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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複數組合字                                 2020. 07. 28. 

 

本課文法內容： 

10.1 單字表
10.2 複數的組合字型 

10.3 組合字的名字 

10.4 組合字單字表  

10.5確指的組合字

10.6 組合字在句子中的用法
10.7 依附介詞和組合字連用 

10.8 組合字的語意
10.9 表明方向的字尾 h"--- 
10.10 上帝的稱呼 

 

10.1 單字表 

金子 m. b'h"z 帳棚 m. （O-hel）-l,hoa ~yil'hoa（O-hel）l,hoa 

雅各 m. boq][:y 地方 m. -~Aq.m tAmAq.m ~Aq'm 

治理者 m. -r;f ~yir'f r;f 祭司 m. -!ehoK ~yIn]hoK !ehoK 

臉 m.f. ~yIn'P h<n'P 沙漠、曠野 m. -r;B.dim r'B.dim 

拉結 f. lex'r 心靈、性命 f. （NE-fesh）-v,p<n tAv'p>n（NE-fesh）v,p<n 

如此 adv. hoK 眼睛 f. -!ye[（e-NA-yim）~Iy:nye[ !Iy;[ 

再、仍然、還 adv. dA[ 器皿、工具 m. -yil.K ~yileK yil.K 

 

一、「雅各」、「拉結」是人名。「雅各」之名是由「腳後跟」beq'[ 而來，動詞字根 bq[ 有

「欺騙」（跟著悄悄走）、「抑制」（抓住腳跟）等涵義。

二、「治理者」r;f 字根「治理」rrf，在經文中的翻譯非常多樣，被譯為「君王、王子、

首領、元帥、長（如軍長）」等，陰性「女治理者」h'r'f 也是人名「撒拉」。

三、「臉」使用複數 ~yIn'P，聖經多用陽性，以西結書二十一 21（和合本二十一 16）為

陰性，現代希伯來文常用陰性。「臉」有「表面」的意思，或引申為「情面」。 

四、「眼睛」~Iy:nye[（e-NA-yim）是「雙眼」，也當複數使用。!Iy;[ 另有「泉源」的意思，

複數是 tAn"y][，單數組合字相同是 -!ye[，音譯為「隱」，如地名隱多珥、隱基底。

五、「如此」hoK 用為「耶和華如此說」，是表示以下所言字字均是耶和華說的。 

六、「再、仍然」dA[ 原來是名詞「重覆、繼續」之意，現在多用作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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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複數的組合字型 

希伯來文的複數有兩種字尾，陽性通常是 ~yI---的寫法，陰性通常是 tA--- 寫法。以下

就這兩種字尾說明複數組合字型的變化。

 

10.2.1 字尾是 ~yI--- 的複數名詞組合字型 

字尾是 ~yI--- 的複數名詞變為組合字型時，先去掉 ~，一點 yI--- 的母音變為兩點的 

yE---，這個字的其他母音也會改變。



國王 的祭司們        （ME-lech）%,l,m yEn]hoK 

國王 的兒子們         （ME-lech）%,l,m yEn.B 

「祭司們」~yIn]hoK 的組合字型，去掉 ~，成為 yEn]hoK。

「兒子們」~yIn'B 的組合字型，去掉 ~，成為 yEn.B。

閱讀經文時，看見有 yE--- 的字樣，很可能就是一個複數字尾 ~yI--- 的組合字型。


10.2.2 字尾是 tA--- 的複數名詞組合字型 

字尾是 tA--- 的複數名詞變為組合字型時，字尾沒有改變，但時常改變母音。 

 

國王  的家族們       （ME-lech）%,l,m tAx.P.vim 

國王  的女兒們          （ME-lech）%,l,m tAn.B 

「家族們」tAx'P.vim 的組合字型字尾不變，母音稍有改變，成為 tAx.P.vim。 

「女兒們」tAn'B 的組合字型字尾不變，母音稍有改變，成為 tAn.B。

 

 

10.3 組合字的名字 

有些希伯來文的組合字成為一個名字，但是在翻譯的時候，以發音翻譯，而無法表達這

個名稱的涵義。 

 

