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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約聖經是由希臘文寫成。自從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近東一帶，普通希臘文(Koine Greek)成為當時近東一帶

主要的官方語言。這種情形在羅馬帝國征服了近東一帶之後並沒有改變。主後第四世紀，基督教成為羅馬

帝國的國教，聖經被翻譯為拉丁文。拉丁文本的聖經成為之後一千多年羅馬天主教所使用的主要聖經版

本。

馬丁路得改教時期的前後，開始了新一階段的聖經翻譯工作，將聖經翻譯成許多不同的語言。之後，印刷

術被發明，使翻譯的聖經可以大量的生產，提供給有需要的人。因著翻譯聖經的普及，在接下來的數百年

中，基督的福音可以不斷地以更有效的方式傳播到世界各地，直到今日。

然而，要將一種語言準確地翻譯成另一種不同的語言，有其主觀與客觀上的限制與難度。正因於此，儘管

由原文翻譯成各種不同語言的翻譯本聖經在過去的歷史及現今都有極重要的時代意義與作用，但神也逐漸

在這些年間顯明一個新的需要，那就是：如何從各種不同的語言回到原文的，也就是原來的“那一本聖

經”，使那些渴慕並願意追求的弟兄姊妹，可以在不懂原文又無法直接學習原文的情況下，以自己熟悉的

語言來探討並學習神藉著原文所啟示在聖經中的話語。

有鑒於此，聖經研讀學會(Bible Research Study Institute)在主的帶領，及弟兄姊妹自由奉獻時間與精神的配

合下，作出了“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漢字對等化希臘文新約聖經）的發展，是奠基在一個與“翻譯聖經”截然不同

的概念。以中文為例，翻譯聖經的工作，是將原文聖經的意思，按中文的語法表達出來；而中文代表字原

文新約聖經，則是以中文來表達原文的字義語法，並進而表明原文的意思。從另一個角度說，翻譯本的聖

經在翻譯的過程中，對原文的表達，必須將就中文思考的模式以及中文語法的規則；但相反地，中文代表

字原文新約聖經，則是完全將就希臘原文思考的模式以及希臘原文語法的規則。換言之，中文代表字原文

新約聖經所帶來之基本的概念是“以中文解讀新約希臘原文”。

正因這個緣故，要想使用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的弟兄姊妹，必須對新約希臘文的特性與語法要有基本

的認識，這也是這個使用說明的主要目的之一。但願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可以成為一座橋，幫助我們

跨過不同語言之間的鴻溝，以便能更深地進入神的話語，使我們可以更認識祂。

在此，願意稍微解釋有關版權的問題，“Copyright 2005~2017 by BRSI”的顯示，只是一個在法律上最基本

的保護措施，唯一的目的是在防止屬世界的人掠取版權之後，反過來禁止弟兄姊妹“自由並且免費”的使

用，願主在我們當中鑒察。是以，主内的弟兄姊妹可以自由地複印學習，彼此分享。 

此外，弟兄姊妹可能需要安裝安色爾字體的 Koine310 及現代希臘文草書體的 greek 這兩種字體，才能在這

個簡易說明中讀到原文的字體。若是微軟視窗，可將這兩種字體複製到 C:\WINDOWS\Fonts。

上一次的修訂，特別將希臘文的經文並列於每一個文法範例中，這次的修訂則修正了部分標點符號，盼望

能對有心進深學習希臘文的弟兄姊妹有所幫助。

主内  計沛恩 

主後 二零一七年八月四日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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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通希臘文(Koine Greek)

最原始的新約聖經是由普通希臘文(Koine Greek)寫成。普通希臘文為大約在主前三百年到主後三百年

(300B.C.~A.D.300)的希臘文，它與流行在主前九百年到主前三百年傳統的古典希臘文(Classical Greek,

900B.C.~300B.C.)有某些的差別，與現代希臘文(Modern Greek)則有相當大的差別。

在比較古老的新約手抄本中，不是用一

般所熟悉的現代希臘文的草書體，而是

用一種古代抄錄本用的安色爾字體

(Uncial Text)，這種字體以圓潤的大寫

字母為特點。

如右圖所示，手抄本中，字與字之間沒

有間隔，節與節之間沒有分段，也沒有

一般希臘文中所熟悉的呼吸或重音符

號。由於沒有比較精準的印刷術，手抄

過程之中難免有誤，也因此造成不同版

本間有些微的差異。

可是細查不同版本間差異的來由，有些

固然是在抄寫過程中無意的失誤，但也

有不少是抄錄者好意的改進。但無論是

無意的失誤或是好意的改進，都使得最

原始的話語受到改變，而後世的人則不

可避免地對手抄本的可信度產生了更多

的疑慮，進而對聖經的權威產生質疑。

對於這種情況，雖然可惜，但想必也是

神所許可的。它帶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提

醒，也是一個嚴肅的警告，就是要我們

在研讀神的話語之時，不可過於篤定，

或過於自信，乃是在聖靈的帶領下，實

實在在地，以更謙卑，更溫柔，更謹慎

的心來領受，學習。

CODEX ALEXANDRINUS (A)
Romans 2:26 ~ 3:31

亞歷山大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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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希臘文的二十四個字母，及其對應的中文代表字母：

希臘文

安色爾

字體

希臘文

草書體

小寫

希臘文

草書體

大寫

中文

代表

字母

英文

名稱

希臘文

安色爾

字體

希臘文

草書體

小寫

希臘文

草書體

大寫

中文

代表

字母

英文

名稱

a a A 阿 alpha n n N 努 nu

b b B 貝 beta x x X 凱 xi

g g G 哥 gamma o o O 厄 omicron

d d D 德 delta p p P 普 pi

e e E 伊 epsilon r r R 若 rho

z z Z 茲 zeta s s ( j ) S 司 sigma

h h H 黑 eta t t T 特 tau

q q Q 希 theta u u U 烏 upsilon

i i I 艾 iota f f F 弗 phi

k k K 克 kappa c c C 奎 chi

l l L 勒 lambda y y Y 塞 psi

m m M 目 mu w w W 歐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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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希臘文的一些特性

就中文而言，一句話的主詞，直接受詞，間接受詞是由名詞或代名詞在句子中的位置而決定。這種情形在

英文也是如此。以中文為例：

有兩個人， 一個名叫東瓜；一個名叫西瓜

有一天， 東瓜 給 西瓜 南瓜

其中，

“東瓜”這個人是句子的主詞(主语)，“給”是動詞(谓语)，“西瓜”這個人是間接受詞(间接宾语)，所給

的“南瓜”是直接受詞(直接宾语)； 

如果，把上例中的三個名詞“東瓜，西瓜，南瓜”或動詞“給” 隨意互調彼此的位置，例如：

西瓜 給 東瓜 南瓜 或 南瓜 東瓜 給 西瓜

給 西瓜 東瓜 南瓜 或 東瓜 南瓜 給 西瓜

互調位置之後，句子的意義就完全改變，甚至可能成為沒有意義了。

但，如果在直接受詞，也就是動詞直接作用到的東西前面加上“到於”，並且，在間接受詞，也就是動詞

作用的位置或對象前面加上“在對”：

東瓜 給 在對西瓜 到於南瓜

此時，不論這四個字詞怎麼調動，句子的基本意義都不改變，如

在對西瓜 給 東瓜 到於南瓜 或 到於南瓜 東瓜 給 在對西瓜

給 在對西瓜 東瓜 到於南瓜 或 東瓜 到於南瓜 給 在對西瓜

這四個意義相同的句子中，唯一不同的是在整句中所強調的重點不同；第一句在強調所給的對象是“西

瓜”這個人，第二句在強調所給的東西是“南瓜”，第三句在強調“給”的動作，而第四句則在強調給南

瓜的這個人是“東瓜”。這種強調在文法上稱為重點強調 (Emphasis)。

再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來看：

老師 他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學生 到於功課

不論這四個字詞怎麼調動，句子的基本意義都不改變，如

在對學生 他現在已經給與 老師 到於功課 或 到於功課 老師 他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學生

他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學生 老師 到於功課 或 老師 到於功課 他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學生

第一句在強調所給與的對象是“學生”，第二句在強調所給與的東西是“功課”，第三句在強調“給與”

的動作，而第四句則在強調給與功課的這個人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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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的名詞，形容詞有特別的字尾變化(Declension)來表達“格(Case)”的功能。換言之，從希臘文名詞

字尾的變化，就可以知道這個名詞是作主詞，直接受詞，或是間接受詞。作主詞的名詞其字尾變化為主格

的變化，作直接受詞的名詞其字尾變化為直接受格的變化，作間接受詞的名詞其字尾變化為間接受格的變

化。由於希臘文的名詞和形容詞有這種字尾變化，因此，寫作的人可以隨意調動句子中字詞的次序，來表

達所要強調的重點。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經文結構分析”<詳見第十四章“中文代表字新約經文結構分析(Syntax)”> 是以

希臘文的語文結構為基礎所作的一個嘗試，試圖在不改變原文經文字詞先後次序的情況下，以華人所熟悉

的主詞、動詞、間接受詞、直接受詞的順序，也就是主語、謂語、間接賓語、直接賓語的順序，按照主要

句子與附屬子句的關係依次左右展開，使得經文的架構能以立體的角度展現開來，以致經文的重點強調與

上下文理能被清楚地呈現出來。

現在將前面的例子按照句法的結構分析來排列：

在對學生 他現在已經給與 老師 到於功課：

在對學生

他現在已經給與

老師

到於功課

到於功課 老師 他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學生：

到於功課

老師

他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學生

他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學生 老師 到於功課：

他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學生

老師

到於功課

老師 到於功課 他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學生：

老師

到於功課

他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學生

無論字詞的上下次序爲何，句子中字詞由左到右的次序依然是：老師 他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學生 到於功課。

由於希臘文可以隨意調動句子中字詞的次序，若在前後相關的句子之間，再加以適當的連接詞或關係詞來

銜接，寫作的人就可以輕易地表達自己思維的邏輯程序。希臘文這種邏輯程序的表達功能，在古典希臘文

時期，曾被用以發表西方最偉大的哲學思維；而在普通希臘文時期，則被用以發表新約寶貴的啟示以及基

督偉大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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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臘文這種重點的強調及邏輯的程序，在中文翻譯的過程中就很不容易完整地表達。例如：

太 4: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 Metanoei/te\ h;ggiken ga.r 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轉念悔悟；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因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字序 原文 (安色爾字體) 原文 原文中文代表字 (含文法)

9metanoeite Metanoei/te\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轉換有悟念知性(改變領悟認知=轉念悔悟)

10hggiken h;ggiken 他/她/它現在已經使成彎曲緊壓(使成接近=靠近)

11gar ga.r 因為

12h h` (她)那

13basileia basilei,a (她)為君王(王權國度)

14twn tw/n 從屬(他們)那些

15ouranwn ouvranw/nÅ 從屬(他們)天空/天

按照句法結構分析：
字序

9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轉念悔悟； Metanoei/te\
10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h;ggiken
11 因為 ga.r
12 (她)那 h`
13 (她)王權國度 basilei,a
14 從屬(他們)那些 tw/n
15 從屬(他們)天空/天。 ouvranw/nÅ

嚴格地說，這是兩個句子。第一個句子是由第 9 個字的動詞表達，這也就是主耶穌所傳之道的中心信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改變領悟認知(轉念悔悟)。這是一個命令語句，表示一個命令，懇求。換言之，你們現在

就必須要持續轉念悔悟﹗

接下來的句子，解釋了為什麼現在就必須要持續轉念悔悟的原因：因為，她現在已經靠近了。什麼東西現

在已經靠近了呢？第 12 和 13 個字指出：那“王權國度”現在已經靠近了。什麼樣的王權國度現在已經靠

近了呢？第 14 和 15 個字指出：那“從屬那些諸天的那王權國度”現在已經靠近了。

上面是一個典型的希臘文例句。弟兄姊妹務必要讓自己熟悉，習慣這種“東瓜，西瓜，南瓜”的特性，以

及其所顯示的重點強調及邏輯程序。這對新約原文聖經的閱讀，極為重要。

請注意，在希臘文中有一些“對等連接詞”是放在句子中第二個字，如這裏的“因為”；其它常見的還有

“然而也”、“這樣”等。但有時候為不切斷第一個字與其後接字詞的連貫性，這些一般放在第二個字的

對等連接詞也可以往後面移動，但這種情形不多見。例如：

太 13:21 只因心裏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ouvk e;cei de. rì,zan evn eàutw/| avlla. pro,skairo,j evstin(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然而也 到於(她)根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他)隨機暫時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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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希臘文名詞，形容詞，與定冠詞的性，數，格

希臘文的名詞(Noun)，形容詞(Adjective)，與定冠詞(Definite Article)，各有其特別的字尾變化(Declension)。

字尾變化表達出這個詞的性(Gender) ，數(Number) ，格(Case) 的三種特性。

(1) 性(Gender)與數(Number) ，及其中文代表字

性(Gender) -- 陽性(Masculine)，陰性(Feminine)，中性(Neuter)

數(Number) -- 單數(Singular) ，複數(Plural)

從字尾的變化，可以知道一個詞是單數或是複數。通常一般名詞只能或為陽性，或為陰性，或為中性；但

代名詞，形容詞，定冠詞則可以有不同的性(Gender)，以配合所代表，所修飾，或所限制的詞。

性 Gender \ 數 Number 單數 Singular 複數 Plural

陽性 Masculine (他) (他們)

陰性 Feminine (她) (她們)

中性 Neuter (它) (它們)

一般而言，第一人稱“我”和第二人稱“你”的人稱代名詞，有單數(我，你)以及複數(我們，你們)之分，

但沒有性(Gender)的分別。

(2) 格(Case)的分類，作用，及其中文代表字

希臘文的名詞，形容詞，及定冠詞的“格(Case)”，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與功能，弟兄姊妹必須特別下一番

功夫，讓自己熟悉每一個“格”的作用，以及其代表對應的中文代表字。

希臘文名詞，形容詞，及定冠詞的格，若按格的形式(Case Form)分類，可以分為五個格，但若按格的功能

(Case Function)分類，則可以分為八個格。一般而言，原文專家所提供的文法代碼(Grammar code /

Grammar tag)多按字形分類；換言之，主要的文法代碼都是按格的形式(Case Form)來分類和標註。茲以下

面的表格來表達八個格的功能與五個格的形式之間的關係，及其對等的中文代表字。

格的功能 Case Function 功能 Function 格的形式 Case Form 中文代表字

呼格 Vocative 直接的稱呼 呼格 Vocative 阿,

主格 Nominative 動作的主詞 主格 Nominative --

所有格 Genitive 限定性質；定義特點；說明關係
所有格 Genitive (從屬格) 從屬

分格 Ablative 表達分離或來源

間接受格 Dative 說明相關權益或所關連的事務

間接受格 Dative (在對格) 在對位置格 Locative 說明事務或動作的位置

憑藉格 Instrumental 描述動作傳達的媒介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說明動作的範圍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到於格) 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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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Vocative Case)

呼格表達直接的稱呼，中文代表字為“阿,”。

呼格：一般呼格 (Simple Vocative)：表達一般直接的稱呼，一般直接稱呼前面沒有“哦呀”，若有“哦呀”

則為強調呼格；這是普通希臘文的規則，而古典希臘文則正好相反；新約中呼格的用法只有“使徒行傳”

是依據古典希臘文的規則。例如：

太 8:25 門徒來叫醒了他，說：主阿，救我們，我們喪命啦。

kai. proselqo,ntej h;geiran auvto.n le,gontej( Ku,rie( sw/son( avpollu,meqaÅ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其中，第 6 個字“阿,(他)主人”就是呼格的用法，且為陽性單數。

路 4:23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必引這俗語向我說：醫生，你醫治自己罷；我們聽見你在迦百農所行的事，也

當行在你自己家鄉裏。

… VIatre,( qera,peuson seauto,n\ …

… 阿,(他)醫生，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你自己； …

徒 18:14 保羅剛要開口，迦流就對猶太人說：你們這些猶太人，如果是為冤枉，或奸惡的事，我理當耐性聽

你們；

… Eiv me.n h=n avdi,khma, ti h' rà|diou,rghma ponhro,n( w= VIoudai/oi( kata. lo,gon a'n avnesco,mhn
um̀w/n\
… 若是 的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所行不義 (它)任何什麼 甚或/或而 (它)罪行不當 (它)惡的，

哦呀 阿,(他們)猶太人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但凡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你們； <新約中只有“使徒行傳”是依據古典希臘文呼格用法的規則>

呼格：強調呼格 (Emphatic Vocative)：表達直接強調的稱呼，一般直接稱呼前面沒有“哦呀”，若有“哦

呀”則為強調呼格；這是普通希臘文的規則，而古典希臘文則正好相反；新約中呼格的用法只有“使徒行

傳”是依據古典希臘文的規則。例如：

太 15:28 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罷。從那時候，他女兒就好了。

… +W gu,nai( mega,lh sou h` pi,stij\ genhqh,tw soi wj̀ qe,leijÅ …
… 哦呀 阿,(她)女人， (她)極大的 從屬你 (她)那 (她)信；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在對你 正如地

你現在持續定意。 …

可 9:19 耶穌說：噯，不信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裏

來罷。

… +W genea. a;pistoj( e[wj po,te pro.j um̀a/j e;somaiÈ e[wj po,te avne,xomai um̀w/nÈ …
… 哦呀 阿,(她)族類之世代 阿,(她)不誠不信的， 一直直到 何時呢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我將要(持續)是？ 一直直到 何時呢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你們？ …

徒 1: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 Ku,rie( eiv evn tw/| cro,nw| tou,tw| avpokaqista,neij th.n basilei,an tw/| VIsrah,lÈ …
… 阿,(他)主人， 若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時段期間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復位還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新約中只有“使徒行傳”是依據古典希臘文呼格用法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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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感嘆呼格 (Vocative of Exclamation)：表達一個感嘆的稱呼，一般與上下文無直接的關係，是一種感嘆

情緒的表達。例如：

徒 13:10 說：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眾善的仇敵，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麼。

… +W plh,rhj panto.j do,lou kai. pa,shj rà|diourgi,aj( uiè. diabo,lou( evcqre. pa,shj dikaiosu,nhj( ouv
pau,sh| diastre,fwn ta.j òdou.j Îtou/Ð kuri,ou ta.j euvqei,ajÈ …
… 哦呀 (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餌誘詭詐 並且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魯莽狠毒， 阿,(他)兒子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阿,(他)仇視敵對的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至義，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現正持續翻轉扭曲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平直直接的？

羅 2:3 你這人哪，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麼。

logi,zh| de. tou/to( w= a;nqrwpe o` kri,nwn tou.j ta. toiau/ta pra,ssontaj kai. poiw/n auvta,( o[ti su.
evkfeu,xh| to. kri,ma tou/ qeou/È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然而也 到於(它)那同一者， 哦呀 阿,(他)人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種樣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同一者， 是這樣 你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主格(Nominative Case)

主格：主詞主格 (Subject Nominative)：表達主動態定動詞（定動詞(Definite Verb)為帶有人稱的動詞）動作

的執行者或被動態定動詞動作的接受者，也用於關身態定動詞表達與定動詞動作的關係，或表明何爲定動

詞所表達狀況的主詞。主格的用法也很直接，並且沒有任何中文代表字。不同於英文或中文，其句子中的

主詞通常是在動詞的前面，希臘文句子中的主詞不見得都是在動詞前面。例如：

太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ou[twj lamya,tw to. fw/j um̀w/n e;mprosqen tw/n avnqrw,pwn( …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發光照耀 (它)那 (它)光明 從屬你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其中“(它)那 (它)光明”就是主格，是句子中的主詞。而“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發光照耀”是動詞。也就是

說，那光明它那時(也是)就要發光照耀。那光明是中性單數“ (它) ”。是誰的光明呢？第 5 個字指出，是那

“從屬你們”的光明。第 5 個字“從屬你們”是複數的第二人稱的人稱代名詞，與第一人稱代名詞一樣，是

不分性別的。

主格：敍述主格 (Predicate Nominative)：在與連接動詞(繫動詞)所連接的對等句中描述説明主要主詞，一般常

見的連接動詞有“是”、“生發成爲”、“在底下起始為首(源屬具有)”。 

連接動詞(繫動詞)所連接的對等詞必須具有同樣的“格”，且一般多為主格。然而，對等詞的“性，數”卻

不需要一樣。例如：

太 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Umei/j evste to. fw/j tou/ ko,smouÅ …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 <是>

約 1:4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evn auvtw/| zwh. h=n( kai. h` zwh. h=n to. fw/j tw/n avnqrw,p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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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她)生命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是>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

光。

Kai. o` lo,goj sa.rx evge,neto kai. evskh,nwsen evn h̀mi/n( …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她)肉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搭帳棚居所 在內 在對我們， … <生發成爲>

雅 2:15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

eva.n avdelfo.j h' avdelfh. gumnoi. up̀a,rcwsin kai. leipo,menoi th/j evfhme,rou trofh/j
但凡若是 (他)弟兄 甚或/或而 (她)姊妹 (他們)赤身裸露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源屬具有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遺下留後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在每日上面的 從屬(她)食品營養， <源屬具有>

主格：呼格性主格 (Nominative in place of Vocative)：此外，在普通希臘文中呼格漸漸被淘汰，帶定冠詞的主

格，按上下文的需要，也可以表達呼格的功能。例如：

太 11:26 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nai. o` path,r( o[ti ou[twj euvdoki,a evge,neto e;mprosqe,n souÅ
誠然為是， (他)那 (他)父親；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她)認可歡愉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約 20:28 多馬說：我的主，我的神。

avpekri,qh Qwma/j kai. ei=pen auvtw/|( ~O ku,rio,j mou kai. ò qeo,j mouÅ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多馬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我。

主格：稱呼主格 (Nominative of Appellation)：關於稱呼的專有名詞無視其在句子中本當有的格，而以主格的

形式取代，有時可以視爲“呼格性主格”，有時也可能為一種強調的表達方式。例如： 

路 2:21 滿了八天，就給孩子行割禮，與他起名叫耶穌，這就是沒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 kai. evklh,qh to. o;noma auvtou/ VIhsou/j( …

…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耶穌， …

約 13:13 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

um̀ei/j fwnei/te, me ~O dida,skaloj kai. ~O ku,rioj( kai. kalw/j le,gete( eivmi. ga,rÅ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到於我， (他)那 (他)老師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美好適當地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是 因為。

主格：獨立主格 (Independent Nominative or Nominative Absolute)：主格被獨立地使用，而與句子其他部分有意

義上的關聯，卻無文法上直接的關係，包含“主格獨立句”。例如：

可 6:40 眾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

kai. avne,pesan prasiai. prasiai. kata. ek̀ato.n kai. kata. penth,kontaÅ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她們)成排成列 (她們)成排成列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一百個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五十個。

約 7: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o` pisteu,wn eivj evme,( kaqw.j ei=pen h̀ grafh,( potamoi. Evk th/j koili,aj auvtou/ rèu,sousin u[dat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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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ntojÅ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那

(她)經文， (他們)河流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腹腔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湧流 從屬(它)水

從屬(它)現正持續活了的。 <可視爲“主格獨立句”>

主格：感嘆主格 (Nominative of Exclamation)：主格被獨立地使用而表達一個感嘆。例如：

可 3:34 就四面觀看那周圍坐著的人，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

… :Ide h` mh,thr mou kai. oi` avdelfoi, mouÅ
…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我。

羅 11:33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W ba,qoj plou,tou kai. sofi,aj kai. gnw,sewj qeou/\ …

哦呀 (它)深度 從屬(他)豐滿富足 並且 從屬(她)智慧 並且 從屬(她)知識認識 從屬(他)神； …

主格：同位語主格 (Nominative of Apposition)：被重複使用的主格名詞表達與前面的主格有一個相同地位與

彼此認同的關係。例如：

太 16: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 Su. ei= o` Cristo.j o` uìo.j tou/ qeou/ tou/ zw/ntojÅ
…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羅 1:1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

Pau/loj dou/loj Cristou/ VIhsou/( …

(他)保羅 (他)奴僕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

直接受格 / 到於格 (Accusative Case)

直接受格(到於格)在說明動作的範圍，表達動作直接作用到於的對象。因此，它解答動作的方向問題：“到

那裏？”。中文代表字為“到於”，很直接地表達了直接受格的特性。

直接受格：直接受詞直接受格 (Accusative of Direct Object)：直接受格(到於格)作爲不同語氣或格式之及物動

詞(Transitive Verb)的直接受詞。例如：

太 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 avparnhsa,sqw eàuto.n kai. avra,tw to.n stauro.n auvtou/ kai. avkolouqei,tw moiÅ
…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其中，“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是動詞；但這個“完全否認拒絕”的動作是作用到那

裏呢？後面指出，是作用“到於”自己。 同樣地，“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也是動詞；但這個“提

