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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課  單數名詞人稱代名詞所有格                      2021. 08. 30. 

 

本課文法內容： 

15.1 單字表
15.2 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介紹 

15.3 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表格
15.4 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寫法 

15.5 確指名詞 

15.6帶有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名詞如何使用 

 

15.1 單字表 

愛、喜歡 v. bha 肉 m. -r;f.B r'f'B 

審判、判斷 v. jpv 榮耀 m. -dAb.K dAb'K 

出來 v. acy 座位、王位 m. -aeSiK aeSiK 

但是 adv. %;a 供物、禮物 f. -t;x>nim h'x>nim 

中間 m. -%AT （TA-vech）%<w'T 邊界 m. -lWb>G lWb>G 

牛、牛群 m. -r;q.B r'q'B 屬於 prep. l,v 

羊、羊群 f. -!aoc !aoc 小的 adj. tAN;j.q ~yIN;j.q h"N;j.q !'j'q 

 

一、「肉」r'f'B 可以與動物名稱組合為不同的肉，如牛肉 r'q'B r;f.B。

二、「榮耀」dAb'K 是由「是重的(Paal)、看重(Piel)」dbk 而來，榮耀神乃是指人在任何

景況中都仍然看重神。形容詞「重的」deb'K 也是名詞「肝臟」。 

三、「供物」h'x>nim 可用於給神明的供物、給國王的貢物、給朋友的禮物，在聖經中也被

翻譯為「素祭」。 

四、「喜歡」bha 可以用在各種關係，神和人的、人和人的、普通的、親密的。

五、「牛群」r'q'B、「羊群」!aoc 這兩個字是集合名詞，是牛、羊的泛稱。 

 

 

15.2 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介紹 

希伯來文的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屬格）可以直接加在名詞的字尾表達，按照不同的人稱

加上不同的字尾字母。這些人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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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介紹加在單數名詞後面

的字母，加在複數名詞後面的寫法將在第二十二課介紹。 

我的房子    yityeB 

「的房子」-tyeB 加上字尾「我的」y 和母音 i yi--- 就成為「我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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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附加字尾可以寫在所有的名詞後面。
我的母親  yiMia    我的妻子  yiT.via    我的丈夫  yivyia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有些名詞加上了這個字尾造成了一點改變，這是因為這個名詞的「組

合字型」有些變化，且加上了所有格字尾也可能造成發音的改變。 

 

希伯來文的十種人稱均有不同的人稱代名詞字尾表達，用不同的字母加在字尾。 

例如：字母 ^ 代表男性的「你」，你的兒子   ^>niB 

字母 % 代表女性的「妳」，妳的丈夫  %evyia 

 

現代希伯來文也有用「屬於」l,v 表達人稱代名詞「的」的寫法，如英文的 of。

我的兒子（the son of me = my son）  yiL,v !eB;h 

妳的丈夫（the husband of you = your husband）  %'L,v vyia'h 

由於聖經中沒有這樣的用法，它的十種人稱請參看註腳介紹1。 

 

15.3 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表格 

聲音 lAq 房子 （BA-yit）tIy;B 附加字尾 人稱 

的聲音 -lAq 的房子 -tyeB 

我的聲音 yilAq 我的房子 yityeB yi--- 我的 

你的聲音 ^,lAq ^.lAq 你的房子 ^,tyeB ^.tyeB ^--- 你的 

妳的聲音 %elAq 妳的房子 %etyeB %--- 妳的 

他的聲音 AlAq 他的房子 AtyeB w--- A--- 他的 

她的聲音 H'lAq 她的房子 H'tyeB 'h--- H--- 她的 

我們的聲音 （ko-LE-nu）WnelAq 我們的房子 （be-TE-nu）WnetyeB Wn--- 我們的 

你們的聲音 ~,k.lAq 你們的房子 ~,k.tyeB ~,k--- 你們的 

妳們的聲音 !,k.lAq 妳們的房子 !,k.tyeB !,k--- 妳們的 

他們的聲音 ~'lAq 他們的房子 ~'tyeB ~,h--- ~--- 他們的 

她們的聲音 !'lAq 她們的房子 !'tyeB !,h--- !--- 她們的 

請注意，「我們的」Wn--- 加在任何名詞後面，Wn 均沒有重音，重音在前面一個音節。 

此外，「她的」的寫法 H--- 在字母 h 裡面的一點必須書寫 ，這個點可以與陰性名詞的

字尾 h'--- 作區別。帶有一點的 H 唸作 h 的音。 

她的少年人  H'r;[:n（少年人NA-ar r;[:n）    她的公馬  H'sWs（公馬 sWs）
少女        h'r][:n                  母馬      h'sWs