伯特利 （神 的房子）                   lea tyeB 

伯利恆 （餅 的房子）       （LE-chem）~,x,l tyeB 

隱多珥 （世代 的泉源）      rAD !ye[ 

隱基底 （小山羊 的泉源）     yid<G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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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組合字單字表 

字義 複數組合字型 單數組合字型 複數絕對字型 單數絕對字型 

父親 m. -tAb]a -yib]a tAb'a b'a 

主人 m. -yEnod]a -!Ad]a ~yInod]a !Ad'a 

帳棚 m. (o-ho-LE) -yel|h'a (O-hel) -l,hoa ~yil'hoa (O-hel) l,hoa 

男人 m. -yev>n;a -vyia ~yiv"n]a vyia 

兄弟 m. -yex]a -yix]a ~yix;a x'a 

姊妹 f. -tAy.x;a -tAx]a tAy'x]a tAx'a 

母親 f. -tAMia -~ea tAMia ~ea 

地 f. -tAc.r;a (E-rec) -#,r,a tAc'r]a (E-rec) #,r,a 

女人 f. -yev>n (E-shet) -t,vea ~yiv"n h'Via 

牲畜 f. -tAm]h;B -t;m/h,B tAmeh.B h'meh.B 

房子 m. -yeT'B -tyeB ~yiT'B (BA-yit) tIy;B 

兒子 m. -yEn.B -!,B ~yIn'B !eB 

女兒 f. -tAn.B -t;B tAn'B t;B 

話 m. -yer.biD -r;b.D ~yir'b.D r'b'D 

道路 m.f. -yek.r;D (DE-rech) -%,r,D ~yik'r.D (DE-rech) %,r,D 

山 m. -yer'h -r;h ~yir'h r;h 

金子 m. -yeb]h:z -b;h>z ~yib'h>z b'h"z 

手 f. -yed>y -d:y (ya-DA-yim) ~Iy;d"y 

tAd"y 

d"y 

日子 m. -yem>y -~Ay ~yim"y ~Ay 

祭司 m. -yEn]hoK -!ehoK ~yIn]hoK !ehoK 

所有 m.  -l'K  loK 

器皿 m. -yel.K -yil.K ~yileK yil.K 

心 m.  -bel tABil bel 

心 m.  -b;b.l tAb'b.l b'bel 

餅 m.  (LE-chem) -~,x,l  (LE-chem) ~,x,l 

曠野 m.  -r;B.dim ~yir'B.dim 

tAYir'B.dim 

r'B.dim 

水 m. -yem -yemyem  (MA-yim) ~Iy;m y;m 

戰爭 f. -tAm]x.lim (mil-CHE-met) -t,m,x.lim tAm'x.lim h'm'x.lim 

國王 m. -yek.l;m (ME-lech) -%,l,m ~yik'l.m (ME-lech)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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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m.  -~Aq.m tAmAq.m ~Aq'm 

