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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文法課程：名詞和代名詞               2018. 09. 29. 

 

一、詞類和句子（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第四課） 

希伯來文的詞類與所有西方語言的詞類截然不同，這個語言如同阿拉伯語，主要的詞類

只有三大類：「名詞」、「動詞」和「虛詞」。形容詞、介詞、副詞等詞類在希伯來文均屬

於名詞，因此這些詞類均可在字尾附加代名詞所有格。「虛詞」是指沒有詞形變化的詞

類，包括定冠詞、連接詞和感嘆詞。 

 

希伯來文的句子的主詞、動詞、受詞、地方副詞和時間副詞均可以變更擺放的位置，把

強調的那個詞放在最前面的位置。 

 

二、名詞概念（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第四課） 

從前面的說明，我們就知道「名詞」在希伯來文的範圍很大，包括了形容詞、介詞和副

詞均是屬於名詞。在此，我們首先用西方語法所認定的名詞說明。 

 

名詞在希伯來文最重要的區分就是「性」、「數」、「格」和「確」。 

「性」是陰陽性別，每個名詞不是陰性，就是陽性，沒有中性名詞。 

「數」是數目，單數和複數是最普遍的，有的名詞有雙數。 

「格」是格位，分主格、屬格﹝所有格﹞、直接受格和間接受格。 

「確」是確指或不確指，確指即說話的雙方都知道所說的名詞是哪一個。 

 

三、名詞的性別（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第四課） 

1. 陰性名詞 

陰性名詞有兩種特定的字尾寫法： 

(1) 字尾是 a 長音的 。

女人 f. sg.  牲畜 f. sg. 



(2) 字尾是 。

女兒 f. sg.  真理 f. sg. 

 

(3) 有些陰性名詞沒有常用的陰性字尾，這就必須特別留意。 

母親 f. sg.  城市 f. sg. 
 

2. 陽性名詞 

陽性名詞沒有特定的字尾寫法，因此若一個名詞沒有明顯的陰性字尾，就可能是個陽性

名詞。正確的判定一個字的陰陽性還是查字典最可靠。 

男人、丈夫 m.sg.  兒子 m.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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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詞的數量（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第六、二十八課） 

名詞的數量分為單數和複數，少數名詞具有雙數。陽性名詞通常以 結尾，陰性名

詞通常以  結尾。 

話 m. sg.  話（複數） m. pl. 

牲畜 f. sg.  牲畜（複數） f. pl 

 

一隻手 f. sg.  一雙手 f. dual  手 f. pl. 

一天 m. sg.  兩天 m. dual  日子 m. pl. 

 

五、名詞的格位 

名詞在句子裡面，主格作出動詞的動作，所有格表達擁有，直接受格是直接接受動作的

名詞，間接受格是間接接受動詞動作的名詞。 

 

1. 主格和所有格，在聖經希伯來文以絕對字型和組合字型表達。 

通常西方語文的名詞在希伯來文稱為「絕對字型」，希伯來文另有「組合字型」，是用來

與別的名詞組合使用。如：「國王」是絕對字型，「的國王」就是組合字型。「國王的兒

子」 這個組合字中，「國王」是絕對字型，「的兒子」是組合字型。 

絕對字型和組合字型，有的單字寫法相同，有的僅有微小差異，有的差異較大。 

 

（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第九、十課） 

字義 複數組合字型 單數組合字型 複數絕對字型 單數絕對字型 

國王 m. （的國王們） （的國王） （國王們）（國王）

兒子 m. （的兒子們） （的兒子） （兒子們） （兒子）

女人 f. （的女人們） （的女人） （女人們） （女人）

父親 m. （的父親們） （的父親） （父親們） （父親）
※表格中的短橫槓（），表示此字是組合字型，在句子裡不需要寫出。 

 

3. 直接受格（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第八、十六課） 

直接受格就是可以直接接受動詞動作的名詞，與動詞之間無須放置介詞。希伯來文有特

別指出「確指直接受詞」的記號。當一個「確指的名詞」（有定冠詞、有代名詞所有格

或專有名詞）作為句子的「直接受詞」時，必須在這個名詞前面加上一個記號 。這

個記號使人在辨認句子的結構時，很容易就能夠認出直接受詞。放在這個直接受詞

前面，與這個直接受詞成為不能分割的關係，當句子的各個字調換位置書寫的時候，
一定要與這個直接受詞一起移位。也可以寫成，意思相同，聖經中在 Makef（）
之前寫為，沒有 Makef 則寫。中文無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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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國王說了這句話。 The king said the word.    
以上這個句子也可以寫成  
寫在前面的字，就是作者要強調的字，使這個語文很容意表達作者強調的字。 

 

4. 間接受格在希伯來文就以介詞 （to）加在名詞前面表達。 

  給國王（to a king）  
 他給國王一個餅。 He gave a bread to a king.  

