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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課  帶有代名詞字尾的介詞                       2022. 09. 27. 

 

本課文法內容： 

16.1 單字表
16.2 直接受詞代名詞 

16.3 直接受詞代名詞的表格
16.4 直接受詞代名詞的用法 

16.5 帶有代名詞字尾的介詞 

16.6帶有代名詞字尾的介詞寫法 

16.7 某人有無句 

 

16.1 單字表 

新的和已經學過的介詞，為了使你更容易明白，加入英文翻譯。 

像 like、如同、當 as  Am.K .K 在某某之後 after, behind yer]x;a r;x;a 

到 to、為 for、屬 of .l 對（向）、到 to l,a 

在某某之前 

before, in front of 

yEn.pil 確指直接受詞的記號 t,a 

與 with ~i[ 在 in、用 with .B 

在某某之上、關於 

upon, about, on, over 

l;[ 在某某之間 

between, among 

!yeB 

從、脫離、比 

from, away from, than 

 !im 

em im 

中間 m.（名詞） 

middle 

（TA-vech）%<w'T 

-%AT 

在某某的中間 in the midst of, within                   -%At.B 

在某某的下面、代替某某 under, instead of     （TA-chat）t;x;T 

 

一、以上表格中 .B .l .K im em 均屬依附介詞，不能單獨使用。

二、依附介詞 .l 的意思很多，如英文 to, for, of, by, according to, before 等等。

三、介詞 !im 可單獨使用或作為依附介詞，其用法請參看第六課 6.3.4 的介紹。 

四、「中間」%<w'T（TA-vech）乃是名詞，「在某某的中間」-%At.B 是由介詞 .B 和組合字

型「的中間」-%AT 所組成。 

五、「代替」t;x;T（TA-chat）用於「以牙還牙」!ev t;x;T !ev（出埃及記二十一 24），同樣

的句子也用介詞「在」.B 寫為 !ev.B !ev（申命記十九 21）。介詞翻譯為中文的時候，

不必拘泥於原來的意思，視中文習慣用語翻譯。 

六、「像、當」.K 的另一種寫法 Am.K 成為與人稱代名詞連結的主要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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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直接受詞代名詞 

直接受詞代名詞是用來代替「直接受詞」的字，在此以下面兩個句子說明。 

雅各差遣「這個少年人」去埃及。 

雅各差遣「他」去埃及。 

這兩個句子裡，「這個少年人」和「他」均是動詞直接支配的受詞，稱為「直接受詞」，

「他」就是「直接受詞代名詞」。 

 

中文的直接受詞代名詞非常多，除了表示人的「我、你、他」等字以外，還有表示神明、

動物、植物或無生物的代名詞「祂、牠、它」等等。希伯來文的直接受詞代名詞與主詞

代名詞相同，有單數的「我、你、妳、他、她」五個和複數的「我們、你們、妳們、他

們、她們」五個，沒有區分神明、動物、植物或無生物的代名詞，所有的名詞依照陰陽

性和單複數都可以用代名詞表達。如：陽性單數的「房子」就用「他」表達。陰性單數

的地名就用「她」表達。 

 

直接受詞代名詞的寫法是以直接受詞的記號 t,a 加上不同的字尾，這些加上的字尾與十

五課所學的所有格字尾一樣。

 

 

16.3 直接受詞代名詞的表格 

中文 英文 希伯來文 附加字尾 

我 me （o-TI）yitoa yitAa yi--- 

你 you (m.sg.) （ot-CHA）^.toa ^.tAa ^--- 

妳 you (f.sg.) （o-TACH）%'toa %'tAa %--- 

他（祂、牠、它） him （o-TO）Atoa AtAa A--- 

她（祂、牠、它） her （o-TAH）H'toa H'tAa H--- 

我們 us （o-TA-nu）Wn'toa Wn'tAa Wn--- 

你們 you (m.pl.) （et-CHEM）~,k.t,a ~,k--- 

妳們 you (f.pl.) （et-CHEN）!,k.t,a !,k--- 

他們（牠們、它們） them (m.pl) （o-TAM）~'toa ~'tAa ~--- 

她們（牠們、它們） them (f.pl.) （o-TAN）!'toa !'tAa !--- 

希伯來文的寫法中，母音 o 可以寫出或不寫出母音字母 vav 兩種方式表達， 

涵義和發音都相同。 

請注意，附加的人稱「我們」Wn 不會帶有重音，該字重音在 Wn 的前一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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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直接受詞代名詞的用法 