                                                 
1 我的 yiL,v、你的 ^.L,v、妳的 %'L,v、他的 AL,v、她的 H'L,v、我們的(she-LA-nu) Wn'L,v、你們的 ~,k'L,v、 

妳們的 !,k'L,v、他們的 ~,h'L,v 或 ~'L,v、她們的 !,h'L,v 或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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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寫法 

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加在「組合字型」的尾端，有些組合字型與絕對字型一模一樣，有些

則發音不同，有些連字母也改變了。組合名詞加上字尾的時候母音都會產生變化。在本

書後面的附錄表中，你可以參考所有課本出現的名詞加上人稱代名詞所有格的寫法，表

格中有些欄位空白，是因為這個字在聖經中沒有使用。 

請注意，所有附加所有格字尾「我們的」Wn 的名詞，重音均在 Wn 的前一音節。 

 

15.4.1 組合字型與絕對字型一模一樣 

地（E-rec）#,r,a 腳（RE-gel）l<g,r 

的地（E-rec）-#,r,a 的腳（RE-gel）-l<g,r 

我們的地 Wnec.r;a 

ar-CE-nu 

我的地 yic.r;a 我們的腳 Wnel>g;r 

rag-LE-nu 

我的腳 yil>g;r 

你們的地 ~,k.c.r;a 你的地 ^.c.r;a 

^,c.r;a  

你們的腳 ~,k.l>g;r 你的腳 ^.l>g;r 

^,l>g;r  

妳們的地 !,k.c.r;a 妳的地 %ec.r;a 妳們的腳 !,k.l>g;r 妳的腳 %el>g;r 

他們的地 ~'c.r;a 他的地 Ac.r;a 他們的腳 ~'l>g;r 他的腳   Al>g;r 

她們的地 !'c.r;a 她的地 H'c.r;a 她們的腳 !'l>g;r 她的腳 H'l>g;r 

「我們的」重音在 Wn 的前一音節：我們的地（ar-CE-nu）、我們的腳（rag-LE-nu） 

 

請注意，希伯來文可以用「單數」的名詞加上複數的人稱代名詞字尾，表達複數涵義。 

如：我們的腳（rag-LE-nu）Wnel>g;r（單數）、他們的手（單數）~'d"y 

 

15.4.2 組合字型與絕對字型發音稍有不同 

手     d"y 兒子     !eB 

的手   -d:y 的兒子   -!,B 

我們的手 Wned"y 

ya-DE-nu 

我的手 yid"y 我們的兒子   WnEn.B 

be-NE-nu 

我的兒子 yIn.B 

你們的手 ~,k.d<y 你的手 ^.d"y 

^,d"y  

你們的兒子 ~,k>niB 你的兒子 ^>niB 

^<n.B  

妳們的手 !,k.d<y 妳的手 %ed"y 妳們的兒子 !,k>niB 妳的兒子 %En.B 

他們的手 ~'d"y 他的手 Ad"y 他們的兒子 ~"n.B 他的兒子 An.B 

她們的手 !'d"y 她的手 H'd"y 她們的兒子 !"n.B 她的兒子 H"n.B 

「我們的」重音在 Wn 的前一音節：我們的手（ya-DE-nu）、我們的兒子（be-N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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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 組合字型與絕對字型字母不同的名詞 

牲畜     h'meh.B 兄弟     x'a 

的牲畜   -t;m/h,B 的兄弟   -yix]a 

我們的牲畜 WneT.m,h.B 

be-hem-TE-nu 

我的牲畜 yiT.m,h.B 我們的兄弟 Wnyix'a 

a-CHI-nu 

我的兄弟 yix'a 

你們的牲畜 ~,k.T.m,h.B 你的牲畜 ^.T.m,h.B 

^,T.m,h.B 

你們的兄弟 ~,kyix]a 你的兄弟 ^yix'a 

a-CHI-cha 

妳們的牲畜 !,k.T.m,h.B 妳的牲畜 %eT.m,h.B 妳們的兄弟 !,kyix]a 妳的兄弟 %yix'a 

他們的牲畜 ~'T.m,h.B 他的牲畜 AT.m,h.B 他們的兄弟 ~,hyix]a 他的兄弟 wyix'a 

她們的牲畜 !'T.m,h.B 她的牲畜 H'T.m,h.B 她們的兄弟 !,hyix]a 她的兄弟 'hyix'a 

a-CHI-ha 

「我們的」重音在 Wn 的前一音節：我們的牲畜（be-hem-TE-nu）、我們的兄弟（a-CHI-nu） 

「牲畜」是個字尾 h'--- 的陰性名詞，這類字尾的名詞在變成組合字型，字尾成為短音，

且最後一個字母變為 t，成為 t---。初學者辨別這類變化字尾的陰性名詞常常產生困

難，請特別留意。

 

