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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  有無句和指示詞                         2019. 12. 02. 

 

本課文法內容： 

13.1 單字表
13.2 慣用語 

13.3 動詞「是」hyh
13.4 繼續談「有」和「沒有」 

13.5 否定詞 a{l 和 !yea 

13.6指示詞
 

 

13.1 單字表 

有 adv. vEy 湖、海 m. -yeM:y -~"y ~yiM:y ~"y 

沒有 adv. !yea 種子、後裔 m. （ZE-ra）-[;r<z（ZE-ra）[;r<z 

這／那 m.sg. h<z 夜晚 m. tAlyel（LAY-la）h'l.y;l 

這／那 f.sg. taOz 靈、風 m.f. （同前）-;xWr tAxWr（RUACH） ;xWr 

這些／那些 m.f.pl. （E-le）h,Lea 天 m. -yem.v（sha-MA-yim）~Iy;m'v 

看哪、這裡是 prep. hENih 地面 f. -t;m.d;a h'm'd]a 

鹽 m. （ME-lach）x;l,m 律法、訓誨 f. -t;rAT tArAT h'rAT 

 

一、「海」~"y 在聖經也用以指「西方」。 

二、「種子」[;r<z（ZE-ra）這個字沒有複數型，單數也可用作複數。加拉太書三章 16 節

保羅用此單數概念指亞伯拉罕的後裔不是眾人，乃是基督一人，是希伯來文的觀

念。「種子」也有「精子」的意思。現代希伯來文有複數型 -ye[.r:z ~yi['r>z。

三、「夜晚」h'l.y;l（LAY-la）雖是陽性，但卻帶著陰性字尾，可用「晚安」bAj h'l.y;l 

（LAY-la TOV）記憶。

四、「靈」;xWr（RUACH）這個字有時候用作陽性，有時用作陰性。

五、「律法」h'rAT 這個字是動詞「指示」hry 的名詞，是生活的指示、訓誨，翻譯成律

法過於沉重，但已經成為華人習慣用詞。猶太人用這個字稱呼聖經的頭五卷書，與

「先知」~yiayib>n（複數，單數 ayib"n）和「被寫的」~yibWt.K（被動分詞複數，可譯

為著作或書卷）合成希伯來聖經的三大部分，現代希伯來文取這三個字的第一個字

母組成一個新字「聖經」%" :n;T（Bible）。符號 " 表示這個字是縮寫字。 

六、「有」vEy 和「沒有」!yea 這兩個字不是動詞，現代希伯來文把它們歸類於副詞，希

伯來文的副詞原是屬於名詞，可以在字尾加人稱所有格，如 ^.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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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慣用語 

鹽海（死海）（ha-ME-lach）x;l,M;h ~"y    向海、向西  （YA-ma）h'M"y 

向天 （ha-sha-MAY-ma）h'm>y;m'V;h    這夜、今夜（tonight）（ha-LAY-la）h'l>y;L;h 

 

 

13.3 動詞「是」hyh 

動詞「是」hyh 在希伯來文的造句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它經常在句子的起頭，好像中

