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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課 複數名詞人稱代名詞所有格                       2022. 11. 07. 

 

本課文法內容： 

22.1 單字表
22.2 慣用語 

22.3直接受詞人稱代名詞和 !yea、hENih、l'K 加人稱代名詞字尾

22.4 否定字 !yea 帶有字尾的用法 

22.5「看哪」hENih 帶有字尾的用法

22.6「全部、所有」l'K 帶有字尾的用法 

22.7 複數名詞加上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 

22.8 總是用複數的名詞 

 

 

22.1 單字表 

計算 v. rps 光 m. -rAa rAa 

破壞 v. rbv 櫃子 m. -!Ar]a !Ar]a 

恩惠 m. !ex 世代 m. tArAD rAD 

清早、早上 m. (BO-ker)r,qoB 合約、盟約 f. -tyir.B tyir.B 

黃昏、晚上 m. (E-rev)b,r,[ 約會 m. -yed][Am ~yid][Am de[Am 

月亮 m. ;xer"y 月份、新月 m. （同前）-v,dox ~yiv'd|x(CHO-desh)v,dox 

內臟、裡面 m. (KE-rev)b,r,q 新的 adj. tAv'd]x ~yiv'd]x h'v'd]x v'd'x 

真理 f. (e-MET)t,m/a 工作、事奉 f. -t;dAb][ h'dAb][ 

 

一、「櫃子」!Ar]a 常指耶和華的「法櫃」tude['h !Ar]a 或稱「約櫃」tyir.B !Ar]a。「法櫃」

的 tude[ 乃是「法度、見證」的意思 ，通常寫為 tWde[。

二、「世代」rAD 的複數 tArAD 也可寫成 toroD。

三、「盟約」tyir.B 就是新舊約的「約」字，耶利米書三十一 31「新的約」h'v'd]x tyir.B，
指稱新約聖經要加上定冠詞 h'v'd]x;h tyir.B;h，猶太人不稱自己的經典是「舊約」，

乃以律法、先知和著作的第一個字母，稱之為 %″ :n;T（Bible）。
四、「約會」de[Am 是由動詞「約定」d[y 而來，強調的是約定的時間，亦可視為節日。

「節期」g'x 則是指猶太三大節期（逾越節、七七節和住棚節），是由字根 

「守節」ggx 而來。「會幕」即是「約會的帳棚」de[Am l,hoa。 

五、「月份、新月」（CHO-desh）v,dox 有組合字「月朔」（月的頭） v,dox vaor，指陰曆

每個月的第一天，猶太曆法以月亮為曆，如同早期華人的習慣。

六、「早上」r,qoB（BO-ker）和「晚上」b,r,[（E-rev）加上形容詞「好的」bAj，成為「早

安」bAj r,qoB 和「晚上好」bAj b,r,[。「晚安」則為（LAY-la tov）bAj h'l>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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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慣用語 

蒙恩（在某某人的眼中找到恩惠，指被某人喜愛）      -yEnye[.B !ex acm 

拉結在雅各的眼中找到恩惠（雅各喜愛拉結）。    `boq][:y yEnye[.B !ex h'a.c'm lex'r 

 

22.3 直接受詞代名詞和 !yea、hENih、l'K 加人稱代名詞字尾 

熟悉第十六課介紹的直接受詞代名詞字尾（16.3），對於本課的學習很有幫助。

我 你 妳 他 她 我們 你們 妳們 他們 她們

yi--- ^--- %--- A--- H--- Wn--- ~,k--- !,k--- ~--- !--- 

yitAa 

o-TI 

^.tAa 

ot-CHA 

%'tAa 

o-TACH 

AtAa 

o-TO 

H'tAa 

o-TAH 

Wn'tAa 

o-TA-nu 

~,k.t,a 

et-CHEM 

!,k.t,a 

et-CHEN 

~'tAa 

o-TAM 

!'tAa 

o-TAN 



22.3.1 !yea、hENih、l'K 加人稱代名詞字尾

否定字 !yea、「看哪」hENih 和「全部、所有」l'K 也可以加上代名詞字尾。1

的全部   -l'K 看哪（這裡是）  hENih 不是、沒有  !yea 

我的全部 yiLuK 

(ku-LI) 

