA['r 

~'k'x 

h'm'k]x 

~yim'k]x 

tAm'k]x 

 

老人們在這城市。Old men are in the city.               `ryi['B ~yIneq>z 

這智者寫了一句話。The wise man wrote a word.     `r'b'D b;t'K ~'k'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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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性單數的 h'['r 在聖經中經常作為名詞，指稱壞的事情，譯為「災禍」。 

阿摩司書三 6b「若災禍將是在城裡，和耶和華沒有做麼（指不是耶和華所做的麼）」 

`h'f'[ a{l hwhyw ryi[.B h'['r h<y.hiT ~ia 








練習一 請辨認下列動詞的字根，並翻譯它們 

h<y.h,a 4. l;koa 3. yiT.r;m'a 2. yiT.k;l'm 1. 

a'r.qiT 8. boT.kiT 7. 'T.b;v"y 6. 'tyif'[ 5. 

yir.m.viT 12. yia.c.miT 11. tyia'r 10. .T;[;m'v 9. 

x;T.pIy 16. [;dEy 15. x;l'v 14. d;m'[ 13. 

x;QiT 20. 'T.b;t'K 19. h'k.l'h 18. h'k.l'm 17. 

rom.vIn 24. %elEn 23. Wnyil'[ 22. WnyIy'h 21. 

Wl.kaoT 28. Wk.l.miT 27. ~,T.r;b][ 26. ~,T.r;k>z 25. 

Wy.hIy 32. W[.dEy 31. W[.d"y 30. Wf'[ 29.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定語形容詞

~yibAj ~yIn'B 3. h'bAj tAx'a 2. bAj x'a 1. 

h'lAd>G;h d"Y;h 6. lAd"G ~"y 5. tAbAj tAn'B 4 

~'k'x,h vyia'h 9. tAlAd>G ~Iy:nye[ 8. ~yilAd>G;h ~yil'hoa'h 7. 

tAm'k]x ~yIn'P 12. ~yim'k]x;h ~yIn'hoK;h 11. h'm'k]x h'r][:n 10. 

~yIneq>Z;h ~yid'b]['h 15. h"neq>Z;h yim\["n 14. !eq"Z;h !Ad'a'h 13. 

h'B;r h'm'd]a 18. b;r ~Al'v 17. tAneq>Z;h @esAy yEn.P 16. 

h'['r'h h'Fia'h 21. tAB;r tAx'P.vim 20. ~yiB;r'h ~yiM;['h 19. 

tA['r'h ~yir'[em 24. tA['r'h ~yir'[,h 23. h'['r'h h'Via'l 22. 

h<Z;h lAQ;h 27. t;x;a l<g,r 26. d'x,a ~,x,l 25. 

h,Lea;h tAmeh.B;h 30. h,Lea'h ~Iy;M;h 29. taOZ;h %,r,D;h 28. 

~eh'h tAlyeL;h 33. ayih;h ~ea'h 32. aWh;h vaor'h 31. 

h<Z;h bAJ;h b'a'K 36. a<Z;h bAJ;h b'a'h 35. ~eh'h ~yij'P.viM;h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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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h<Z;h ~Aq'M;hem lAd"G aWh;h ~Aq'M;h 1. 

`tWr !im h'm'k]x ayih>w dIw'D !im h"neq>z h'ael 2. 

`b'aAm yEn]hoK !im ~yim'k]x Wy'h ~Iy;r.cim yEn]hoK 3. 

`h'x'P.viM;B ~yir'[>N;h l'K !im bAj @esAy 4. 

`~yiB;r'h ~yid'b]['h h,,Lea>w bAJ;h %,l,M;h h<z 5. 

`~eh'h ~yim"Y;h !im ~yibAj h,Lea'h ~yim"Y;h 6. 

`bAj ~Aq'M;h r;f bel yiK ~Aq'M;B b;r ~Al'v  7. 

`i~;l'vWryiB !eq"Z;h dIw'D ~yik'l.M;h yemyiB 8.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boq][:y hed.fil ~,x,L;h t,a Wn.x;q'l>w tIy;B;B bAj ~,x,l vEy yiK Wnyia'r d'x,a ~Ay 1. 

`doa.m bAj h"y'h hENih>w ~,x,L;h t,a Wn.l;k'a z'a>w lAd"G #e[ t;x;T Wn.b;v"y 2. 

`!eq"z b'a'h>w h'x'P.viM;B h'm'k]x ~ea !yea 3. 

`~yIn'B;h !yeB h'm'x.lim vEy>w h'rAT;h yej.P.vim !yea h<Z;h tIy;B;B 4. 

`h'm'x.lim Wf'[ ~eh>w lAd"G;h ~yIn]hoK;h lAq t,a W[.m'v a{l ~yi['r'h ~yir'F;h  5. 

`tAB;r tAmeh.B l;kaOn ~'v>w doa.m h'lAd>G ryi[ l,a %elEn Wn.x:n]a 6. 

`bAj loK;h yiK [;dea z'a>w byib's h'm'd]a'h t;x;T b;r b'h"z a'c.m,a yIn]a 7. 

`~yir'h,B Wb.v"y r,v]a h,Lea'h tA['r'h ~yiv"N;h l;[ b;t'K aWh 8. 




練習五請翻譯下列的經文

出十一 3 ~Iy'r.cim yEnye[.B ~'['h !ex-t,a hwhy !eTIY:w 

恩惠 !ex  和他給了 !eTIY:w 

doa.m lAd"G h,vom vyia'h ~:G 

`~'['h yEnye[.bW ho[.r;p-yed.b;[ yEnye[.B ~Iy;r.cim #,r,a.B 

法老 ho[.r;P 

1. 

創二十八 16 At"n.Vim boq][:y #;qyIY:w 

從他的睡眠 At"n.Vim  和他醒來 #;qyIY:w 

`yiT.['d"y a{l yikOn'a>w h<Z;h ~Aq'M;B hwhy vEy !ek'a r,maOY:w 

真的 !ek'a  和他說 r,maOY: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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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二十六 16 'tyif'[ r,v]a h<Z;h r'b'D;h bAj-a{l 

~,T;a t<w'm-yEn.b yiK hwhy-y;x 

死亡 t<w'm 永生的耶和華（耶和華的生命，發誓用詞）hwhy-y;x

hwhy ;xyiv.m-l;[ ~,kyEnod]a-l;[ ~,T.r;m.v-a{l r,v]a 

的受膏者 ;xyiv.m  你們的主 ~,kyEnod]a 

3. 

撒上二 17 hwhy yEn.P-t,a doa.m h'lAd>G ~yir'[>N;h ta;J;x yih.T:w 

與 -t,a  的罪惡 ta;J;x  和她是 yih.T:w 

`hwhy t;x>nim tea ~yiv"n]a'h Wc]aIn yiK 

的供物 t;x>nim  他們蔑視 Wc]aIn

4. 

撒下十九 32(33) .... h"n'v ~yInom.v-!,B doa.m !eq"z y;LIz.r;bW 

年歲 h"n'v  八十 ~yInom.v  巴西萊 y;LIz.r;B

`doa.m aWh lAd"G vyia-yiK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