起”的動作是作用到那裏呢？後面指出，是作用“到於”那十字架。

約 16:1 我已將這些事告訴你們，使你們不至於跌倒。

Tau/ta lela,lhka um̀i/n i[na mh. skandalisqh/teÅ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誘陷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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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受格：雙重直接受格：人稱與非人稱直接受詞 (Double Accusative--Personal and Impersonal Objects)：有些

動詞需要有兩個直接受詞(到於格)才能使得句子有完整的意思。例如：

太 27:31 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帶他出去，要釘十字架。

… evxe,dusan auvto.n th.n clamu,da kai. evne,dusan auvto.n ta. ìma,tia auvtou/ kai. avph,gagon auvto.n eivj
to. staurw/saiÅ
…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脫掉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軍用外袍，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穿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釘十字架。

林前 3:2 我是用奶餵你們，沒有用飯餵你們；那時你們不能喫，就是如今還是不能。

ga,la um̀a/j evpo,tisa( ouv brw/ma( …

到於(它)奶 到於你們 我那時(也是)餵飲， 不是/不 到於(它)食物； …

直接受格：雙重直接受格：直接與敍述直接受詞 (Double Accusative--Direct and Predicate Objects)：有些動詞需

要有一個直接受詞(到於格)與一個敍述直接受詞(到於格)才能使得句子有完整的意思。例如： 

路 19:46 對他們說：經上說：『我的殿，必作禱告的殿。』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 Kai. e;stai o` oi=ko,j mou oi=koj proseuch/j( um̀ei/j de. auvto.n evpoih,sate sph,laion lh|stw/nÅ
…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求告祈禱； 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石窟洞穴 從屬(他們)強盜。

“到於(他)同一者”指前面的“(他)那 (他)住處家室”，而後面的“到於(它)石窟洞穴 從屬(他們)強盜”來敍述

說明“到於(他)同一者”被行出作成的是什麽。 

約壹 1:10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裏了。

eva.n ei;pwmen o[ti ouvc h̀marth,kamen( yeu,sthn poiou/men auvto.n …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犯罪， 到於(他)說謊作假者

我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

直接受格：同源直接受格：同字根作爲強調 (Cognate Accusative--Same Root and Emphatic)：直接受格與動詞具

有同一的字根以作爲一種強調。例如： 

可 4:41 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kai. evfobh,qhsan fo,bon me,gan …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畏懼害怕 到於(他)極大的， …

約 7:24 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

mh. kri,nete katV o;yin( avlla. th.n dikai,an kri,sin kri,neteÅ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外觀， 但乃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具公平正義的 到於(她)區別審斷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提後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to.n kalo.n avgw/na hvgw,nismai( to.n dro,mon tete,leka( th.n pi,stin teth,rhka\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比賽爭競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努力奮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賽跑歷程 我現在已經完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我現在已經行看護守衛；

辨別同字根的同源直接受格有時候需要參考標準版之完整的中文代表字。在此，“到於(他)比賽爭競”的中

文代表字標準版為“到於(他)帶領比賽(比賽爭競)”，而“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努力奮鬥”的中文代表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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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為“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使有帶領比賽(使有比賽爭競=努力奮鬥)”；這兩個字具有同一個字根“帶領比

賽”。

直接受格：同源直接受格：同字義作爲強調 (Cognate Accusative--Same Meaning and Emphatic)：直接受格與動

詞具有相同的字義以作爲一種強調。例如： 

彼前 3:6 就如撒拉聽從亞伯拉罕，稱他為主；你們若行善，不因恐嚇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兒了。

wj̀ Sa,rra ùph,kousen tw/| VAbraa,m ku,rion auvto.n kalou/sa( h-j evgenh,qhte te,kna avgaqopoiou/sai
kai. mh. fobou,menai mhdemi,an pto,hsinÅ
正如地 (她)撒拉 他/她/它那時(也是)留心聽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它們)孩子，

(她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她)有驚嚇恐嚇。

在此，“(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與“到於(她)有驚嚇恐嚇”的字根不同，但字義接近。

直接受格：副詞性直接受格：方式 (Adverbial Accusative of Manner)：直接受格(到於格)表達動作發生的方

式。例如：

約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 evgw. h=lqon i[na zwh.n e;cwsin kai. perisso.n e;cwsinÅ
… 我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為要 到於(她)生命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它)格外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路 16:19 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

… kai. evnedidu,sketo porfu,ran kai. bu,sson …

…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致使穿著 到於(她)紫色衣布 並且 到於(她)細麻布， …

可 5:34 耶穌對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你的災病痊愈了。

… Quga,thr( h` pi,stij sou se,swke,n se\ u[page eivj eivrh,nhn …

… 阿,(她)女兒，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拯救 到於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和平安寧， …

此外，中性直接受格(到於格)的形容詞常常被用來作副詞使用。例如：

可 12:27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們是大錯了。

ouvk e;stin qeo.j nekrw/n avlla. zw,ntwn\ polu. plana/sqeÅ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神 從屬(他們)死掉的， 但乃是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到於(它)許多的 你們現在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在這裏中性直接受格的形容詞“到於(它)許多的”就是被用來作副詞使用。有些學者甚至給與副詞的文法代

碼，也有學者同時給與副詞以及直接受格的文法代碼。

林前 16:6 或者和你們同住幾時，或者也過冬；無論我往那裏去，你們就可以給我送行。

pro.j um̀a/j de. tuco.n paramenw/ h' kai. paraceima,sw( …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然而也 到於(它)那時(也是)巧遇得著了的 我將要(持續)停留持守在旁邊，

甚或/或而 並且 我將要(持續)過冬， …

直接受格：副詞性直接受格：衡量範圍 (Adverbial Accusative of Measure or Extent)：直接受格(到於格)表達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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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發生的衡量達到的範圍或長度。例如：

林前 10:33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救。

kaqw.j kavgw. pa,nta pa/sin avre,skw mh. zhtw/n to. evmautou/ su,mforon avlla. to. tw/n pollw/n( i[na
swqw/sinÅ
按照正如地 並且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取悅，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它)那 從屬(他)我自己 到於(它)一起負載攜帶的/輕省有益的，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許多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林前 11:18 第一，我聽說你們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我也稍微的信這話。

prw/ton me.n ga.r sunercome,nwn ùmw/n evn evkklhsi,a| avkou,w sci,smata evn um̀i/n ùpa,rcein kai. me,roj
ti pisteu,wÅ
首先地 的確 因為，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傳召，

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裂口間隙 在內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源屬具有； 並且 到於(它)部分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直接受格：副詞性直接受格：衡量範圍：空間 (Adverbial Accusative of Measure or Extent--Space)：直接受格(到

於格)表達動作發生的空間衡量達到的範圍或長度。例如：

太 14:24 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

to. de. ploi/on h;dh stadi,ouj pollou.j avpo. th/j gh/j avpei/cen basanizo,menon up̀o. tw/n kuma,twn( h=n
ga.r evnanti,oj o` a;nemojÅ
(它)那 然而也 (它)船隻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他們)具 606.75 英尺長的賽跑道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它)現正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波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相對拮抗的 (他)那 (他)風。

中文和合本的翻譯可能是根據不同的版本，其中雙底綫表達原文異字，即版本的用字不同： 

[經文變異 RT]

to. de. ploi/on h;dh me,son th/j qala,sshj h=n( basanizo,menon up̀o. tw/n kuma,twn\ h=n ga.r evnanti,oj o`
a;nemojÅ
(它)那 然而也 (它)船隻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波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相對拮抗的 (他)那 (他)風。

約 6:19 門徒搖櫓約行了十里多路，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走，漸漸近了船，他們就害怕。

evlhlako,tej ou=n wj̀ stadi,ouj ei;kosi pe,nte h' tria,konta …

(他們)現在已經促成推動驅使了的 這樣 正如地 到於(他們)具 606.75 英尺長的賽跑道 到於(他們)二十

到於(他們)五個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三十個，…

路 2:44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親族和熟識的人中找他；

… h=lqon hm̀e,raj od̀o.n …

…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從屬(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道路途徑； …

路 22:41 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

kai. auvto.j avpespa,sqh avpV auvtw/n ws̀ei. li,qou bolh.n …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從那裏拉拔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從屬(他)石頭 到於(她)投擲扔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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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受格：副詞性直接受格：衡量範圍：時間 (Adverbial Accusative of Measure or Extent--Time)：直接受格(到

於格)表達動作發生的時間衡量達到的範圍或長度。例如：

太 4:2 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

kai. nhsteu,saj h̀me,raj tessera,konta kai. nu,ktaj tessera,konta( u[steron evpei,nasenÅ
並且 (他)那時(也是)禁食了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四十個 並且 到於(她們)夜晚 到於(她們)四十個，

稍遲隨後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太 20:6 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裏；就問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裏閒站呢。

… Ti, w-de es̀th,kate o[lhn th.n hm̀e,ran avrgoi,È
…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也就在此地 你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們)閒散停頓的？

來 3:9 在那裏，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

ou- evpei,rasan oi` pate,rej um̀w/n evn dokimasi,a| kai. ei=don ta. e;rga mou tessera,konta e;th\
在這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檢查證實，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我 到於(它們)四十個 到於(它們)年；

直接受格：副詞性直接受格：一般關聯 (Adverbial Accusative of General Reference)：直接受格(到於格)表達一

般關連的觀念，通常是表達“關於到或關乎到”的意思。例如：

約 6:62 倘或你們看見人子升到他原來所在之處，怎麼樣呢。

eva.n ou=n qewrh/te to.n uiò.n tou/ avnqrw,pou avnabai,nonta o[pou h=n to. pro,teronÈ
但凡若是 這樣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先前的？

羅 15:17 所以論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穌裏有可誇的。

e;cw ou=n Îth.nÐ kau,chsin evn Cristw/| VIhsou/ ta. pro.j to.n qeo,n\
我現在持續持有 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誇耀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這裏的“到於(它們)那些”即為副詞性直接受格表達“關於到或關乎到”的意思。應該是聯結於“到於(她)那

到於(她)誇耀”；意即，我現在持續持有誇耀關乎到於那些關於神的事情。

直接受格：副詞性直接受格：一般關聯：作不定詞動作主語 (Adverbial Accusative of General Reference--Act as

Subject of Infinitive)：直接受格(到於格)表達一般關連的特殊用法，作不定詞動作的主語。例如：

約 2:24 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他知道萬人；

auvto.j de. VIhsou/j ouvk evpi,steuen auvto.n auvtoi/j dia. to. auvto.n ginw,skein pa,ntaj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耶穌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這裏，不定詞“現要去持續認識知道”的主語“到於(他)同一者”及賓語“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都是

直接受格(到於格)，由於希臘文字詞的次序可以調轉而不改變主要的意思，所以常常必須按照上下文的邏輯

關係來確定那一個是主語，那一個是賓語。

徒 2: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o]n ò qeo.j avne,sthsen lu,saj ta.j wvdi/naj tou/ qana,tou( kaqo,ti ouvk h=n dunato.n kratei/sqai auvto.n
up̀V auv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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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這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那時(也是)鬆綁脫解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劇痛陣痛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按照這任何什麼地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現要去持續被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在此，不定詞“現要去持續被掌控抓住”為被動語態，其主語為“到於(他)同一者”。而後面的“<在底下>被

從 從屬(他)同一者”是指前面提到的“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林前 10:6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

tau/ta de. tu,poi hm̀w/n evgenh,qhsan( eivj to. mh. ei=nai hm̀a/j evpiqumhta.j kakw/n( kaqw.j kavkei/noi
evpequ,mhsanÅ
(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們)印模樣本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熱戀愛慕者 從屬(它們)卑劣不好的， 按照正如地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熱戀愛慕。

直接受格：副詞性直接受格：誓約直接受格 (Accusative with Oaths)：直接受格(到於格)作爲誓約動詞如“使

有誓言制約”“在內使有誓言制約”“誠摯地作見證”等之所指著起誓的對象；誓約動詞常有雙直接受

詞，誓約直接受格為所指著起誓的對象，另一個直接受詞為誓言制約的對象。例如：

可 5:7 大聲呼叫說：至高神的兒子耶穌，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指著神懇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 Ti, evmoi. kai. soi,( VIhsou/ uìe. tou/ qeou/ tou/ uỳi,stouÈ òrki,zw se to.n qeo,n( mh, me basani,sh|jÅ
…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耶穌 阿,(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至高的？ 我現在持續使有誓言制約 到於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不會/不要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使有考驗折磨。

在此，誓言制約的對象為“到於你”；而所指著起誓的對象(誓約直接受格)為“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徒 19:13 那時，有幾個遊行各處，念咒趕鬼的猶太人，向那被惡鬼附的人，擅自稱主耶穌的名，說：我奉保

羅所傳的耶穌，敕令你們出來。

… ~Orki,zw um̀a/j to.n VIhsou/n o]n Pau/loj khru,sseiÅ
… 我現在持續使有誓言制約 到於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他)保羅

他/她/它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帖前 5:27 我指著主囑咐你們，要把這信念給眾弟兄聽。

VEnorki,zw um̀a/j to.n ku,rion avnagnwsqh/nai th.n evpistolh.n pa/sin toi/j avdelfoi/jÅ
我現在持續在內使有誓言制約 到於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那時(也是)要去被宣讀誦念 到於(她)那

到於(她)書信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提後 4:1 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

Diamartu,romai evnw,pion tou/ qeou/ kai. Cristou/ VIhsou/ tou/ me,llontoj kri,nein zw/ntaj kai.
nekrou,j( kai. th.n evpifa,neian auvtou/ kai. th.n basilei,an auvtou/\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死掉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顯現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間接受格 / 在對格 (Dative Case)

由於主要的文法代碼都是按格的形式(Case Form)來分類和標註，所以要特別注意間接受格，及所有格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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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多重功能及特性。間接受格(在對格)有三個功能：或為一般間接受格(Dative Case)的用法，來說明相關

權益或所關連的事務；或為位置格(Locative Case)的用法，來說明事務或動作的位置；也可以為憑藉格

(Instrumental Case)的用法，來描述動作傳達的媒介。因此，它解答動作的方向問題：“在那裏？”。中文

代表字為“在對”。“在對”的“在”表達了位置格的特性，而“在對”的“對”表達了間接受格其指明

對象的特性。但是，請不要忘記，“在對”也表達動作的憑藉。

間接受格 (Dative Case)

間接受格：間接受詞間接受格 (Dative of Indirect Object)：間接受格(在對格)表達最基本的間接受詞直接的概

念：對象或對於。例如：

太 18:26 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

… Makroqu,mhson evpV evmoi,( kai. pa,nta avpodw,sw soiÅ
… 你那時(也是)就要成忍耐寬容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我"，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林前 5:9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Egraya ùmi/n evn th/| evpistolh/| mh. sunanami,gnusqai po,rnoij(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書信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共同再向上攙雜混合 在對(他們)男娼；

間接受格：利益間接受格 (Dative of Advantage or of Personal Interest)：間接受格(在對格)表達一個利益的關

連：爲了或益于。例如： 

路 7:5 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

avgapa/| ga.r to. e;qnoj h̀mw/n kai. th.n sunagwgh.n auvto.j wv|kodo,mhsen h̀mi/nÅ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因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種族邦國 從屬我們，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營建修造 在對我們。

羅 14: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ouvdei.j ga.r h̀mw/n eàutw/| zh/| kai. ouvdei.j eàutw/| avpoqnh,|skei\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從屬我們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死去。

間接受格：反利益間接受格 (Dative of Disadvantage)：間接受格(在對格)表達一個不利的關連：反對或對抗。

例如：

太 23:31 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

w[ste marturei/te eàutoi/j o[ti uiòi, evste tw/n foneusa,ntwn tou.j profh,tajÅ
以致 你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們)兒子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行謀害凶殺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可 6:19 於是希羅底懷恨他，想要殺他；只是不能；

h` de. ~Hrw|dia.j evnei/cen auvtw/| kai. h;qelen auvto.n avpoktei/nai( kai. Ouvk hvdu,nato\ …

(她)那 然而也 (她)希羅底 他/她/它當時持續壓制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

間接受格：歸屬間接受格 (Dative of Possession)：間接受格(在對格)説明一個歸屬關係，説明具有或擁有的概

念（歸屬所有格在強調擁有者，歸屬間接受格在強調被擁有的事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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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7 只是沒有孩子，因為以利沙伯不生育，兩個人又年紀老邁了。

kai. Ouvk h=n auvtoi/j te,knon( …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孩子，…

路 9:38 其中有一人喊叫說：夫子，求你看顧我的兒子，因為他是我的獨生子。

… o[ti monogenh,j moi, evstin(
… 是這樣 (他)獨生的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1:6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

VEge,neto a;nqrwpoj( avpestalme,noj para. qeou/( o;noma auvtw/| VIwa,nnhj\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人 (他)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神，

(它)名字 在對(他)同一者 (他)約翰；

徒 4:37 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up̀a,rcontoj auvtw/| avgrou/ pwlh,saj h;negken to. crh/ma kai. e;qhken pro.j tou.j po,daj tw/n
avposto,lwnÅ
從屬(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田野， (他)那時(也是)售賣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到於(它)那 到於(它)物資錢財， …

間接受格：關聯間接受格 (Dative of Reference)：間接受格(在對格)表達關連的觀念，通常是表達“關於或關

乎”（即“對什麽來説”）的意思。例如： 

太 6:25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喫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麼，

身體不勝於衣裳麼。

… mh. merimna/te th/| yuch/| um̀w/n ti, fa,ghte Îh' ti, pi,hteÐ( mhde. tw/| sw,mati um̀w/n ti, evndu,shsqeÅ …

…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喝； 然而也不要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你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

羅 6:2 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

… oi[tinej avpeqa,nomen th/| àmarti,a|( pw/j e;ti zh,somen evn auvth/|È
…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我們那時(也是)死去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怎樣如何地呢 依然仍舊地

我們將要(持續)活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間接受格：判斷間接受格 (Ethical (Judicii) Dative)：間接受格表達一個判斷或意見的關連。例如：

太 8:29 他們喊著說：神的兒子，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時候還沒有到，你就上這裏來叫我們受苦麼。

… Ti, hm̀i/n kai. soi,( uìe. tou/ qeou/È …

…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

太 18:17 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 e;stw soi w[sper o` evqniko.j kai. o` telw,nhjÅ
…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在對你 甚至正如地 (他)那 (他)屬外邦的 並且 (他)那 (他)稅吏。

約 11:50 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

ouvde. logi,zesqe o[ti sumfe,rei um̀i/n …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在對你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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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7:10 那本來叫人活的誡命，反倒叫我死；

kai. eur̀e,qh moi h` evntolh. h` eivj zwh.n( au[th eivj qa,naton\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對我 (她)那 (她)誡律命令 (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她)那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林前 4:3 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

evmoi. de. eivj evla,cisto,n evstin( i[na uf̀V um̀w/n avnakriqw/ h' up̀o. avnqrwpi,nhj hm̀e,raj\ …

在對"我"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它)最微小低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為要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詳細審察， 甚或/或而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人類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

腓 1: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evmoi. ga.r to. zh/n Cristo.j kai. to. avpoqanei/n ke,rdojÅ
在對"我" 因為 (它)那 現要去持續活， (他)基督； 並且 (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它)利潤收益。

間接受格：直接受詞間接受格 (Dative of Direct Object)：間接受格(在對格)為某些動詞的直接受詞，例如“敬

拜”“置信信託”“成頑固不信”“ 缺誠不信”“行服事”“作奴僕”“行馳援幫助”“取悅”“跟隨”

“評斷申誡”。例如：

太 15:25 那婦人來拜他，說：主阿，幫助我。

h` de. evlqou/sa proseku,nei auvtw/| le,gousa( Ku,rie( boh,qei moiÅ
(她)那 然而也 (她)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馳援幫助 在對我。

約 5:46 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eivv ga.r evpisteu,ete Mwu?sei/( evpisteu,ete a'n evmoi,\ …

若是 因為 你們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他)摩西， 你們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但凡 在對"我"； …

羅 11:30 你們從前不順服神，如今因他們的不順服，你們倒蒙了憐恤；

w[sper ga.r ùmei/j pote hvpeiqh,sate tw/| qew/|( …

甚至正如地 因為 你們 在那個時候 你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

路 24:11 他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言，就不相信。

kai. evfa,nhsan evnw,pion auvtw/n ws̀ei. lh/roj ta. rh̀,mata tau/ta( kai. hvpi,stoun auvtai/jÅ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他)胡扯瞎說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缺誠不信 在對(她們)同一者。

太 4:11 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

… a;ggeloi prosh/lqon kai. dihko,noun auvtw/|Å
… (他們)使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同一者。

西 3:24 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 tw/ kuri,w| Cristw/| douleu,ete\
…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基督 你們現在持續作奴僕；

羅 15:3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

kai. ga.r ò Cristo.j ouvc eàutw/| h;resen\ …

並且 因為 (他)那 (他)基督 不是/不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取悅； …

可 1:18 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使用説明      23

第 23 頁

kai. euvqu.j avfe,ntej ta. di,ktua hvkolou,qhsan auvtw/|Å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猶 1:9 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尚且不敢用毀謗的話罪責他，只說：主責備你罷。

… avlla. ei=pen( VEpitimh,sai soi ku,riojÅ
…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評斷申誡 在對你 (他)主人。

位置格(Locative Case)

位置格：地方位置格 (Locative of Place)：位置格(在對格)表達一個實際的位置（地方所有格在強調地方的性

質，地方位置格在強調地方的實際位置）。

許多時候，位置格都接著在介係詞的後面，清楚地表明位置的關係。例如：

太 7:3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ti, de. ble,peij to. ka,rfoj to. evn tw/| ovfqalmw/| tou/ avdelfou/ sou( th.n de. evn tw/| sw/| ovfqalmw/| doko.n
ouv katanoei/jÈ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刺 到於(它)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眼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你，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你之物

在對(他)眼睛 到於(她)承重之樑木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仔細觀察了解？

但有時候，位置格則沒有介係詞。例如：

約 19:2 兵丁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紫袍；

kai. oi` stratiw/tai ple,xantej ste,fanon evx avkanqw/n evpe,qhkan auvtou/ th/| kefalh/| …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士兵 (他們)那時(也是)纏繞編織了的 到於(他)花冠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荊棘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頭，…

位置格：領域位置格 (Locative of Sphere)：位置格(在對格)表達一個邏輯領域的位置。例如：

太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maka,rioi oi` kaqaroi. th/| kardi,a|( o[ti auvtoi. to.n qeo.n o;yontaiÅ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乾淨純潔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來 5:11 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不進去。

Peri. ou- polu.j hm̀i/n o` lo,goj kai. dusermh,neutoj le,gein( evpei. nwqroi. gego,nate tai/j avkoai/jÅ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他)許多的 在對我們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為難以行解釋翻譯的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其上 (他們)懶惰懈怠的 你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聽聞。

位置格：時間位置格 (Locative of Time)：位置格(在對格)表達一個時間的位置（時間所有格在強調時間的性

質，時間位置格在強調時間的實際位置）。例如：

太 20:19 又交給外邦人，將他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復活。

… kai. th/| tri,th| hm̀e,ra| evgerqh,setaiÅ
…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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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2:20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 :Afrwn( tau,th| th/| nukti. th.n yuch,n sou avpaitou/sin avpo. sou/\ …

… 阿,(他)遲笨愚妄的，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要求索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

位置格：規條位置格 (Locative of Rule/Direction)：位置格(在對格)表達動詞動作所依據的規條。例如：

徒 15:1 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

… VEa.n mh. peritmhqh/te tw/| e;qei tw/| Mwu?se,wj( ouv du,nasqe swqh/naiÅ
…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割禮 在對(它)那 在對(它)習慣常例 在對(它)那 從屬(他)摩西，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徒 14:16 他在從前的世代，任憑萬國各行其道；

o]j evn tai/j parw|chme,naij geneai/j ei;asen pa,nta ta. e;qnh poreu,esqai tai/j òdoi/j auvtw/n\
(他)這個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溜走掠過了的 在對(她們)族類之世代

他/她/它那時(也是)容許任由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他們)同一者；

憑藉格(Instrumental Case)

憑藉格：媒介憑藉格 (Instrumental of Means)：憑藉格(在對格)表達動作完成的媒介，通常是非人稱的名詞。

例如：

徒 12:2 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

avnei/len de. VIa,kwbon to.n avdelfo.n VIwa,nnou macai,rh|Å
他/她/它那時(也是)挪去 然而也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約翰 在對(她)兵刃。

帶有介係詞的憑藉格(在對格)也可以表達動作完成的媒介。例如：

路 22:49 左右的人見光景不好，就說：主阿，我們拿刀砍可以不可以。

… Ku,rie( eiv pata,xomen evn macai,rh|È
… 阿,(他)主人， 若是 我們將要(持續)敲打擊中 在內 在對(她)兵刃？

但有時候“在對格”在同一個時候可以是間接受格，可以是位置格，也可以是憑藉格。例如：

羅 8:24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th/| ga.r evlpi,di evsw,qhmen\ …