直接受詞代名詞可以替代前面已經說過的直接受詞，按照陰陽性和單複數替換。 

摩西想起「這位父親」。       `b'a'h t,a r;k"z h,vom 

摩西想起「他」。                `AtAa r;k"z h,vom 

我想起「我的母親」。        `yiMia t,a（za-CHAR-ti）yiT.r;k"z 

我想起「她」。                `H'tAa（za-CHAR-ti）yiT.r;k"z 

 

如前所述，這些代名詞也可以代替「非人」的名詞。 

大衛喜歡「這個房子」。       `（ha-BA-yit）tIy;B;h t,a b;h'a dIw'D 

大衛喜歡「它」。                            `AtAa b;h'a dIw'D 

這祭司將拿這隻牲畜。           `h'meh.B;h t,a x;QIy !ehoK;h 

這祭司將拿「牠」。                    `H'tAa x;QIy !ehoK;h 

 

 

16.5 帶有代名詞字尾的介詞 

希伯來文的介詞也能夠在字尾加上代名詞使用。 

介詞「為」.l 和代名詞字尾「他」A 合併，成為「為他」Al 

介詞「對」l,a 和代名詞字尾「他」w 合併，成為「對他」（e-LAV）wy'lea 

這些加上的字尾與十五課所學的所有格字尾一樣，但是細心的你會發現這些合併之後的

字有的會有一點不同的發音和寫法。



請注意，「你」̂ --- 在句子停頓時（不一定是在分兩個段落或一節結束），會改寫為 %---，

與「妳」的寫法相同。 

和他（拉班）說：「我當給你（雅各）什麼呢？」（創世記三十 31） 

%'l-!,T,a h'm r,maOY:w 

 

16.6帶有代名詞字尾的介詞寫法 

以下介紹幾個常用的介詞加上代名詞字尾寫法，其餘的介詞加代名詞字尾寫法你可以參

看課本後面附錄的表格，附加的代名詞字尾有十種不同的人稱。 

附加的人稱代名詞字尾「我們」Wn 不會帶有重音，該字重音在 Wn 的前一音節，如：「在

我們」Wn'B 發音 BA-nu。 

人稱代名詞字尾「她」H 發音是 h，但是現代希伯來文不發音，如「在她」H'B 發音 BAH，

現代希伯來文發為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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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 介詞 .B .l ~i[ 

介詞 .B（在 in、用 with） 

在我 在你 在妳 在他 在她 

yiB  ^.B  %'B  AB  （BAH）H'B 

在我們 在你們 在妳們 在他們 在她們 

（BA-nu）Wn'B  ~,k'B  !,k'B  ~'B  ~,h'B 

h'Meh'B 

!eh'B  !,h'B 

（現代）!'B 

 

我的上帝，我倚靠你。（詩二十五 2）`（va-TACH-ti）yiT.x;j'b ̂ .B y;h{l/a（倚靠、信賴 xjb） 

這裡是一個器皿與在它裡面的餅。    `AB（LE-chem）~,x,l ~i[ yil.K hENih 

 

介詞 .l（到 to、為 for、屬 of）

加上介詞 .l 的寫法也是間接受格代名詞的表達方式。 

為我 為你 為妳 為他 為她 

 yil  h'k.l  ^.l  %'l  Al  （LAH）H'l 

為我們 為你們 為妳們 為他們 為她們 

（LA-nu）Wn'l  ~,k'l  !,k'l  ~,h'l  !eh'l  !,h'l 

請留意，「為他們」（la-HEM）~,h'l 與「餅」（LE-chem）~,x,l 非常近似。

 

(和)你給了我盾牌。    `!Eg'm yil !,TiT:w（詩十八 36(35)）（和你給了 !,TiT:w、盾牌 !Eg'm）

我行走到你那裡。      `^.l（ha-LACH-ti）yiT.k;l'h 

 

