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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複數                                         2019. 10. 21. 

 

本課文法內容： 

6.1 單字表 

6.2 連接詞「和」 

6.3 依附介詞 

6.4 複數名詞 

6.5 人稱代名詞「他們」和「她們」的動詞 

 

6.1 單字表 

日子、天 m.sg. ~Ay 兄弟 m.sg. x'a 

奴隸、僕人 m.sg. （E-ved）d,b,[ 姊妹 f.sg. tAx'a 

百姓、同胞 m.sg. ~;[ 地 f.sg. （E-rec）#,r,a 

摩押 f.sg. b'aAm 道路 m.sg.或 f.sg. （DE-rech）%,r,D 

穿過、越過 v. rb[ 他們 m.pl. ~eh（HE-ma）h'Meh 

打發、傳送 v. xlv 她們 f.pl. !eh（HE-na）h"Neh 

那裡 (there) adv. ~'v 山 m.sg. r;h 

一、adv.是英文「副詞」adverb 的縮寫。pl.是英文「複數」plural 的縮寫。 

請記住這些縮寫用法，以後的課文中會常常使用，不再說明。 

二、「地」#,r,a 是指整個地表，或指廣大的一片地，極少用為一小塊地。 

三、!eh 作為「她們」僅用在現代希伯來文，!eh 在聖經中是「看哪」（hENih）或「若」（~ia）

的意思。聖經中僅以 h"Neh 作為「她們」使用。 

四、「天」~Ay 可以指二十四小時的一天，或指白晝，或指一段時期。加上定冠詞的「天」

~AY;h 通常用為「今天」（today），也可譯為「這日」（the day）。 

五、「百姓」~;[ 加上定冠詞寫為 ~'['h。此字通常是指以色列人，也可用於外邦人。常

用於外邦人的是 ~IyAG yAG，但此字也可用於以色列人。 

 

 

6.2 連接詞「和」 

連接詞「和」在希伯來文是個大量被使用的字，這個字可以連結各種對等的詞類或句子。

希伯來文的「和」是以帶有 Sheva 的字母 >w 表示，發音為 ve，這個字不能單獨書寫，

必須連著它所連接的詞寫在詞首，這個字也絕對不會被夾在兩個詞中間書寫，它一定是

出現在一個詞或句子的最前面。 

如：  b'a 父親      b'a>w 和父親
     d,b,[ 僕人     d,b,[>w （ve-E-ved）和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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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詞「和」與定冠詞連用的時候，放在定冠詞之前。連接詞在與任何字連結的時候，

均是放在字首。 

如：   b'a'h 這父親        b'a'h>w 和這父親 

d,b,['h（ha-E-ved）這僕人       d,b,['h>w（ve-ha-E-ved）和這僕人 

 

這個連接詞 >w 的發音會隨著後面相連的字母改變發音，不論 w 帶著什麼母音，涵義都不

會改變。初學者不需要學習詳細的發音變化規則，有興趣研究的同學請參看註腳說明1。



 

6.3 依附介詞 

除了「獨立介詞」之外，有三個希伯來文的介詞是不能夠單獨書寫的字，它們必須與後

面的字連結書寫，這種介詞稱為「依附介詞」。 

在、奉（in）、用（with）               .B be 

像（like）、當 xx 的時候（as）                 .K ke 

到（to）、為（for）、藉（by）、屬、某某的（of）、按照（according to）  .l le 

 

這些介詞在句子裡面的翻譯非常彈性，往往必須按照中文的習慣用法選擇合適的用詞翻

譯出來，有時根本沒有翻譯出來。 

 

 

 

                                                      
1 連接詞 w 若是後面跟著的字母是唇音的 b p m（以ㄅㄆㄇ記），>w 就變為 W，發 u 的音。 

如：tIy;B 房子  tIy;bW 和房子   ~Iy;m 水  ~Iy;mW 和水 

連接詞後面若跟著 >y ye 則發音變成 yIw vi 的音。

如：h'dWh>y 猶大﹝地名﹞h'dWhyIw 和猶大  ~Iy;l'vWr>y 耶路撒冷﹝地名﹞ ~Iy;l'vWryIw 和耶路撒冷 

連接詞後面若跟著 y 以外的字母帶有 Sheva，發音成為 W，發 u 的音。 

如：leaWm.v 撒母耳﹝以色列先知的名字﹞ leaWm.vW 和撒母耳 

連接詞後面若跟著 Sheva 的合併母音，連接詞去掉合併母音的 Sheva，使用那個母音。 

如：yIn]a 我 yIn]a:w 和我  ~Ad/a 以東﹝地名﹞ ~Ad/a<w 和以東

例外：~yih{l/a 上帝  ~yih{laEw 和上帝

連接詞放在重音節之前，尤其是連結成雙的詞，會造成變音，成為 "w va。

如：h'l>y;l 夜 ~Ay 晝  h'l>y;l"w ~Ay 晝和夜   ['r 壞 bAj 好  ['r"w bAj 好和壞

連接詞後面是讀為 adonai 的耶和華（hwhy）這四個字母時（hwhy:w）發音變為vadonai。 

連接詞還會因著文法變化，成為 "w va 或 :w va，不論發音如何改變，涵義都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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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依附介詞的發音 