在對(她)那 因為 在對(她)期盼指望 我們那時(也是)被拯救； …

學者指出，在此“在對(她)那 在對(她)期盼指望” 可以是間接受格，可以是位置格，也可以是憑藉格。對於

“期盼指望”，我們那時(也是)被拯救；在“期盼指望”中，我們那時(也是)被拯救；憑藉“期盼指望”，

我們那時(也是)被拯救。

徒 5:31 神且用右手將他高舉，〔或作他就是神高舉在自己的右邊〕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將悔改的心，和

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

tou/ton o` qeo.j avrchgo.n kai. swth/ra u[ywsen th/| dexia/| auvtou/ Îtou/Ð dou/nai meta,noian tw/| VIsrah.l
kai. a;fesin àmartiw/nÅ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他)起始首要之帶領之人 並且 到於(他)救主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高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轉悟悔改 在對(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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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以色列 並且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學者指出，“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在此可以是憑藉格：用右手升高；也可以是間接受格：升高到

右手邊；也可以是位置格：在右手邊升高。

憑藉格：代理憑藉格 (Instrumental of Agency)：憑藉格(在對格)表達動作完成的代理者，通常是人稱的名詞。

例如：

路 23:15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來；可見他沒有作甚麼該死的事。

… kai. ivdou. ouvde.n a;xion qana,tou evsti.n pepragme,non auvtw/|\
…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相配值得的 從屬(他)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實施行使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羅 8: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o[soi ga.r pneu,mati qeou/ a;gontai( ou-toi uìoi. qeou/ eivsinÅ
(他們)這每一切 因為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帶領，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兒子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憑藉格：方式憑藉格 (Instrumental of Manner)：憑藉格(在對格)表達動作完成的方式。例如：

徒 26:24 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罷；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癲狂了。

… o` Fh/stoj mega,lh| th/| fwnh/| fhsin( Mai,nh|( Pau/le\ ta. polla, se gra,mmata eivj mani,an
peritre,peiÅ …

… (他)那 (他)非斯都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聲音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熱望瘋狂， 阿,(他)保羅； …

林前 10:30 我若謝恩而喫，為甚麼因我謝恩的物被人毀謗呢。

eiv evgw. ca,riti mete,cw( ti, blasfhmou/mai up̀e.r ou- evgw. euvcaristw/È
若是 我 在對(她)恩典惠意 我現在持續參與有分，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現在持續被謗瀆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感謝？

憑藉格：衡量憑藉格 (Instrumental of Measure)：憑藉格(在對格)表達度量，主要用於時間衡量或比較程度。

例如：

可 10:48 有許多人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發大聲喊著說：大衛的子孫哪，可憐我罷。

… o` de. pollw/| ma/llon e;krazen( Uìe. Daui,d( evle,hso,n meÅ
… (他)那 然而也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阿,(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

約 2:20 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

… Tessera,konta kai. e]x e;tesin oivkodomh,qh o` nao.j ou-toj( kai. su. Evn trisi.n hm̀e,raij evgerei/j
auvto,nÈ
… 在對(它們)四十個 並且 在對(它們)六個 在對(它們)年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營建修造 (他)那 (他)殿宇

(他)那同一者， 並且 你 在內 在對(她們)三個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你將要(持續)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憑藉格：相關憑藉格 (Instrumental of Association)：憑藉格(在對格)表達參與動作相關的人事物。例如：

太 13:31 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

… ~Omoi,a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ko,kkw| sina,pew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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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種核顆粒 從屬(它)芥菜，…

約 4:9 撒瑪利亞的婦人對他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

亞人沒有來往。

… ouv ga.r sugcrw/ntai VIoudai/oi Samari,taijÅ
…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交際往來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們)撒瑪利亞人。

約 10:5 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

avllotri,w| de. ouv mh. avkolouqh,sousin( …

在對(他)別人的 然而也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跟隨， …

相關憑藉格(在對格)常常與帶有介係詞“共同”組合的複合動詞(Compound Verb)連用，表達與之“共同”

或“一起” 或“一同”的對象。例如：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

耀，從死裏復活一樣。

suneta,fhmen ou=n auvtw/| dia. tou/ bapti,smatoj eivj to.n qa,naton( …

我們那時(也是)被共同殯殮埋葬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浸洗之禮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死，…

加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

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Cristw/| sunestau,rwmai\ …

在對(他)基督 我現在已經被一同釘十字架； …

憑藉格：原因憑藉格 (Instrumental of Cause)：憑藉格(在對格)表達動作完成的原因。例如：

路 15:17 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麼；

… Po,soi mi,sqioi tou/ patro,j mou perisseu,ontai a;rtwn( evgw. de. limw/| w-de avpo,llumaiÅ
… (他們)這多少呢 (他們)受僱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成格外多

從屬(他們)麵餅， 我 然而也 在對(他)糧食缺乏 也就在此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羅 11:20 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懼怕。

kalw/j\ th/| avpisti,a| evxekla,sqhsan( su. de. th/| pi,stei e[sthkajÅ …

美好適當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缺誠乏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折下切除， 你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你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

憑藉格：材料憑藉格 (Instrumental of Material)：憑藉格(在對格)表達動作完成的材料。例如：

林後 3:3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藉著我們修成的；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

上，乃是寫在心版上。

… evggegramme,nh ouv me,lani avlla. pneu,mati qeou/ zw/ntoj( …

… (她)現在已經被在內刻寫記載了的 不是/不 在對(它)黑墨的， 但乃是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憑藉格：内容憑藉格 (Instrumental of Content)：憑藉格(在對格)表達動作完成的内容。例如： 

路 2:40 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 kai. evkrataiou/to plhrou,menon sof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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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促使成具魄力權勢 (它)現正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對(她)智慧； …

林後 7:4 我大大的放膽，向你們說話；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滿得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

… peplh,rwmai th/| paraklh,sei( …

… 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勸勉請求，…

憑藉格與位置格共用一個格“在對格”，有時侯不容易區分，有時候可以同時具有很好的意義。例如：

可 1:8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evgw. evba,ptisa um̀a/j u[dati( auvto.j de. bapti,sei um̀a/j evn pneu,mati àgi,w|Å
我 我那時(也是)浸洗 到於你們 在對(它)水；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將要(持續)浸洗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在此，可以是“用水”，或“在水裏”；前者是按照憑藉格的解釋，後者是按照位置格解釋。

彼得前書五章九節是一個從翻譯上看起來是憑藉格，實際上卻是位置格的用法：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

他…。其中，第 3 到第 5 個字被翻譯為“用堅固的信心”。

彼前 5: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w-| avnti,sthte stereoi. th/| pi,stei …

在對(他)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對立抗拒 (他們)堅固穩定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但請注意，第 3 個字“(他們)堅固穩定的”不是修飾“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因為“那信”是陰性單數間

接受格“在對(她)”，而“堅固穩定的”是陽性複數主格“(他們)”。換言之，不是“用堅固的信心”；而

是“堅固穩定的在那信中”。

所有格 / 從屬格 (Genitive Case)

所有格(從屬格)有兩個功能：或為所有格(Genitive Case)的用法，來限定性質，定義特點，說明關係；或為

分格(Ablative Case)的用法，來表達分離（從那裏離開）或來源（從那裏來）。因此，它解答了動作的方向

問題：“從那裏？”。中文代表字為“從屬”。“從屬”的“從”表達了分格的特性，而“從屬”的

“屬”則表達了所有格所要表達的屬性。

所有格 (Genitive Case)

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歸屬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Possession)：所有格(從屬格)形容與其所修飾名詞

的歸屬關係。例如：

林前 3:21 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

w[ste mhdei.j kauca,sqw evn avnqrw,poij\ pa,nta ga.r um̀w/n evstin(
以致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在內 在對(他們)人；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來 11:25 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

ma/llon el̀o,menoj sugkakoucei/sqai tw/| law/| tou/ qeou/ …
更特別尤其地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選取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虐待苦害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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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部分或整體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Partitive or Wholative)：所有格(從屬格)形容

與其所修飾名詞的組成關係，所修飾名詞為所有格名詞整體的一部分，這種用法不是在強調來源（來源為

分格的用法），而在表明所修飾名詞為所有格名詞整體的一部分。例如：

可 6:23 又對他起誓說：隨你向我求甚麼，就是我國的一半，我也必給你。

… dw,sw soi e[wj h̀mi,souj th/j basilei,aj mouÅ
…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一直直到 從屬(它)對分一半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我。

羅 15:26 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

euvdo,khsan ga.r Makedoni,a kai. VAcai<a koinwni,an tina. poih,sasqai eivj tou.j ptwcou.j tw/n
ag̀i,wn tw/n evn VIerousalh,m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因為 (她)馬其頓 並且 (她)亞該亞 到於(她)共通合享 到於(她)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行出作成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性質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Quality or Attributive)：所有格(從屬格)形容其所修

飾名詞的性質。例如：

羅 6: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 i[na katarghqh/| to. sw/ma th/j am̀arti,aj( tou/ mhke,ti douleu,ein hm̀a/j th/| àmarti,a|\
…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它)那 (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從屬(它)那 不再可以地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到於我們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後面的“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為直接受詞間接受格的用法。

腓 4:18 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餽送，當作極美的香氣，為神

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 peplh,rwmai dexa,menoj para. VEpafrodi,tou ta. parV ùmw/n( ovsmh.n euvwdi,aj( qusi,an dekth,n(
euva,reston tw/| qew/|Å
… 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以巴弗提

到於(它們)那些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你們， 到於(她)香氣 從屬(她)馨香， 到於(她)犧牲祭物

到於(她)乃接納領受的， 到於(她)可喜悅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徒 9:15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

名。

… o[ti skeu/oj evklogh/j evsti,n moi ou-toj …

… 是這樣 (它)器皿用具 從屬(她)揀選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 (他)那同一者， …

在這裏，“從屬(她)揀選”也可以視爲“描述所有格”。事實上，“性質所有格”與“描述所有格”有許多

相似之處。

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描述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Description)：所有格(從屬格)形容其所修飾名詞的

特點。例如：

羅 2:5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神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

… qhsauri,zeij seautw/| ovrgh.n evn hm̀e,ra| ovrgh/j kai. avpokalu,yewj dikaiokrisi,aj tou/ qeou/
… 你現在持續儲蓄積存 在對(他)你自己 到於(她)激動忿怒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激動忿怒 並且

從屬(她)啟示揭露 從屬(她)公義的審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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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6:2 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

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 Kairw/| dektw/| evph,kousa, sou kai. Evn h̀me,ra| swthri,aj evboh,qhsa, soiÅ ivdou. nu/n kairo.j
euvpro,sdektoj( ivdou. nu/n hm̀e,ra swthri,aj\
…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乃接納領受的 我那時(也是)垂聽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拯救 我那時(也是)行馳援幫助 在對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現在此時地 (他)場合時節

(他)可悅納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現在此時地 (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拯救。

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材料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Material)：所有格(從屬格)形容其所修飾名詞的組

成材料。例如：

可 2:21 沒有人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恐怕所補上的新布，帶壞了舊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ouvdei.j evpi,blhma rà,kouj avgna,fou evpira,ptei evpi. im̀a,tion palaio,n\ …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補釘補片 從屬(它)撕下之布塊 從屬(它)未經梳理漂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縫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衣服 到於(它)老舊的； …

西 1:22 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

到自己面前。

nuni. de. avpokath,llaxen evn tw/| sw,mati th/j sarko.j auvtou/ …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改正復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

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内容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Content)：所有格(從屬格)形容其所修飾名詞的組

成内容。例如： 

西 2:3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裏面藏著。

evn w-| eivsin pa,ntej oì qhsauroi. th/j sofi,aj kai. gnw,sewj avpo,krufoiÅ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寶藏財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智慧 並且 從屬(她)知識認識 (他們)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的。

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同位語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Apposition)：所有格(從屬格)形容其所修飾名詞

的組成實質，兩者可以完全認同。例如：

羅 4:11 並且他受了割禮的記號，作他未受割禮的時候因信稱義的印證，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禮而信之人的

父，使他們也算為義；

kai. shmei/on e;laben peritomh/j sfragi/da th/j dikaiosu,nhj th/j pi,stewj th/j evn th/| avkrobusti,a|( …

並且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從屬(她)割禮 到於(她)圖章封印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未受割禮，…

在此，“從屬(她)割禮”為其所修飾的“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的同位語所有格；意即，“割禮”就是

“表記徵兆”，“表記徵兆”就是 “割禮”，兩者可以完全認同。

林後 5:5 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原文作質〕

… qeo,j( o` dou.j hm̀i/n to.n avrrabw/na tou/ pneu,matojÅ
… (他)神， (他)那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定金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其中，“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為其所修飾的“到於(他)那 到於(他)定金”的同位語所有格；意即，那

“定金”就是那“靈”，兩者可以完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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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時候同位語所有格與一般所有格或主詞性/受詞性所有格也難以清楚地劃分。例如：

弗 2: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evpoikodomhqe,ntej evpi. tw/| qemeli,w| tw/n avposto,lwn kai. profhtw/n( …

(他們)那時(也是)被在上面營建修造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根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其中，“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可以視為主詞性

所有格：“那些使徒和先知所置放擺設的那根基”，或受詞性所有格：“那些使徒和先知在其上被置放擺

設的那根基”；但多數學者將之視為同位語所有格：“那些使徒和先知就是那所置放擺設的那根基”，換

言之，以那些使徒和先知為根基，你們被建造在其上。

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關係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Relationship)：所有格(從屬格)形容與其所修飾名

詞的親屬關係。例如：

路 24:10 那告訴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亞拿，並雅各的母親馬利亞，還有與他們在一處的婦

女。

h=san de. h̀ Magdalhnh. Mari,a kai. VIwa,nna kai. Mari,a h` VIakw,bou …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那 (她)抹大拉 (她)馬利亞 並且 (她)約雅拿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從屬(他)雅各； …

太 20:20 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同他兩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求他一件事。

To,te prosh/lqen auvtw/| h` mh,thr tw/n uiẁ/n Zebedai,ou meta. tw/n uiẁ/n auvth/j …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西庇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她)同一者，…

這裏有雙重關係的兩組關係所有格：“那些兒子的母親”及“西庇太的兒子”。

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方向意圖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Direction/Purpose)：所有格(從屬格)形容與其

所修飾名詞的在意圖上的關聯，用以表明所修飾名詞的目的方向，其概念與功能近乎“受詞性所有格”，

唯“受詞性所有格”所修飾名詞為動詞性名詞，且受詞性所有格本身為帶有位格或位格化的名詞。例如：

羅 9:22 倘若神要顯明他的忿怒，彰顯他的權能，就多多忍耐寬容那可怒預備遭毀滅的器皿；

… h;negken evn pollh/| makroqumi,a| skeu,h ovrgh/j kathrtisme,na eivj avpw,leian(
… 他/她/它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在內 在對(她)許多的 在對(她)恆忍耐性 到於(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她)激動忿怒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向下使成裝備妥當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毀壞失喪；

西 4:3 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秘，（我為此被捆鎖）

… i[na ò qeo.j avnoi,xh| hm̀i/n qu,ran tou/ lo,gou …

… 為要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我們 到於(她)門戶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

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倒轉性質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Reverse Attributive)：所有格(從屬格)形容其所

修飾名詞的實質，以致所修飾名詞的性質反過來説明所有格名詞的特質，這種用法可以突顯強調所修飾名

詞本身所表達的的性質。例如：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

耀，從死裏復活一樣。

… ou[twj kai. hm̀ei/j evn kaino,thti zwh/j peripath,swmenÅ
…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我們 在內 在對(她)全新 從屬(她)生命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來往昂然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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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所強調的是一種“全新的”生命。

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臣屬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Subordination)：所有格(從屬格)形容與其所修飾名

詞的臣屬關係。例如：

太 9:34 法利賽人卻說：他是靠著鬼王趕鬼。

oi` de. Farisai/oi e;legon( VEn tw/| a;rconti tw/n daimoni,wn evkba,llei ta. daimo,niaÅ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首領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西 1: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o[j evstin eivkw.n tou/ qeou/ tou/ avora,tou( prwto,tokoj pa,shj kti,sewj(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不能看見清楚的，

(他)頭生長子的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創造建立；

所有格：形容性所有格：造作所有格 (Adjectival Genitive of Production)：所有格(從屬格)形容與其所修飾名詞

的造作關係，所有格名詞為其所修飾名詞的造作者或造作產品。例如：

羅 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

望。

o` de. qeo.j th/j evlpi,doj plhrw,sai um̀a/j pa,shj cara/j kai. eivrh,nhj evn tw/| pisteu,ein( …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你們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歡喜快樂 並且 從屬(她)和平安寧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置信信託，…

弗 4: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spouda,zontej threi/n th.n eǹo,that tou/ pneu,matoj evn tw/| sunde,smw| th/j eivrh,nhj\
(他們)現正持續殷勤熱心了的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她)那 到於(她)為一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繫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所有格：副詞性所有格：時間所有格 (Adverbial Genitive of Time)：所有格(從屬格)表達時間的觀念，但強調

時間的性質，有時表明在時間上的特異性。例如：

約 3:2 這人夜裏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裏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

在，無人能行。

ou-toj h=lqen pro.j auvto.n nukto.j …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她)夜晚，…

在這裏所強調的是時間的性質，換言之，這人是趁著夜晚的性質，別人不易發現的時段來見耶穌。

太 24:20 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

proseu,cesqe de. i[na mh. ge,nhtai h` fugh. ùmw/n ceimw/noj mhde. sabba,tw|Å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然而也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走避逃亡 從屬你們 從屬(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然而也不要 在對(它)安息；

所有格：副詞性所有格：衡量所有格 (Adverbial Genitive of Measure)：所有格(從屬格)表達度量，説明價值，

距離等的觀念。例如：

約 12:5 說：這香膏為甚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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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 ti, tou/to to. mu,ron ouvk evpra,qh triakosi,wn dhnari,wn kai. evdo,qh ptwcoi/jÈ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沒藥香膏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出售變賣 從屬(它們)三百個 從屬(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徒 1:12 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當下門徒從那裏回耶路撒冷去。

To,te up̀e,streyan eivj VIerousalh.m avpo. o;rouj tou/ kaloume,nou VElaiw/noj( o[ evstin evggu.j
VIerousalh.m sabba,tou e;con od̀o,nÅ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高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他)橄欖之園，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接近地 從屬(她)耶陸撒冷

從屬(它)安息 (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徒 5:8 彼得對他說：你告訴我，你們賣田地的價銀，就是這些麼。他說：就是這些。

… eiv tosou,tou to. cwri,on avpe,dosqeÈ …

… 若是 從屬(它)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塊地域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給與？ …

林前 6:20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hvgora,sqhte ga.r timh/j\ doxa,sate dh. to.n qeo.n evn tw/| sw,mati um̀w/nÅ
你們那時(也是)被購買 因為 從屬(她)珍貴價值；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歸榮耀 必然如此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你們。

所有格：副詞性所有格：地方所有格 (Adverbial Genitive of Place)：所有格(從屬格)表達地方的觀念，但強調

地方的性質，有時強調在地方上的特異性。例如：

路 19:4 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那裏經過。

kai. prodramw.n eivj to. e;mprosqen avne,bh evpi. sukomore,an i[na i;dh| auvto.n o[ti evkei,nhj h;mellen
die,rcesqaiÅ
並且 (他)那時(也是)超前居先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從在其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桑葚無花果樹，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路 16:24 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罷，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

在這火焰裏，極其痛苦。

… i[na ba,yh| to. a;kron tou/ daktu,lou auvtou/ u[datoj …

…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蘸浸 到於(它)那 到於(它)端點 從屬(他)那 從屬(他)手指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水，…

徒 19:26 這保羅不但在以弗所，也幾乎在亞西亞全地，引誘迷惑許多人，說：人手所作的不是神，這是你們

所看見所聽見的；

… o[ti ouv mo,non VEfe,sou avlla. scedo.n pa,shj th/j VAsi,aj o` Pau/loj ou-toj pei,saj mete,sthsen
ik̀ano.n o;clon le,gwn …

… 是這樣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從屬(她)以弗所， 但乃是 幾乎地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細亞， (他)那 (他)保羅 (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勸信說服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轉移遷動

到於(他)達到足夠的 到於(他)群眾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

所有格：副詞性所有格：關連所有格 (Adverbial Genitive of Reference)：所有格(從屬格)表達關連的觀念，通

常是表達“關於或關乎”的意思。例如：

太 21:21 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就是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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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裏，也必成就。

… ouv mo,non to. th/j sukh/j poih,sete( …

…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花果樹 你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來 5:13 凡只能喫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

pa/j ga.r ò mete,cwn ga,laktoj a;peiroj lo,gou dikaiosu,nhj( nh,pioj ga,r evstin\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那 (他)現正持續參與有分了的 從屬(它)奶 (他)沒有經驗的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至義； (他)嬰孩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所有格：副詞性所有格：媒介所有格 (Adverbial Genitive of Means)：所有格(從屬格)表達媒介，通常是非人稱

的名詞，但有時近似分格之表明來源的用法。例如：

林前 2:13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

釋屬靈的事。〔或作將屬靈的事講與屬靈的人〕

a] kai. lalou/men ouvk evn didaktoi/j avnqrwpi,nhj sofi,aj lo,goij …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在內 在對(他們)乃教導的 從屬(她)人類的

從屬(她)智慧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有學者把媒介所有格視爲“媒介分格”表達來源，也把後面的代理所有格視爲“代理分格”。

所有格：副詞性所有格：代理所有格 (Adverbial Genitive of Agency)：所有格(從屬格)表達代理者，通常是人

稱的名詞，意義近似於被動語態動詞的動作執行者。例如：

太 25:34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 Deu/te oì euvloghme,noi tou/ patro,j mou( …

…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約 18:16 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和看門的使女說了一聲，就領彼得進去。

… evxh/lqen ou=n o` maqhth.j o` a;lloj o` gnwsto.j tou/ avrciere,wj …

…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他)那 (他)門徒 (他)那 (他)另外不同的 (他)那

(他)乃認識知道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所有格：副詞性所有格：連同所有格 (Adverbial Genitive of Association)：所有格(從屬格)表達連同的觀念，通

常其所修飾名詞帶有前綴“共同”。例如：

太 23:30 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

… ouvk a'n h;meqa auvtw/n koinwnoi. evn tw/| ai[mati tw/n profhtw/nÅ
… 不是/不 但凡 我們當時持續是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弗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

… avlla. evste. sumpoli/tai tw/n àgi,wn kai. oivkei/oi tou/ qeou/(
… 但乃是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同屬公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他們)在住處家室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所有格：動詞性名詞所有格：主詞性所有格 (Genitive of Nouns of Action--Subjective Genitive)：所有格(從屬格)

作爲其所修飾動詞性名詞的動作執行者。 

當所有格名詞其前面所修飾的名詞是一個動詞性名詞(Noun of Action)時，就必須按照上下文的意思，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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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此一所有格名詞對其所修飾的動詞性名詞的功能，或是受詞性所有格的功能，或是主詞性所有格的功

能，或是一般所有格的功能。一般而言，主詞性所有格與一般所有格的功能較為接近。例如：

太 24:27 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 ou[twj e;stai h` parousi,a tou/ uiòu/ tou/ avnqrw,pou\
…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約壹 4:9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evn tou,tw| evfanerw,qh h` avga,ph tou/ qeou/ evn hm̀i/n( …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我們，…

所有格：動詞性名詞所有格：受詞性所有格 (Genitive of Nouns of Action--Objective Genitive)：所有格(從屬格)

作爲其所修飾動詞性名詞的動作接受者。例如： 

可 11:22 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

… :Ecete pi,stin qeou/Å
…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到於(她)信 從屬(他)神。

約壹 5:3 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au[th ga,r evstin h` avga,ph tou/ qeou/( …

(她)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雅 4:4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淫亂的人原文作淫婦〕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麼；所以凡想要與

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

moicali,dej( ouvk oi;date o[ti h` fili,a tou/ ko,smou e;cqra tou/ qeou/ evstinÈ …

阿,(她們)淫婦，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那 (她)愛好友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她)仇意敵視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

其中第 6 及第 9 個字為動詞性名詞，而第 8 及第 11 個字皆為受詞性所有格。意思近似為：親愛友好那世

界，就是仇視敵對那神。亦即，“以那世界為對象的那愛好友誼”就是“以那神為對象的仇意敵視”。

所有格：動詞性名詞所有格：主詞性 / 受詞性所有格 (Genitive of Nouns of Action--Subjective / Objective

Genitive)：所有格(從屬格)可以同時作爲其所修飾動詞性名詞的動作執行者或動作接受者。例如： 

帖後 3:5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O de. ku,rioj kateuqu,nai um̀w/n ta.j kardi,aj eivj th.n avga,phn tou/ qeou/ kai. eivj th.n up̀omonh.n tou/
Cristou/Å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修直導引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忍持守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其中，“到於(她)愛”及“到於(她)堅忍持守”為動詞性名詞，而“從屬(他)神”及“從屬(他)基督”皆為所有