家族 f. -tAx.P.vim (mish-PA-chat) -t;x;P.vim tAx'P.vim h'x'P.vim 

審判 m. -yej.P.vim -j;P.vim ~yij'P.vim j'P.vim 

少年人 m. (naa-RE) -yer][:n (NA-ar) -r;[:n ~yir'[>n (NA-ar) r;[:n 

少女 f. (naa-ROT) -tAr][:n (naa-RAT) -t;r][:n tAr'[>n (naa-RA) h'r][:n 

心靈 f. -tAv.p:n (NE-fesh) -v,p<n tAv'p>n (NE-fesh) v,p<n 

僕人 m. -yed.b;[ (E-ved) -d,b,[ ~yid'b][ (E-ved) d,b,[ 

眼睛 f. -yEnye[ -!ye[ (e-NA-yim) ~Iy:nye[ !Iy;[ 

城市 f. -yer'[ -ryi[ ~yir'[ ryi[ 

百姓 m. -yeM;[ -~;[ ~yiM;[ ~;[ 

臉 m.f. -yEn.P  ~yIn'P h<n'P 

聲音 m.  -lAq tAlAq（雷聲） lAq 

頭 m. -yeva'r -vaor ~yiva'r vaor 

腳 f. -yel>g;r (RE-gel) -l<g,r (rag-LA-yim) ~Iy;l>g;r 

~yil"g.r 

(RE-gel) l<g,r 

田地 m. -yed.f -tAd.f -hed.f tAd'f h,d'f 

治理者 m. -yer'f -r;f ~yir'f r;f 

平安 m.  -~Al.v  ~Al'v 

名字 m. -tAm.v -~ev tAmev ~ev 

年 f. -yEn.v -t:n.v ~yIn'v h"n'v 

城門 m. (shaa-RE) -yer][;v (SHA-ar) -r;[;v ~yir'[.v (SHA-ar) r;[;v 

以上表格中的寫法有些是取自現代希伯來文字典。 

 

10.5確指的組合字

一個組合字是否為「確指」，是由最後面的「絕對字型」決定。若這個絕對字型帶有定

冠詞，或是為專有名詞，或帶有所有格字尾，整組字就是確指的。

國王 的祭司們        （不確指）          （ME-lech）%,l,m yEn]hoK 

這國王 的這祭司們     （確指）         （ha-ME-lech）%,l,M;h yEn]hoK 

大衛 的這兒子們的這臉（複數）（確指）                dIw'D yEn.B yEn.P 

「這國王」%,l,M;h 有定冠詞，因此「這國王的這祭司們」整組字都是確指的。

「大衛」dIw'D 是專有名詞，因此「大衛的這兒子們的這臉」整組字都是確指的。

以上這兩個組合字的翻譯，為使學習者注意，因此將確指字加上「這」翻譯，在翻譯經

文或平常翻譯的時候，只需要翻出中文習慣的用詞。

如同單數組合字，組合字位於前面和中間的組合字型是不能夠加上定冠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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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組合字在句子中的用法 

複數組合字在一個句子中，如同單數組合字，必須整組移動位置。組合字在句子裡，可

以作為主詞或受詞。組合字作為主詞的時候，動詞要與組合字最前方的組合字型在「人

稱」、「性別」和「單複數」配合。組合字作為受詞的時侯，如果是動詞的「直接受詞」，

這個組合字又是「確指」的組合字，就要在最前面加上確指的直接受詞記號 t,a。

 

這國王的這女兒行走到沙漠。      `r'B.dim l,a h'k.l'h （ha-ME-lech）%,l,M;h t;B 

這國王的這祭司們行走到沙漠。    `r'B.dim l,a Wk.l'h （ha-ME-lech）%,l,M;h yEn]hoK 

「這國王的這女兒」是主詞，因此「行走」必須使用陰性單數「她行走」h'k.l'h。 

「這國王的這祭司們」是主詞，因此「行走」必須使用陽性複數「他們行走」Wk.l'h。



這祭司記得國王的兒子們。                  `（ME-lech）%,l,m yEn.B r;k"z !ehoK;h 

這祭司記得這國王的這兒子們。     `（ha-ME-lech）%,l,M;h yEn.B t,a r;k"z !ehoK;h 

這祭司記得亞伯拉罕的這兒子們。                 `~'h'r.b;a yEn.B t,a r;k"z !ehoK;h 

「國王的兒子們」是直接受詞，但是不確指，因此不要加上確指直接受詞記號 t,a。

「這國王的這兒子們」和「亞伯拉罕的這兒子們」都是確指的直接受詞，因此要加上確

指直接受詞記號 t,a。 

 

10.7 依附介詞和組合字連用

當組合字要使用依附介詞時，依附介詞放在組合字最前面的「組合字型」上，因此依附

介詞絕不會與加在絕對字型的定冠詞相遇。如下圖所示： 

 

絕對字型＋定冠詞  組合字型  組合字型＋依附介詞 

 

在這國王的這雙眼裡           （ha-ME-lech）%,l,M;h yEnye[.B
依附介詞「在」.B 與「的這雙眼」yEnye[ 連用，成為 yEnye[.B。而定冠詞必須加在「國王」