看哪我 2(hi-ne-NI) yIn>nih 

(hi-NE-ni) yInENih 

(hi-NE-ni) yIN<Nih 

我不是 (e-NE-ni) yIN<nyea 

你的全部 ^.LuK 看哪你 (hin-CHA) ^>Nih 你不是 ^>nyea 

妳的全部 %'LuK 

%eLuK 

看哪妳 (hi-NACH) %"Nih 

(hi-NECH) %ENih 

妳不是 %Enyea 

他的全部 ALuK 看哪他 (hi-NO) ANih 

(hi-NE-hu) WhENih 

他不是 (e-NE-nu) WN<nyea 

她的全部 H'LuK 看哪她 (hi-NA) h"Nih 她不是 (e-NE-na) h"N<nyea 

我們的全部 Wn'LuK 

(ku-LA-nu) 

看哪我們 (hi-ne-NU) Wn>nih 

(hi-NE-nu) WnENih 

（hi-NE-nu) WN<Nih 

我們不是 (e-NE-nu) WN<nyea 

你們的全部 ~,K.LuK 看哪你們 (hin-CHEM) ~,k>Nih 你們不是 ~,k>nyea 

妳們的全部 !,K.LuK 看哪妳們 (hin-CHEN) !,k>Nih 妳們不是 !,k>nyea 

他們的全部 ~'LuK 看哪他們 (hi-NAM) ~"Nih 他們不是 ~"nyea 

她們的全部 !'LuK 看哪她們 (hi-NAN) !"Nih 她們不是 !"nyea 

 
1 加字尾人稱的「全部」和「看哪」單字中的 L 和 N 是強音 Dagesh，要「重複」發音，請參看 3.4.2 註

腳說明。現代希伯來文沒有重複此發音，以上表格以現代發音標注。 

例：yInENih 發 yInEn∣ >nih 發 hin-NE-ni 的音，現代希伯來文沒有重複讀，發為 hi-NE-ni。 

例：yiLuK 發 yil∣.luK 發 kul-LI 的音，現代希伯來文沒有重複讀，發為 ku-LI。 
2 yIn>nih 這個字連續出現子音字母，因此 >n 的 Sheva 要發音，請參看 3.2 註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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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否定字 !yea 帶有字尾的用法 

否定字 !yea 不能夠用來否定完成式或未完成式動詞，它是用來否定沒有動詞的名詞句

子，它也可以用來否定分詞。當 !yea 用來否定一個代名詞的時候，可以與這個代名詞合

寫成一個字。



他是你的兒子。       `^>niB aWh 

他不是你的兒子。  `^>niB aWh !yea 通常寫為  `^>niB（e-NE-nu）WN<nyea

這先知正在看。                   `h,aAr ayib"N;h 

這先知不是正在看。           `h,aAr !yea ayib"N;h 

這先知他不是正在看。        `h,aAr（e-NE-nu）WN<nyea ayib"N;h 

 

我們正在看。         `~yiaAr（a-NACH-nu）Wn.x:n]a 

我們不是正在看。      `~yiaAr（e-NE-nu）WN<nyea
我們不是先知。       `~yiayib>n（e-NE-nu）WN<nyea 

他不是先知。           `ayib"n（e-NE-nu）WN<nyea 



請注意！「他不是」和「我們不是」寫法同為（e-NE-nu）WN<nyea，必須按照句子的其他

字或上下文判斷是哪個意思。

 

22.5「看哪」hENih 帶有字尾的用法 

帶有字尾的「看哪」hENih 通常放在主詞位置，可以用來強調分詞的動作。「看哪我」（我

在這裡）yInENih 這個字可以單獨使用。



看哪我正站立在你面前。     `（le-fa-NE-cha）^y<n'p.l demA[（hin-NE-ni）yInENih 

看哪它們正被寫在這律法上。             `h'rAT;B ~yibWt.K（hin-NAM）~"Nih 



以賽亞書六 8「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yInex'l.v yIn>nih（hi-ne-NI  she-la-CHE-ni） 

「請差遣我」乃是動詞「差遣」表達懇求的命令式「你要差遣」x'l.v 加上受詞「我」yIn，

這種在動詞後面加上直接受詞字尾的用法將在第二十七課說明。

 

「看哪」hENih 的翻譯，通常先譯為「看哪」，再看情況看是否可以翻譯為「這裡是」。這

個字表達的不是「看」這個動作，而是表達沒有想到的情況，有時被翻譯為「不料」，

許多時候，和合本沒有把這個字翻譯出來，和合本修訂版均譯出來了。 

 



 4 

創世記二十二 13 

... lIy;a-hENih>w a.r:Y:w wy"nye[-t,a ~'h'r.b;a a'FIY:w 

亞伯拉罕抬他的雙眼，他看，不料，一隻公羊....  