格名詞。學者以為“從屬(他)神” 可以是受詞性所有格，也可以是主詞性所有格。若為受詞性所有格，意

即，向內進入“以那神為對象的那愛”，這是和合本翻譯的角度：“叫你們愛神”；但若為主詞性所有

格，則為，向內進入“那神所施行的那愛”，其意義近似為一般所有格：向內進入“那神的那愛” 。

同樣地，有些學者以為“從屬(他)基督”也可以是受詞性所有格，也可以是主詞性所有格。若為受詞性所有

格，意即，向內進入“以那基督為對象的那堅忍持守”，暗示要忍耐等候基督 ；但若為主詞性所有格，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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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向內進入“那基督所行的那堅忍持守”，其意義近似為一般所有格：向內進入“那基督的那堅忍持

守”，這是和合本翻譯的角度：“學基督的忍耐”。

林後 5: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h` ga.r avga,ph tou/ Cristou/ sune,cei h̀ma/j( …

(她)那 因為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握緊擠壓 到於我們 …

學者認爲“從屬(他)基督”可以為主詞性所有格“基督施行的愛”，也可以為受詞性所有格“以基督為對象

的愛”。但在這一節的例子，Robertson 及 Vincent 都認爲是主詞性所有格“基督施行的愛”。 

所有格：所有格當直接受詞：動詞之後 (Genitive of Direct Object--After Certain Verbs)：所有格(從屬格)為某些

動詞的直接受詞，例如“觸摸連接”“聲聞耳聽”“記念想起”“行主持支配”“使有權柄掌握”“行控

告”“不留意顧念”“參與得享”“巧遇得著”。例如：

太 8:15 耶穌把他的手一摸，熱就退了；他就起來服事耶穌。

kai. h[yato th/j ceiro.j auvth/j( …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

路 15:25 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裏；他回來離家不遠，聽見作樂跳舞的聲音；

… h;kousen sumfwni,aj kai. corw/n(
…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交響樂聲 並且 從屬(他們)圓環歌舞；

路 17:32 你們要回想羅得的妻子。

mnhmoneu,ete th/j gunaiko.j Lw,tÅ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從屬(他)羅得。

路 22:25 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那掌權管他們的稱為恩主；

… Oi` basilei/j tw/n evqnw/n kurieu,ousin auvtw/n kai. oi` evxousia,zontej auvtw/n euverge,tai
kalou/ntaiÅ
…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主持支配

從屬(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權柄掌握了的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們)慈善恩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促請召喚。

可 3:2 眾人窺探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不醫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穌。

… i[na kathgorh,swsin auvtou/Å
…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提前 4:14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mh. avme,lei tou/ evn soi. cari,smatoj( …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不留意顧念 從屬(它)那 在內 在對你 從屬(它)恩賜， …

來 6:7 就如一塊田地，喫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神得福；

… metalamba,nei euvlogi,aj avpo. tou/ qeou/\
… 他/她/它現在持續參與得享 從屬(她)稱讚祝福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來 11:35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

… i[na krei,ttonoj avnasta,sewj tu,cwsin\
… 為要 從屬(她)更優秀的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巧遇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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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格：所有格當直接受詞：形容詞之後 (Genitive of Direct Object--After Certain Adjectives)：所有格(從屬格)

為某些形容詞的直接受詞，例如“相配值得的”“有責任難以脫逃的(有時接間接受格)”。例如：

太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poih,sate ou=n karpo.n a;xion th/j metanoi,aj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這樣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相配值得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轉悟悔改；

太 26:66 你們的意見如何；他們回答說：他是該死的。

… :Enocoj qana,tou evsti,nÅ
…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從屬(他)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所有格：所有格當直接受詞：名詞之後 (Genitive of Direct Object--After Certain Nouns)：所有格(從屬格)為某些

表達比較或對抗性名詞的直接受詞，例如“分別區分”“站定對立”“中保”。例如：

羅 10:12 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ouv ga,r evstin diastolh. VIoudai,ou te kai. {Ellhnoj( …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分別區分 從屬(他)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希利尼人； …

徒 23:7 說了這話，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就爭論起來，會眾分為兩黨。

… evge,neto sta,sij tw/n Farisai,wn kai. Saddoukai,wn …

…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站定對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提前 2:5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ei-j ga.r qeo,j( ei-j kai. mesi,thj qeou/ kai. avnqrw,pwn( a;nqrwpoj Cristo.j VIhsou/j(
(他)一個 因為 (他)神， (他)一個 並且 (他)中保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們)人， (他)人 (他)基督 (他)耶穌，

所有格：所有格獨立句 (Genitive Absolute)：是動詞作形容詞(分詞)的一個特別用法，它的結構為：

所有格名詞 + 所有格分詞 (位置可以互相調換，且所有格名詞為所有格分詞動作的主語)

通常它和主要句子各有不同的主詞，在文法上沒有直接的關連，只是獨立地表達一個關連的狀況，並且大

多數時候是在句子的開始。它的意思常為“從屬某某狀況時”，意思近似為“當某某狀況時”。例如：

路 22:47 說話之間來了許多人，那十二個門徒裏名叫猶大的，走在前頭，就近耶穌，要與他親嘴。

:Eti auvtou/ lalou/ntoj ivdou. o;cloj( …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群眾； …

意思為：從屬同一者依然仍舊地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看哪，…。意思近似為：當他依然仍舊地現正持

續發言講說了的時候，看哪，…。

上面的例子為一典型的所有格獨立句，這種用法在新約中使用非常地頻繁，且多數用在句子開始的部分。

在後面討論動詞分詞的部分，將再一次詳細討論所有格獨立句。弟兄姊妹要讓自己熟悉這種用法。

分格(Ablative Case)

分格(從屬格)主要是表達分離或來源的概念。一般是在說明“從那裏離開？”或“從那裏來？”

分格：分離分格 (Ablative of Separation)：分格(從屬格)表達分離的概念。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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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0:4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 Maria.m ga.r th.n avgaqh.n meri,da evxele,xato h[tij ouvk avfaireqh,setai auvth/jÅ
… (她)馬利亞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良善的 到於(她)配份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她)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分離去除 從屬(她)同一者。

弗 2:12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

望，沒有神。

o[ti h=te tw/| kairw/| evkei,nw| cwri.j Cristou/( avphllotriwme,noi th/j politei,aj tou/ VIsrah.l kai.
xe,noi tw/n diaqhkw/n th/j evpaggeli,aj( …

是這樣 你們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脫離開地 從屬(他)基督，

(他們)現在已經被異化疏遠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公民團體身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並且

(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遺囑契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

分格(從屬格)表達分離的用法常帶有介係詞“從那裏離開”或“向外出來”，使句意清楚。例如：

路 12:15 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 fula,ssesqe avpo. pa,shj pleonexi,aj( …

…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貪心；…

約 17:15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或作脫離罪惡〕

ouvk evrwtw/ i[na a;rh|j auvtou.j evk tou/ ko,smou( avllV i[na thrh,sh|j auvtou.j evk tou/ ponhrou/Å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但乃是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

分格：來源分格 (Ablative of Source)：分格(從屬格)表達來源的概念。例如：

林後 4: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 i[na h̀ up̀erbolh. th/j duna,mewj h=| tou/ qeou/ kai. mh. evx hm̀w/n\
… 為要 (她)那 (她)卓絕超凡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不會/不要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約 6:45 在先知書上寫著說：『他們都要蒙神的教訓。』凡聽見父之教訓又學習的，就到我這裏來。

… Kai. e;sontai pa,ntej didaktoi. qeou/\ pa/j ò avkou,saj para. tou/ patro.j kai. maqw.n e;rcetai pro.j
evme,Å
…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乃教導的 從屬(他)神。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他)那時(也是)學習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分格：比較分格 (Ablative of Comparison)：分格(從屬格)在比較級形容詞之後表達一種比較的概念。例如：

約 8:53 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還大麼。他死了，眾先知也死了；你將自己當作甚麼人呢。

mh. su. mei,zwn ei= tou/ patro.j hm̀w/n VAbraa,m( …

豈會呢 你 (他)更大的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他)亞伯拉罕，…

約 13:16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 ouvk e;stin dou/loj mei,zwn tou/ kuri,ou auvtou/ ouvde. avpo,stoloj mei,zwn tou/ pe,myantoj auvto,nÅ
…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奴僕 (他)更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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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更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太 10:31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mh. ou=n fobei/sqe\ pollw/n strouqi,wn diafe,rete um̀ei/jÅ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小麻雀

你們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你們。 <Robertson 將之視爲比較分格的用法>

分格：分格當直接受詞 (Ablative of Direct Object)：分格(從屬格)為某些動詞的直接受詞，例如“遠離禁戒”

“落後短缺”“停息休止”“支撐忍受”。這些用法其實也可以歸併在分離分格或來源分格的用法，或許

也可以歸併在所有格當直接受詞的用法。例如：

提前 4:3 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

kwluo,ntwn gamei/n( avpe,cesqai brwma,twn( …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阻攔禁止了的 現要去持續結婚娶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從屬(它們)食物， …

羅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pa,ntej ga.r h[marton kai. us̀terou/ntai th/j do,xhj tou/ qeou/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犯罪，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落後短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彼前 4: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 o[ti o` paqw.n sarki. pe,pautai àmarti,aj
…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在對(她)肉體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停息休止 從屬(她)罪，

太 17:17 耶穌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

帶到我這裏來罷。

… e[wj po,te avne,xomai um̀w/nÈ …

… 一直直到 何時呢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你們？ …

(3) 名詞，形容詞，與定冠詞在“性，數，格”上的一般規則

希臘文的形容詞與其所修飾的詞(包括名詞，代名詞，…等等)必須有一致的性數格；定冠詞也必須與其所限

定的詞有一致的性數格。

換言之，若所修飾的詞為陽性，複數，直接受格：“到於(他們)”，其形容詞也必須為陽性，複數，直接受

格；所修飾的詞或其形容詞如果有定冠詞的話，這定冠詞也必須為陽性，複數，直接受格。

希臘文句子中的形容詞不見得都在其所修飾之詞的前面，定冠詞也不見得都緊接在其所限定之詞的前面，

但一致的性數格，使讀者可以分辨彼此之間的關係。例如：

彼前 5: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 komiei/sqe to.n avmara,ntinon th/j do,xhj ste,fanonÅ
…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提取照理 到於(他)那 到於(他)永恆不朽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到於(他)花冠。

在此，“到於(他)那 到於(他)永恆不朽的”和“到於(他)花冠”有一致的性數格，因此可以知道“到於(他)那”

與“到於(他)永恆不朽的”是修飾“到於(他)花冠”的定冠詞和形容詞。

啟 2:1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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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avgge,lw| th/j evn VEfe,sw| evkklhsi,aj gra,yon\ …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以弗所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

在此，“從屬(她)那”和“從屬(她)傳召”有一致的性數格，因此可以斷定“從屬(她)那”是“從屬(她)傳召”

的定冠詞。

此外，第 6 個字“傳召”也就是弟兄姊妹所熟悉的“教會”一詞。在此順帶一提，希臘文常翻譯為“教會

(Church)”一字的是“evkklhsi,a”，這個字直接的意思為“a calling out (Strong#1577)”，其中文代表字是

“為乃向外促請召喚出來”，也就是“為乃向外召請”，再簡化為“ 傳召”二字，其意義很接近“傳令召

集”的意思。“會”是引伸使用的含義。對這個字進一步的認識，可能需要考慮到當時希臘邦城文化及舊

約七十士譯本的背景，再參照這個字在新約聖經的使用，包括在使徒行傳十九章中使用的三次。

至於英文“Church(教會)”一字，則來自希臘文“kuriako,j”，這個字直接的意思為“belonging to the Lord

(Strong#2960)”，其中文代表字是“屬具至上主權之人的(屬主人的)”。在新約中這個字只用過兩次，都被

翻譯為“主”。一次用於哥林多前書十一章二十節的“主餐(Lord’s supper)”，另一次用於啟示錄一章十節

的“主日(Lord’s day)”。希臘文“kuriako,j”這個字在當時的使用有“皇家王室的(Imperial)”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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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希臘文的關係代名詞和定冠詞

關係代名詞 (Relative Pronoun) - 這個 定冠詞 (Definite Articles) - 那

陽性(M) 陰性(F) 中性(N) 陽性(M) 陰性(F) 中性(N)

單數

(S)

主格(N) o]j h] o[ o` h̀ to.

所有格(G) ou- h-j ou- tou/ th/j tou/

間接受格(D) w-| h-| w-| tw/| th/| tw/|

直接受格(A) o]n h[n o[ to.n th.n to.

複數

(Pl)

主格(N) oi[ ai[ a[ oi` ai` ta.

所有格(G) w-n w-n w-n tw/n tw/n tw/n

間接受格(D) oi-j ai-j oi-j toi/j tai/j toi/j

直接受格(A) ou]j a]j a[ tou.j ta.j ta.

注意到麼？

除了陽性和陰性的主格外，在相同之性數格的字形上，定冠詞(Definite Article)只比關係代名詞(Relative

Pronoun)多一個希臘文字母“t”。

中性的主格與中性的直接受格具有相同的字形，在單數如此，在複數也是如此。

就所有格或間接受格而言，不論單數或複數，其中性與陽性具有相同的字形。

就複數所有格而言，其中性，陽性，及陰性，三者具有相同的字形。

就陰性主格的安色爾字體而言，不論單數或複數，關係代名詞和定冠詞具有相同的字形。

大多數情況下，呼格與主格具有相同的字形，所以在一般文法書中沒有詳細明列。

上面這些特性，也常發生在其他的名詞或形容詞上；這些特性，至少要知道它們的存在，但毋須死記。在

實際使用中文代表字微軟數據表的工具時，這些資料都可以在數據表中“共用字形”一列中找到。

(1) 關係代名詞(Relative Pronoun)“這 / 這個”

關係代名詞的中文代表字為“這個”或“這些個”。關係代名詞的用法一般而言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為

限定的用法，其中包括一種分配性的用法；一類為非限定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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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的關係代名詞用法

關係代名詞限定的用法中，關係代名詞具有前置詞(Antecedent)（又可以稱爲先行詞，為關係代名詞所要説

明的對象）。此時關係代名詞所引導的關係子句對前置詞有形容，限定，或說明的功用。例如：

太 2:9 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

頭停住了。

… kai. ivdou. o` avsth,r( o]n ei=don evn th/| avnatolh/|( proh/gen auvtou,j( …

…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星星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出之東方， 他/她/它當時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

其中，關係代名詞“到於(他)這個”的前置詞為“(他)星星”；而“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出之東方”就是由關係代名詞“這個”所引導的關係子句，說明“那星星”是一

個什麽樣的星星，而“那星星”就是“這個他們那時在那日出之東方看見察覺”的那星星。“那星星當時

持續領頭在前面”，動詞“他/她/它當時持續帶領在前面”為整個句子的主要動詞。

在這個例子中，關係代名詞的前置詞為“(他)星星”，為陽性單數主格，而關係代名詞“到於(他)這個”為陽

性單數直接受格(到於格)，作爲其所引導的關係子句動詞“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的直接受詞。一

般而言關係代名詞的性，數必須與其前置詞一致，但格則可以依據它在關係子句中的功用而定。

然而，有時候關係代名詞的格會與其前置詞一樣，尤其當前置詞為所有格或間接受格，而在關係子句中為

直接受格時。例如：

約 15:20 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若遵守

了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

mnhmoneu,ete tou/ lo,gou ou- evgw. ei=pon um̀i/n( …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這個 我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

動詞“發話言說”的内容一般為直接受格，但此時關係代名詞“從屬(他)這個”在關係子句中的功用為關係

子句動詞“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的直接受詞，本來可以是直接受格“到於(他)這個”，但在這個例子中，

關係代名詞的格被前置詞“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吸收而成爲所有格“從屬(他)這個”。

太 11: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

… Poreuqe,ntej avpaggei,late VIwa,nnh| a] avkou,ete kai. ble,pete\
…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約翰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關係代名詞作爲選擇代名詞的用法

如前所述，一般而言關係代名詞的性，數必須與其前置詞一致，但格則可以依據它在關係子句中的功用而

定。但關係代名詞有一種分配性的用法，或稱爲選擇代名詞的用法，其格式一般為“這個 的確…，這個 然

而也…”，此時關係代名詞的“數”可以與其前置詞不一致。例如：

太 13:8 又有落在好土裏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a;lla de. e;pesen evpi. th.n gh/n th.n kalh.n kai. evdi,dou karpo,n( o] me.n ek̀ato,n( o] de. ex̀h,konta( o] de.
tria,kontaÅ
(它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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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到於(他)果實， (它)這個 的確

到於(它們)一百個， (它)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六十個， (它)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三十個。

路 23:33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

在右邊。

… evkei/ evstau,rwsan auvto.n kai. tou.j kakou,rgouj( o]n me.n evk dexiw/n o]n de. evx avristerw/nÅ
…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作惡的，

到於(他)這個 的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到於(他)這個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手邊的。

非限定的關係代名詞用法

非限定的關係代名詞用法中，關係代名詞不具有前置詞(Antecedent)。此時關係代名詞及其所引導的關係子

句以一種非限定的方式表達某一個或某一類的人、事、物。例如：

太 10:38 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kai. o]j ouv lamba,nei to.n stauro.n auvtou/ kai. avkolouqei/ ovpi,sw mou( ouvk e;stin mou a;xiojÅ
並且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我 (他)相配值得的。

羅 9:18 如此看來，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

a;ra ou=n o]n qe,lei evleei/( o]n de. qe,lei sklhru,neiÅ
果然如此 這樣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憐憫慈悲； 到於(他)這個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成剛硬艱澀。

非限定的關係代名詞用法中，關係代名詞後面常常有“但凡”或是“但凡若是”。例如：

羅 9:15 因他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 VEleh,sw o]n a'n evlew/ kai. oivktirh,sw o]n a'n oivkti,rwÅ
… 我將要(持續)發憐憫慈悲 到於(他)這個 但凡 我現在應該持續發憐憫慈悲， 並且 我將要(持續)有同情憐恤

到於(他)這個 但凡 我現在應該持續有同情憐恤。

西 3:23 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

o] eva.n poih/te( evk yuch/j evrga,zesqe wj̀ tw/| kuri,w| kai. Ouvk avnqrw,poij(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向外出來 從屬(她)生魂意念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正如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並且 不是/不 在對(他們)人，

非限定的關係代名詞用法中，有時候會使用不定關係代名詞“這個任何什麼”。關係代名詞後面也可以有

“但凡”或是“但凡若是”。例如：

太 5:41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kai. o[stij se avggareu,sei mi,lion e[n( u[page metV auvtou/ du,oÅ
並且 (他)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徵召 到於(它)哩 到於(它)一個，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太 10:33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

o[stij dV a'n avrnh,shtai, me e;mprosqen tw/n avnqrw,pwn( avrnh,somai kavgw. auvto.n e;mprosqen tou/
patro,j mou tou/ evn Îtoi/jÐ ouvranoi/jÅ
(他)這個任何什麼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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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人，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否認拒絕 並且我 到於(他)同一者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限定或非限定的關係代名詞用法中，關係代名詞“這個”可以在介係詞之後。例如：

太 7:2 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evn w-| ga.r kri,mati kri,nete kriqh,sesqe( kai. evn w-| me,trw| metrei/te metrhqh,setai um̀i/nÅ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因為 在對(它)審案判決 你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你們將要(持續)被區別審斷；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在對(它)量器量度 你們現在持續用量器量度，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用量器量度 在對你們。

羅 10:14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Pw/j ou=n evpikale,swntai eivj o]n ouvk evpi,steusanÈ …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召告稱呼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

其中，動詞“召告稱呼”一般是接直接受格；這裏形同省略了直接受格的前置詞，而“向內進入”是關係

子句動詞“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的介係詞。

(2) 定冠詞(Definite Article)“那”

定冠詞的基本功能在於指定，認同，限制，確認，定義。但不是所有的名詞，形容詞都須要有定冠詞。要

特別注意的是，一般而言：

定冠詞的存在強調“確認”；不存在則強調“性質”。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VEn avrch/| h=n ò lo,goj( kai. o` lo,goj h=n pro.j to.n qeo,n( kai. qeo.j h=n o` lo,gojÅ
在內 在對(她)為起始為首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

其中，第 12 個字“到於(他)神”有定冠詞“到於(他)那”來表示確認，意思就是“那一位神”；而第 14 個字

“(他)神”則沒有定冠詞“那”，指出第 16 及第 17 個字“(他)那 (他)道理話語”，也就是“那道”，在本質

上具有“神”一切的性質。換言之，聖經在此指出，“那道”是“神”；“那道”與“那神”在本質和性

質上為一(one in essence and nature)，然而又各具有不同的位格(yet personally distinct)。

在這裏，或許要問，在第 14 到第 17 個字“(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的句子中，句子

的意思是“神是那道”或是“那道是神”呢？換言之，主要主詞是“神”呢？還是“那道”呢？這也就是

說，在一個由連接動詞（繫動詞：“是”、“生發成爲”、“源屬具有”）所連接的對等句中，如何分辨

主要主格與敍述主格 (Predicate Nominative) 呢？

在此，要請弟兄姊妹特別注意定冠詞的兩個特殊規則：

夏普規則 及可威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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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普規則 (Sharp’s Rule)---有時不適用於非人稱名詞

若“並且(kai.)”連接兩個以上各帶定冠詞的名詞，則這些名詞可能分別指不同的人事物

若“並且(kai.)”連接兩個以上的名詞，但只有第一個名詞帶定冠詞，則這些名詞可能指相同的人事物

可威規則 (Colwell’s Rule)---適用於大部分情況

連接動詞(繫動詞)所連接的對等句中帶定冠詞的為主要主詞，不帶定冠詞的為敘述主詞

對等句中若一個名詞為代名詞，則不論另一名詞帶定冠詞與否，該代名詞即為主要主詞

約翰福音一章一節後半的“(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的句子中，“(他)道理話語”有

定冠詞“(他)那”，“(他)神”則沒有定冠詞，按照可威規則，“(他)道理話語”是主要主詞，“(他)神”是

敍述主詞，因此，這句話的意思為“那道是神”。 

夏普規則 (Sharp’s Rule)---有時不適用於非人稱名詞

夏普規則：若“並且”連接兩個以上各帶定冠詞的名詞，則這些名詞可能分別指不同的人事物。例如：

路 23:10 祭司長和文士，都站著極力的告他。

eis̀th,keisan de. oì avrcierei/j kai. oi` grammatei/j euvto,nwj kathgorou/ntej auvtou/Å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強有力地

(他們)現正持續行控告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帖前 5:23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

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 kai. òlo,klhron um̀w/n to. pneu/ma kai. h̀ yuch. kai. to. sw/ma avme,mptwj evn th/| parousi,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thrhqei,hÅ
… 並且 (它)整全完備的 從屬你們 (它)那 (它)靈/風 並且 (她)那 (她)生魂意念 並且 (它)那 (它)身體

無可指責歸咎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被行看護守衛。

夏普規則：若“並且”連接兩個以上的名詞，但只有第一個名詞帶定冠詞，則這些名詞可能指相同的人事

物。例如：

弗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Euvloghto.j o` qeo.j kai. path.r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

(他)可祝福稱讚的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那+名詞+並且+名詞”的結構中，如果這兩個名詞皆為人稱，單數，且非專有名詞(名字)時，這兩個名

詞指同一個人；Wheeler's Greek Syntax Notes 指出這個規則在新約可能沒有例外。

彼後 2:20 倘若他們因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得以脫離世上的污穢，後來又在其中被纏住制伏，他們末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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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況，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 evn evpignw,sei tou/ kuri,ou Îhm̀w/nÐ kai. swth/roj VIhsou/ Cristou/(
… 在內 在對(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可威規則 (Colwell’s Rule)---適用於大部分情況

可威規則：連接動詞(繫動詞)所連接的對等句中帶定冠詞的為主要主詞，不帶定冠詞的為敘述主詞。例如：

羅 1:9 我在他兒子福音上，用心靈所事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不住的提到你們，

ma,rtuj ga,r mou, evstin o` qeo,j( …

(他)見證人 因為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由於第 1 個字“(他)見證人” 沒有定冠詞，而第 6 個字“(他)神”有定冠詞“(他)那”，所以“(他)神”是主