「兄弟」x'a 的組合字型 -yix]a 是不規則變化，所有加上人稱代名詞字尾的寫法都多了

一個字母 y，重音也不同。人稱代名詞字尾「我的」yi--- 加上後省略了名詞組合字型的 

y，成為 yix'a。「父親」-yib]a b'a 和「嘴」-yiP h,P（17 課）加上人稱代名詞字尾的寫法與

「兄弟」相同。請注意！這幾個字在第三人稱的字尾寫法與其他名詞不同。 

 

我們的嘴 WnyiP 

PI-nu 

我的嘴 yiP 我們的父親 Wnyib'a 

a-VI-nu 

我的父親 yib'a 

你們的嘴 ~,kyiP 你的嘴 ^yiP 

PI-cha 

你們的父親 ~,kyib]a 你的父親 ^yib'a 

a-VI-cha 

妳們的嘴 !,kyiP 妳的嘴 %yiP 妳們的父親 !,kyib]a 妳的父親 %yib'a 

他們的嘴 ~,hyiP 他的嘴 wyiP 他們的父親 ~,hyib]a 他的父親 wyiba 

她們的嘴 !,hyiP 她的嘴 'hyiP 

PI-ha 

她們的父親 !,hyib]a 她的父親 'hyiba 

a-VI-ha 

 

還有「他的朋友」（re-E-hu）Whe[er，「朋友」;[er（25 課）使用 Wh 作為「他的」。

 

15.5 確指名詞 

希伯來文的確指名詞有三類：第一類是加上定冠詞的名詞；第二類是專有名詞，即人名

或地名；第三類就是加上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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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男人（the man）    vyia'h 

大衛（人名）          dIw'D 

耶路撒冷（地名）  （ye-ru-sha-LA-im）i~;l'vWr>y 

 

本課所學的加上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名詞均是確指名詞，必須依照所有確指名詞的

文法規則使用。 

我的父親             yib'a 

你的邊界  ^,lWb>G 或 ^.lWb>G 



15.6帶有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名詞如何使用 

15.6.1 直接受詞 

帶有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名詞作為動詞的「直接受詞」，要加上確指直接受詞的記

號 t,a。 

他喜歡我的羊群。       `yInaoc t,a b;h'a aWh 

我判斷他的事情。     `Ar'b.D t,a（sha-FAT-ti）yiT.j;p'v yIn]a 

 

15.6.2 組合字 

帶有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名詞作為組合字最後一個字（最左邊的一個字），使整組

字成為確指名詞。 

他的地的邊界     Ac.r;a lWb>G 

妳的母親的禮物   %eMia t;x>nim 

 

這組字作為直接受詞時，要加上直接受詞的記號 t,a。 

他看守他的地的邊界。     `Ac.r;a lWb>G t,a r;m'v aWh 

我判斷他女兒的事情。     `ATiB r;b.D t,a（sha-FAT-ti）yiT.j;p'v yIn]a 

 

15.6.3 定語形容詞 

定語形容詞修飾一個帶有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名詞，必須加上定冠詞。 

我的好座位      bAJ;h yia.siK 

你的好僕人     bAJ;h ^.D.b][ 

我的母親的大榮耀             lAd"G;h yiMia dAb.K 

我偉大母親的榮耀            h'lAd>G;h yiMia dAb.K 

定語形容詞修飾組合字「我的母親的榮耀」yiMia dAb.K，按照形容詞的陰陽性和單複數

判斷形容詞是修飾「我的母親」yiMia（陰性單數）或「的榮耀」dAb.K（陽性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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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4 依附介詞 

帶有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名詞也可以使用依附介詞。

在我的房子（在我家）  yityeb.B 

到我的房子（到我家）  yityeb.l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的名詞 

yiK.r;D 4. yix'a 3. yInAd]a 2. yim.v 1. 

^.tyeB 8. ^,T.via 7. ^.c.r;a 6. ^.miv 5. 

%el\h'a 12. %En.B 11. %ev.p:n 10. %em.v 9. 

AM;[ 16. ABil 15. Ad"y 14. ATiB 13. 

H'm'D 20. H't'm.d;a 19. H'vyia 18. H'vaor 17. 

WnelWb>G 24. Wnem.x;l 23. Wnyib'a 22. WneK.l;m 21. 

~,k]xoK 28. ~,k.dAb.K 27. ~,k>nye[ 26. ~,k>naoc 25. 