文的「那就是」或英文的 it happened，表達發生了的事情，聖經經常沒有翻譯出來，這

部分將會在第十七課介紹。此外，動詞「是」hyh 能夠用來表達希伯來文的「有」和「沒

有」的句子，在此我們先來看 hyh 的動詞變化。



未完成式 完成式 人稱代名詞

我將是 （eh-YE）h<y.h,a 我是 （ha-YI-ti）yityIy'h 我 yikOn'a  yIn]a

你將是 （tih-YE）h<y.hiT 你是 （ha-YI-ta）'tyIy'h 你 h'T;a

妳將是 （tih-YI）yIy.hiT 妳是 （ha-YIT）tyIy'h 妳 .T;a

他將是 （yih-YE）h<y.hIy 他是  （ha-YA）h"y'h 他 aWh

她將是 （tih-YE）h<y.hiT 她是  （hay-TA）h't>y'h 她 ayih

我們將是 （nih-YE）h<y.hIn 我們是 （ha-YI-nu）WnyIy'h 我們 Wn.x:n]a

你們將是 （tih-YU）Wy.hiT 你們是 （he-yi-TEM）~,tyIy/h 你們 ~,T;a

妳們將是     （tih-YE-na）h"ny<y.hiT 妳們是    （he-yi-TEN）!,tyIy/h 妳們 !,T;a

他們將是        （yih-YU）Wy.hIy 他們是       （ha-YU）Wy'h 他們 h'Meh  ~eh

她們將是    （tih-YE-na）h"ny<y.hiT 她們是       （ha-YU）Wy'h 她們 h"Neh





13.4 有無句  

有無句就是表達「有」和「沒有」的句子，希伯來文有無句的表達有兩類的方式，一類

是沒有明確時態（現在式）的「有」和「沒有」，另一類是以動詞 hyh 第三人稱表達「完

成式」（過去式）或「未完成式」（將來式）的「有」和「沒有」。 

 

 沒有表明時態 

（現代用法：現在式） 

完成式 

（現代用法：過去式） 

未完成式 

（現代用法：將來式） 

有 vEy hyh 第三人稱完成式 hyh 第三人稱未完成式

沒有 !yea 第三人稱完成式 a{l hyh 第三人稱未完成式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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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 沒有明確時態（現在式）的「有」和「沒有」 

沒有明確時態的「有」和「沒有」的表達在現代希伯來文當「現在式」使用，在聖經希

伯來文則依照上下文賦予句子的時態。這樣的「有」用 vEy 表達，vEy 如同英文的 there is

或 there are。vEy 這個字的寫法不需要配合所擁有的人或物變化。 

 

有一個男人在這田地。(There is a man in the field.)     `h,d'F;B vyia vEy 

有男人們在這田地。(There are men in the field.)      `h,d'F;B ~yiv"n]a vEy 

以上的句子，不論是「男人」或「男人們」，vEy 都不需要配合它而改變寫法。

 

沒有明確時態的「沒有」用 !yea 表達，!yea 如同英文的 there is no 或 there are no。 

!yea 這個字的寫法不需要配合所擁有的人或物變化。 

沒有一棟房子在這田地。(There is no house in the field.)    `h,d'F;B（BA-yit）tIy;B !yea 

沒有房子（複數）在這田地。(There are no houses in the field.)      `h,d'F;B ~yiT'B !yea 

不論是單數或複數的「房子」，!yea 都不需要配合它而改變寫法。

 

 

13.4.2 動作完成（過去式）的「有」和「沒有」 

希伯來文表達動作完成或未完成的有無句與中文的邏輯有很大的差別，往往使學習的人

有許多困擾。關鍵在於希伯來文將「被擁有的」作為句子的主詞使用。「有一棟房子在

這田地」希伯來文寫為「一棟房子他是在這田地」，動詞「是」要配合「一棟房子」寫

為「他是」。 

 

動作完成的「有」以動詞「是」hyh 的第三人稱「完成式」表達，這樣的句子在現代希

伯來文視為「過去式」，如同英文的 there was 或 there were。在聖經希伯來文視為動作已

經完成的「有」，其時態和語意依照上下文去翻譯。 

 

一棟房子（他過去）是在這田地。 

           (There was a house in the field.)    `h,d'F;B（BA-yit）tIy;B h"y'h 

翻譯為「（過去）有一棟房子在這田地。」表示「有」的狀態已經完成。 

 

房子（複數）（他們過去）是在這田地。 

         (There were houses in the field.)    `h,d'F;B ~yiT'B Wy'h 

翻譯為「（過去）有房子（複數）在這田地。」表示「有」的狀態已經完成。 

動詞「是」hyh 必須配合單數或複數的「房子」，改變寫法為「他是」或「他們是」，由

於「被擁有的」是主詞，動詞「是」hyh 均是第三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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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的表達只要在動詞前面加上否定詞 a{l 即可。 