  

六、人稱代名詞（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第七、十五、十六、二十二課） 

人稱代名詞是用來代替前述言論中所指的名詞而使用的代稱。希伯來文的人稱代名詞不

僅可以用以代表「人」，還可以代表神明、石頭等任何名詞，人稱代名詞區分不同的「人

稱」和「格位」，共有十種人稱、四種格位。  

 

1. 主格人稱代名詞的寫法 

人稱 / 單複數 複數 單數 

第一人稱 我們 m.或 f. pl.  我 m.或 f. sg. , 

第二人稱 你們 m. pl.  你 m. sg. 

第二人稱 妳們 f. pl.  妳 f. sg. 

第三人稱 他們 m. pl. , 他 m. sg. 

第三人稱 她們 f. pl. ,（現代用）她 f. sg. 

 

2. 所有格人稱代名詞以字母加在名詞字尾表示，按照不同的人稱加上不同的字尾字母。

這些代名詞所有格字尾是加在名詞的「組合字型」上。加在單數名詞後面的字母與加在

複數名詞後面的字母是相同的。 

聲音          房子            

的聲音       的房子        附加字尾 人稱 

我的聲音          我的房子          我的 

你的聲音    你的房子    你的 

妳的聲音         妳的房子         妳的 

他的聲音          他的房子          他的 

她的聲音         她的房子         她的 

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房子       我們的 

你們的聲音      你們的房子      你們的 

妳們的聲音       妳們的房子       妳們的 

他們的聲音        他們的房子        他們的 

她們的聲音        她們的房子        她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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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接受格人稱代名詞（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第十六課） 

中文 英文 希伯來文 附加字尾 

我 me  

你 you (m.sg.)  

妳 you (f.sg.)  

他（祂、牠、它） him  

她（祂、牠、它） her  

我們 us  

你們 you (m.pl.)  

妳們 you (f.pl.)  

他們（牠們、它們） them (m.pl)  

她們（牠們、它們） them (f.pl.)  

※直接受格人稱代名詞是以確指直接受詞的記號 加上代名詞字尾而產生。

 

4. 間接受格人稱代名詞（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第十六課） 

我 你 妳 他 她 

    發音 lah

我們 你們 妳們 他們 她們 

    

※間接受格人稱代名詞是以依附介詞  加上代名詞字尾而產生。

 

七、定冠詞（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第五課） 

定冠詞如同英文的 the，表達此名詞是否「確指」，定冠詞與名詞息息相關。希伯來文的

定冠詞不能單獨書寫，必須與所確指的名詞相連，寫在這個名詞前面，用字母 加上

一橫的母音 a 表明，並在確指名詞的第一個字母中央加一點。 

定冠詞 ‧ 放在 兒子 之前，就成為  （the son） 

有些單字加上的定冠詞會產生變音，成為  或 。 

定冠詞能夠與依附介詞合併書寫，如 （to the king）是介詞 與定冠詞 合併。 

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不能加上定冠詞，如大衛 

 

希伯來文沒有不定冠詞，如英文的 a, an，因此單數名詞可以看情況加上不定冠詞翻譯。 

 可以翻譯為「國王」（king）或「一個國王」（a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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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係代名詞 （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第八課）
在中文沒有使用關係代名詞，英文有許多的關係代名詞，如 who, what, which, where, 

whom 等等，希伯來文的 就如同所有這些英文關係代名詞的用法。關係代名詞通

常放在一個名詞之後，引導一個詞或是一個句子來描述這個名詞。 可以用取
代，與後面的字連結，作為關係代名詞或 that 使用。



1. 關係代名詞  描述受詞 

我走到我曾居住在那裡的房子。  
I went to the house where I lived there. 

 

2. 關係代名詞描述主詞 

關係代名詞除了可以描述受詞外，也可以描述主詞。

我曾居住的這房子是在這田野。    
The house where I lived was in the field. 

 

3. 關係代名詞與確指的直接受詞記號 連用

能夠放在一個動詞後面，引導一個句子當作這個動詞的受詞。

我記得我所作的。 I remembered what I d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