~'B.r;x 32. ~'P.s;K 31. ~'t'x>nim 30. ~'mAq.m 29.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ea'h ~Ay.l yiMia.l taOZ;h h'x>niM;h t,a yityif'[ 1. 

`h'x>nim.K AT.m,h.B r;f.B ~i[ h\m;l'vWr>y a'c"y dIw'D 2. 

`^<naoc !yebW yInaoc !yeB Wj.P.vIy yiryi[ yEn]hoK 3. 

`Am.v dAb.K t,a Wn.r;m'v Wn.x:n]a:w lAd"G h"y'h aWh;h %,l,M;h 4. 

`h'r'f yim.v  `%em.v h;m 5. 

`h,vom yix'a ~ev>w ~'h'r.b;a yim.v  `~,k.miv h;m 6. 

`joP.vIy wyib'a  `^,lWb>G !yebW yilWb>G !yeB joP.vIy yim 7. 

`h"{N;j.Q;h ~,k.TiB l,a Wa.r'q ~eh'h tAy'x]a'h  `h"N;j.Q;h WneTiB l,a a'r'q yim 8. 

`~yir'h,h d;[ ^.t'm.d;aem yInaoc ~i[ yita'c"y yikOn'a  `yit'm.d;a %ATim a'c"y yim 9. 

`~,kyix]a t,a Wnyia'r  `~,k.tyeB yer][;Vim ~,tyia.r h;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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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lWb>G;h t,a Wr.b'[ ~eh>w ~Iy;r.cim.B ~'mAq.Mim ~'K.r;d.B Wa.c"y ~yIn]hoK;h  1. 

`yib'b.l l'k.B Av.p:n t,a yiT.b;h'a yiK yib'a dAb.K t,a yiT.r;m'v yikOn]a 2. 

`['r'h AK.l;Mim AT.m,h.B t,a rom.vIy ~'h'r.b;a 3. 

`~"Y'h d:y l;[ #e['h t;x;T ~,x,l>w r'f'B l;koa yIn]a 4. 

yim t,a 是表示受詞的「誰」`^.v.p:n l'k.bW ^.b'b.l l'k.B 'T.b;h'a yim t,a 5. 

`yiv.p:n l'k.bW yib'b.l l'k.B yiTiB t,a>w yIn.B t,a yiT.b;h'a 6. 

`h'm'x.liM;h yemyiB ~,k.D.b;[ l;[ %{l.mIy yim 7. 

`h,Lea'h ~yim"Y;B ~yid'b]['h l;[ %{l.mIy Wnyib'a 8. 

 

練習四請翻譯下列的經文

創四十七 22 ho[.r;P teaem ~yIn]hoK;l qox yiK h"n'q a{l ~yIn]hoK;h t;m.d;a q;r 

法老 ho[.r;P  律例（指常俸）qox  他買 h"n'q  只有 q;r 

ho[.r;P ~,h'l !;t"n r,v]a ~'Qux-t,a Wl.k'a>w 

他給 !;t"n 他們的常俸 ~'Qux 

`~'t'm.d;a-t,a Wr.k'm a{l !eK-l;[ 

他們賣 Wr.k'm 因此 !eK-l;[ 

1. 

創四十七 23 ~AY;h ~,k.t,a yityIn'q !eh ~'['h-l,a @esAy r,maOY:w 

你們（受詞）~,k.t,a 我買 yityIn'q 看哪 !eh 和他說 r,maOY:w

[;r<z ~,k'l-aeh ho[.r;p.l ~,k.t;m.d;a-t,a>w 

種子 [;r<z 為你們 ~,k'l 看哪 aeh 為法老 ho[.r;p.l 

`~'m'd]a'h-t,a ~,T.[;r>zW 

和你們播種 ~,T.[;r>zW

2. 

創四十七 26 ~Iy;r.cim t;m.d;a-l;[ h<Z;h ~AY;h-d;[ qox.l @esAy H'toa ~,f"Y:w 

作為律例 qox.l 她（受詞）H'toa 和他設立 ~,f"Y:w

`ho[.r;p.l h't>y'h a{l ~'D;b.l ~yIn]hoK;h t;m.d;a q;r v,mox;l ho[.r;p.l 

屬他們自己 ~'D;b.l 只有 q;r 五分之一 v,mox 為法老 ho[.r;p.l

3. 

創四十七 27 !,vOG #,r,a.B ~Iy;r.cim #,r,a.B lea'r.fIy b,vEY:w 

歌珊 !,vOG 和他居住 b,vEY:w 

`doa.m WB.rIY:w Wr.pIY:w H'b Wz]x'aEY:w 

和他們多 WB.rIY:w 和他們生養 Wr.pIY:w 和他們定居 Wz]x'aEY:w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