這個絕對字型上，因此依附介詞不會與定冠詞連結。 

 

這戰爭  的這日子（複數）                   h'm'x.liM;h yem>y 
在這戰爭  的這日子（複數）裡              h'm'x.liM;h yemyiB 
依附介詞「在」.B 與「的這日子（複數）」yem>y 連結成為 yemyiB，而定冠詞必須加在「戰

爭」h'm'x.lim 之上。定冠詞和依附介詞連結的情況不會在組合字發生。



摩西的這雙手            h,vom yed>y
在摩西的這雙手中         h,vom yedyiB 

依附介詞「在」.B 與「的這雙手」yed>y 連結成為 yedyiB，這種連結不易辨認，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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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組合字的語意 

組合字的語意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主詞語意」，大多數的組合字都是這種語意，如： dIw'D !,B「大衛的兒子」

第二種是「受詞語意」，如：「耶和華的畏懼」 hwhy t;a.rIy 譯為「畏懼耶和華」

名詞「畏懼」-t;a.rIy h'a.rIy f. sg. 

「書珥的道路」譯為 rWf（DE-rech）%,r,D「通往書珥的道路」

第三種是「份量語意」，如：「榖的多」!"g'D bor 譯為「許多榖」

名詞「穀」-!:g.D !"g'D m. sg. 「多」-bor bor m. sg. 

「水的一點」（MA-yim）~Iy;m j;[.m 譯為「一點水」。

名詞「一點」-j;[.m j;[.m m. sg. 

 

10.9 表明方向的字尾 h"--- 
在一個地名或地方的名詞字尾，可以加上 h"---，就有「向這個地方」的意思。這個用法

不會與類似涵義的介詞 .l 和 l,a 同時使用，重音均在 h"- 的前一音節。有些字的母音

會產生些微改變，如 tIy;B 加上 h"-- 變為 h't>y;B。 



向這帳棚 1（ha-O-he-la）h'l/hoa'h 這帳棚 （ha-O-hel）l,hoa'h 
向一地 （Ar-ca）h'c.r;a 地 （E-rec）#,r,a 
向這房子（回家） （ha-BAY-ta）h't>y;B;h 這房子（家） （ha-BA-yit）tIy;B;h 
向這山 （ha-HA-ra）h'r'h'h 這山 （ha-HAR）r'h'h 
向耶路撒冷 h\m;l'vWr>y

（ye-ru-sha-LA-mo） 
耶路撒冷 i~;l'vWr>y 

（ye-ru-sha-LA-yim） 

向這曠野 （ha-mid-BA-ra）h'r'B.diM;h 這曠野 （ha-mid-BAR）r'B.diM;h 
向埃及 （mic-RAY-ma）h'm>y;r.cim 埃及 （mic-RA-yim）~Iy;r.cim 
向這城市 （ha-I-ra）h'ryi['h 這城市 （ha-IR）ryi['h 
向那裡 （SHA-ma）h'M'v 那裡 （SHAM）~'v 


摩西和這百姓走到這曠野。               `r'B.diM;h l,a Wk.l'h ~'['h>w h,vom 
摩西和這百姓走向這曠野。     `（ha-mid-BA-ra）h'r'B.diM;h Wk.l'h ~'['h>w h,vom 


表明方向的字尾 h"--- 是強調走的「方向」，與介詞 .l 和 l,a 的涵義稍有差別，但有時

候也用於表達已經到達。



 

 

                                                 
1 若在 h"- 的前一音節是 Sheva 或 Sheva 的合併母音，重音節就往前一個音節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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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上帝的稱呼 

10.10.1 耶和華 h w h y 

聖經中有不同的字表達信仰的對象，最神聖不可侵犯的就是中文翻譯為「耶和華」、「上

主」、「主」或「雅威」的這四個字母。猶太人對這個名字極為尊重，不能寫，也不能讀，

當他們看見這個名字就讀為 y"nod]a （a-do-NAI）。Adonai 是由「主人」!Ad'a 的複數 ~yInod]a

的組合字型 yEnod]a 加上字尾所有格「我的」而來，原意是「我的主（複數）」，據說是沿

襲猶太人的先祖亞伯拉罕看見由上帝顯現的三個人稱呼的用語（創世記十八 3），現今成

為單數概念的專有名詞「主」（LORD），希臘文《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譯為「主」