依附介詞通常帶著 Sheva 的音。 

如：在一個家族   h'x'P.vim.B     到兄弟那裡       x'a.l 

像一個國王   %,l,m.K （ke-ME-lech） 為大衛、藉大衛   dIw'd.l 

 

有時，隨著依附介詞後面連結的字，依附介詞會改變母音，但涵義不變。 

如：牲畜們     tAmeh.B    用牲畜們    tAmeh.biB （.B 變成 iB） 

國王們     ~yik'l.m     像國王們    ~yik'l.miK （.K 變成 iK）

耶路撒冷  ~Iy;l'vWr>y    到耶路撒冷  ~Iy;l'vWryil （.l 變成 il）（li-ru-sha-LA-yim） 

初學者不需要學習詳細的發音變化規則，有興趣研究的同學請參看註腳說明2。



6.3.2 依附介詞與定冠詞連用 

依附介詞與定冠詞連用的時候，合併書寫。定冠詞字母 h 消失，定冠詞所帶的母音放在

介詞底下，定冠詞的功能仍然存在。 

如：父親 b'a 加定冠詞 ;h 成為  b'a'h 這父親（the father）

再加上介詞 .l 成為  b'a'l 對這父親（to the father）

原來在定冠詞底下的母音 a 現在放在介詞 l 底下，定冠詞 h 消失。 

如：  tIy;B:B（ba-BA-yit）在這房子裡（in the house, at home）

ryi['l 到這城市（to the city）

%,l,M;K（ka-ME-lech）像這國王（like the king）

 

 

                                                      
2 這三個依附介詞的變音原則相同，以下說明所舉的例子均適用於三個依附介詞。 

依附介詞後面若是跟著 >y ye 則發音變成 yiB bi  yiK ki  yil li 的音。

如：h'dWh>y 猶大﹝地名﹞ h'dWhyiB 在猶大   ~Iy;l'vWr>y 耶路撒冷﹝地名﹞ ~Iy;l'vWryil 到耶路撒冷 

依附介詞後面若跟著 y 以外的字母帶有 Sheva，發音成為 iB bi  iK ki  il li 的音。 

如：leaWm.v 撒母耳﹝先知的名字﹞  leaWm.vil 對撒母耳 

依附介詞後面若跟著 Sheva 的合併母音，依附介詞去掉合併母音的 Sheva，使用那個母音。 

如：~Ad/a 以東﹝地名﹞  ~Ad/a,B 在以東

例外：~yih{l/a 上帝  ~yih{laeB 在上帝   ~yih{laeK 像上帝   ~yih{lael 對上帝 

依附介詞後面若跟著讀為 adonai 的耶和華（hwhy）這四個字母時，hwhy;B 發音變為 badonai，hwhy;K 發音

變為 kadonai，hwhy;l 發音變為 ladonai。 

依附介詞若後面跟著的母音是重音節（即第一個音節發重音或單音節的字），依附介詞的母音有時會成為

a 的長音，這種情況並不多見。 

如：t,b,v'l 坐（to sit）（t,b,v 重音在第一音節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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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動詞造句時，配合介詞的使用，能夠表達更豐富的涵義。在翻譯為中文的時候，要

留意是否有依附介詞和定冠詞合併的情況，不要遺漏定冠詞的翻譯。 

如：   `tIy;B;B h'd.m'[ t;B;h  這個女兒站在這個房子裡（in the house）。 

`ryi['l %;l'h vyia'h  這個男人走到這個城市（to the city）。

 

依附介詞與專有名詞連用時，專有名詞不能夠加上定冠詞，因此介詞不會與定冠詞合併。 

如：  ~Iy;r.cim.B（be-mic-RA-yim）在埃及（in Egypt） b'aAm.l 到摩押（to Moab）

 

6.3.3 依附介詞 .l 和獨立介詞 l,a 的替換用法

依附介詞 .l 有許多不同的涵義，在作為「到（某地）、對（某人說話）」（to）的時候，

可以改用獨立介詞 l,a 取代，但是不能兩個介詞一起使用。 

如：  b'aAm.l 到摩押 可以寫為  b'aAm l,a

 

這個男人越過一座山到一個城市。     `ryi[.l r;h r;b'[ vyia'h 

這個男人越過一座山到一個城市。   `ryi[ l,a r;h r;b'[ vyia'h 

 