「他抬」a'FIY:w 是「抬、舉、背負」afn（第二十七課單字）反轉 vav 未完成式  

 

 

22.6「全部、所有」l'K 帶有字尾的用法 

帶有字尾的「全部、所有」l'K 可以用來當主詞或受詞，或作強調用法。這個字按照句

子的上下文也可以翻譯為「整個」。

 

我們全部是一個人的兒子們。（創世記四十二 11） `d'x,a-vyia yEn.B（ku-LA-nu）Wn'LuK 

我給這國王它們全部。（我把它們全部給這國王。） 

`（la-ME-lech）%,l,M;l ~'LuK t,a（na-TA-ti）yiT;t"n 

我看見了這海它全部。（我看見了這整個的海）  `ALuK ~"Y;h t,a（ra-I-ti）yityia'r 

 

 

22.7 複數名詞加上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 

第十五課介紹了代名詞所有格字尾可以加在單數名詞後面，加在複數名詞後面的人稱字

母大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名詞和所有格之間多一個字母 y。這個增加的 y 影響了重音位

置，字尾附加的人稱「你」^y, 、「妳」%Iy; 、「她」'hy, 和「我們」Wn 重音均在倒數第二

音節。課本附錄表格的所有格人稱字尾也是如此發音。 

 

所有格人稱字尾寫法 

我的 你的 妳的 他的 她的 我們的你們的妳們的 他們的 她們的

y--- ^--- %--- w---  'h--- Wn--- ~,k--- !,k--- ~--- ~,h--- !--- !,h--- 

複數名詞加上「他的」用 w---，「她的」用 'h---。 

 

 

22.7.1 複數名詞字尾是 ~yi--- 加上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 

字尾是 ~yi--- 的複數名詞（通常是陽性）加上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時，這個 ~yi-- 的

字尾消失，所有格加在這個名詞上面，在所有格和名詞之間多一個字母 y，這個多出來

的字母 y 可以幫助我們認出來這個名詞是「複數」。通常加上了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

會造成母音的改變。 

 

 



 5 

 

兒子 

!eB 

我的兒子 你的兒子 妳的兒子 他的兒子 她的兒子

yIn.B ^>niB %En.B An.B H"n.B 

我們的兒子 你們的兒子 妳們的兒子 他們的兒子 她們的兒子

WnEn.B 

be-NE-nu 

~,k>niB !,k>niB ~"n.B !"n.B 



兒子們

~yIn'B 

我的兒子們 你的兒子們 妳的兒子們 他的兒子們 她的兒子們 

y:n'B ^y<n'B 

ba-NE-cha 

%Iy:n'B 

ba-NA-yich 

wy"n'B 

 ba-NAV 

'hy<n'B 

ba-NE-ha 

我們的兒子們 你們的兒子們 妳們的兒子們他們的兒子們 她們的兒子們

WnyEn'B 

ba-NE-nu 

~,kyEn.B !,kyEn.B ~,hyEn.B !,hyEn.B 

 

請注意以上個表格中「我的兒子」yIn.B 和「我的兒子們」y:n'B 之間的細微差異。由於人稱

代名詞所有格「我的」本身就是 y 字母，因此另外加上的 y 字母省略。



另外，還有一些名詞也需要留意，在本書後面附錄的表格中，您可以找到名詞加上所有

格字尾的寫法。 



兄弟           x'a       器皿             yil.K 

我的兄弟      yix'a       我的器皿（單數）聖經沒有使用

我的兄弟們    y;x;a     我的器皿（複數）  y;leK 

 

 

22.7.2 複數名詞字尾是 tA--- 加上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

字尾是 tA--- 的複數名詞（通常是陰性）加上代名詞所有格字尾時，這個 tA-- 的字尾

仍然存在，所有格加在這個 tA--- 字尾後面，在所有格和名詞之間還是要多一個字母 

y。通常加上了代名詞所有格字尾會造成母音的改變。 

 