一棟房子（他過去）不是在這田地。 

           (There was no house in the field.)  `h,d'F;B（BA-yit）tIy;B h"y'h a{l 

翻譯為「（過去）沒有一棟房子在這田地。」表示「沒有」的狀態已經完成。 

房子（複數）（他們過去）不是在這田地。 

               (There were no houses in the field.)    `h,d'F;B ~yiT;B Wy'h a{l 

翻譯為「（過去）沒有房子（複數）在這田地。」表示「沒有」的狀態已經完成。 

 

 

13.4.3 動作未完成（將來式）的「有」和「沒有」 

動作未完成的「有」以動詞「是」hyh 的第三人稱「未完成式」表達，這樣的句子在現

代希伯來文視為「將來式」，如同英文的 there will be 或 there shall be。在聖經希伯來文

視為動作尚未完成的「有」，其時態和語意依照上下文去翻譯。 

 

一隻牲畜（她將）是在這山上。 

            (There will be an animal on the mountain.)    `r'h'h l;[ h'meh.B h<y.hiT 

翻譯為「（將）有一隻牲畜在這山上。」表示「有」的狀態尚未完成。 

牲畜們（她們將）是在這山上。 

   (There will be animals on the mountain.)    `r'h'h l;[ tAmeh.B（tih-YE-na）h"ny<y.hiT 

 

翻譯為「（將）有牲畜們在這山上。」表示「有」的狀態尚未完成。 

以上兩個句子的動詞「是」hyh必須配合單數或複數的「牲畜」，改變寫法為「她將是」

或「她們將是」，這類寫法的動詞「是」hyh 均是第三人稱。

 

「沒有」的表達與完成式相同，在動詞前面加上否定詞 a{l 即可。 

一隻牲畜（她將）不是在這山上。 

             (There will be no animal on the mountain.)  `r'h'h l;[ h'meh.B h<y.hiT a{l 

翻譯為「（將）沒有一隻牲畜在這山上。」表示「沒有」的狀態尚未完成。 

牲畜們（她們將）不是在這山上。 

   (There will be no animals on the mountain.)  `r'h'h l;[ tAmeh.B（tih-YE-na）h"ny<y.hiT a{l 

翻譯為「（將）沒有牲畜們在這山上。」表示「沒有」的狀態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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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 某人擁有或沒有 

用於「某人擁有某物」或「某人沒有某物」的句子，希伯來文仍然是以「被擁有的」作

為主詞。「我有一隻狗」寫為「一隻狗屬於我」（現在式）；「我過去有一隻狗」，寫為「一

隻狗他過去是屬於我」（過去式），「我將有一隻狗」，寫為「一隻狗他將是屬於我」（未

來式）。「屬於」以介詞 .l（le）附加人稱代名詞表達，在第十六課將學習這種介詞寫法，

以及這類句子的說法。

 

 

13.5 否定詞 a{l 和 !yea 

否定詞 a{l 和 !yea 有不同的用法，a{l 用來否定「完成式」和「未完成式」動詞，!yea

除了在有無句中表達沒有時態的「沒有」之外，也用來否定沒有動詞的「名詞句子」和

「分詞」。這兩個否定詞各有其使用的領域，a{l 不能否定名詞句子和分詞，!yea不能否

定完成式和未完成式。



你統治這全地。 (You ruled all the land.) 

 `（ha-A-rec）#,r'a'h l'K l;[（ma-LACH-ta）'T.k;l'm h'T;a 

你沒有統治這全地。 (You didn't rule all the land.) 

