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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直接受詞                                 2021. 05. 11. 

 

本課文法內容： 

8.1 單字表
8.2 直接受詞 

8.3 確指名詞 

8.4 確指直接受詞的記號 t,a 

8.5動詞 hyh har hf[ 

8.6 關係代名詞 r,v]a 

8.7 表達「有」和「沒有」的句子 

8.8 介詞 !yeB 

 

8.1 單字表 

是、成為 v. hyh 什麼、何等（疑問代名詞） h,m h;m h'm 

作、製造 v. hf[ 水 m. （MA-yim）~Iy;m y;m 

看見 v. har 田地、田野 m. tAd'f h,d'f 

關係代名詞 r,v]a 聲音 m. tAlAq lAq 

在某某之間 prep. !yeB 城門、大門 m. ~yir'[.v（SHA-ar）r;[;v 

與 prep. ~i[ 戰爭 f. tAm'x.lim h'm'x.lim 

直到 prep. d;[ 審判、公平、典章 m. ~yij'P.vim j'P.vim 

一、「什麼」h'm 這個字也可以寫成 h;m 或 h,m意思相同。

二、「水」~Iy;m（MA-yim）通常不使用單數。 

三、「田地」h,d'f 字根的第三個字母 h 乃是作為長母音 e 的記號，是陽性名詞。 

四、「聲音」lAq 通常不使用複數，複數型的 tAlAq 是「雷聲」。 

五、「作、製造」泛指所有的「作」（do, make），有時譯為「造、預備、犯」等字。 

六、「直到」d;[ 可以表達直到某個時間或某個空間。 

 

8.2 直接受詞 

希伯來文的受詞分為「直接受詞」和「間接受詞」。「直接受詞」是句子裡面「直

接」受動詞支配的受詞，不需要使用介詞，任何名詞或句子都可以作為直接受詞。

在中文的表達上，「直接受詞」和「間接受詞」的概念並不明顯，如「我給你一本

書」（I give a book to you.），「你」（you）是「間接受詞」，「一本書」（a book）就

是「直接受詞」。在希伯來文中，to you 寫成一個字，就是「你」的間接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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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衛一條道路。   （a-NI sha-MAR-ti DE-rech）`%,r,D yiT.r;m'v yIn]a 

在以上這個句子裡，「我」yIn]a 是主詞，「我保衛」yiT.r;m'v 是動詞，動詞直接支配的

受詞「道路」%,r,D 就是「直接受詞」。在動詞和受詞之間，沒有介詞。 

 

這個國王說了一句話。   `r'b'D r;m'a（ha-ME-lech）%,l,M;h 

這個男人吃了一個餅。     `（LE-chem）~,x,l l;k'a vyia'h 

上面的句子裡，「一句話」r'b'D 和「一個餅」~,x,l 都是直接受詞。

 

 

8.3 確指名詞 

一個希伯來文的名詞最重要的區分就是「性」（陰陽性）、「數」（單複數）、「格」（主

詞、屬格、直接受詞、間接受詞）、「確」（確指和不確指），「確指名詞」包括帶有

定冠詞的名詞、專有名詞和帶有所有格的名詞。 

 

確指名詞（專有名詞） 確指名詞（帶有定冠詞） 不確指名詞 

大衛 dIw'D 這個男人 vyia'h 一個男人 vyia 

耶路撒冷 （ye-ru-sha-LA-yim）i~;l'vWr>y 這個城市 ryi['h 一個城市 ryi[ 

路得 tWr 這個女兒 t;B;h 一個女兒 t;B 

 

 

8.4 確指直接受詞的記號 t,a 

當一個「確指的名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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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中文沒有這樣的用法，因此無法翻譯。t,a 幫助我們在辨認句子的結

構時，很容易就能夠認出直接受詞來。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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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一定要與這個

直接受詞一起移位。 t,a 也可以寫成 tea，意思相同，聖經中在 Makef（-）之前

寫為-t,a，沒有 Makef 則寫 tea（參看 3.8 說明），現代希伯來文大都使用 t,a，且

不用 Makef，本書如此使用。



8.4.1 確指直接受詞的記號 t,a 用於帶有定冠詞的名詞 

這個國王說了這句話。   `r'b'D;h t,a r;m'a（ha-ME-lech）%,l,M;h 

這個男人吃了這個餅。   `（ha-LE-chem）~,x,L;h t,a l;k'a vy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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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句子的直接受詞不是確指名詞時，就不能夠寫上 t,a，句子的受詞如果不是直