介詞 ~i[（與 with）

在發音的時候，可將 M 發為 mm，yiMi[ 發為 im-MI。 

與我 與你 與妳 與他 與她 

yiMi[ 

im-MI 

 ^.Mi[ 

im-CHA 

 %'Mi[ 

im-MACH 

 AMi[ 

im-MO 

H'Mi[ 

im-MAH 

與我們 與你們 與妳們 與他們 與她們 

Wn'Mi[ 

im-MA-nu 

 ~,k'Mi[ 

im-ma-CHEM 

 !,k'Mi[ 

im-ma-CHEN 

 ~'Mi[  ~,h'Mi[ 

im-MAM 

im-ma-HEM 

 !'Mi[  !,h'Mi[ 

im-MAN 

 im-ma-HEN 

 

神與我們同在（以馬內利）       lea（im-MA-nu）Wn'Mi[ 

大衛與他走到耶路撒冷。  `（li-ru-sha-LA-yim） i~;l'vWryil AMi[ %;l'h dI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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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 介詞 l,a 和 l;[

這類型的字重音的位置較為不同，請留意。 

介詞 l,a 和 l;[ 加上字尾代名詞的時候，除「我」之外，均在中間多了一個字母 。

請留意，字尾附加的人稱「你」^y, 、「妳」%Iy; 、「她」'hy 和「我們」Wn 的字，重音均

在倒數第二音節。16.6.3 介詞 yEn.pil 和 yer]x;a 的這幾個附加人稱也發音相同。 



介詞 l,a（對、到、向 to、關於 about）

對我 對你 對妳 對他 對她 

 y;lea  ^y,lea 

e-LE-cha 

 %Iy;lea 

e-LA-yich 

 wy'lea 

e-LAV 

 'hy,lea 

e-LE-ha 

對我們 對你們 對妳們 對他們 對她們 

Wnyelea 

e-LE-nu 

 ~,kyel]a 

 

 !,kyel]a  ~,hyel]a 

~,hel]a 

 !,hyel]a 

!,hel]a 

亞伯拉罕對他說。             `wy'lea r;m'a ~'h'r.b;a 

亞伯拉罕聽見關於他。         `wy'lea [;m'v ~'h'r.b;a 

 

介詞 l;[（在某某之上 upon, on, over、關於 about） 

在我之上 在你之上 在妳之上 在他之上 在她之上 

 y;l'[  ^y,l'[ 

a-LE-cha 

 %Iy;l'[ 

a-LA-yich 

 wy'l'[ 

a-LAV 

 'hy,l'[ 

a-LE-ha 

在我們之上 在你們之上 在妳們之上 在他們之上 在她們之上 

 Wnyel'[ 

a-LE-nu 

 ~,kyel][  !,kyel][  ~,hyel][  !,hyel][ 

他統治你們。（按中文說法不譯為：在你們之上）       `~,kyel][ %;l'm aWh 

耶和華的話是關於他。                           `wy'l'[ hwhy r;b.D h"y'h 

 

 

16.6.3 介詞 yEn.pil 和 yer]x;a 

介詞 yEn.pil（在某某之前 before, in front of），在「我」省略一個字母 y。 

在我之前 在你之前 在妳之前 在他之前 在她之前 

 y:n'p.l 

 

 ^y<n'p.l 

le-fa-NE-cha 

 %Iy:n'p.l 

le-fa-NA-yich 

 wy"n'p.l 

le-fa-NAV 

 'hy<n'p.l 

le-fa-NE-ha 

在我們之前 在你們之前 在妳們之前 在他們之前 在她們之前 

 WnyEn'p.l 

le-fa-NE-nu 

 ~,kyEn.pil  !,kyEn.pil  ~,hyEn.pil  !,hyEn.p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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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走在我們前面。           `（le-fa-NE-nu）WnyEn'p.l %;l'h dIw'D 

摩西站在我面前。                           `y:n'p.l d;m'[ h,vom 

 

介詞 yer]x;a（在某某之後 after, behind），在「我」省略一個字母 y。 

在我之後 在你之後 在妳之後 在他之後 在她之後 

 y;r]x;a 

 