要主詞，(他)見證人是敍述主詞，因此，句意為“神現在持續是我的見證人”。 

可威規則：連接動詞(繫動詞)所連接的對等句中若一個名詞為代名詞，則不論另一名詞帶定冠詞與否，該代

名詞即為主要主詞。例如：

弗 2:14 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Auvto.j ga,r evstin h` eivrh,nh hm̀w/n( …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我們，…

彼後 1:17 他從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他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

的；

… ~O uìo,j mou ò avgaphto,j mou ou-to,j evstin …

…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從屬我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定冠詞的一般限定用法

定冠詞：一般限定用法：個別用法：簡單確認 (Article-Regular Use--Individualizing--Simple Identification)：定冠

詞之一般個別用法，作爲簡單確認，指出特別的人事物。例如： 

太 3: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 h;ggiken ga.r 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因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路 18:13 那稅吏遠遠的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神阿，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 ~O qeo,j( ìla,sqhti, moi tw/| àmartwlw/|Å
… (他)那 (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和解挽回 在對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犯罪的。

學者指出這裏的“在對(他)那”指明那稅吏看到“自己”是罪人，而沒有涉及到其他人。

定冠詞：一般限定用法：個別用法：重複指明 (Article-Regular Use--Individualizing--Anaphoric<Previous

Reference>)：定冠詞之一般個別用法，作爲重複指明，指出先前提到的人事物。例如： 

太 2:7 當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To,te ~Hrw,|dhj la,qra| kale,saj tou.j ma,gou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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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時地 (他)希律 暗暗地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術士 …

這裏的“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術士”是指在馬太 2：1 所提到的從東方來的“(他們)術士”。

約 4:9 撒瑪利亞的婦人對他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

亞人沒有來往。

le,gei ou=n auvtw/| h` gunh. h` Samari/tij( …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她)那 (她)女撒瑪利亞人， …

定冠詞：一般限定用法：個別用法：直接指明 (Article-Regular Use--Individualizing--Deictic<"Pointing">)：定冠

詞之一般個別用法，作爲直接指明，直接指明當場提到的人事物。例如： 

約 19:5 耶穌出來，戴著荊棘冠冕，穿著紫袍。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看這個人。

… VIdou. o` a;nqrwpojÅ
…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人。

帖前 5:27 我指著主囑咐你們，要把這信念給眾弟兄聽。

… avnagnwsqh/nai th.n evpistolh.n pa/sin toi/j avdelfoi/jÅ
… 那時(也是)要去被宣讀誦念 到於(她)那 到於(她)書信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定冠詞：一般限定用法：個別用法：傑出指明 (Article-Regular Use--Individualizing--Par Excellence<"Numero

Uno">)：定冠詞之一般個別用法，作爲傑出指明，指明某類人事物中最傑出者。例如： 

約 1:21 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誰呢，是以利亞麼；他說：我不是；是那先知麼，他回答說：不是。

… ~O profh,thj ei= su,È …

…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你現在持續是 你？ …

這裏的“(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是猶太人都知道的那一位將要來的先知。

林前 3:13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

… h` ga.r hm̀e,ra dhlw,sei( …

… (她)那 因為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為清晰明顯， …

這裏的“(她)那 (她)日子/白日”是猶太人都知道的那一個將要來的大日審判的日子。

定冠詞：一般限定用法：個別用法：獨特指明 (Article-Regular Use--Individualizing--Monadic<"0ne of a

Kind">)：定冠詞之一般個別用法，作爲獨特指明，獨特指明自成一格的人事物。例如： 

約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 w[ste to.n uiò.n to.n monogenh/ e;dwken( …

… 以致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到於(他)那 到於(他)獨生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太 4:1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 peirasqh/nai up̀o. tou/ diabo,louÅ
…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有探測試驗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定 冠 詞 ： 一 般 限 定 用 法 ： 個 別 用 法 ： 通 曉 指 明 (Article-Regular Use--Individualizing--Well-Known

<"Common">)：定冠詞之一般個別用法，作爲通曉指明，指明衆人通曉的某一人事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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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h=san de. proskarterou/ntej th/| didach/| tw/n avposto,lwn kai. th/| koinwni,a|( th/| kla,sei tou/ a;rtou
kai. tai/j proseucai/jÅ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共通合享， 在對(她)那

在對(她)折裂破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麵餅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這裏的“在對(她)那 在對(她)折裂破開”是基督徒都知道的“擘餅”。

加 4:22 因為律法上記著，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一個是使女生的，一個是自主之婦人生的。

… e[na evk th/j paidi,skhj kai. e[na evk th/j evleuqe,rajÅ
… 到於(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使女 並且 到於(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由自主的。

這裏有關為亞伯拉罕生兒子的“從屬(她)那 從屬(她)使女” 及“從屬(她)那 從屬(她) 自由自主的”是聖經中大

家都知道的人物。

定冠詞：一般限定用法：個別用法：抽象名詞具體化 (Article-Regular Use--Individualizing--Abstract)：定冠詞之

一般個別用法，具體化一個抽象名詞，以突顯其特質；或表明某一種特別的形態，或用在某一個特別的時

間，空間，或歷史。一般而言，希臘文中若抽象名詞只是表達單純的抽象概念，則不需要帶定冠詞。例

如：

約 1: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 h` ca,rij kai. h` avlh,qeia dia. VIhsou/ Cristou/ evge,netoÅ
… (她)那 (她)恩典惠意 並且 (她)那 (她)真情實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林前 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H avga,ph makroqumei/( …

(她)那 (她)愛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忍耐寬容， …

定冠詞：一般限定用法：一般類別用法 (Article-Regular Use--Generic)：定冠詞之一般類別用法，表明一個族

群的類別，或其所帶有的特性。例如：

太 8:20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 Ai` avlw,pekej fwleou.j e;cousin kai. ta. peteina. tou/ ouvranou/ kataskhnw,seij(
… (她們)那些 (她們)狐狸 到於(他們)密洞巢穴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她們)宿營； …

太 18:17 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 e;stw soi w[sper o` evqniko.j kai. o` telw,nhjÅ
…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在對你 甚至正如地 (他)那 (他)屬外邦的 並且 (他)那 (他)稅吏。

約 2:25 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因他知道人心裏所存的。

kai. o[ti ouv crei,an ei=cen i[na tij marturh,sh| peri. tou/ avnqrw,pou\ auvto.j ga.r evgi,nwsken ti, h=n evn
tw/| avnqrw,pw|Å
並且 是這樣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為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認識知道 (它)任何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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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定冠詞的代名詞用法

定冠詞：代名詞用法：人稱代名詞 (Article-Pronominal Use--Personal Pronoun)：定冠詞之代名詞用法，作爲人

稱代名詞。例如：

太 2:5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

oi` de. ei=pan auvtw/|( VEn Bhqle,em th/j VIoudai,aj\ …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伯利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

約 4:32 耶穌說：我有食物喫，是你們不知道的。

o` de. ei=pen auvtoi/j( …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定冠詞：代名詞用法：關係代名詞 (Article-Pronominal Use--Relative Pronoun)：定冠詞之代名詞用法，作爲關

係代名詞。例如：

太 6: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 Pa,ter h̀mw/n o` evn toi/j ouvranoi/j( …

… 阿,(他)父親 從屬我們 (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林前 1:18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O lo,goj ga.r o` tou/ staurou/ toi/j me.n avpollume,noij mwri,a evsti,n( …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因為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在對(他們)那些 的確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毀掉除滅了的 (她)愚魯笨拙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定冠詞：代名詞用法：所有代名詞 (Article-Pronominal Use--Possessive Pronoun)：定冠詞之代名詞用法，作爲

所有代名詞。定冠詞之所有代名詞用法，必須從上下文中體驗，定冠詞“那”所限定的名詞是屬於誰。例

如：

可 7:32 有人帶著一個耳聾舌結的人，來見耶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

kai. fe,rousin auvtw/| kwfo.n kai. mogila,lon kai. parakalou/sin auvto.n i[na evpiqh/| auvtw/| th.n cei/raÅ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聽講遲鈍的 並且 到於(他)講話結巴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弗 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Oi` a;ndrej( avgapa/te ta.j gunai/kaj( …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女人，…

定冠詞：代名詞用法：指示代名詞 (Article-Pronominal Use--Demonstrative Pronoun)：定冠詞之代名詞用法，作

爲指示代名詞。例如： 

加 5: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oi` de. tou/ Cristou/ Îvihsou/Ð …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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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3:24 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安。從義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

… avspa,zontai um̀a/j oi` avpo. th/j VItali,ajÅ
…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義大利。

定冠詞：代名詞用法：選擇代名詞 (Article-Pronominal Use--Alternative Pronoun)：定冠詞之代名詞用法，在

“的確…，然而也…”的結構中，作爲選擇代名詞，意即“的確一(些)個…，然而另一(些)個…”。例如： 

徒 17:32 眾人聽見從死裏復活的話，就有譏誚他的；又有人說：我們再聽你講這個罷。

VAkou,santej de. avna,stasin nekrw/n oi` me.n evcleu,azon( oi` de. ei=pan(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們)那些 的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揶揄嘲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林前 7:7 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那樣。

qe,lw de. pa,ntaj avnqrw,pouj ei=nai wj̀ kai. evmauto,n\ avlla. e[kastoj i;dion e;cei ca,risma evk qeou/( o`
me.n ou[twj( o` de. ou[twjÅ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是 正如地 並且 到於(他)我自己；

但乃是 (他)各個的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恩賜 向外出來 從屬(他)神，

(他)那 的確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 然而也 那同一樣式地。

定冠詞的名詞化用法

定冠詞：名詞化用法：在副詞前 (Article--Substantizer<"Substitutional Use">--Before Adverbs)：定冠詞之名詞化

用法，用在副詞前，使副詞含義被名詞化。例如：

羅 8: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 pa/sa h` kti,sij sustena,zei kai. sunwdi,nei a;cri tou/ nu/n\
…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創造建立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歎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有劇痛陣痛

直至達到 從屬(他)那 現在此時地；

太 26:71 既出去，到了門口，又有一個使女看見他，就對那裏的人說：這個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

… kai. le,gei toi/j evkei/( …

…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那裏地， …

定冠詞：名詞化用法：在形容詞前 (Article--Substantizer<"Substitutional Use">--Before Adjectives)：定冠詞之名

詞化用法，用在形容詞前，使形容詞含義被名詞化。例如：

加 6:10 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 evrgazw,meqa to. avgaqo.n pro.j pa,ntaj( ma,lista de. pro.j tou.j oivkei,ouj th/j pi,stewjÅ
…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最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住處家室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多 2:4 好指教少年婦人，愛丈夫，愛兒女，

i[na swfroni,zwsin ta.j ne,aj fila,ndrouj ei=nai( filote,knouj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使為心智清明謹守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新初年淺的 到於(她們)喜愛丈夫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們)喜愛孩子的，

定冠詞：名詞化用法：在所有格名詞或短句前 (Article--Substantizer<"Substitutional Use">--Before a Ge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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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or Phrase)：定冠詞之名詞化用法，用在所有格名詞或短句前，使所有格名詞或短句含義被名詞化。例

如：

可 1:19 耶穌稍往前走，又見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在船上補網。

… ei=den VIa,kwbon to.n tou/ Zebedai,ou kai. VIwa,nnhn to.n avdelfo.n auvtou/ …
…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庇太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羅 14:19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a;ra ou=n ta. th/j eivrh,nhj diw,kwmen kai. ta. th/j oivkodomh/j th/j eivj avllh,loujÅ
果然如此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追趕迫求，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那 從屬(她)建築造就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林前 15: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

… e;peita oi` tou/ Cristou/ evn th/| parousi,a| auvtou/(
… 在其後地 (他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同一者；

定冠詞：名詞化用法：在介係詞短句前 (Article--Substantizer<"Substitutional Use">--Before a Prepositional

Phrase)：定冠詞之名詞化用法，用在介係詞短句前，使介係詞短句含義被名詞化。例如：

約壹 2:13 父老阿，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勝

了那惡者。小子們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父。

gra,fw um̀i/n( pate,rej( o[ti evgnw,kate to.n avpV avrch/jÅ …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阿,(他們)父親， 是這樣 你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

約壹 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Mh. avgapa/te to.n ko,smon mhde. ta. evn tw/| ko,smw|Å …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然而也不要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

定冠詞：名詞化用法：在子句或引用句前 (Article--Substantizer<"Substitutional Use">--Before Clauses or

Quotations)：定冠詞之名詞化用法，用在子句或引用句前後，使子句或引用句含義被名詞化。例如：

加 5: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o` ga.r pa/j no,moj evn eǹi. lo,gw| peplh,rwtai( evn tw/| VA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nÅ
(他)那 因為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律法 在內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內 在對(他)那：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註：“在對(他)那”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那”。]

可 9:23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o` de. VIhsou/j ei=pen auvtw/|( To. Eiv du,nh|( pa,nta dunata. tw/| pisteu,ontiÅ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若是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

夠可能，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這裏的“到於(它)那”指上一節孩子的父親所說“你若能作甚麼，求你憐憫我們，幫助我們。”

弗 4:9（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

to. de. VAne,bh ti, evstin( eiv mh. o[ti kai. kate,bh eivj ta. katw,tera Îme,rhÐ th/j gh/j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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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若是 不會/不要 是這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更向下的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定冠詞的功能用法

定冠詞：功能用法：區別主要主詞與敍述主詞 (Article--Function Marker--To Distinguish Subject from Predicate 

Nominative)：定冠詞之功能用法，用在名詞之前，以區別主要主詞與敍述主詞。此乃按照可威規則：連結動

詞(繫動詞)連結的對等句中帶定冠詞的為主要主詞，不帶定冠詞的為敘述主詞。例如：

約壹 4: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o` mh. avgapw/n ouvk e;gnw to.n qeo,n( o[ti ò qeo.j avga,ph evsti,nÅ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她)愛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定冠詞：功能用法：表明無字尾變化名詞之格功能 (Article--Function Marker--To Show the Case of an

Indeclinable Noun)：定冠詞之功能用法，用在無字尾變化名詞之前，以表明無字尾變化名詞之格功能。例

如：

約 1:49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 su. basileu.j ei= tou/ VIsrah,lÅ
… 你 (他)君王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新約普通希臘文中，有些名詞是從外來的語言轉換過來，尤其是希伯來文或亞蘭文的名字，其中有許多字

沒有字尾變化。換言之，就同一個名詞而言，在任何一個格，不論是主格，直接受格，間接受格，或是所

有格，這個名詞都是用同一個形式。這種無字尾變化名詞可以依據上下文或定冠詞來分辨其在句子中實際

的功能。在此，“以色列”即為一個無字尾變化名詞，因為“以色列”一字有定冠詞“從屬(他)那”，所以

知道是所有格“從屬(他)以色列”。

定冠詞：功能用法：與所有代名詞連用 (Article--Function Marker--With Possessive Pronouns)：定冠詞之功能用

法，與所有代名詞連用，以凝聚強化所要表達的觀點。例如：

來 3:5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kai. Mwu?sh/j me.n pisto.j evn o[lw| tw/| oi;kw| auvtou/ wj̀ qera,pwn …

並且 (他)摩西 的確 (他)誠且信的 在內 在對(他)整個全部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僕人， …

彼前 2:22 他並沒有犯罪，口裏也沒有詭詐；

… ouvde. eùre,qh do,loj evn tw/| sto,mati auvtou/(
…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他)餌誘詭詐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定冠詞：功能用法：表明主格名詞作爲呼格 (Article--Function Marker--To Show that a Nominative is Functioning 

as a Vocative)：定冠詞之功能用法，用在主格名詞之前，以表明主格名詞作爲呼格。在普通希臘文中呼格漸

漸被淘汰，帶定冠詞的主詞，按上下文的需要，也可以表達呼格的功能。此即為“呼格性主格”的用法。

例如：

約 20:28 多馬說：我的主，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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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pekri,qh Qwma/j kai. ei=pen auvtw/|( ~O ku,rio,j mou kai. ò qeo,j mouÅ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多馬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我。

啟 16:5 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昔在今在的聖者阿，你這樣判斷是公義的；

… Di,kaioj ei=( o` w'n kai. o` h=n( o` o[sioj( o[ti tau/ta e;krinaj(
… (他)具公平正義的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具純正聖善的，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在此，前面的兩個“(他)那”為定冠詞之代名詞用法，作爲關係代名詞。 

定冠詞：功能用法：表明名詞性或形容詞性分詞 (Article--Function Marker--To Indicate Substantival and

Adjectival Participles)：定冠詞之功能用法，用在分詞之前，以表明名詞性或形容詞性分詞。例如：

約 1:22 於是他們說：你到底是誰，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你自己說：你是誰。

… i[na avpo,krisin dw/men toi/j pe,myasin hm̀a/j\ …

… 為要 到於(她)生應對回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們；…

羅 9:16 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

a;ra ou=n ouv tou/ qe,lontoj ouvde. tou/ tre,contoj avlla. tou/ evlew/ntoj qeou/Å
果然如此 這樣 不是/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然而也不是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奔跑疾行了的， 但乃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憐憫慈悲了的 從屬(他)神。

在此，“從屬(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及“從屬(他)現正持續奔跑疾行了的”為帶定冠詞之名詞化分詞之名詞性

分詞用法，而“從屬(他)現正持續發憐憫慈悲了的”為帶定冠詞之形容詞性分詞用法來形容“從屬(他)神”。

定冠詞：功能用法：與指示代名詞連用 (Article--Function Marker--With Demonstrative Pronouns: Always in the

Predicate Position (i.e., No Article in front of them) with an Articular Noun)：定冠詞之功能用法，帶定冠詞之名詞

與指示代名詞連用，指示代名詞在敍述位置(即無定冠詞)。例如： 

路 7:44 於是轉過來向著那女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麼；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但這

女人用眼淚溼了我的腳，用頭髮擦乾。

… Ble,peij tau,thn th.n gunai/kaÈ …
…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

羅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kai. mh. suschmati,zesqe tw/| aivw/ni tou,tw|( …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依照順應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同一者； …

定冠詞：功能用法：與不定詞連用 (Article--Function Marker--With the Infinitive)：定冠詞之功能用法，與不定

詞連用，以表明不定詞之格功能。例如：

林前 11:22 你們要喫喝，難道沒有家麼；還是藐視神的教會，叫那沒有的羞愧呢。我向你們可怎麼說呢；可

因此稱讚你們麼；我不稱讚。

mh. ga.r oivki,aj ouvk e;cete eivj to. evsqi,ein kai. pi,neinÈ …

豈會呢 因為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喫食 並且

現要去持續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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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1: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evmoi. ga.r to. zh/n Cristo.j kai. to. avpoqanei/n ke,rdojÅ
在對"我" 因為 (它)那 現要去持續活， (他)基督； 並且 (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它)利潤收益。

定冠詞：功能用法：表明形容詞的形容位置 (Article--Function Marker--To Indicate Attributive Position for

Adjectives)：定冠詞之功能用法，用在形容詞之前，以表明形容詞的形容位置。例如：

加 3:9 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w[ste oi` evk pi,stewj euvlogou/ntai su.n tw/| pistw/| VAbraa,mÅ
以致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祝福稱讚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誠且信的 在對(他)亞伯拉罕。

啟 1: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

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脫離有古卷作洗去〕

… o` ma,rtuj( o` pisto,j( o` prwto,tokoj tw/n nekrw/n kai. o` a;rcwn tw/n basile,wn th/j gh/jÅ …

… (他)那 (他)見證人 (他)那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頭生長子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那 (他)首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

在一般情況下，形容詞直接修飾名詞時，形容詞可以在其所修飾名詞的前面或後面。當形容詞帶有定冠詞

“那”的時候，帶有定冠詞“那”的形容詞是直接形容其所修飾的名詞。但如果形容詞不帶定冠詞“那”

的時候，就要特別注意形容位置與叙述位置所帶來意義上的差別。一般而言，如果不帶定冠詞“那”的形

容詞所修飾的名詞帶有定冠詞“那”時，不帶定冠詞“那”的形容詞就很可能爲一個“敍述”形容詞： 

第一形容位置
那 良善的 主

那 同一者 主

那良善的主

那同一位主

第二形容位置
那 主 那 良善的

那 主 那 同一者

那良善的主

那同一位主

第一叙述位置 
良善的 那 主

同一者 那 主

那主是良善的

那主自己

第二叙述位置 
那 主 良善的

那 主 同一者

那主是良善的

那主自己

大致而言，帶定冠詞的形容詞都具有一般形容的功用，而在叙述位置的形容詞，一般都沒有定冠詞。同樣

的情形也存在於代名詞“同一者”的用法上；有關的例子在定冠詞之後討論。

太 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maka,rioi oi` praei/j( o[ti auvtoi. klhronomh,sousin th.n gh/nÅ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溫柔謙和的；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在此，“(他們)蒙至高褔的”是在敍述位置，而不是在形容位置。意即，這裏說的不是“那些有福的溫柔

人”，但乃是“那些溫柔的人‘是’有福的”；也就是說：“(他們)蒙至高褔的”在敍述說明“(他們)那些

(他們)溫柔謙和的”人是怎樣的人。

林前 1:9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pisto.j o` qeo,j( diV ou- evklh,qhte eivj koinwni,an tou/ uiòu/ auvtou/ VIhsou/ Cristou/ tou/ kuri,ou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使用説明      54

第 54 頁

hm̀w/nÅ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向內進入

到於(她)共通合享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在此，“(他)誠且信的”也是在敍述位置，而不是在形容位置。意即，這裏說的不是“那誠且信的神”，也

不是在說“誠且信的那神”，但乃是“那神‘是’誠且信的”；也就是說：“(他)誠且信的”在敍述說明

“(他)那 (他)神”是怎樣的神。

太 11: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o` ga.r zugo,j mou crhsto.j kai. to. forti,on mou evlafro,n evstinÅ
(他)那 因為 (他)軛/天平 從屬我 (他)合宜恩慈的， 並且 (它)那 (它)擔子負荷 從屬我 (它)輕便容易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此，“(他)合宜恩慈的”也是在敍述位置，而不是在形容位置。 

當然，不帶定冠詞“那”的形容詞還是可以用來形容不帶定冠詞“那”的名詞。例如：

提後 2:2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 tau/ta para,qou pistoi/j avnqrw,poij( …

…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們)誠且信的 在對(他們)人，…

然而，不帶定冠詞“那”的形容詞修飾不帶定冠詞“那”的名詞時，還是要考慮是否是作敍述形容詞。例

如：

來 3:5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kai. Mwu?sh/j me.n pisto.j evn o[lw| tw/| oi;kw| auvtou/ wj̀ qera,pwn …

並且 (他)摩西 的確 (他)誠且信的 在內 在對(他)整個全部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僕人， … <在敍述位置>

定冠詞的特別用法

定冠詞：特別用法：阿波羅尼規則 (Article--Special Constructions--In Apollonius' Canon Constructions)：定冠詞之

特別用法：阿波羅尼規則：所有格名詞與其所修飾名詞組合規則，一般為皆有定冠詞，或皆無定冠詞。皆

有定冠詞或皆無定冠詞本身並不能說明該名詞為限定，非限定，或表達性質。但若其中一個名詞依照意思

需要而必須有或無定冠詞時，另外一個名詞則會配合以符合皆有定冠詞，或皆無定冠詞的規則。例如：

弗 1:5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 kata. th.n euvdoki,an tou/ qelh,matoj auvtou/(
…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認可歡愉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弗 1: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evn w-| e;comen th.n avpolu,trwsin dia. tou/ ai[matoj auvtou/( th.n a;fesin tw/n paraptwma,twn( kata. to.
plou/toj th/j ca,ritoj auvtou/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解脫得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誤差過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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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5:39 對面站著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有古卷無喊叫二字〕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 VAlhqw/j ou-toj ò a;nqrwpoj uiò.j qeou/ h=nÅ
… 誠正真實地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人 (他)兒子 從屬(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但不是所有的所有格名詞與其所修飾名詞組合規則，為皆有定冠詞，或皆無定冠詞。例如：

太 4:3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 Eiv uiò.j ei= tou/ qeou/( …

… 若是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

定冠詞的“無”定冠詞用法

定冠詞：無定冠詞用法：非限定用法 (Article--Anarthrous Constructions--Indefinite)：無定冠詞之非限定用法：

非限定地強調為某個族類或群體的一員。例如：

約 4:7 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耶穌對他說：請你給我水喝。

:Ercetai gunh. evk th/j Samarei,aj avntlh/sai u[dwrÅ …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女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撒瑪利亞 那時(也是)要去汲取舀起

到於(它)水； …

定冠詞：無定冠詞用法：性質用法 (Article--Anarthrous Constructions--Qualitative)：無定冠詞之性質用法：一般

而言，希臘文中若抽象名詞只是表達單純的抽象概念，則不需要帶定冠詞；若牽涉到某一個具體的發生或

類別，則需要加定冠詞。例如：

弗 2: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 ca,riti, evste sesw|sme,noi
… 在對(她)恩典惠意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拯救了的；