 

6.3.4 介詞「從」!im 的依附用法 

介詞「從」!im 除了第五課介紹的獨立介詞用法外，也可以省略字母 !（nun）與後面的

字連結成為依附介詞，並且在所附字的第一個字母上加上一點 Dagesh。 

如：  b'aAm 摩押 加上介詞「從」!im 的依附寫法  b'aAMim 從摩押 

 

若所附的字第一個字母屬於不能加上 Dagesh 的五喉音字母（rxh[a），則介詞 im（mi）

變音為 em（me）。 

如：  vyiaem 從一個人

若所附的字是帶有定冠詞的字，介詞 !im 的依附寫法 im 或 em 不會與定冠詞合併。 

如：  %,l,M;h（ha-ME-lech） 這國王（the king） 

加上介詞「從」!im 的依附寫法  %,l,M;hem（me-ha-ME-lech）從這國王 

 

 

6.4 複數名詞 

希伯來文的複數名詞是由字尾和母音的變化而成，這些變化沒有固定的規則，但是也不

是漫無章法，看多了自然能夠找出其常態。代名詞的複數不是按照這樣的方式，而是由

另外一個字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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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陽性複數名詞 

陽性複數名詞通常是在字尾加上 ~yi---，這個字的母音也會改變。

如：  %,l,m（ME-lech） 國王     ~yik'l.m 國王們

r'b'D 話                  ~yir'b.D 話（複數） 

 

6.4.2 陰性複數名詞 

陰性複數名詞通常在字尾加上 tA---，這個字的母音也會改變。

如：  #,r,a（E-rec） 地     tAc'r]a 諸地 

~ea 母親             tAMia 母親們



以下是所有學過的名詞單複數表，以後每課的單字表都會提供您單複數寫法。 

 

字義和性別 複數 單數 字義和性別 複數 單數 

兄弟 m. ~yix;a x'a 父親 m. tAb'a b'a 

姊妹 f. tAy'x]a tAx'a 母親 f. tAMia ~ea 

男人 m. ~yiv"n]a vyia 地 f. tAc'r]a （E-rec）#,r,a 

牲畜 f. tAmeh.B h'meh.B 女人 f. ~yiv"n h'Via 

兒子 m. ~yIn'B !eB 房子 m. ~yiT'B （Ba-yit）tIy;B 

話 m. ~yir'b.D r'b'D 女兒 f. tAn'B t;B 

山 m. ~yir'h r;h 道路 m. f. ~yik'r.D （DE-rech）%,r,D 

國王 m. ~yik'l.m （ME-lech）%,l,m 家族 f. tAx'P.vim h'x'P.vim 

少男 m. ~yir'[>n （NA-ar）r;[:n 少女 f. tAr'[>n h'r][:n 

僕人 m. ~yid'b][ （E-ved）d,b,,[ 日子 m. ~yim"y ~Ay 

城市 f. ~yir'[ ryi[ 百姓 m. ~yiM;[ ~;[ 

※男人們 ~yiv"n]a 可以譯為「人們」。

 兒子們 ~yIn'B 可以譯為「孩子們」。

 

 

6.5 人稱代名詞「他們」和「她們」的動詞 

6.5.1 人稱代名詞「他們」和「她們」的動詞寫法相同，在所有動詞結構的完成式都是在

字根後面加上 W，但是母音會跟著改變。重音均在最後一個音節。 

如： 他們（她們）保守了。   `Wr.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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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過的動詞 

他們（她們）走了。 `Wk.l'h 他們（她們）打發了。 `Wx.l'v 

他們（她們）作王了。 `Wk.l'm 他們（她們）記得了。 `Wr.k"z 

他們（她們）保守了。 `Wr.m'v 他們（她們）站立。 `Wd.m'[ 

他們（她們）聽見了。 `W[.m'v 他們（她們）越過了。 `Wr.b'[ 

 

6.5.2 人稱代名詞「他們」和「她們」的動詞造句 

每個句子的動詞與主詞在「陰陽性」和「單複數」必須配合一致，人稱代名詞「他們」

和「她們」的動詞必須配合第三人稱陽性和陰性的複數名詞當主詞，或是使用另外寫出

的人稱代名詞「他們」和「她們」當主詞。 

如：國王們走了。   `Wk.l'h ~yik'l.m  或寫為   `~yik'l.m Wk.l'h 

他們作王了。     `Wk.l'm h'Meh   或寫為    `h'Meh Wk.l'm 

若沒有可以配合的名詞當主詞，也沒有另外寫出的人稱代名詞當主詞，主詞就是動詞所

帶有的人稱代名詞「他們」或「她們」。 

如：他們（她們）聽見了。   `W[.m'v 

 

 