`（ha-A-rec）#,r'a'h l'K l;[（ma-LACH-ta）'T.k;l'm a{l h'T;a 

這個句子使用完成式動詞，因此否定句要用 a{l 否定，不能用 !yea 否定。



你是一個國王。(You are a king.)              `（ME-lech）%,l,m h'T;a 

你不是一個國王。(You are not a king.)     `（ME-lech）%,l,m h'T;a !yea 

這個句子是沒有動詞的名詞句子，否定句要用 !yea 否定，不能用 a{l 否定。 

用 !yea 否定分詞的寫法將在第十八課介紹分詞的時候另作說明。 

 

 

13.6 指示詞

指示詞是「這」（this）、「那」（that）和複數的「這些」（these）和「那些」（those）。因

為中文沒有對應定冠詞（如英文 the）的翻譯用字，本書用「這」來表達定冠詞，定冠

詞也可以翻譯為「那」，定冠詞是表達名詞是否「確指」，與指示詞不同。



13.6.1 指示詞的種類 

希伯來文的指示詞分為「指示代名詞」和「指示形容詞」，以這個指示詞作為「代名詞」

或「形容詞」區分。「指示代名詞」代替一個它指示的名詞，「指示形容詞」是形容一個

它指示的「名詞」，這個名詞一定是「確指」的名詞，因此指示形容詞一定帶有定冠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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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代名詞（沒有定冠詞）

這／那（陽性單數） 這／那（陰性單數） 這些／那些（複數，陰陽性共用）

h<z (this/that) taOz (this/that) （E-le）h,Lea (these/those) 

指示形容詞（一定帶有定冠詞） 

這（陽性單數） 這（陰性單數）這些（複數，陰陽性共用）

h<Z;h (this) taOZ;h (this) （ha-E-le）h,Lea'h (these) 

那（陽性單數） 那（陰性單數） 那些（陽性複數） 那些（陰性複數）

aWh;h (that) ayih;h (that) （ha-HE-ma）h'Meh'h (those) 

~eh'h (those) 

（ha-HE-na）h"Neh'h(those) 

!eh'h (those)（現代使用） 

人稱代名詞「他」aWh、「她」ayih 和「他們」h'Meh（HE-ma）、~eh、「她們」h"Neh（HE-na）、!eh

在聖經中不作為「指示代名詞」使用。聖經中的「這....和這....」可翻譯為「這....和那....」，

「這些....和這些....」可翻譯為「這些....和那些....」，也就是 h<z、taOz 和 h,Lea 也用為指示

代名詞「那」和「那些」，現代希伯來文也如此使用。此外，現代希伯來文以 ~eh、!eh

作為指示代名詞「那些」使用。 

指示形容詞「那些」!eh'h 是現代希伯來文用字，聖經沒有使用。



這個就這樣說，那個就那樣說   `hok.B remoa h<z>w hok.B h<z r,maOY:w 
remoa 正說（分詞） hoK 如此 hok.B 以如此 r,maOY:w 和他說（列王紀上二十二 20）

這些靠車，那些靠馬         `~yisWS;b h,Lea>w b,k,r'b h,Lea 

~yisWs  sWs 馬（m.）  b,k,r 車（m.集合名詞）（詩篇二十 8）



13.6.1.1 指示代名詞 

「指示代名詞」就是這個指示詞作為它所指示名詞的「代名詞」，如「這／那是一個國

王。」(This/That is a king.)這個句子中的「這／那」就是「國王」的代名詞。指示代名

詞放在句子的最前面，後面會跟著一個動詞「是」，在沒有表明時態的句子裡，「是」省

略不寫，中文翻譯加上「是」。

這／那是一個國王。(This/That is a king.)       `（ME-lech）%,l,m h<z 

這個句子沒有表明時態，「是」省略不寫，翻譯為中文加入「是」。這類的句子在現代希

伯來文作為「現在式」，在聖經希伯來文依照上下文決定其時態。



「未完成式」的寫法相同，把「是」以「未完成式」書寫。

這些／那些將是祭司們。(These/Those will be priests.)     `~yIn]hoK Wy.hIy（E-le）h,Lea 

這類的句子在現代希伯來文作為「將來式」，在聖經希伯來文表示尚未完成的狀況，中

文視情況決定是否加上「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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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2 指示形容詞 