一般而言，希臘文常用定冠詞限定個別的確認；但有時候希臘文會省略限定名詞前面的定冠詞；但定冠詞

的省略不影響其限定性：

定冠詞：無定冠詞用法：限定用法：專有名詞 (Article--Anarthrous Constructions--Definite--Proper Names)：無定

冠詞之限定用法：專有名詞常常省略定冠詞，尤其當很明顯為動詞的主詞時。例如：

約 1:48 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那裏知道我呢。耶穌回答說：腓力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

看見你了。

le,gei auvtw/| Naqanah,l( Po,qen me ginw,skeijÈ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w/|( …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拿但業， 從那裏地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

定冠詞：無定冠詞用法：限定用法：介係詞受詞 (Article--Anarthrous Constructions--Definite--Object of

Preposition)：無定冠詞之限定用法：介係詞後面的名詞常常省略定冠詞。例如：

太 24:33 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 o[ti evggu,j evstin evpi. qu,raijÅ
… 是這樣 接近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門戶。

定冠詞：無定冠詞用法：限定用法：序數 (Article--Anarthrous Constructions--Definite--With Ordinal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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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定冠詞之限定用法：序數通常不帶定冠詞。例如：

可 15:25 釘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時候。

h=n de. w[ra tri,th kai. evstau,rwsan auvto,nÅ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鐘點時刻 (她)第三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定 冠 詞 ： 無 定 冠 詞 用 法 ： 限 定 用 法 ： 敍 述 主 詞  (Article--Anarthrous Constructions--Definite--Predicate 

Nominative)：無定冠詞之限定用法：敍述主詞通常不帶定冠詞，尤其當它在動詞之前。例如： 

約 1:49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 su. basileu.j ei= tou/ VIsrah,lÅ
… 你 (他)君王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定冠詞：無定冠詞用法：限定用法：獨有名詞 (Article--Anarthrous Constructions--Definite--Monadic Nouns)：無

定冠詞之限定用法：獨有名詞有時不帶定冠詞，但常常可以用其他規則來解釋，例如，在介係詞後面，阿

波羅尼規則。例如：

路 21:25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慌不定；

Kai. e;sontai shmei/a evn hl̀i,w| kai. selh,nh| kai. a;stroij( …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內 在對(他)日頭太陽 並且 在對(她)月亮 並且

在對(它們)星群；…

定冠詞：無定冠詞用法：限定用法：代名詞性形容詞 (Article--Anarthrous Constructions--Definite--With a

Pronominal Adjective)：無定冠詞之限定用法：代名詞性形容詞，如“所有每一個的”或“整個全部的”，通

常不帶定冠詞。例如：

徒 2:36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avsfalw/j ou=n ginwske,tw pa/j oi=koj VIsrah.l …

穩妥確實地 這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以色列， …

太 22:40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evn tau,taij tai/j dusi.n evntolai/j o[loj o` no,moj kre,matai kai. oi` profh/taiÅ
在內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二個/兩個 在對(她們)誡律命令 (他)整個全部的 (他)那

(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懸掛垂吊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定冠詞：無定冠詞用法：限定用法：一般類別名詞 (Article--Anarthrous Constructions--Definite--Generic

Nouns)：無定冠詞之限定用法：一般類別名詞有時不帶定冠詞，但此時通常具有性質上的限定。例如：

林前 1:20 智慧人在那裏；文士在那裏；這世上的辯士在那裏；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

pou/ sofo,jÈ pou/ grammateu,jÈ pou/ suzhthth.j tou/ aivw/noj tou,touÈ …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明智通達的？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書記文士？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爭論詭辯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

林前 3:4 有說：我是屬保羅的；有說：我是屬亞波羅的；這豈不是你們和世人一樣麼。

o[tan ga.r le,gh| tij( VEgw. me,n eivmi Pau,lou( e[teroj de,( VEgw. VApollw/( ouvk a;nqrwpoi, evsteÈ
但凡當這時 因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他)任何什麼， 我 的確 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保羅；

(他)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我 從屬(他)亞波羅； 豈非呢 (他們)人 你們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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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名詞 (Prounoun)“同一者”

“同一者”為一個常用的代名詞，通常傳達“他，她，它”或“他們，她們，它們”的意思。例如：

太 1:21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te,xetai de. uiò,n( kai. kale,seij to. o;noma auvtou/ VIhsou/n\ auvto.j ga.r sw,sei to.n lao.n auvtou/ avpo.
tw/n àmartiw/n auvtw/nÅ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產帶出 然而也 到於(他)兒子， 並且 你將要(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其中，“(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的“(他)同一者”為強調用法。

“同一者”在敍述位置表達“某某(人)自己”的意思。例如：

可 12:37 大衛既自己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眾人都喜歡聽他。

auvto.j Daui.d le,gei auvto.n ku,rion( …

(他)同一者 (他)大衛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主人； …

徒 16:18 他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轉身對那鬼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他身上出

來；那鬼當時就出來了。

… Paragge,llw soi evn ovno,mati VIhsou/ Cristou/ evxelqei/n avpV auvth/j\ kai. evxh/lqen auvth/| th/| w[ra|Å
… 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在此，“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即“在那鐘點時刻自己”，意即“就在那一時刻”。

羅 8: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auvto. to. pneu/ma summarturei/ tw/| pneu,mati h̀mw/n o[ti evsme.n te,kna qeou/Å
(它)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作見證人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我們，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孩子 從屬(他)神。

“同一者” 可以直接表達“同一個”，或在形容位置直接表達“同一個的”的意思。例如：

路 6:33 你們若善待那善待你們的人，有甚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是這樣行。

… kai. oi` am̀artwloi. to. auvto. poiou/sinÅ
…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犯罪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林前 12:4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Diaire,seij de. carisma,twn eivsi,n( to. de. auvto. pneu/ma\
(她們)具體區分 然而也 從屬(它們)恩賜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那 然而也 (它)同一者 (它)靈/風；

腓 1:30 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to.n auvto.n avgw/na e;contej( oi-on ei;dete evn evmoi. kai. nu/n avkou,ete evn evmoi,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比賽爭競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如此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我"，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在內 在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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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定代名詞 (Demonstrative Prounoun)“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為一個常用的指定代名詞，通常傳達口語的“這一個”的意思。例如：

太 3: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 Ou-to,j evstin o` uìo,j mou o` avgaphto,j( evn w-| euvdo,khsaÅ
…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太 4:3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 i[na oì li,qoi ou-toi a;rtoi ge,nwntaiÅ
… 為要 (他們)那些 (他們)石頭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麵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羅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kai. mh. suschmati,zesqe tw/| aivw/ni tou,tw|( …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依照順應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同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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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希臘文的動詞時態 (Verb Tense)

希臘文的動詞在希臘文整體的表達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動詞的形成包括了字首變化，動詞字幹(Verb

Stem)，字尾變化三個部份。

字首變化主要包括兩方面：往昔號(Augment)表達直述語氣動作的時間與過去有關，以及重複子音

(Reduplication)表達動作的狀態為已經完成。

一個動詞可以有六個動詞字幹，每一個字幹發展出自屬的動詞時態和語態。動詞字幹之間的變化有規則的

變化，也有不規則的變化。

字首變化及字尾變化則牽涉到動詞的時態(Tense)，語態(Voice)，語氣(Mood)，格式(Mode)，人稱(Person)，

數(Number)。

按照傳統的古典希臘文的文法，動詞有七個基本的時態，有些學者又依據動作之特性，把動詞的時態(Tense)

分為動作的時間(Time)與動作的狀態(State)兩方面來考慮：

傳統的古典希臘文動詞時態

Classical Greek Verb Tense

時間

Time

狀態

State

現在式 (Present Tense) 現在 進行/(非限定)

不完成式 (Imperfect Tense) 過去 進行

未來式 (Future Tense) 未來 進行/(非限定)

完成式 (Perfect Tense) 現在 完成

過去完成式 (Pluperfect Tense) 過去 完成

未來完成式 (Future Perfect Tense) 未來 完成

過去式 (Aorist Tense) 過去 非限定

在此，根據傳統的古典希臘文文法，有幾件事情需要知道：

希臘文動詞的時態，在動作的時間與狀態兩者的考量上，主要的考量點為“動作的狀態”，動作的時

間乃為次要考慮；一般而言，動作的時間只有在直述語氣才有意義。

進行的動詞狀態，也就是“持續未完成”的動詞狀態，可以表達一個正在持續進行的動作，也可以表達一

個持續重複發生，或習慣性發生的動作。儘管希臘文的現在式(Present Tense)主要是表達持續未完成的動

作，按傳統文法解釋，現在式也可以依據上下文的需要，來表達單點或整體的動作。

學者對希臘文未來式(Future Tense)的形成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希臘文的未來式可以表達“持續未完

成”的動作狀態，也可以表達單點或整體的動作。

希臘文的現在完成式(Perfect Tense)是表達在此時之前，在過去已經完成的一個動作，但這個動作的結果及

其影響到現在仍然沒有改變。希臘文的過去完成式(Pluperfect Tense)是表達在過去某時之前已經完成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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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但這個動作的結果及其影響到過去某時仍然沒有改變。

希臘文的過去式(Aorist Tense)，有時候又稱為“簡單過去式”，但是如果直譯“Aorist Tense”，則應該稱

為“非限定式”(後文大多用此名稱)。非限定式在動作的狀態上，所要表達的既不是一個限定為持續未完成

的動作，也不是一個限定為已經完成的動作，而是非限定地表達一個單點或整體的動作。它有時是表達一

個動作的開始點，有時是表達一個動作的結束點，有時又是表達一個動作的整體。

非限定式在動作的時間上似乎也不受限定；它通常在表達在過去的一個單點或整體的動作，但有時又可以

不受過去時間的限定，而表達一個超越時間限制的永恆真理。例如：

羅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犯罪，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落後短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其中第 3 個字“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犯罪”的非限定時態，羅伯遜在他的新約字詞描述(Robertson’s New

Testament Word Pictures)一書稱之為“不受時間限制的非限定時態(a timeless aorist)”。

近代的一些學者，按照希臘文的動詞觀點(Verbal Perspective)，將動詞的時態以不同的方式表達：

時間 \ 狀態

Time \ State

進行

(持續未完成)

完成

(已經完成)

非限定

(單點整體)

現在
現在式

Present

完成式

Perfect

(現在式)

(Present)

過去
不完成式

Imperfect

過去完成式

Pluperfect

過去式

Aorist

未來
未來式

Future

未來完成式

Future Perfect

(未來式)

(Future)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是沿襲採用“對等代表”的原則，繼前人創作的編號對等，字母對等，發音對

等，文法代碼對等，字根對等，等等，以對等的中文代表字，對等表達新約聖經希臘文原文的每一個字典

字詞及文法要素。

鑒于“對等代表”的要求，是“一對一”的對等模式，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乃將希臘文動詞以不同的

角度重新分類，概括性地，同時又經功能考慮過地，以中文代表字表達各時態之“最主要的”意義，從而

避免“一種動詞時態，表達兩種動作時間”或“一種動詞時態，表達兩種動作狀態”的尷尬現象。

簡單地說，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是將希臘文動詞時態，按各時態的主要意義與功能分為“限定”以及

“非限定”兩類。

一切動作的狀態，只有兩種可能的限定狀態：或為持續未完成，或為已經完成；至於一切動作的時間，只

有三種可能的限定時間：或為現在，或為過去，或為未來。對於動詞的時間與狀態有特別限定的六種時

態，歸納為限定時態；對於非限定的“Aorist”時態，則因這個時態對動詞的狀態沒有限定為持續未完成或

已經完成，同時又被用於表達超越時間限制的永恆真理，因此，非限定的“Aorist”時態，按照這名字本身

的意義，被分類為非限定時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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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限定時態 (Undefined) 限定時態 (Defined)

時間 \ 狀態 非限定 時間 \ 狀態
進行

(持續未完成)

完成

(已經完成)

非限定

非限定式

Aorist

可超越時空限制地

表達某種屬靈真理

現在
現在式

Present

完成式

Perfect

過去
不完成式

Imperfect

過去完成式

Pluperfect

未來
未來式

Future

未來完成式

Future Perfect

(迂迴式說法)

其中，未來完成式沒有被使用於新約聖經。在新約聖經中，未來完成式是以一種迂迴式(Periphrastic)的說法

來表達，其形式為：

未來式的 BE動詞 + 完成式的分詞

例如：

太 16:19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

要釋放。

… kai. o] eva.n dh,sh|j evpi. th/j gh/j e;stai dedeme,non evn toi/j ouvranoi/j( kai. o] eva.n lu,sh|j evpi. th/j gh/j
e;stai lelume,non evn toi/j ouvranoi/jÅ
…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鬆綁脫解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按照對等代表的原則，將限定的時間，狀態，以及非限定的時間，狀態，分別

設定中文對等代表字：

時間 (Time) 中文代表字 狀態 (State) 中文代表字

現在 現在 / 現正 / 現 進行 (持續未完成) 持續

過去 當時 完成 (已經完成) 已經

未來 將要 -- --

非限定 那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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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照所設定的中文對等代表字，將希臘文動詞時態的主要意義對等代表出來。

非限定時態 (Undefined) 限定時態 (Defined)

時間 \ 狀態 非限定 時間 \ 狀態
進行

(持續未完成)

完成

(已經完成)

非限定

那時(也是)

(非限定式)

可超越時空限制地

表達某種屬靈真理

現在
現在持續

(現在式)

現在已經

(完成式)

過去
當時持續

(不完成式)

當時已經

(過去完成式)

未來
將要(持續)

(未來式)
(新約為迂迴式說法)

根據所設立的中文代表字，下表列出直述語氣，主動語態的希臘文動詞的中文對等文法格式。

狀態 時間 語態 語氣 / 格式 中文動詞文法格式

進行 現在 主動 直述 [現在持續-----]

進行 過去 主動 直述 [當時持續-----]

進行 未來 主動 直述 [將要(持續)-----]

完成 現在 主動 直述 [現在已經-----]

完成 過去 主動 直述 [當時已經-----]

非限定 非限定 主動 直述 [那時(也是)-----]

希臘文動詞時態

Greek Verb Tense
中文代表字 動詞時態的主要意義

現在式

Present Tense
現在持續 表達現在正在發生的動作，或現在持續重復或習慣性發生的動作

不完成式

Imperfect Tense
當時持續 表達過去正在發生的動作，或在當時持續重復或習慣性發生的動作

未來式

Future Tense
將要(持續) 表達未來發生的動作，可以為單點或整體，或也可以為持續的動作

完成式

Perfect Tense
現在已經 表達現在之前已經完成的動作，但其結果及影響到現在仍然沒有改變

過去完成式

Pluperfect Tense
當時已經 表達當時之前已經完成的動作，但其結果及影響到當時仍然沒有改變

未來完成式

Future Perfect Tense
新約未曾使用未來完成式，其意義乃是以一種迂迴式的說法來表達

非限定式

Aorist Tense
那時(也是) 表達一個單點或整體的動作，多為過去，但有時也表達永恒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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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各個時態所可以表達的功能及其用法的分類：

時態：現在式

現在式：描述現在 (Descriptive or Pictorial Present)：現在式(現在持續)表達一個現在“正在發生或進行”的動

作。例如：

太 8:25 門徒來叫醒了他，說：主阿，救我們，我們喪命啦。

… Ku,rie( sw/son( avpollu,meqaÅ
…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羅 9:1 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

VAlh,qeian le,gw evn Cristw/|( ouv yeu,domai( …

到於(她)真情實理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 …

現在式：持續現在 (Durative Present)：現在式(現在持續)表達一個過去開始且“持續到現在”的動作。例

如：

路 15: 29 他對父親說：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

友，一同快樂；

… tosau/ta e;th douleu,w soi …

… 到於(它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它們)年 我現在持續作奴僕 在對你， …

林前 11:18 第一，我聽說你們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我也稍微的信這話。

… avkou,w sci,smata evn um̀i/n ùpa,rcein …

… 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裂口間隙 在內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源屬具有； …

現在式：狀態進行現在 (Progressive-stative Present)：現在式(現在持續)表達一個動作現在“持續”的狀態，通

常是描述狀態的動詞。例如：

徒 3:12 彼得看見，就對百姓說：以色列人哪，為甚麼把這事當作希奇呢；為甚麼定睛看我們，以為我們憑

自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呢。

… ti, qauma,zete evpi. tou,tw| …
…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希奇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同一者？ …

徒 8:30 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裏，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便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麼。

… +Ara, ge ginw,skeij a] avnaginw,skeijÈ
… 豈然真會如此呢 確實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持續宣讀誦念？

現在式：同時進行現在 (Progressive-simultaneous Present)：現在式(現在持續)表達一個現在“同時發生或進

行”的動作。例如：

可 2:19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禁食呢；新郎還同在，他們不能禁食。

… o[son cro,non e;cousin to.n numfi,on metV auvtw/n ouv du,nantai nhsteu,einÅ
… 到於(他)這每一切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新郎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禁食。

約 5:7 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裏；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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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n w-| de. e;rcomai evgw,( a;lloj pro. evmou/ katabai,neiÅ
… 在內 在對(它)這個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我， (他)另外不同的 在前面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下行。

現在式：反覆現在 (Iterative or Characteristic (Habitual) Present)：現在式(現在持續)表達一個現在“重複發生或

習慣性發生”的動作，或重複不規律地發生，或習慣性規律地發生。例如：

太 17:15 主阿，憐憫我的兒子；他害癲癇的病很苦，屢次跌在火裏，屢次跌在水裏。

… polla,kij ga.r pi,ptei eivj to. pu/r kai. polla,kij eivj to. u[dwrÅ
… 經常地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並且 經常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約壹 3: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Pa/j o` gegennhme,noj evk tou/ qeou/ àmarti,an ouv poiei/( …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

現在式：意欲現在 (Tendential or Conative or Voluntative (Desiderative) Present)：現在式(現在持續)表達一個現在

“意圖去作，但未完成”的動作，或即將開始，或已經開始，或願望開始。例如：

太 2:4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

… pou/ o` Cristo.j genna/taiÅ
…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生發成為族類。 <已經開始>

約 10:32 耶穌對他們說：我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你們是為那一件拿石頭打我呢。

… dia. poi/on auvtw/n e;rgon evme. liqa,zeteÈ
…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什麼樣呢 從屬(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工作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扔石頭打？

<願望開始>

約 13:6 挨到西門彼得，彼得對他說：主阿，你洗我的腳麼。

… Ku,rie( su, mou ni,pteij tou.j po,dajÈ
… 阿,(他)主人， 你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清潔洗淨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即將開始>

現在式：格言現在 (Gnomic or Generic Present)：現在式(現在持續)表達一個現在不變的“宇宙真理，格言諺

語，一般事實”，或一個“無論何時，在特定狀況下會形成或發生”的動作。例如：

太 6:24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

門。〔瑪門是財利的意思〕

Ouvdei.j du,natai dusi. kuri,oij douleu,ein\ …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們)二個/兩個 在對(他們)主人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

太 7:17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

ou[twj pa/n de,ndron avgaqo.n karpou.j kalou.j poiei/( to. de. sapro.n de,ndron karpou.j ponhrou.j
poiei/Å
那同一樣式地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樹木 (它)良善的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它)那 然而也 (它)朽爛腐壞的 (它)樹木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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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式：歷史現在 (Historical Present)：現在式(現在持續)以“現在身歷其境”的角度，活潑生動地表達過去

發生的歷史。例如：

可 1:30 西門的岳母，正害熱病躺著；就有人告訴耶穌。

h` de. penqera. Si,mwnoj kate,keito pure,ssousa( kai. euvqu.j le,gousin auvtw/| peri. auvth/jÅ
(她)那 然而也 (她)岳母 從屬(他)西門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她)現正持續發高燒了的，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同一者。

可 7:32 有人帶著一個耳聾舌結的人，來見耶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

kai. fe,rousin auvtw/| kwfo.n kai. mogila,lon kai. parakalou/sin auvto.n …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聽講遲鈍的 並且 到於(他)講話結巴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

現在式：未來現在 (Futuristic Present)：現在式(現在持續)以“現在表達一個未來”的動作，或剛開始，或即

將開始，或隨時會開始，或表達將會發生的確實性。例如：

約 14: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

Ouvk avfh,sw um̀a/j ovrfanou,j( e;rcomai pro.j um̀a/jÅ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失親孤兒的；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啟 1:7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真實

的。阿們。

VIdou. e;rcetai meta. tw/n nefelw/n( …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雲團； …

現在式：非限定現在 (Aoristic Present)：現在式(現在持續)表達一個當即發生在現在的“一個”動作。例如：

徒 9:34 彼得對他說：以尼雅，耶穌基督醫好你了；起來，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來了。

… Aivne,a( iva/tai, se VIhsou/j Cristo,j\ …

… 阿,(他)以尼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到於你 (他)耶穌 (他)基督； …

徒 26:1 亞基帕對保羅說：准你為自己辯明。於是保羅伸手分訴說：

… VEpitre,petai, soi peri. seautou/ le,geinÅ …

…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准許 在對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你自己 現要去持續道說。 …

現在式：完成現在 (Perfective Present)：現在式(現在持續)強調過去一個“動作的結果”到現在還在持續。例

如：

路 15:27 僕人說：你兄弟來了；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的回來，把肥牛犢宰了。

… o[ti ~O avdelfo,j sou h[kei( …

… 是這樣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

太 6:2 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裏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

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 avpe,cousin to.n misqo.n auvtw/nÅ
…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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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態：不完成式

不完成式：描述不完成 (Descriptive Imperfect)：不完成式(當時持續)表達一個當時“正在發生或進行”的動

作。例如：

太 8:24 海裏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浪掩蓋；耶穌卻睡著了。

… auvto.j de. evka,qeudenÅ
…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睡著。

太 21:8 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還有人砍下樹枝來鋪在路上。

… a;lloi de. e;kopton kla,douj avpo. tw/n de,ndrwn kai. evstrw,nnuon evn th/| òdw/|Å
…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切砍擊打 到於(他們)分枝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樹木，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舖開攤放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不完成式：持續不完成 (Durative Imperfect)：不完成式(當時持續)表達一個過去開始且“持續到當時”的動

作。例如：

太 26:58 彼得遠遠的跟著耶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進到裏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這事到底怎樣。

o` de. Pe,troj hvkolou,qei auvtw/| avpo. makro,qen e[wj th/j auvlh/j tou/ avrciere,wj …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天井庭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

路 2:49 耶穌說：為甚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或作豈不知我應當在我父的家裏麼〕

… Ti, o[ti evzhtei/te, meÈ
…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是這樣 你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

不完成式：反覆不完成 (Iterative or Characteristic (Habitual) Imperfect)：不完成式(當時持續)表達一個當時“重

複發生或習慣性發生”的動作，或重複不規律地發生，或習慣性規律地發生。例如：

路 16:19 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

… kai. evnedidu,sketo porfu,ran kai. bu,sson …

…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致使穿著 到於(她)紫色衣布 並且 到於(她)細麻布， …

林前 10:4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kai. pa,ntej to. auvto. pneumatiko.n e;pion po,ma\ e;pinon ga.r evk pneumatikh/j avkolouqou,shj
pe,traj( …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屬靈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喝 到於(它)飲料；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喝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屬靈的 從屬(她)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從屬(她)磐石； …

反覆不完成“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喝”表達了他們能夠常常地來領受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的水。

不完成式：意欲不完成 (Tendential or Conative Imperfect)：不完成式(當時持續)表達一個當時“意圖去作，但

未完成”的動作，或即將開始，或已經開始。例如：

路 1:59 到了第八日，他們來要給孩子行割禮；並要照他父親的名字，叫他撒迦利亞。

… kai. evka,loun auvto. evpi. tw/| ovno,mati tou/ patro.j auvtou/ Zacari,anÅ
…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它)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撒迦利亞。 <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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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9:49 約翰說：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

… kai. evkwlu,omen auvto,n( o[ti ouvk avkolouqei/ meqV hm̀w/nÅ
… 並且 我們當時持續阻攔禁止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已經開始>

不完成式：意願不完成 (Voluntative (Desiderative) Imperfect)：不完成式(當時持續)表達一個當時“意圖去作，

但未完成”的動作，特別表達一個當時到現在的意願，但實際上不見得會實現。例如：

加 4:20 我巴不得現今在你們那裏，改換口氣，因我為你們心裏作難。

h;qelon de. parei/nai pro.j um̀a/j a;rti kai. avlla,xai th.n fwnh,n mou( o[ti avporou/mai evn um̀i/nÅ
我當時持續定意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是是在旁邊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現今地，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改換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我；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成不知所措 在內