 ^y,r]x;a 

a-cha-RE-cha 

 %Iy;r]x;a 

a-cha-RA-yich 

 wy'r]x;a 

a-cha-RAV 

 'hy,r]x;a 

a-cha-RE-ha 

在我們之後 在你們之後 在妳們之後 在他們之後 在她們之後 

 Wnyer]x;a 

a-cha-RE-nu 

 ~,kyer]x;a  !,kyer]x;a  ~,hyer]x;a  !,hyer]x;a 

 

大衛走在他的後面。或譯為：大衛跟隨他。       `wy'r]x;a %;l'h dIw'D 

 

 

16.6.4 介詞 !im（從 from、脫離 away from、比 than）

這個字重音的位置較為不同，請留意。

介詞 !im 的許多寫法重複了一個字母 m。注意！「從他」和「從我們」的寫法相同，現

代希伯來文另有「從我們」的寫法。



從我 從你 從妳 從他 從她 

 yIN,Mim 

mi-ME-ni 

 ^.Mim 

mim-CHA 

 %eMim 

mi-MECH 

 WN,Mim 

mi-ME-nu 

 h"N,Mim 

mi-ME-na 

從我們 從你們 從妳們 從他們 從她們 

 WN,Mim 

mi-ME-nu 

（現代）Wn'tyiaem 

me-i-TA-nu 

 ~,Kim 

mi-KEM 

 !,Kim 

mi-KEN 

 ~,hem 

me-HEM 

h'Mehem 

me-HE-ma 

 !,hem 

me-HEN 

  h"Nehem 

me-HE-na 

 

約瑟從他（或譯為：從我們）拿銀子。`（KE-sef）@,s,K（mi-ME-nu）WN,Mim x;q'l @esAy 

拉結從我聽見關於他的事情。       `（mi-ME-ni）yIN,Mim（a-LAV）wy'l'[ h'[.m'v lex'r 



介詞 !im 與形容詞連用，可以譯為「比」，使形容詞成為比較級。

約瑟比大衛高大。                 `dIw'Dim lAd"G @esAy 

約瑟比他高大。        `（mi-ME-nu）WN,Mim lAd"G @e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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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 介詞 Am.K（像 like、如同 as） 

介詞 Am.K 的寫法加上的代名詞「像我」是 yIn，在「像他」是 Wh，與其他介詞不同，但

是卻與第二十七課連結動詞的直接受詞字尾相同。聖經中僅有四個複數人稱以依附介詞

「像」.K 直接加上代名詞字尾使用，「像他們」和「像她們」寫法有很多種。

這個字重音的位置較為不同，請留意有幾個人稱字尾重音在倒數第二音節。

 

像我 像你 像妳 像他 像她 

 yInAm'K 

ka-MO-ni 

 h'kAm'K ^Am'K 

ka-MO-cha 

 %Am'K 

ka-MOCH 

 WhAm'K 

ka-MO-hu 

 'hAm'K 

ka-MO-ha 

像我們 像你們 像妳們 像他們 像她們 

 WnAm'K 

ka-MO-nu 

~ek'K ~,k'K 

（現代）~,kAm.K 

!ek'K !,k'K 

（現代）!,kAm.K 

~eh'K ~,h'K 

h'Meh'K 

ka-HE-ma 

（現代）~,hAm.K 

!eh'K !,h'K 

h"Neh'K 

ka-HE-na 

（現代）!,hAm.K 

 

拿俄米走路像她。       `（ka-MO-ha）'hAm'K h'k.l'h yim\["n 

耶和華，在眾神之中，誰能像你？（出十五 11）  `hwhy ~ilea'B（cha-MO-cha）h'kom'k-yim 

h'kom'k 是 ^Am'K 的另一種寫法，因前面一個字以母音結束，此字不加 Dagesh。 

~ilea 是「神」lea 的複數，也可寫為 ~yilea。 

 

還有一些介詞加上字尾代名詞的寫法在這裡沒有列出來，你可以參考書後附錄的表格。 

 

 

16.7 某人有無句 

第十三課介紹了有無句，並說明了以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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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式 hyh 未完成式

沒有  !yea hyh 完成式 a{l hyh 未完成式 a{l

在此介紹如何寫屬於某某人的有無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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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 名詞句子 