Kuvrio"，拉丁文《武加大譯本》（Vulgata）譯為「主」Dominus，英文聖經大都譯為 LORD。 



猶太人將 y"nod]a（a-do-NAI）的母音放在這四個字母上，成為 h"woh>y（]a 的合併母音主要

用於喉音字母，因此僅以 sheva 放入），提醒人此字的讀音是 a-do-NAI。若這四個字母

與 y"nod]a 並列，則以 ~yih{l/a（e-lo-HIM）的母音寫在這四個字母底下，成為 hIwoh?y y"nod]a

（創世記十五 2, 8 主耶和華）（/a 的合併母音偶而也用在非喉音字母），讀為 a-do-NAI 

e-lo-HIM。十四世紀起有人將 h"woh>y 按照標音讀為 Jehova，後來《英王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1611）的修訂版《美國標準譯本》（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1901）寫為

Jehovah，中文和合譯本翻譯的「耶和華」是由此而來。「耶和華」雖然被學者認定是錯

誤發音，但是華人教會已經長久使用，被人喜愛。現今學者按照撒瑪利亞的傳統，認為

這四個字母很可能是讀為「雅威」h<w.h:y，中文學術論文多以此稱之。基督宗教聖經印刷

這四個字母的名字，通常會省略了 oh 的母音，成為 h"wh>y 和 hIwh?y（也有印為 hIwh>y）可

能是為了讓人無法發出這個字的音。筆者教導學生尊重猶太傳統，將此神聖的名字讀為

a-do-NAI。 

 

此外，H"y 在聖經中也表達這四個字母的名字，如「哈利路亞」H"y-Wl.l;)h（ha-le-lu YAH）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的「亞」H"y（YAH）。此外許多人名後面的 Wh"y（YA-hu），也是

這個名字，如以利亞 Wh"Yilea（e-li-YA-hu）。H"y 偶而會單獨使用（出埃及記十五 2），現

代希伯來文發音為 YA，朗讀聖經的「哈利路亞」也讀為 ha-le-lu YA。



10.10.2 上帝 ~yih{l/a Elohim（以羅欣） 

「上帝」~yih{l/a（e-lo-HIM）這個字是聖經最多使用的稱謂，有些書籍音譯為「以羅欣」。

這個字用來稱呼耶和華神的時候是單數涵義，配合使用單數動詞，強調上帝的超越。這

個字也可以用來稱呼其他信仰的神衹，涵義是複數的，配合使用複數動詞。~yih{l/a 的單

數型是 ;HAl/a（e-LOah），在約伯記使用很多，但是其他的經文很少使用。這個字指「在

眾神之中我單單敬拜的那一位」，因此若由不敬拜耶和華的人口中所出，就不是指耶和

華神，而是那人所敬拜的神，如士師記一 7 亞多尼比色說：「現在上帝（Elohim）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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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行的報應我了」。



10.10.3 神 lea El（伊勒） 

「神」lea（EL）（音譯伊勒）這個字在聖經中可以用來指稱耶和華神，也可以用來指稱

其他信仰的神衹。當這個字指稱耶和華神的時候，多數是用來描述神的特別屬性，如創

世記十四 18, 19「至高的神」!Ay.l,[ lea（EL el-YON）、十六 13「看見我的神」yia\r lea

（EL ro-I）、十七 1「全能的神」y;D;v lea（EL sha-DAI）、二十一 33「永遠的神」~'lA[ lea

（EL o-LAM）。這個字的複數型是 ~yilea（e-LIM）常使用來指稱其他信仰的「眾神」。

這個字的涵義是指「最高神」、「強有力的神」，「伊勒」乃是迦南信仰原來的最高神，後

來其地位被「巴力」l;[;B（BA-al）（主人、丈夫之意）取代。伊斯蘭信仰的「阿拉」是

由 lea（EL）的另一寫法 hla 而來，涵義是指最高神。 

 