「指示形容詞」是指示詞作為「形容詞」用法，形容這個所指的名詞，此時並不是個句

子，如「這個國王」(this king)，使用「這」形容「國王」。指示形容詞必須放在所形容

名詞的後面，因此絕對不會寫在句子的起頭，而且這種用法的指示詞一定會加上定冠

詞，所形容的名詞也必須加上定冠詞。

這個國王(this king)      h<Z;h（ha-ME-lech）%,l,M;h 

那個母親(that mother)    ayih;h ~ea'h 

 

13.6.2 指示詞的造句 

指示詞不論作為指示代名詞或是指示形容詞，指示詞的單複數和陰陽性都必須與所描述

的名詞配合。如果使用動詞「是」，動詞與所指名詞的單複數和陰陽性也必須配合一致。



13.6.2.1 指示代名詞的句子 

這／那是一個少女。(This/That is a young woman.)                 `h'r][:n taOz 

這些／那些是少女們。(These/Those are young women.)     `tAr'[>n（E-le）h,Lea 

指示詞「這些／那些」沒有區分陰陽性，可以用於陽性或陰性複數名詞。



這／那過去是一扇城門。(This/That was a gate.)            `（SHA-ar）r;[;v h"y'h h<z 

這些／那些過去是城門（複數）。(These/Those were gates.)    `~yir'[.v Wy'h（E-le）h,Lea 



這／那將是一場審判。(This/That will be a judgement.)            `j'P.vim h<y.hIy h<z 

這些／那些將是奴隸們。(These/Those will be slaves.)     `~yid'b][ Wy.hIy（E-le）h,Lea 



13.6.2.2 指示形容詞的句子 

這個國王過去是一個奴隸。(This king was a slave.)   

                              `（E-ved）d,b,[ h"y'h h<Z;h（ha-ME-lech）%,l,M;h 

那個國王過去是一個奴隸。(That king was a slave.)   

  `（E-ved）d,b,[ h"y'h aWh;h（ha-ME-lech）%,l,M;h



這個少女將是一個母親。              `~ea h<y.hiT taOZ;h h'r][:N;h 
(This young woman will be a mother.)

那個少女將是一個母親。              `~ea h<y.hiT ayih;h h'r][:N;h
(That young woman will be a mother.)
我們記得這一天。(We remembered this day.)    `h<Z;h ~AY;h t,a（za-CHAR-nu）Wn.r;k"z 
我們記得那一天。(We remembered that day.)   `aWh;h ~AY;h t,a（za-CHAR-nu）Wn.r;k"z 
請注意，指示形容詞均放在所描述的名詞後面，且帶有定冠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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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的動詞 

%elea 4. a'r.q,a 3. r'moa 2. l;koa 1. 

a'c.miT 8. %{l.miT 7. x;QiT 6. h<y.hiT 5. 

yib.viT 12. yi[.deT 11. yIy.hiT 10. yi[.m.viT 9. 

x;QIy 16. %elEy 15. r;maOy 14. h<y.hIy 13. 

l;kaoT 20. [;m.viT 19. r;maoT 18. %eleT 17. 

[;dEn 24. roK>zIn 23. boT.kIn 22. x;T.pIn 21. 

Wx.T.piT 28. Wr.m.viT 27. W[.deT 26. Wb.veT 25. 

Wy.hIy 32. Wx.l.vIy 31. Wk.lEy 30. Wx.QIy 29. 





練習二請翻譯下列的名詞句子

`h,d'F;h t;m.d;a.B [;r<Z;h 2. `~ea yIn]a 1. 

`h,vom.K aWh vyia'h 4. `h'T;a yim 3. 

`yim\["n ~ea'h ~ev 6. `r'h'h h<z 5. 

`~"Y;h l;[ h'l>y;L;h ;xWr 8. `h'rAT;h taOz 7. 

`~Iy;r.cim !Ad]a hENih 10. `~Iy;m'V;h h,Lea 9. 

`!ehoK;h bel.B ayih h'rAT;h 12. `h<z h;m 11. 

`h'm'd]a'h yEn.P l;[ aWh ;xWr'h  14. `b'a'h hENih 13. 