接受詞，也不能夠加上這個 t,a，t,a 只用於「確指的直接受詞」。

 

8.4.2 確指直接受詞的記號 t,a 用於專有名詞 

他記得亞伯拉罕。       `~'h'r.b;a t,a r;k"z aWh 

他們保衛耶路撒冷。   `（ye-ru-sha-LA-yim）im;l'vWr>y t,a Wr.m'v（HE-ma）h'Meh 

專有名詞也是「確指名詞」，作為直接受詞時，必須加上 t,a。帶有所有格的名詞，

如「我的母親」，會在後面的課文介紹，它們作為直接受詞時，也必須加上 t,a。

 

8.4.3 確指直接受詞的記號 t,a 的位置

確指直接受詞的記號 t,a 一定要跟著這個直接受詞移動。

這個國王說了這句話。   `（ha-ME-lech）%,l,M;h r;m'a r'b'D;h t,a 

這個男人吃了這個餅。   `l;k'a vyia'h（ha-LE-chem）~,x,L;h t,a 



當句子的直接受詞調換位置時，t,a 必須與後面的名詞寫在一起，如 r'b'D;h t,a 和 

~,x,L;h t,a。當直接受詞放在句子前面書寫，是作者強調這個受詞。 

 

如果一個句子裡面有超過一個確指直接受詞，每一個確指直接受詞都有一個自己

的 t,a，當句子各個字的位置變動時，每一個確指直接受詞都帶著 t,a 移動。



大衛打發這個男人、這個女人和這個年輕人到這個城市。

          `ryi['l（ha-NA-ar）r;[:N;h t,a>w h'Via'h t,a>w vyia'h t,a x;l'v dIw'D 

由於 t,a 的書寫，幫助我們能夠很快辨認上面這個句子有三個確指的直接受詞，

而且能夠清楚判別主詞是「大衛」dIw'D 而不是「這個男人」vyia'h。 

 

 

8.5動詞 hyh har hf[ 

希伯來文的動詞通常都是由三個或四個字母所組成的字根變化而成，有些動詞在

變化的過程會失落字根的一個，甚至兩個字母，這類會失落字母的動詞中，以字

根第三個字母是 h（he）的動詞最多。「是」hyh、「看見」har 和「製造」hf[ 這

三個動詞字根的第三個字母都是 h（he），它們的完成式動詞失落了第三個字母 

h，並且補入一個字母 y（yod），其中又以「是」hyh 的變化最不規則。你可以從

以下表格，看出這些動詞與規則變化的 rmv 之間不同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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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Paal）完成式

是 hyh 看見 har 製造 hf[ 保守 rmv 代名詞

（ha-YI-ti）yityIy'h （ra-YI-ti）yityia'r （a-SI-ti）yityif'[ （sha-MAR-ti）yiT.r;m'v 我 

（ha-YI-ta）'tyIy'h （ra-YI-ta）'tyia'r （a-SI-ta） 'tyif'[ （sha-MAR-ta）'T.r;m'v 你 

tyIy'h tyia'r tyif'[ （sha-MART）.T.r;m'v 妳 

h"y'h h'a'r h'f'[ r;m'v 他 

h't>y'h h't]a'r h't.f'[ h'r.m'v 她 

（ha-YI-nu）WnyIy'h （ra-YI-nu）Wnyia'r （a-SI-nu）Wnyif'[ （sha-MAR-nu）Wn.r;m'v 我們 

~,tyIy/h ~,tyia.r ~,tyif][ ~,T.r;m.v 你們 

!,tyIy/h !,tyia.r !,tyif][ !,T.r;m.v 妳們 

Wy'h Wa'r Wf'[ Wr.m'v 他們 

Wy'h Wa'r Wf'[ Wr.m'v 她們 

 

動詞「是」hyh 如同英文的 Be 動詞，並非是一個動作，在 hyh 後面的名詞不算是

「直接受詞」，因此絕對不能加上 t,a。

大衛是這個國王。   `（ha-ME-lech）%,l,M;h h"y'h dIw'D 

他是這個僕人。       `（ha-E-ved）d,b,['h h"y'h aWh 

以上這兩個句子都不需要使用 t,a。 

 