名詞句子表達「某某人」有或沒有的句子，用介詞 .l 就可以了。

亞伯拉罕有兒子們。直譯：兒子們屬於亞伯拉罕。      `~yIn'B ~'h'r.b;a.l 

我們有一個兒子。直譯：一個兒子屬於我們。        `!eB（LA-nu）Wn'l 

這樣的句子不需要寫出動詞「是」，中文翻譯也能表達。 

 

同樣的涵義也可以加上 vEy 表達。

亞伯拉罕有兒子們。直譯：兒子們有屬於亞伯拉罕。  `~yIn'B ~'h'r.b;a.l vEy 

我們有一個兒子。直譯：一個兒子有屬於我們。       `!eB（LA-nu）Wn'l vEy 



將 vEy 改成 !yea 就是否定句「沒有」。

亞伯拉罕沒有兒子們。直譯：兒子們沒有屬於亞伯拉罕。`~yIn'B ~'h'r.b;a.l !yea
我們沒有一個兒子。直譯：一個兒子沒有屬於我們。    `!eB（LA-nu）Wn'l !yea



16.7.2 用動詞「是」hyh 的完成式表達「過去」擁有和沒有

動詞「是」hyh 的完成式表達擁有和沒有「已經完成」時，請留意，「被擁有的」是句

子的主詞，因此動詞「是」hyh 要隨著「被擁有的」陰陽性和單複數而改變寫法。這樣

的句子在現代希伯來文視為過去式。



大衛過去有許多兒子們。直譯：許多兒子們過去是屬於大衛。`~yiB;r ~yIn'B dIw'd.l Wy'h

我們過去有許多兒子們。直譯：許多兒子們過去是屬於我們。

`~yiB;r ~yIn'B（LA-nu）Wn'l Wy'h



「沒有」的表達用否定字 a{l 否定動詞「是」hyh 即可。

大衛過去沒有一個兒子。直譯：一個兒子過去不是屬於大衛。`!eB dIw'd.l h"y'h a{l

我們過去沒有一個兒子。直譯：一個兒子過去不是屬於我們。     

  `!eB（LA-nu）Wn'l h"y'h a{l 

以上的例句中，「是」hyh 的主詞是「兒子們」或「兒子」，寫法隨著主詞變化。



16.7.3 用動詞「是」hyh 的未完成式表達「將來」擁有和沒有

動詞「是」hyh 的未完成式表達擁有和沒有「尚未完成」時，請留意，「被擁有的」是

句子的主詞，因此動詞「是」hyh 要隨著「被擁有的」陰陽性和單複數而改變寫法。這

樣的句子在現代希伯來文視為將來式。

大衛將有一個女兒。直譯：一個女兒將是屬於大衛。      `t;B dIw'd.l h<y.hiT 

他們將有一個女兒。直譯：一個女兒將是屬於他們。       `t;B ~,h'l h<y.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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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的表達用否定字 a{l 否定動詞「是」hyh 即可。
大衛將沒有女兒。直譯：一個女兒將不是屬於大衛。  `t;B dIw'd.l h<y.hiT a{l 

他們將沒有女兒。直譯：一個女兒將不是屬於他們。  `t;B ~,h'l h<y.hiT a{l 

以上的例句中，「是」hyh 的主詞是「女兒」，寫法隨著主詞變化。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加上字尾代名詞的介詞和直接受詞代名詞 

Wn'l 4. ^y,T.x;T 3. ~,kyel]a 2. ~,Kim 1. 

AMi[ 8. Wn'tAa 7. ^.Mim 6. H'tAa 5. 

yiB 12. yikAt.B 11. wy"n'p.l 10. Wnyel'[ 9. 

yitAa 16. wy'lea 15. 'hy,r]x;a 14. H'Mi[ 13. 

^y,lea 20. ^y<n'p.l 19. ~,k.t,a 18. wy'l'[ 17. 

WnyEn'p.l 24. yiMi[ 23. Al 22. %Iy;r]x;a 21. 

yIN,Mim 28. %'l 27. ^y,r]x;a 26. yInyeB 25. 

~'toa 32. ~'B 31. Wn'B 30. ^Am'K 29.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s,K yel.K Al vEy>w b'h"z yel.K H'l vEy 1. 

`~,x,l H'l vEy %;a ~Iy;m h'r'f.l !yea 2. 