`~'v Wn.x:n]a h'l>y;L;h l'k.B 16. `%,r,D;B r;f;h 15.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xWr vEy h'l>y;L;h 1. 

`;xWr h<y.hIy h'l>y;L;h  

`~Iy;r.cim.B [;r<z.K [;r<z !yea 2. 

`~Iy;r.cim.B [;r<z.K [;r<z h"y'h a{l  

`tAd'f>w ~yir'h vEy ~"Y;l %,r,D;B 3. 

`tAd'f>w ~yir'h Wy'h ~"Y;l %,r,D;B  

`h'rAT !yea ~,x,l !yea ~ia 4. 

`h'rAT h<y.hiT a{l ~,x,l h<y.hIy a{l ~ia  

`~Al'v bel !yea h'm'x.liM;h yemyiB 5. 

`~Al'v bel h"y'h a{l h'm'x.liM;h yemy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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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tWr ~ea'h ~ev>w boq][:y b'a'h ~ev 1. 

`aWh;h tIy;B;B ~:g>w h<Z;h tIy;B;B Wn.x:n]a ~yid'b][ 2. 

`loK;h t,a h'l.k'a r,v]a ~,x,L;h h<z 3. 

`h'r'f.l ~'h'r.b;a r;m'a r,v]a ~yir'b.D;h h,Lea 4. 

`r'B.diM;B Wl.kaoT ~,T;a r,v]a ~,x,L;h h<z lea'r.fIy yEn.B l,a h,vom r;m'a hoK 5. 

`~"Y;h l,a yiT.k;l'h r;[;V;h t,a yiT.x;t'P h'l>y;L;h ;xWr t,a yiT.[;m'v 6. 

`h'rAT;B ~yir'b.D;h l'K t,a [;deT z'a>w !ehoK;h h<y.hiT h'T;a ~ia 7. 

`dIw'D l,a [;r<Z;h t,a x;l.v,a z'a>w h'm'd]a'h l;[ a'c.m,a r,v]a [;r<Z;h t,a x;Q,a 8. 

`~,x,l tyeb.B v,p<n l;k.l h'b.t'K r,v]a h'Via'h taOz hENih 9. 

`!ehoK;h l,a yiTa'r'q z'a>w h<Z;h b,r,x'h t,a yikOn]a yityia'r 10. 



 

練習五  請試著翻譯下列的經文 

創二十一 17 r;[:N;h lAq-t,a ~yih{l/a [;m.vIY:w 
和他聽見 [;m.vIY:w 

~Iy;m'V;h-!im r"g'h-l,a ~yih{l/a %;a.l;m a'r.qIY:w 
夏甲 r"g'h  的使者 %;a.l;m  和他呼叫 a'r.qIY:w

r"g'h %'L-h;m H'l r,maOY:w 
對妳 %'L  對她 H'l  和他說 r,maOY:w

`~'v-aWh r,v]a;B r;[:N;h lAq-l,a ~yih{l/a [;m'v-yiK yia.ryiT-l;a 
妳不要害怕 yia.ryiT-l;a

1. 

申十八 3 ~'['h teaem ~yIn]hoK;h j;P.vim h<y.hIy h<z>w 
teaem 是 tea 和 !im 的組合

2. 

王上八 60 `dA[ !yea ~yih{l/a'h aWh hwhy yiK #,r'a'h yeM;[-l'K t;[;D !;[;m.l 
的知道 t;[;D 為了 !;[;m.l

3. 

詩一一八 24 `Ab h'x.m.fIn>w h'lyIg"n hwhy h'f'[ ~AY;h-h<z 
在它裡面 Ab  和讓我們高興 h'x.m.fIn>w  讓我們歡呼 h'lyIg"n

4. 

出二十 11 ~"Y;h-t,a #,r'a'h-t,a>w ~Iy;m'V;h-t,a hwhy h'f'[ ~yim"y-t,vev yiK 
`~'B-r,v]a-l'K-t,a>w 

在它們裡面 ~'B  六 t,vev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