在對你們。

門 1:13 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在我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伺候我。

o]n evgw. evboulo,mhn pro.j evmauto.n kate,cein( …

到於(他)這個 我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我自己 現要去持續持住， …

不完成式：表始不完成 (Inceptive or Inchoative Imperfect)：不完成式(當時持續)表達一個當時“開始進行”的

動作。例如：

可 1:21 到了迦百農，耶穌就在安息日進了會堂教訓人。

… kai. euvqu.j toi/j sa,bbasin eivselqw.n eivj th.n sunagwgh.n evdi,daskenÅ
… 並且 平直直接地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加 2:12 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喫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

與外邦人隔開了。

… o[te de. h=lqon( up̀e,stellen kai. avfw,rizen eàuto,n …

…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她/它當時持續退縮迴避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界定分開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

不完成式：慣常不完成 (Customary Imperfect)：不完成式(當時持續)表達當時一個“慣常狀態”的動作。例

如：

約 11:36 猶太人就說：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

… :Ide pw/j evfi,lei auvto,nÅ
…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他)同一者。

不完成式：狀態進行不完成 (Progressive-stative Imperfect)：不完成式(當時持續)表達一個動作當時“持續的狀

態”，通常是描述狀態的動詞。例如：

太 26:63 耶穌卻不言語。大祭司對他說：我指著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訴我們，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

o` de. VIhsou/j evsiw,paÅ …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為啞口寂靜。 …

徒 15:37 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

Barnaba/j de. evbou,leto sumparalabei/n kai. to.n VIwa,nnhn to.n kalou,menon Ma/rkon\
(他)巴拿巴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在旁邊一同 並且 到於(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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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馬可；

不完成式：同時進行不完成 (Progressive-simultaneous Imperfect)：不完成式(當時持續)表達一個當時“同時發

生或進行”的動作。例如：

太 8:24 海裏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浪掩蓋；耶穌卻睡著了。

… auvto.j de. evka,qeudenÅ
…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睡著。

此例子與“描述不完成(Descriptive Imperfect)”的例子相同，但在時態用法分類上對動作解釋的角度不同。

不完成式：常態敍述不完成 (Generalized Narrative Imperfects)：在敍述中用一連串的不完成式(當時持續)動詞

表達在當時一段時間内多次發生的動作，以強調動作的頻繁。例如： 

加 1:13 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

… o[ti kaqV up̀erbolh.n evdi,wkon th.n evkklhsi,an tou/ qeou/ kai. evpo,rqoun auvth,n(
…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卓絕超凡 我當時持續追趕迫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我當時持續使洗劫摧殘 到於(她)同一者；

不完成式：解釋敍述不完成 (Explanatory Narrative Imperfect)：在敍述中用一個不完成式(當時持續)動詞補充

解釋一連串非限定式動詞表達的意義。例如：

林前 3: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evgw. evfu,teusa( VApollw/j evpo,tisen( avlla. o` qeo.j hu;xanen\
我 我那時(也是)栽種， (他)亞波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餵飲； 但乃是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長變大；

時態：未來式

未來式：非限定預測未來 (Aoristic-Predictive Future)：未來式(將要(持續))表達將要發生的“一個”動作，或

為動作的開始，或為動作的結果，或為瞬時的動作，或為集體全面性的動作。例如：

林前 15:51 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 pa,ntej ouv koimhqhso,meqa( pa,ntej de. avllaghso,meqa(
…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是/不 我們將要(持續)被安置入睡，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我們將要(持續)被改換， <開始、瞬時>

路 16:31 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 Eiv Mwu?se,wj kai. tw/n profhtw/n ouvk avkou,ousin( ouvdV eva,n tij evk nekrw/n avnasth/|
peisqh,sontaiÅ
… 若是 從屬(他)摩西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然而也不是地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再站立起來，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勸信說服。 <結果>

約 14: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

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o` de. para,klhtoj( to. pneu/ma to. a[gion( o] pe,myei o` path.r evn tw/| ovno,mati, mou( evkei/noj um̀a/j
dida,xei pa,nta kai. ùpomnh,sei um̀a/j pa,nta a] ei=pon um̀i/n Îevgw,Ð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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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然而也 (他)勸勉請求者，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他)那 (他)父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教導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到於你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我。 <集體性>

路 1: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kai. basileu,sei evpi. to.n oi=kon VIakw.b eivj tou.j aivw/naj …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作君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雅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 <全面性>

未來式：進行預測未來 (Progressive-Predictive Future)：未來式(將要(持續))表達一個將要“持續進行”的動

作。例如：

羅 6:2 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

mh. ge,noitoÅ oi[tinej avpeqa,nomen th/| àmarti,a|( pw/j e;ti zh,somen evn auvth/|È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我們那時(也是)死去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怎樣如何地呢 依然仍舊地 我們將要(持續)活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其中，“依然仍舊地”表達了“我們將要(持續)活”的“持續進行”。

腓 1: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

喜。

… kai. evn tou,tw| cai,rwÅ avlla. kai. carh,somai(
…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但乃是 並且 我將要(持續)被歡喜安樂；

未來式：命令未來 (Imperative Future)：未來式(將要(持續))表達一個普遍不受時間限制的命令，或一個莊嚴

神聖的命令或要求。例如：

太 5:21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

… Ouv foneu,seij\ …

…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謀害凶殺； … <第二人稱>

太 5: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Esesqe ou=n um̀ei/j te,leioi wj̀ o` path.r um̀w/n o` ouvra,nioj te,leio,j evstinÅ
你們將要(持續)是 這樣 你們 (他們)完滿成全的， 正如地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他)在天的

(他)完滿成全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第二人稱>

羅 6:14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am̀arti,a ga.r ùmw/n ouv kurieu,sei\ ouv ga,r evste up̀o. no,mon avlla. ùpo. ca,rinÅ
(她)罪 因為 從屬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主持支配； 不是/不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但乃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恩典惠意。 <第三人稱>

林前 14:15 這卻怎麼樣呢；我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ti, ou=n evstinÈ proseu,xomai tw/| pneu,mati( proseu,xomai de. kai. tw/| noi<\ …

(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祈禱求告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祈禱求告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悟念知性； … <第一人稱>

未來式：商討未來 (Deliberative Future)：未來式(將要(持續))表達一個實際的問題，問及一個動作的可能性或

必須性，或表達一個修辭上的問題，問及一個概念的可能性或必須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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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2:49 左右的人見光景不好，就說：主阿，我們拿刀砍可以不可以。

… Ku,rie( eiv pata,xomen evn macai,rh|È
… 阿,(他)主人， 若是 我們將要(持續)敲打擊中 在內 在對(她)兵刃？ <實際的問題>

太 7:4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h' pw/j evrei/j tw/| avdelfw/| sou(…
甚或/或而 怎樣如何地呢 你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你， … <修辭上的問題>

太 11:16 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

Ti,ni de. òmoiw,sw th.n genea.n tau,thnÈ …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我將要(持續)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族類之世代

到於(她)那同一者？ … <修辭上的問題>

未來式：格言未來 (Gnomic or Generic Future)：未來式(將要(持續))表達一個未來也不會改變的“宇宙真理，

格言諺語，一般事實”，或一個“無論何時，在特定狀況下將會形成或發生”的動作。例如：

太 19:5 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

… {Eneka tou,tou katalei,yei a;nqrwpoj to.n pate,ra kai. th.n mhte,ra kai. kollhqh,setai th/|
gunaiki. auvtou/( kai. e;sontai oi` du,o eivj sa,rka mi,anÅ
…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遺留下 (他)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貼近連合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肉體 到於(她)一個/第一；

羅 5:7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mo,lij ga.r up̀e.r dikai,ou tij avpoqanei/tai\ up̀e.r ga.r tou/ avgaqou/ ta,ca tij kai. tolma/| avpoqanei/n\
艱辛勉強地 因為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死去；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因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良善的 也許地

(他)任何什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斗膽冒險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加 6:5 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

e[kastoj ga.r to. i;dion forti,on basta,seiÅ
(他)各個的 因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擔子負荷 他/她/它將要(持續)提舉擔負。

時態：非限定式

非限定式：完整非限定 (Constative Aorist)：非限定式(那時(也是))表達過去一個“整體”的動作，或為行動動

詞表達一個瞬時的動作，或為狀態動詞表達一個時期的動作或狀態，或為一連串動作的整體，或為過去重

複動作的整體，或為剛剛才發生過的動作，或非限定地表達過去的一個動作。例如：

太 7:27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 kai. e;pesen kai. h=n h̀ ptw/sij auvth/j mega,lhÅ
…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落下墜落 從屬(她)同一者

(她)極大的。 <瞬時的動作>

可 12:23 當復活的時候，他是那一個的妻子呢；因為他們七個人都娶過他。

… oi` ga.r ep̀ta. e;scon auvth.n gunai/kaÅ
…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七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持有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女人。<一連串動作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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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3:10 他治好了許多人，所以凡有災病的，都擠進來要摸他。

pollou.j ga.r evqera,peusen( …

到於(他們)許多的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 <重複動作的整體>

太 9:18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我女兒剛纔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

了。

… o[ti ~H quga,thr mou a;rti evteleu,thsen\ …

… 是這樣 (她)那 (她)女兒 從屬我 現今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終； … <剛剛才發生過的動作>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

光。

Kai. o` lo,goj sa.rx evge,neto kai. evskh,nwsen evn h̀mi/n( …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她)肉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搭帳棚居所 在內 在對我們， … <一個時期的動作或狀態>

非限定式：表始非限定 (Ingressive or Inceptive Aorist)：非限定式(那時(也是))表達過去一個動作的“開始”，

或為狀態動詞表達進入一種狀態或情況，或為動作動詞表達開始一個動作。例如：

太 25:5 新郎遲延的時候，他們都打盹睡著了。

croni,zontoj de. tou/ numfi,ou evnu,staxan pa/sai kai. evka,qeudonÅ
從屬(他)現正持續耽擱遲延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打盹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睡著。

羅 14:9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

eivj tou/to ga.r Cristo.j avpe,qanen kai. e;zhsen( …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活， …

啟 11:17 說：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阿，我們感謝你，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

… o[ti ei;lhfaj th.n du,nami,n sou th.n mega,lhn kai. evbasi,leusajÅ
… 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極大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作君王。

非限定式：實現非限定 (Consummative or Culminative Aorist or Effective Aorist)：非限定式(那時(也是))表達過

去一個動作的“結束或結果”，通常動詞帶有完成或重複活動的含義。例如：

太 13:7 有落在荊棘裏的；荊棘長起來，把他擠住了。

… kai. avne,bhsan ai` a;kanqai kai. e;pnixan auvta,Å
…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她們)那些 (她們)荊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喘氣窒息

到於(它們)同一者。

加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th/| evleuqeri,a| hm̀a/j Cristo.j hvleuqe,rwsen\ …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主自由 到於我們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自由自主； …

腓 4: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 evgw. ga.r e;maqon evn oi-j eivmi auvta,rkhj ei=naiÅ
… 我 因為 我那時(也是)學習，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是， (他)自足知足的 現要去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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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限定式：格言非限定 (Gnomic Aorist)：非限定式(那時(也是))表達一個抽象而任何時候不會改變的“宇宙

真理，格言諺語，一般事實”。例如：

約 15:6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

eva.n mh, tij me,nh| evn evmoi,( evblh,qh e;xw wj̀ to. klh/ma kai. evxhra,nqh …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在外面地 正如地 (它)那 (它)分枝嫩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

雅 1:11 太陽出來，熱風颳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謝，美容就消沒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

這樣衰殘。

avne,teilen ga.r o` h[lioj su.n tw/| kau,swni kai. evxh,ranen to.n co,rton kai. to. a;nqoj auvtou/ evxe,pesen
kai. h` euvpre,peia tou/ prosw,pou auvtou/ avpw,leto\ …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起 因為 (他)那 (他)日頭太陽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焚風灼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為枯乾 到於(他)那 到於(他)草場禾草， 並且 (它)那 (它)花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落下墜落， 並且 (她)那 (她)優雅合宜 從屬(它)那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它)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

非限定式：書信非限定 (Epistolary Aorist)：非限定式(那時(也是))在書信中表達一個“書寫者現在或未來的動

作，但對於讀者卻已經成爲過去”。例如： 

羅 15:15 但我稍微放膽寫信給你們，是要提醒你們的記性，特因神所給我的恩典，

tolmhro,teron de. e;graya um̀i/n avpo. me,rouj wj̀ evpanamimnh,|skwn um̀a/j …

更有膽量勇敢地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了的 到於你們， …

林前 5:11 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若有稱為弟兄，是行淫亂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或醉

酒的，或勒索的；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就是與他喫飯都不可。

nu/n de. e;graya um̀i/n mh. sunanami,gnusqai …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共同再向上攙雜混合， …

腓 2:28 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叫你們再見他，就可以喜樂，我也可以少些憂愁。

spoudaiote,rwj ou=n e;pemya auvto,n( i[na ivdo,ntej auvto.n pa,lin carh/te kavgw. avlupo,teroj w=Å
更具勤奮殷切地 這樣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歡喜安樂， 並且我 (他)比較沒有憂傷愁苦的

我現在應該持續是。

非限定式：戲劇非限定 (Dramatic Aorist)：非限定式(那時(也是))生動地表達“剛剛發生的一個動作及其所帶

來現今的事實”，有時帶有現在的時間副詞。例如：

太 9:18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我女兒剛纔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

了。

… o[ti ~H quga,thr mou a;rti evteleu,thsen\ …

… 是這樣 (她)那 (她)女兒 從屬我 現今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終； … <亦可視爲完整非限定>

約 13:31 他既出去，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得了榮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 Nu/n evdoxa,sqh o` uìo.j tou/ avnqrw,pou( kai. o` qeo.j evdoxa,sqh evn auvtw/|\
…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並且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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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6:4 我知道怎麼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

e;gnwn ti, poih,sw( i[na o[tan metastaqw/ evk th/j oivkonomi,aj de,xwntai, me eivj tou.j oi;kouj auvtw/nÅ
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為要 但凡當這時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轉移遷動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營管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

非限定式：預期非限定 (Proleptic or Prophetic Aorist)：非限定式(那時(也是))表達一個“尚未發生，但必會發

生”的動作；或為有明顯或暗示的條件下的預期，或為具有預言性、確定性、或神旨意性的預期。例如：

太 12:26 若撒但趕逐撒但，就是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

kai. eiv o` Satana/j to.n Satana/n evkba,llei( evfV eàuto.n evmeri,sqh\ …

並且 若是 (他)那 (他)撒但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但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開； … <條件下的預期>

約 13:31 他既出去，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得了榮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 Nu/n evdoxa,sqh o` uìo.j tou/ avnqrw,pou( kai. o` qeo.j evdoxa,sqh evn auvtw/|\
…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並且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確定性的預期>

猶 1:14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哪，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

… VIdou. h=lqen ku,rioj evn ag̀i,aij muria,sin auvtou/
…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主人 在內 在對(她們)聖的 在對(她們)一萬

從屬(他)同一者， <預言性的預期>

時態：現在完成式

現在完成式：強意現在完成 (Intensive Perfect)：現在完成式(現在已經)表達過去一個動作的“結果持續到現

在”，強調動作帶來現在的結果及此結果的持續性。例如：

路 24:46 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裏復活；

… o[ti Ou[twj ge,graptai paqei/n to.n Cristo.n kai. avnasth/nai evk nekrw/n th/| tri,th| hm̀e,ra|(
…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5:42 但我知道你們心裏，沒有神的愛。

avlla. e;gnwka um̀a/j o[ti th.n avga,phn tou/ qeou/ ouvk e;cete evn eàutoi/jÅ
但乃是 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你們， 是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現在完成式：實現現在完成 (Consummative Perfect)：現在完成式(現在已經)表達一個“結果持續到現在的動

作”，強調已經完成了的動作，但動作結果的持續性被淡化。例如：

約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qeo.n ouvdei.j eẁ,raken pw,pote\ …

到於(他)神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從來地； …

羅 5: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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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i h` avga,ph tou/ qeou/ evkke,cutai evn tai/j kardi,aij hm̀w/n dia. pneu,matoj àgi,ou tou/ doqe,ntoj
hm̀i/nÅ
… 是這樣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外傾注澆流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現在完成式：反覆現在完成 (Iterative Perfect)：近似實現現在完成(Consummative Perfect)，現在完成式(現在已

經)表達一個“多次重複發生且結果持續到現在的動作”，強調多次重複發生但已經完成了的動作。例如：

約 5:37 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也沒有看見他的形像。

kai. o` pe,myaj me path.r evkei/noj memartu,rhken peri. evmou/Å …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父親，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

約壹 1:1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

… o] avkhko,amen( o] eẁra,kamen toi/j ovfqalmoi/j hm̀w/n( o] evqeasa,meqa kai. ai` cei/rej hm̀w/n
evyhla,fhsan …

…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眼睛 從屬我們， 到於(它)這個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手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搓摸操弄， …

現在完成式：戲劇現在完成 (Dramatic Perfect)：現在完成式(現在已經)生動地表達“過去完成的動作”如同

剛完成於在現今，近似強意現在完成(Intensive Perfect)的特別用法。例如：

太 13:46 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

eur̀w.n de. e[na polu,timon margari,thn avpelqw.n pe,praken pa,nta o[sa ei=cen kai. hvgo,rasen auvto,nÅ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價值極貴的 到於(他)珍珠，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出售變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購買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15 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

前。

VIwa,nnhj marturei/ peri. auvtou/ kai. ke,kragen le,gwn( …

(他)約翰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嘶聲吶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

啟 5:7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裏拿了書卷。

kai. h=lqen kai. ei;lhfen evk th/j dexia/j tou/ kaqhme,nou evpi. tou/ qro,nou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拿取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現在完成式：格言現在完成 (Gnomic Perfect)：現在完成式(現在已經)表達一個過去以來一直未改變的“宇宙

真理，格言諺語，一般事實”。例如：

約 3: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o` pisteu,wn eivj auvto.n ouv kri,netai\ o` de. mh. pisteu,wn h;dh ke,kritai( o[ti mh. pepi,steuken eivj to.
o;noma tou/ monogenou/j uìou/ tou/ qeou/Å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他)那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區別審斷， 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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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獨生的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前 7:39 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這在主

裏面的人。

Gunh. de,detai evfV o[son cro,non zh/| o` avnh.r auvth/j\ …

(她)女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拴綁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每一切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同一者； …

時態：過去完成式

過去完成式：強意過去完成 (Intensive Pluperfect)：過去完成式(當時已經)表達過去一個動作的“結果持續到

當時”，強調動作帶來當時的結果。例如：

可 10:1 耶穌從那裏起身，來到猶太的境界，並約但河外。眾人又聚集到他那裏，他又照常教訓他們。

… kai. ẁj eivw,qei pa,lin evdi,dasken auvtou,jÅ
…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習常慣用，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可 15:7 有一個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亂的人一同捆綁；他們作亂的時候，曾殺過人。

… oi[tinej evn th/| sta,sei fo,non pepoih,keisanÅ
…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站定對立 到於(他)謀害凶殺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行出作成。

過去完成式：實現過去完成 (Consummative Pluperfect)：過去完成式(當時已經)表達過去一個“結果持續到當

時的動作”，強調已經完成了的動作。例如：

路 8:2 還有被惡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經治好的幾個婦女，內中有稱為抹大拉的馬利亞，曾有七個鬼從他

身上趕出來；

… avfV h-j daimo,nia ep̀ta. evxelhlu,qei(
…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它們)鬼魔 (它們)七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約 6:17 上了船，要過海往迦百農去。天已經黑了，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裏。

… kai. skoti,a h;dh evgego,nei kai. ou;pw evlhlu,qei pro.j auvtou.j ò VIhsou/j(
… 並且 (她)漆黑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生發成為， 並且 尚未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學者指出後面的動詞“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為強意過去完成。

過去完成式：狀態過去完成 (Past Stative Pluperfect)：過去完成式(當時已經)表達過去一個“結果持續到當時

的動作狀態”。例如：

太 12:46 耶穌還對眾人說話的時候，不料，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他說話。

… h` mh,thr kai. oi` avdelfoi. auvtou/ eìsth,keisan e;xw zhtou/ntej auvtw/| lalh/saiÅ
… (她)那 (她)母親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在外面地，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約 1:35 再次日，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裏。

Th/| evpau,rion pa,lin eis̀th,kei o` VIwa,nnhj kai. evk tw/n maqhtw/n auvtou/ du,o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他)那 (他)約翰， 並且 向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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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二個/兩個；

希臘文動詞時態的使用方式及用法分類極爲繁複。但變化雖多，基本上卻多是根據動詞文法字義

以及上下文理表達的概念來歸納區分，且其中的分類也時有互相重疊的現象。所以弟兄姊妹應當

多注重並體驗按照上下文理及文法字義所表達的邏輯思維，以致不會在諸多分類中讓自己迷失混

淆。這種思維的角度，同樣適用於前面有關希臘文格及定冠詞的使用分類，以及後面有關動詞語

態、動詞語氣、動詞格式的使用分類。

希臘文動詞的人稱與數

希臘文的定動詞（即除了分詞及不定詞之外的動詞）在動詞字尾的變化中，已經表明了動詞的人稱與數；

換句話說，從單獨的動詞一字，己經表明了動詞的主詞是我，我們，你，你們，他/她/它，或他/她/它們。

但要注意，在各個人稱中，動詞字尾的變化只表明是單數或複數，卻沒有表明性別。

正因為動詞字尾變化己經表明了動詞主詞的人稱，所以，一個希臘文的句子可以沒有另外的主詞。例如：

太 23:36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這世代了。

avmh.n le,gw ùmi/n( …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

其中，第 2 個字已經表明為第一人稱，是“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如果句子中有另外的主格代名詞作爲主詞，這個代名詞的主詞通常是要表達一個強調的作用；但這

主詞的人稱(我，你，他/她/它)與數(單數，複數)必須和動詞的人稱與數一致。例如：

太 5:34 只是我告訴你們，甚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座位；

evgw. de. le,gw ùmi/n …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

其中，第 3 個字已經表明為“我現在持續道說”；但第 1 個字則強調：那是“我”，我現在持續道說。

一般而言，希臘文的定動詞與其主詞的數(單數，複數)必須一致。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中性複數(它們)的主詞，可以有單數的動詞

例如：

可 4:4 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喫盡了。

… kai. h=lqen ta. peteina. kai. kate,fagen auvto,Å
…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它)同一者。

太 10:29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麼；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ouvci. du,o strouqi,a avssari,ou pwlei/taiÈ …

豈不是呢 (它們)二個/兩個 (它們)小麻雀 從屬(它)阿沙里按[羅馬小錢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售賣？ …

然而，中性複數(它們)的主詞，也可以有複數的動詞。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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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2:21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kai. tw/| ovno,mati auvtou/ e;qnh evlpiou/sinÅ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期盼指望。

有時候，動詞與其主詞的數(單數，複數)可以因邏輯關係而調整。例如：

約 7:49 但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詛的。

avlla. o` o;cloj ou-toj o` mh. ginw,skwn to.n no,mon evpa,ratoi, eivsinÅ
但乃是 (他)那 (他)群眾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他們)乃在上面有禱告咒詛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但這種情形多可以由“邏輯常識”來判斷。在此，單數的“(他)群眾”確實也是代表複數的“(他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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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希臘文的動詞語態 (Verb Voice)

一般而言，英文與中文只有主動語態(Active Voice)與被動語態(Passive Voice)兩種，但希臘文的動詞語態則

多出一種語態。這種語態介於主動語態與被動語態之間，所以，按英文直譯，它被稱為中間語態(Middle

Voice)，但在中文常被翻譯為關身語態，這是因為這個語態主要在表達“主詞所執行的動作與自身有密切的

關係”。

由於英文沒有關身語態，所以在英文翻譯本的新約聖經中，希臘文的關身語態幾乎都是在考慮上下文的意

思後，以主動語態，或者以被動語態來表達。換句話說，很難從英文翻譯本中看出原文的關身語態。這種

情形，同樣存在於中文翻譯本的新約聖經。

關身語態比較容易明白的用法之一，是它的主詞為動詞動作的執行者，亦為動詞動作的接受者。就以

“洗”這個動詞為例，當“我”作主詞時，

我“洗”。 這是主動語態。

我“被洗”。 這是被動語態。

我“讓自己洗”。 這是關身語態； 意即“我讓自己主動去洗，且我讓自己被洗”，換言之，就

是“我讓自己洗自己”。

語態

Voice
功能 代表字

主動

Active
主詞為動詞動作的執行者 --

關身

Middle

主詞為動詞動作的執行者，亦為接受者

主詞執行的動作與自身有密切的關係
讓自己

被動

Passive
主詞乃動詞動作的接受者 被

異相動詞

關身形主動意動詞

被動形主動意動詞

Deponent Verb

一些希臘文動詞沒有主動形式，意思卻為主動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是按字形對等)

語態：主動語態

主動語態：簡單主動 (Simple Active)：主詞直接執行動詞的動作。例如：

路 16:15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的心，神卻知道；因為人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