 

8.6 關係代名詞 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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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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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v]a 可以

用 -,v 取代，與後面的字連結，作為關係代名詞或 that 使用。

 

8.6.1 關係代名詞 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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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yiT.b;v"y r,v]a（ha-BA-yit）tIy;B;h l,a（ha-LACH-ti）yiT.k;l'h yIn]a 

上面這個句子中，主要句子是「我走到這個房子。」`tIy;B;h l,a yiT.k;l'h yIn]a
關係代名詞 r,v]a 引導了另一個句子（文法上稱為附屬子句）「我曾居住在那裡。」

~'v yiT.b;v"y 來描述受詞「這房子」tIy;B;h，使這兩個句子產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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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關係代名詞 r,v]a 描述主詞 

關係代名詞 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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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F;B h"y'h（ya-SHAV-ti）yiT.b;v"y r,v]a（ha-BA-yit）tIy;B;h 

上面這個句子中，主要句子是「這房子是在這田野。」`h,d'F;B h"y'h tIy;B;h 

關係代名詞 r,v]a 引導了「我曾居住」yiT.b;v"y 來描述主詞「這房子」tIy;B;h，使這兩

個句子產生連結。



8.6.3 關係代名詞 r,v]a 與確指的直接受詞記號 t,a 連用

r,v]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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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ti）yityif'[ r,v]a t,a（za-CHAR-ti）yiT.r;k"z yIn]a 

r,v]a t,a 引導「我所作」yityif'[ 這個句子作為「我記得」yiT.r;k"z yIn]a 的受詞。 

 

8.6.4 關係代名詞 r,v]a 與介詞「直到」d;[ 連用

r,v]a d;[ 能夠引導一個「句子」表達「直到某種狀況」。

我行走直到我看見了亞伯拉罕。I walked until I saw Abraham.

`~'h'r.b;a t,a（ra-YI-ti）yityia'r r,v]a d;[（ha-LACH-ti）yiT.k;l'h yIn]a 

r,v]a d;[ 引導「我看見了亞伯拉罕。」~'h'r.b;a t,a yityia'r 這個句子作為

「我行走」yiT.k;l'h yIn]a 的說明，描述我一直走到我看見了亞伯拉罕為止。

 

 

8.7 表達「有」和「沒有」的句子 

表達「有」和「沒有」的句子與中英文的概念不同，務必要記得希伯來文是以「被

擁有的」作為主詞，以下以中文例句說明。 

中文：「在臺北市有猶太人。」希伯來文：「猶太人他們是在臺北市。」 

中文：「我有一個蘋果。」希伯來文：「一個蘋果他是屬於我。」（第十六課將說明） 

 

希伯來文以動詞「是」hyh 表達「有」，主詞總是「被擁有的」，因此 hyh 只有第

三人稱的用法，且 hyh 隨著主詞改變「他、她、他們、她們」的寫法。「有」的動

作是否完成，以 hyh 完成式（過去式）或未完成式（未來式）來顯示。不能用 hyh

第一或第二人稱表達「某人」擁有，如不可用（ha-YI-ti）yityIy'h 表示「我有」。

表示「沒有」，就用否定字 a{l 放在動詞 hyh 之前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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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表達「有」的句子 

一個城門是在這個城市。       `ryi['B（SHA-ar）r;[;v h"y'h 

或譯為 有一個城門在這個城市。There was a gate in the city. 

眾城門是在這個城市。               `ryi['B ~yir'[.v Wy'h 

或譯為 有眾城門在這個城市。There were gates in the city. 

以上兩個句子裡，「一個城門」和「眾城門」是句子的「主詞」，動詞 hyh 必須隨

著主詞的單複數和陰陽性變化。



8.7.2 表達「沒有」的句子 

在動詞 hyh 之前加上否定字 a{l，就是「沒有」的寫法。
沒有一個國王在這個城市。   There was no king in the city.   