女兒

t;B 

我的女兒 你的女兒 妳的女兒 他的女兒 她的女兒

yiTiB ^.TiB %eTiB ATiB H'TiB 

我們的女兒 你們的女兒 妳們的女兒 他們的女兒 她們的女兒

WneTiB 

bi-TE-nu 

~,k.TiB !,k.TiB ~'TiB !'T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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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們

tAn'B 

我的女兒們 你的女兒們 妳的女兒們 他的女兒們 她的女兒們

y;tAn.B ^y,tAn.B 

be-no-TE-cha 

%Iy;tAn.B 

be-no-TA-yich 

wy'tAn.B 

be-no-TAV 

'hy,tAn.B 

be-no-TE-ha 

我們的女兒們你們的女兒們 妳們的女兒們 他們的女兒們 她們的女兒們

WnyetAn.B 

be-no-TE-nu 

~,kyetAn.B !,kyetAn.B ~,hyetAn.B !,hyetAn.B 

 

有的複數名詞加上的所有格字尾與課文中介紹的稍有不同，您可以在附錄的表格中找到

您學過的名詞（不包括專有名詞）加上所有格字尾的寫法。 

 

 

22.8 總是用複數的名詞 

有些希伯來文雖然有單數名詞，但是總是使用複數名詞，例如「臉」h<n'P 和「生命」y;x。

 

臉（複數）         ~yIn'P             生命（複數）        ~yIY;x 
我的臉              y:n'P             我的生命              y:Y;x 
你的臉        （pa-NE-cha）^y<n'P     你的生命       （cha-YE-cha）^y<Y;x 
我們的臉      （pa-NE-nu）WnyEn'P      我們的生命     （cha-YE-nu）WnyEY;x 

其餘的代名詞所有格人稱請您參考課本後面的附錄表。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帶有所有格的名詞 

y;ayib>n 4. y;d"y 3. y;r'h 2. y;r'b.D 1. 

^y,T'B 8. ^y,tAb]a 7. ^y<n'P 6. ^y<nye[ 5. 

%Iy;m'D 12. %Iy;tAn.B 11. %Iy:n'B 10. %Iy;k'r.D 9. 

wy'r'f 16. wy'tArAD 15. wy'v"n 14. wy'v"n]a 13. 

'hy,leK 20. 'hy,r'[ 19. 'hy,l>g;r 18. 'hy,m'D 17. 

WnyEnAd]a 24. Wnyem"y 23. WnyetAnA][ 22. WnyEn]hoK 21. 

~,kyetAx.B>zim 28. ~,kyel|h'a 27. ~,kyef][;m 26. ~,kyetAv.p:n 25. 

~,hyex]a 32. ~,hyeva'r 31. ~,hyemyem 30. ~,hyek.l;m 29.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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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oQ;h !Ar]a t,a rebAv ^>Nih 1. 

`~Iy;m'V;h rAa t,a h,aor yIn>nih 2. 

`h<Z;h v,dox;B ALuK ~'['h t,a r;p's h,vom 3. 

`wy'tAx.P.vim b,r,q.B WN<nyea q'x.cIy 4. 

`WnyetArAd.B WN<nyea t,m/a'h rAa 5. 

`~'LuK tA.ciM;hem Wr's WnyetArAD 6. 

`~'LuK t,a roB.vIY:w ~,hyel.K t,a ~'h'r.b;a x;QIY:w 7. 

`v,doQ;h !Ar]a l,a ~yia'B ~"nyea tyir.B;h yEn.B 8.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de[Am l,hoa.B tyir.B;h !Ar]a t,a WnyEn]hoK Wm'f r,qoB;h rAa.B 1. 

`aWh;h v,dox;B tA.ciM;h l,a b'v>w y;tAnA][em r's yikOn'a 2. 

`b,r,['B ~"Y;h t,a tAa.ril ~yia'B Wn'LuK 3. 

`te[ l'k.B y:nye[.B !ex aecAm h'T;a 4. 

`!Ar'a'B h'rAT;h t,a Wmyif'T ~,T;a Ad][Am.B 5. 