中文和合譯本對 ~yih{l/a Elohim 和 lea EL 的翻譯沒有明確的區分，「神」版的聖經均譯

為「神」，「上帝」版的聖經均譯為「上帝」。思高譯本把這兩個字譯為「天主」，把四個

字母的 h w h y 譯為「上主」。《七十士譯本》將 Elohim 和 El 均譯為 qeov"（Theos），拉

丁文譯為 Deus，即英文的 God。

 

10.10.4 耶和華 "y>y 
在聖經之外的猶太禱告書和其他經典中，常以 "y>y 表達「耶和華」，發音讀作 a-do-NAI。 



10.10.5 這名 ~eV;h Hashem 

猶太人對於這位神有許多的稱謂，許多的英文書籍以 Hashem 表達他們信仰的神，取代

耶和華。Hashem 是由「名字」~ev（SHEM）加上定冠詞（the）;h ha，形成的專有名詞

「這名」~eV;h（The Name），讀為 ha-SHEM。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的動詞

x;l'v 4. l;k'a 3. r;k"z 2. x;q'l 1. 

.T.d;m'[ 8. 'T.d;m'[ 7. Wd.m'[ 6. yiT.d;m'[ 5. 

~,tyIy/h 12. 'tyIy'h 11. WnyIy'h 10. h"y'h 9. 

tyia'r 16. 'tyia'r 15. Wa'r 14. h't]a'r 13. 

Wn.[;d"y 20. W[.d"y 19. h'[.d"y 18. 'T.[;d"y 17. 

tyif'[ 24. Wf'[ 23. 'tyif'[ 22. h'f'[ 21. 

'tyil'[ 28. h'l'[ 27. Wl'[ 26. ~,tyil][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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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二請翻譯下列的組合字

!ehoK t;x;P.vim; 3. ~yir'[ r;f 2. ~Aq'm vyia 1. 

!ehoK;h t;x;P.vim  ~yir'[,h r;f  ~Aq'M;h vyia  

!ehoK tAx.P.vim  ~yir'[ yer'f  ~Aq'm yev>n]a  

!ehoK;h tAx.P.vim  ~yir'[,h yer'f  ~Aq'M;h yev>n]a  



x'a v,p<n 6. r'B.dim tyeB 5. dIw'D !ye[ 4. 

boq][:y v,p<n  r'B.diM;h tyeB  h,vom !ye[  

x'a'h yEn.P  r'B.dim yeT'B  dIw'D yEnye[  

boq][:y yEn.P  r'B.diM;h yeT'B  h,vom yEnye[  





練習三請翻譯下列帶有介詞的組合字

loK;h !Ad]a;l 3. lex'r yEnye[.B 2. r'B.diM;h r;h.l 1. 

h'm'x.liM;h ~Aq.mil 6. ~Iy;r.cim yel\h'a.K 5. r'B.diM;h yer'h.l 4. 

boq][:y yev>Nim 9. ~yik'l.M;h yemyiB 8. h,vom d:Yim 7. 

l,hoa'h yel.kil 12. ~Al'V bel.B 11. h,vom yedyim 10. 





練習四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r'B.diM;h yev>n;a !im b'h"Z;h yel.K t,a Wr.m'v ~Aq'M;h yEn]hoK 1. 

`tWr yEn.B l,a ~'h'r.b;a r;m'a hoK 2. 

`h'm'x.liM;h yel.K t,a yiT.x;q'l l,hoa'h !imW ~yir'h,h vaor l,a yityil'[ yIn]a 3. 

`~Aq'M;h yev>n;a l;[ 'T.k;l'm ~'v>w h'ryi['h 'T.k;l'h h'T;a 4. 

`~'v Wb.v"y ~eh>w h'c.r;a Wl'[ , ~Aq'm.l ~Aq'Mim Wr.b'[ b'aAm yEn.B  5. 

`tWr h"y'h ~'h'r.b;a t;B ~ev>w dIw'D h"y'h ~'h'r.b;a !,B ~ev yiK Wr.k"z ~yIn]hoK;h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