6.5.3 主詞、動詞和受詞形成的句子 

一個完整的句子至少要有主詞和動詞，希伯來文的主詞和動詞可以用一個字寫完，這樣

的句子也可以增加受詞表達更多意思。

如：他們（她們）聽見了一句話。   `r'b'D W[.m'v   或寫為   `W[.m'v r'b'D 

 

以上這個句子裡，動詞「聽見」直接接著受詞書寫，有的動詞沒有直接連著受詞書寫，

必須加上一個介詞，介於動詞和受詞之間才能表達清楚句子的涵義。 

如：「走」（$lh）就不能夠直接使用受詞，必須加入介詞。 

他走到耶路撒冷。   `（li-ru-sha-LA-yim）~Iy;l'vWryil %;l'h aWh 

 

現在，您所學的已經可以造許多句子了。請看看下面的句子，熟悉句子的模式。 

這母親在家保守孩子們。  `（ba-BA-yit）tIy;B;B ~yIn'B h'r.m'v ~ea'h（tIy;B;h 也有家的意思） 

這女人們越過了群山到摩押。    `b'aAm.l ~yir'h Wr.b'[ ~yiv"N;h 

 

還可以使用連接詞連接句子的主詞或受詞，或連接句子，但連接的東西要對等。 

撒拉和亞伯拉罕站立在一座山。    

                   `r;h.B Wd.m'[ ~'h'r.b;a>w h'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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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打發兒子們和女兒們去埃及。  

 `（le-mic-RA-yim）~Iy;r.cim.l tAn'bW ~yIn'B h'x.l'v tWr 

這男人去摩押，這女人去耶路撒冷。 

           `（li-ru-sha-LA-yim）~Iy;l'vWryil h'k.l'h h'Via'h>w b'aAm l,a %;l'h vyia'h 



中文在翻譯連接詞的時候，往往配合中文的通順沒有譯出，或以「且」、「及」、「與」、「然

後」、「後來」、「但是」等字翻譯。

這個國王行走「且」聽見關於這百姓的話。  

                                `~'['h l,a ~yIr'b.D [;m'v>w %;l'h（ha-ME-lech）%,l,M;h 

這父親站立，「然後」他走到一個僕人那裡。

`（le-E-ved）d,b,[.l %;l'h aWh>w d;m'[ b'a'h 

這個少男不聽這父親，「但是」他聽這個少女。

`h'r][:N;l [;m'v aWh>w b'a'l [;m'v a{l（ha-NA-ar）r;[:N;h 

以上例句，否定詞 a{l（not）放在動詞前面否定這個動詞。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的名詞

ryi[ 3. h'Via 2. ~Ay 1. 

x'a 6. h'r][:n 5. tIy;B 4. 

t;B 9. h'meh.B 8. ~;[ 7. 

#,r,a 12. ~ea 11. %,r,D 10.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複數名詞

~yid'b][ 3. ~yix;a 2. ~yim"y 1. 

~yik'r.D 6. ~yiT'B 5. ~yir'[ 4. 

~yir'b.D 9. tAb'a 8. ~yIn'B 7. 

~yir'h 12. ~yiv"n]a 11. tAn'B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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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請將下列名詞的單數與複數相連

~yid'b][ f. ~;[ 6. ~yir'h a. r;h 1. 

~yik'r.D g. r'b'D 7. ~yiT'B b. ryi[ 2. 

~yir'b.D h. ~Ay 8. ~yIn'B c. !eB 3. 

~yim"y i. d,b,[ 9. tAn'B d. tIy;B 4. 

~yiM'[ j. %,r,D 10. ~yir'[ e. t;B 5.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b'aAm.B ~Ay r;k"z aWh>w #,r'a'l %;l'h vyia'h 1. 

`b'aAm.B ~yim"y Wr.k"z ~eh>w tAc'r]a;l Wk.l'h ~yiv"n]a'h 2. 

`dIw'd.l W[.m'v ~yiv"n]a:w i~;l'vWryiB %;l'm dIw'D 3. 

`~'Vim Wr.b'[ ~yiv"n]a>w ~yir'h Wd.m'[ 4. 

`~'v.l Wk.l'h ~yiv"n]a'h>w ~yir'[,h Wd.m'[ 5. 

`~yik'r.D Wr.b'[ ~yIn'B;h>w %,r,D h'r.b'[ t;B;h 6. 

`ryi['l Wr.b'[ ~eh>w ~yir'h,h l,a %,r,d.B Wk.l'h ~yid'b]['h 7. 

`ryi[.l h'r][:n ~'h'r..b;a x;l'v>w r;h.l r;[:n h'r'f h'x.l'v 8. 

`tAc'r]a:w ~yir'h r;b'[ aWh>w ~Iy;r.ciMim x'a'h r;b'[ 9. 

`%,l,M;h l,a>w ryi['h l,a %,r,D;B h'k.l'h tWr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