`WnyetAa.bic yev>n;a t,a Wnyer'f Wr.P.sIy 6. 

`%,r,D;hem tAr's 'hy<nye[ r,v]a;K 'hy,d"y t,a tWr t,r,bAv 7. 

`~,hyEn.bil H'tAa tet'l Wl.k"y a{l %;a H'LuK h'rAT;h t,a Wv.r"y lea'r.fIy yEn.B 8.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問句 

`tyir.B;h !Ar]a t,a rom.vil b,r,['B Aa r,qoB;B 'ta'c"y]h 1. 

`~Al'V;h ;xWr.B i~;l'vWr>y l,a ho[.r;P heJ;m r;b'[]h 2. 

`#e['h !Ar]a d:y l;[ 'T.r;p's h;m 3. 

`yir'f.B r;f.bW yim'D ~;D h'T;a a{l]h 4. 

`~,x,l tyeBim ~,k'Mi[ r;b'[ r,v]a qyiD;C;h aWh yim 5. 

`h'ael yEnye[.B !ex h'T;a a'c.miT a{l dA[]h 6. 



練習五請翻譯下列的經文

創一 3 `rAa-yih>y:w rAa yih>y ~yih{l/a r,maOY:w 1. 

創一 4 ~yih{l/a leD.b:Y:w bAj-yiK rAa'h-t,a ~yih{l/a a.r:Y:w 

和他分開 leD.b:Y:w 

`%,vox;h !yebW rAa'h !yeB 

黑暗 %,vox 

2. 

創一 5 ~Ay rAa'l ~yih{l/a a'r.qIY: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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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a ~Ay r,qob-yih>y:w b,r,[-yih>y:w h'l>y'l a'r'q %,vox;l>w 

黑暗 %,vox 

創十五 5 ~yib'kAK;h rop.sW h'm>y;m'V;h a"n-j,B;h r,maOY:w h'cWx;h Atoa aecAY:w 

諸星 ~yib'kAK 你看 j,B;h 到外面 h'cWx;h 和他帶領 aecAY:w 

`^,[.r:z h<y.hIy hoK Al r,maOY:w ~'toa roP.sil l;kWT-~ia 

4. 

創九 12 !etOn yIn]a-r,v]a tyir.B;h-tAa taOz ~yih{l/a r,maOY:w 

的記號 tAa 

`~'lA[ torod.l ~,k.Tia r,v]a h"Y;x v,p<n-l'K !yebW ~,kyEnyebW yInyeB 

與你們 ~,k.Tia 

5. 

創九 13 `#,r'a'h !yebW yInyeB tyir.B tAa.l h't>y'h>w !"n'[,B yiT;t"n yiT.v;q-t,a 

的記號 tAa 雲 !"n'[ 我的虹 yiT.v;q 

6. 

創三十一 43 y;tOn.B tAn'B;h boq][:y-l,a r,maOY:w !'b'l !;[:Y:w 

拉班  !'b'l 

aWh-yil h,aor h'T;a-r,v]a lok>w yInaoc !aoC;h>w y:n'B ~yIn'B;h>w 

`Wd'l"y r,v]a !,hyEn.bil Aa ~AY;h h,Lea'l h,f/[,a-h'm y;tOn.bil>w 

7. 

出十二 30 ~Iy'r.cim-l'k>w wy'd'b][-l'k>w aWh h'l>y;l ho[.r;P ~'q"Y:w 

`tem ~'v-!yea r,v]a tIy;B !yea-yiK ~Iy'r.cim.B h'lod>g h'q'[.c yih.T:w 

喊叫（名詞）h'q'[.c 

8. 

出十二 31 yiM;[ %ATim Wa.C WmWq r,maOY:w h'l>y;l !or]h;a.lW h,vom.l a'r.qIY:w 

`~,k.r,B;d.K hwhy-t,a Wd.bi[ Wk.lW lea'r.fIy yEn.B-~:G ~,T;a-~:G 

如你們說的 ~,k.r,B;d.K 你們要事奉 Wd.bi[ 

9. 

王上十七 24 yiT.[;d"y h<z h'T;[ Wh"Yilea-l,a h'Via'h r,maOT:w 

以利亞 Wh"Yilea 

`t,m/a ^yip.B hwhy-r;b.dW h'T'a ~yih{l/a vyia yiK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