 `ryi['B（ME-lech）%,l,m h"y'h a{l 

沒有國王們在這個城市。There were no kings in the city.   `ryi['B ~yik'l.m Wy'h a{l 

 

 

8.8 介詞 !yeB 

當介詞 !yeB 出現在句子中的時候，要注意是一個 !yeB 還是兩個 !yeB。

!yeB 單獨使用時，是「在 xx 之中」，A !yeB 如英文的 among A，但是若出現兩個 !yeB，

就是「在 xx 和 xx 之間」，B !yebW A !yeB 如英文的 between A and B。



這個男人走在這婦女們之中。      `~yiv"N;h !yeB %;l'h vyia'h 

The man walked among the women.

這個男人走在這婦女們和這孩子們之間。   `~yIn'B;h !yebW ~yiv"N;h !yeB %;l'h vyia'h 

The man walked between the women and the children.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的動詞 

yiT.r;m'v 4. yityIy'h 3. yityif'[ 2. yityia'r 1. 

'T.r;b'[ 8. 'tyIy'h 7. 'tyif'[ 6. 'tyia'r 5. 

.T;x;q'l 12. tyia'r 11. tyif'[ 10. tyIy'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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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16. h'a'r 15. h'f'[ 14. h"y'h 13. 

h'd.m'[ 20. h't]a'r 19. h't.f'[ 18. h't>y'h 17. 

Wn.l;k'a 24. Wnyia'r 23. Wnyif'[ 22. WnyIy'h 21. 

~,T.r;m]a 28. ~,tyia.r 27. ~,tyif][ 26. ~,tyIy/h 25. 

Wk.l'h 32. Wa'r 31. Wf'[ 30. Wy'h 29. 

 

練習二  指認下列名詞中哪些是確指名詞 

tWr 4. ~Iy;r.cim 3. ~Iy;m 2. lAq 1. 

r'b'D;h 8. ~;[ 7. r;[;v 6. h'm'x.liM;h 5. 

h'Via 12. tAmeh.B;h 11. tAd'F;h 10. j'P.vim 9. 

dIw'D 16. #,r,a 15. i~;l'vWr>y 14. h,d'f 13. 

b'aAm 20. ryi['h 19. ~yir'h,h 18. b'a'h 17. 

 

練習三 翻譯下列句子 

`h,d'F;h t,a r;b'[ b'a'h 2. `h,d'f r;b'[ b'a'h 1. 

`#,r'a'h t,a Wr.m'v ~yiv"n]a'h 4. `#,,r,a Wr.m'v ~yiv"n]a'h 3. 

`~,x,L;h t,a 'T.l;k'a 6. `~,x,l 'T.l;k'a 5. 

`h'Via'h t,a Wn.r;k"z 8. `Wn.r;k"z h'Via 7. 

`yiT.x;l'v ~yix;a'h t,a 10. `yiT.x;l'v ~yix;a 9. 

 

練習四 翻譯下列句子 

`~AY;h d;[ ~'v yityIy'h yIn]a:w ryi['h l,a ~yir'[.V;h !yeB yiT.k;l'h 1. 

`ryi['B 'T.[;m'v h;m b'a'h l,a !eB;h>w t;B;h Wr.m'a 2. 

`~'v j'P.vim yityif'[ yikOn'a>w ~Iy;M;h d;[ ~yir'h,h !im #,r'a'h l;[ yiT.k;l'm 3. 

`~yiv"N;h t,a ~,T.x;q.l ~,T;a>w ~,x,L;h t,a ~,T.l;k]a ~,T;a>w #,r'a'B ~,tyIy/h 4. 

`Wn.r;m'a r,v]a t,a Wnyif'[ a{l Wn.x:n]a:w ~,T.r;m]a r,v]a t,a ~,tyif][ ~,T;a 5. 

`tIy;B;B h'b.v"y a{l ayih>w h'Via.l h'r][:n yiT.x;q'l 6. 

`vyia Wa'r a{l>w lAq W[.m'v ~eh>w r'h'h l;[ ~yIn'B;h Wd.m'[ 7. 

`tAmeh.B Wr;m'v r,v]a ~yir'[>N;h t,a tyia'r .T;a>w h,d'F;B ~yix;a'h ~i[ .T.b;v"y .T;a 8. 

`~Iy;r.cim !yebW b'aAm !yeB ~Iy;m Wy'h  9. 

`~Iy;r.cim.B ~yik'l.M;h ~i[ h'm'x.lim h'f'[ aWh>w ~'['h l;[ %;l'm dIw'D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