`r'q'B !yea Wn'l %;a r'q'B ~,x,l tyeB yev>nil 3. 

`t;x;a t;B Al !yea %;a ~yiB;r ~yIn'B Al vEy 4. 

`~yilAd>G ~yIn'P %At.B tAlAd>G ~Iy:nye[ H'l Wy'h 5. 

`Wnec.r;a.B h'm'x.lim Wn'l vEy>w j'P.vim Wn'l !yea 6. 

`~,kyel][ ~Al'v ~yIn]hoK;h l,a h,vom r;m'a 7. 

`AtAa yityif'[ yiK bAj h"y'h ~,x,L;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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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y,l'[ yiT.[;m'v ~yi['r ~yir'b.D yiK ^.mAq.m l,a ^y,r]x;a %elea a{l 1. 

`~,hyer]x;a ryi['h ~,hyEn.pil ~"naoc ~'K.r;D.l ~yiv"n]a'h Wa.c"y 2. 

`yiT.b;h'a ^.tAa yiK yiT.r;k"z ^.miv t,a>w ^y,lea h'a.c"y yiv.p:n 3. 

`h'rAT;B WhAm'K ~'k'x vyia h"y'h a{l ~'k'x r;[:n dIw'D 4. 

`Wnyer]x;a ~yice['h t,a>w WnyEn'p.l tAd'F;h t,a Wnyia'r h'r'h'h Wnyel'[ Wn.x:n]a 5. 

`~'lA[.l ABil l'k.B yitAa b;h'a aWh>w yInAd]a h<z 6. 

`^.tAa Wr;m'v>w ^,l\h'a %At.B ^.tAa Wa.c'm ~eh 7. 

`~,k.t,a Wj.P.vIy ~eh>w ~yim'k]x Wy.hIy ayih;h ryi['h %At.B 8. 





練習四請翻譯下列的經文

書十 2 h'k'l.m;M;h yer'[ t;x;a.K !A[.bIG h'lAd>G ryi[ yiK doa.m Wa.ryIY:w 

王國 h'k'l.m;m 基遍 !A[.bIG 和他們害怕 Wa.ryIY:w 

`~yiroBIG 'hy,v"n]a-l'k>w y;['h-!im h'lAd>G ayih yik>w 

勇士們 ~yiroBIG 艾城 y;['h 

1. 

書十 7 AMi[ h'm'x.liM;h ~;[-l'k>w aWh l"G.lIG;h-!im ;[uvAh>y l;[:Y:w 

吉甲 l"G.lIG;h 約書亞 ;[uvAh>y 和他上去 l;[:Y:w 

`lIy'x,h yerABIG lok>w 

這軍隊的勇士們 lIy'x,h yerABIG 

2. 

書十 8 ~,hem a'ryiT-l;a ;[uvAh>y-l,a hwhy r,maOY:w 

你不要害怕 a'ryiT-l;a 約書亞 ;[uvAh>y 和他說 r,maOY:w 

`^y<n'p.B ~,hem vyia dom][:y-a{l ~yiT;t>n ^.d"y.b yiK 

我把他們給 ~yiT;t>n 

3. 

書十 9 `l"G.lIG;h-!im h'l'[ h'l>y;L;h-l'K ~oa.tiP ;[uvAh>y ~,hyel]a aob"Y:w 

吉甲 l"G.lIG;h 突然 ~oa.tiP 約書亞 ;[uvAh>y 和他來 aob"Y:w 

4. 

撒下十一 14 `h"YirWa d:y.B x;l.vIY:w b'aAy-l,a r,pes dIw'D boT.kIY:w r,qoB;b yih>y:w 

烏利亞 h"YirWa 約押 b'aAy 信 r,pes 早晨 r,qoB; 

5. 

撒下十二 1 Al r,maOY:w wy'lea aob"Y:w dIw'D-l,a !'t"n-t,a hwhy x;l.vIY:w 

和他來 aob"Y:w 拿單 !'t"n 

`va'r d'x,a>w ryiv'[ d'x,a t;x,a ryi[.B Wy'h ~yiv"n]a yEn.v 

貧窮的 va'r 富有的 ryiv'[ 兩（個）yEn.v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