惡的。

… o` de. qeo.j ginw,skei ta.j kardi,aj um̀w/n\ …

…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

徒 1:5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 o[ti VIwa,nnhj me.n evba,ptisen u[dati( …

是這樣 (他)約翰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浸洗 在對(它)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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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語態：使役主動 (Causative Active)：主詞促使動詞的動作發生，為動詞動作的來源，但並非是動作的直

接執行者。例如：

太 5:45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 o[ti to.n h[lion auvtou/ avnate,llei evpi. ponhrou.j kai. avgaqou.j kai. bre,cei evpi. dikai,ouj kai.
avdi,koujÅ
…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日頭太陽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升起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惡的 並且 到於(他們)良善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降雨淋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到於(他們)不義的。

約 19:1 當下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

To,te ou=n e;laben o` Pila/toj to.n VIhsou/n kai. evmasti,gwsenÅ
當那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他)那 (他)彼拉多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鞭打。

林前 8:13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喫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dio,per eiv brw/ma skandali,zei to.n avdelfo,n mou( ouv mh. fa,gw kre,a eivj to.n aivw/na( …

為這個緣故甚至 若是 (它)食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到於(它們)肉類肉食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

主動語態：反身主動 (Reflexive Active)：主詞直接執行動詞的動作，並用反身代名詞表明自己是動作的接受

者。例如：

可 15:30 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

sw/son seauto.n kataba.j avpo. tou/ staurou/Å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你自己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林後 8:5 並且他們所作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

… avllV eàutou.j e;dwkan prw/ton tw/| kuri,w| kai. hm̀i/n dia. qelh,matoj qeou/
… 但乃是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首先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並且

在對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語態：關身語態

關身語態：直接反身關身 (Reflexive or Direct Middle)：主詞讓自己執行一個直接作用到自己身上的動作。例

如：

林後 11:14 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kai. ouv qau/ma\ auvto.j ga.r o` Satana/j metaschmati,zetai eivj a;ggelon fwto,jÅ
並且 不是/不 (它)驚奇； (他)同一者 因為 (他)那 (他)撒但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變形改裝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使者 從屬(它)光明。

其中，“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變形改裝”為關身語態的動詞，而“(他)撒但”是主詞；也就是說，撒但他

現在持續讓自己主動變形改裝，且撒但他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變形改裝”。換言之，就是“撒但他現在持續

讓自己變形改裝自己”。

約 9:7 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裏去洗，（西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

… avph/lqen ou=n kai. evni,yato kai. h=lqen ble,pw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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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這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清潔洗淨，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林前 14:8 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呢。

kai. ga.r eva.n a;dhlon sa,lpigx fwnh.n dw/|( ti,j paraskeua,setai eivj po,lemonÈ
並且 因為 但凡若是 到於(她)不清晰明顯的 (她)喇叭號筒 到於(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預備貼切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戰爭打仗？

雅 4:6 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 up̀erhfa,noij avntita,ssetai( tapeinoi/j de. di,dwsin ca,rinÅ
… 在對(他們)驕傲誇顯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對抗地安排定規， 在對(他們)低微降卑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到於(她)恩典惠意。

關身語態：間接關身 (Indirect Middle)：主詞讓自己執行一個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動作，並且自身密切參與其

中。例如：

太 20:22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我將要喝的杯，你們能喝麼。他們說：我們能。

… Ouvk oi;date ti, aivtei/sqeÅ …

…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

弗 1: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kaqw.j evxele,xato hm̀a/j evn auvtw/| pro. katabolh/j ko,smou …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在前面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

加 4:10 你們謹守日子，月分，節期，年分。

hm̀e,raj parathrei/sqe kai. mh/naj kai. kairou.j kai. evniautou,j(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仔細檢視 並且 到於(他們)月 並且 到於(他們)場合時節 並且

到於(他們)年度；

關身語態：使役關身 (Causative or Permissive Middle)：主詞讓自己允許或促使一個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動作發

生在自己身上。例如：

徒 22:16 現在你為甚麼耽延呢，起來，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 avnasta.j ba,ptisai kai. avpo,lousai ta.j am̀arti,aj sou evpikalesa,menoj to. o;noma auvtou/Å
…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浸洗，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從那裏洗滌淨身離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你，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加 5:12 恨不得那攪亂你們的人，把自己割絕了。

o;felon kai. avpoko,yontai oi` avnastatou/ntej um̀a/jÅ
我巴不得呀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砍斷切除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促使成擾動失定了的

到於你們。

關身語態：相互關身 (Reciprocal Middle)：複數主詞讓自己執行一個作用在參與者之間的動作。例如：

太 26:4 大家商議，要用詭計拿住耶穌殺他；

kai. sunebouleu,santo i[na to.n VIhsou/n do,lw| krath,swsin kai. avpoktei,nwsin\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商議建言， 為要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在對(他)餌誘詭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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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掌控抓住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

路 22:5 他們歡喜，就約定給他銀子。

kai. evca,rhsan kai. sune,qento auvtw/| avrgu,rion dou/naiÅ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約定決議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銀錢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語態：被動語態

被動語態：直接被動 (Direct Passive)：主詞經由直接仲介（被從+從屬格）而為動詞動作的接收者。例如：

太 2:16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著他向博士仔細

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裏的，都殺盡了。

To,te ~Hrw,|dhj ivdw.n o[ti evnepai,cqh ùpo. tw/n ma,gwn evqumw,qh li,an( …

當那時地 (他)希律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戲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術士，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有熾熱憤恨 極度非常地， …

林前 8:3 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eiv de, tij avgapa/| to.n qeo,n( ou-toj e;gnwstai up̀V auvtou/Å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認識知道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被動語態：間接被動：仲介被動 (Indirect Intermediate Passive)：主詞經由具位格的間接仲介（經由+從屬格）

而為動詞動作的接收者。例如：

太 2:17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

to,te evplhrw,qh to. rh̀qe.n dia. VIeremi,ou tou/ profh,tou le,gontoj(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利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路 18:31 耶穌帶著十二個門徒，對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寫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

身上；

… VIdou. avnabai,nomen eivj VIerousalh,m( kai. telesqh,setai pa,nta ta. gegramme,na dia. tw/n
profhtw/n tw/| uiẁ/| tou/ avnqrw,pou\
…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現在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完成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路 22:22 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的去世；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

… plh.n ouvai. tw/| avnqrw,pw| evkei,nw| diV ou- paradi,dotaiÅ
… 超出之外地 哀哉呀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被動語態：間接被動：媒介被動 (Indirect Impersonal Passive)：主詞經由非位格中間的媒介（在内+在對格 / 在

對格 / 經由+從屬格）而為動詞動作的接收者。例如：

弗 2: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th/| ga.r ca,riti, evste sesw|sme,noi dia. pi,stewj\ kai. tou/to ouvk evx um̀w/n( qeou/ to. dw/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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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那 因為 在對(她)恩典惠意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拯救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並且 (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從屬(他)神 (它)那 (它)禮物；

西 2: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知神的奧

秘，就是基督；

i[na paraklhqw/sin ai` kardi,ai auvtw/n sumbibasqe,ntej evn avga,ph| …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勸勉請求 (她們)那些 (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被敦促聯合一致了的 在內 在對(她)愛 …

雅 2:12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

ou[twj lalei/te kai. ou[twj poiei/te wj̀ dia. no,mou evleuqeri,aj me,llontej kri,nesqaiÅ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律法 從屬(她)自主自由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區別審斷。

異相動詞(Deponent Verb)

又被稱為“關身形主動意動詞”或“被動形主動意動詞”；也就是指一些動詞，具有關身或被動語態的字

形，但卻具有主動語態的字義。據言，這些動詞在目前已知的古代典籍中，找不著主動語態的使用，而皆

以關身或被動語態的字形出現，並且帶有濃厚的主動意味。這一類的動詞，在原文字典(Lexicon)都有

“mai”的字尾，在一般英文翻譯中，都譯為主動語態，但在 ISA 文法代碼上，常加上“D”以註明為異相

動詞。學者對一些字詞是否為異相動詞也有不一致的看法，以致對同一個字會有不同的文法代碼。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的原則，是儘可能地按照字形來對等。以原文既然以關身或被動語態的字形出

現，在文法對等上，就也據實以關身或被動語態的中文代表字對等表達。此外，在原文字典(Lexicon)字詞

之中文代表字的製作過程中，也已儘可能地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

關身語態：異相動詞 (Deponent Middle)：動詞未發現有主動語態的使用，只有關身的字形，但卻帶強烈的主

動含義（中文代表字仍然按字形對等）。例如：

可 1:9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裏受了約翰的洗。

Kai. evge,neto evn evkei,naij tai/j hm̀e,raij h=lqen VIhsou/j avpo. Nazare.t th/j Galilai,aj kai. evbapti,sqh
eivj to.n VIorda,nhn up̀o. VIwa,nnou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拿撒勒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浸洗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但河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約翰。

可 1:43 耶穌嚴嚴的囑咐他，就打發他走，

kai. evmbrimhsa,menoj auvtw/| euvqu.j evxe,balen auvto,n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嚴峻肅穆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雖然“(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嚴峻肅穆了的”被一些學者視爲異相動詞，但也有學者給與關身語態的文法代

碼。

被動語態：異相動詞 (Deponent Passive)：動詞未發現有主動語態的使用，只有被動的字形，但卻帶強烈的主

動含義（中文代表字仍然按字形對等）。例如：

太 9:36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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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w.n de. tou.j o;clouj evsplagcni,sqh peri. auvtw/n( o[ti h=san evskulme,noi kai. evrrimme,noi ws̀ei.
pro,bata mh. e;conta poime,naÅ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勞煩了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拋擲了的， 正如好像地 (它們)綿羊 不會/不要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牧養者。

雖然“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被一些學者視爲異相動詞，但也有學者給與被動語態的文法代碼。 

太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

靈的名〕

poreuqe,ntej ou=n maqhteu,sate pa,nta ta. e;qnh( bapti,zontej auvtou.j eivj to. o;noma tou/ patro.j kai.
tou/ uiòu/ kai. tou/ àgi,ou pneu,matoj(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作門徒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他們)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雖然“(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被一些學者視爲異相動詞，但也有學者給與被動語態的文法代碼。 

可 8:4 門徒回答說：在這野地，從那裏能得餅，叫這些人喫飽呢。

kai. avpekri,qhsan auvtw/| oi` maqhtai. auvtou/ …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

雖然“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被一些學者視爲被動語態的異相動詞，但也有學者給與關身語態

的異相動詞的文法代碼，且也有學者給與被動語態的文法代碼。

關身和被動語態共用一個形式

另外要注意的是，按照動詞時態和語態在字尾變化上的規則，有些動詞時態的關身和被動語態會共用一個

形式。這時，中文代表字為“讓自己/被”。其中最常見的是現在式“[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其次為不

完成式“[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此時，必須按照上下文的句意，並動詞在新約中整體的用法，來決定

語態應該是關身的“讓自己”或被動的“被”。例如：

太 2:13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裏，

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

… ivdou. a;ggeloj kuri,ou fai,netai katV o;nar tw/| VIwsh.f le,gwn( …

…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睡夢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瑟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

其中有動詞“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關身和被動語態會共用一個形式。換言之，可以是

“他現在持續讓自己促為照亮顯明”或是“他現在持續被促為照亮顯明”。準確的判斷，不但需要參考上

下文的句意，也需要利用動詞彙編查考這一動詞在新約中整體的用法。

利用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的動詞彙編，可以查出“促為照亮顯明”這個動詞在新約用過三十一次；而

用於“顯現”的情況則有五次：

書卷 章 節 字序 原文經文 原文中文代表字簡易閱讀版 和合本譯字

40_馬太 1 20 10 evfa,n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顯現，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使用説明      84

第 84 頁

40_馬太 2 13 7 fai,netai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 顯現，

40_馬太 2 19 8 fai,netai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 顯現，

41_馬可 16 9 6 evfa,n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顯現；

42_路加 9 8 6 evfa,n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顯現；

其中有三次是被動語態。例如：

太 1:20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

馬利亞來；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 ivdou. a;ggeloj kuri,ou katV o;nar evfa,nh auvtw/| le,gwn( …

…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睡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

“主的使者向他顯現”，在原文是“從屬主的使者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在對他”。參考其他幾處的例

子後，可以看出馬太福音二章十三節的第 7 個字“他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可能選取被動語

態“他現在持續被促為照亮顯明”來解釋比較適當。

根據所設立的中文代表字，下表列出直述語氣中各種語態的希臘文動詞的中文對等文法格式。

狀態 時間 語態 語氣 / 格式 中文動詞文法格式

進行 現在 主動 直述 [現在持續-----]

進行 現在 被動 直述 [現在持續被-----]

進行 現在 關身 直述 [現在持續讓自己-----]

進行 現在 關身/被動 直述 [現在持續讓自己/被-----]

進行 過去 主動 直述 [當時持續-----]

進行 過去 被動 直述 [當時持續被-----]

進行 過去 關身 直述 [當時持續讓自己-----]

進行 過去 關身/被動 直述 [當時持續讓自己/被-----]

進行 未來 主動 直述 [將要(持續)-----]

進行 未來 被動 直述 [將要(持續)被-----]

進行 未來 關身 直述 [將要(持續)讓自己-----]

進行 未來 關身/被動 直述 [將要(持續)讓自己/被-----]

完成 現在 主動 直述 [現在已經-----]

完成 現在 被動 直述 [現在已經被-----]

完成 現在 關身 直述 [現在已經讓自己-----]

完成 現在 關身/被動 直述 [現在已經讓自己/被-----]

完成 過去 主動 直述 [當時已經-----]

完成 過去 被動 直述 [當時已經被-----]

完成 過去 關身 直述 [當時已經讓自己-----]

非限定 非限定 主動 直述 [那時(也是)-----]

非限定 非限定 被動 直述 [那時(也是)被-----]

非限定 非限定 關身 直述 [那時(也是)讓自己-----]

非限定 非限定 關身/被動 直述 [那時(也是)讓自己/被-----]

有部分學者把一些動詞視為沒有語態的動詞，這類動詞絕大多數與希臘文的 BE 動詞（即“mi”動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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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但其他學者則把這些動詞歸類為主動語態。這類動詞，除了“[就要-----]”這一動詞形式外，中文代表

字在動詞文法對等上都加上“是”。但在實際使用時則為，例如：“他/她/它現在持續 是” ，或如： “他/她/

它現在持續是 照亮顯明(宣稱) ” 。

狀態 時間 語態 語氣 / 格式 中文動詞文法格式

進行 現在 (無/主動) 直述 [現在持續是-----]

進行 過去 (無/主動) 直述 [當時持續是-----]

進行 未來 (無/主動) 直述 [將(持續)續是-----]

進行 現在 (無/主動) 動詞作形容詞 [現正持續是-----了的]

進行 現在 (無/主動) 動詞作名詞 [現要去持續是-----]

進行 現在 (無/主動) 假設 [現在應該持續是-----]

進行 現在 (無/主動) 命令 [現在就要持續是-----]

(無) (無) (無/主動) 命令 [就要-----]

進行 現在 (無/主動) 祈使 [現在可以持續是-----]

進行 未來 (無/主動) 動詞作名詞 [將要去(持續)是-----]

非限定 非限定 (無/主動) 假設 [那時(也是)應該是-----]

進行 未來 (無/主動) 動詞作形容詞 [將要(持續)是-----了的]

非限定 非限定 (無/主動) 動詞作形容詞 [那時(也是)是-----了的]

非限定 非限定 (無/主動) 命令 [那時(也是)就要是-----]

deuro / deu/ro 及 deute / deu/te “[就要-----]”

再者，“[就要-----]”這一個動詞形式只牽涉到兩個動詞，一個是“你就要到此處(到這裏) / deuro /

deu/ro (Strong#1204)”，另一個是“你們就要促動挪移到此處 (到這裏來 ) / deute / deu/te
(Strong#1205)”。這兩個命令語氣的動詞，前者在新約中出現過八次，後者出現過十二次。有些學者把它們

當作副詞。例如：

太 19:21 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

我。

… kai. deu/ro avkolou,qei moiÅ
… 並且 你就要到這裏，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太 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 Deu/te pro,j me pa,ntej oi` kopiw/ntej kai. pefortisme,noi( kavgw. avnapau,sw um̀a/jÅ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有勞碌疲累了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扛物擔重了的，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休息恢復 到於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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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希臘文的動詞語氣 (Verb Mood)

希臘文動詞的語氣(Mood)有四種：

語氣 Mood 功能 中文代表字

直述

Indicative

指出動作的確實性

(傳統希臘文法指出，時態僅在直述語氣才具有時間的意義)
--

假設

Subjunctive

指出動作客觀性的可能

主要為勸勉，禁止，商討，加強否定或可能假設
應該

祈使

Optative

指出動作主觀性的可能

主要為願望或可能的期許，也可為商討或條件的期許
可以

命令

Imperative

指出動作意志性的可能

主要為命令，懇求，許可
就要

要特別注意下面幾點：

傳統的古典希臘文法指出，時態僅在直述語氣才具有時間的意義。時態在其他語氣所強調的是動作的狀

態；一般而言，在假設，祈使，命令語氣中，

現在式(Present Tense) 現在持續 表明持續進行或重複或習慣性發生的動作

完成式(Perfect Tense) 現在已經 表明已經完成的動作(無祈使語氣)

非限定式(Aorist Tense) 那時(也是) 表明單點或整體的動作

語氣：直述語氣 (Indicative Mood)

直述語氣：敍述直述 (Declarative Indicative)：直述語氣(無代表字)描述一般的事實。例如：

太 2: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 ei;domen ga.r auvtou/ to.n avste,ra evn th/| avnatolh/| kai. h;lqomen proskunh/sai auvtw/|Å
…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因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星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出之東方，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可 4:7 有落在荊棘裏的，荊棘長起來，把他擠住了，就不結實。

kai. a;llo e;pesen eivj ta.j avka,nqaj( kai. avne,bhsan ai` a;kanqai kai. sune,pnixan auvto,( kai. karpo.n
ouvk e;dwkenÅ
並且 (它)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荊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她們)那些 (她們)荊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扼住擠壓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果實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直述語氣：疑問直述 (Interrogative Indicative)：直述語氣(無代表字)用在一般的疑問句。例如：

太 27:11 耶穌站在巡撫面前，巡撫問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麼。耶穌說：你說的是。

… Su. ei= o` basileu.j tw/n VIoudai,wn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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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

路 4:22 眾人都稱讚他，並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麼。

… Ouvci. uiò,j evstin VIwsh.f ou-tojÈ
… 豈不是呢 (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約瑟 (他)那同一者？

直述語氣：可能直述：命令直述 (Potential Indicative--Indicative of Command--Cohortative Indicative)：直述語氣

(無代表字)用未來式表達一種命令或要求。例如：

太 4:7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 Ouvk evkpeira,seij ku,rion to.n qeo,n souÅ
…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向外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雅 2:8 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法纔是好的；

… VA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n( …

…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

直述語氣：可能直述：義務直述 (Potential Indicative--Indicative of Obligation)：直述語氣(無代表字)表達一種義

務，動詞通常帶有義務的概念，如“積欠負債”或“成固定必須”。例如：

太 18:33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

Ouvk e;dei kai. se. evleh/sai to.n su,ndoulo,n sou( wj̀ kavgw. se. hvle,hsaÈ
豈非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並且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發憐憫慈悲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你， 正如地 並且我 到於你 我那時(也是)發憐憫慈悲？

約壹 3:16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evvn tou,tw| evgnw,kamen th.n avga,phn( o[ti evkei/noj up̀e.r hm̀w/n th.n yuch.n auvtou/ e;qhken\ kai. hm̀ei/j
ovfei,lomen up̀e.r tw/n avdelfw/n ta.j yuca.j qei/naiÅ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是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

直述語氣：可能直述：願望直述 (Potential Indicative--Indicative of Impulse)：直述語氣(無代表字)表達一種意

願，動詞通常帶有意願的概念，如“定意”或“諮商決意”。例如：

太 11:14 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

kai. eiv qe,lete de,xasqai( auvto,j evstin VHli,aj o` me,llwn e;rcesqaiÅ
並且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接納領受，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以利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徒 25:22 亞基帕對非斯都說：我自己也願聽這人辯論。非斯都說：明天你可以聽。

VAgri,ppaj de. pro.j to.n Fh/ston( VEboulo,mhn kai. auvto.j tou/ avnqrw,pou avkou/saiÅ …

(他)亞基帕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非斯都，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並且

(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

直述語氣：可能直述：條件直述 (Potential Indicative--Indicative of Condition)：直述語氣(無代表字)用在希臘文

第一類及第二類條件句。這種用法將在後面“希臘文的條件句”一章中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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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4:23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ei; tij e;cei w=ta avkou,ein avkoue,twÅ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第一類條件句，表達真實可能性的假設，下例同>

加 5: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eiv de. pneu,mati a;gesqe( ouvk evste. up̀o. no,monÅ
若是 然而也 在對(它)靈/風 你們現在持續被帶領，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約 11:21 馬大對耶穌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 Ku,rie( eiv h=j w-de ouvk a'n avpe,qanen o` avdelfo,j mou\
… 阿,(他)主人， 若是 你當時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他)那 (他)弟兄

從屬我。 <第二類條件句，表達與事實相反的假設>

語氣：假設語氣 (Subjunctive Mood)

假設語氣不是只有假設的用法，也有勸勉，禁止，商討，加強否定等功用。

假設語氣：勸勉假設 (Hortatory Subjunctive)：假設語氣(應該)表達勸勉，通常是第一人稱複數“我們”意志

上的勸勉。例如：

約壹 4:7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

神。

VAgaphtoi,( avgapw/men avllh,louj( o[ti h` avga,ph evk tou/ qeou/ evstin( kai. pa/j o` avgapw/n evk tou/ qeou/
gege,nnhtai kai. ginw,skei to.n qeo,nÅ
阿,(他們)蒙愛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是這樣 (她)那 (她)愛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太 21:38 不料，園戶看見他兒子，就彼此說：這是承受產業的；來罷，我們殺他，佔他的產業。

… Ou-to,j evstin o` klhrono,moj\ deu/te avpoktei,nwmen auvto.n kai. scw/men th.n klhronomi,an auvtou/(
…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承受產業之人；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產業繼承

從屬(他)同一者。

羅 13:12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h` nu.x proe,koyen( h` de. hm̀e,ra h;ggikenÅ avpoqw,meqa ou=n ta. e;rga tou/ sko,touj( evndusw,meqa Îde.Ð ta.
o[pla tou/ fwto,jÅ
(她)那 (她)夜晚 他/她/它那時(也是)往前推進， (她)那 然而也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置開移掉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器械裝備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假設語氣：禁止假設 (Prohibitive Subjunctive)：假設語氣(應該)表達禁止，具有“不會/不要+那時(也是)應

該”的格式。例如：

太 6:34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mh. ou=n merimnh,shte eivj th.n au;rion( h` ga.r au;rion merimnh,sei èauth/j\ …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有分心掛慮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明日地； (她)那 因為 明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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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將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

來 3:8 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試探他的時候一樣；

mh. sklhru,nhte ta.j kardi,aj um̀w/n wj̀ evn tw/| parapikrasmw/| kata. th.n hm̀e,ran tou/ peirasmou/ evn
th/| evrh,mw|(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促成剛硬艱澀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難受激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試探試煉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假設語氣：商討假設 (Deliberative Subjunctive)：假設語氣(應該)表達商討，表達一個無預期確定答案的實際

問題，商討動作的可能性，期盼性，或必須性，或表達一個修辭上不期待回答的問題，商討一個概念的可

能性或必須性。例如：

太 6:31 所以不要憂慮，說：喫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mh. ou=n merimnh,shte le,gontej( Ti, fa,gwmenÈ h;( Ti, pi,wmenÈ h;( Ti, peribalw,meqaÈ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有分心掛慮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喝？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披蓋穿裹？

可 4:30 又說：神的國，我們可用甚麼比較呢；可用甚麼比喻表明呢。

… Pw/j òmoiw,swmen th.n basilei,an tou/ qeou/ h' evn ti,ni auvth.n parabolh/| qw/menÈ
… 怎樣如何地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任何什麼呢 到於(她)同一者 在對(她)比喻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羅 6:1 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麼。

Ti, ou=n evrou/menÈ evpime,nwmen th/| àmarti,a|( i[na h` ca,rij pleona,sh|È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為要 (她)那 (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成更許多？

假設語氣：商討假設：間接問句 (Deliberative Subjunctive--Indirect question)：假設語氣(應該)表達商討，表達

一個無預期確定答案的實際問題，商討動作的可能性，期盼性，或必須性，或表達一個修辭上不期待回答

的問題，商討一個概念的可能性或必須性，用在間接問句中。例如：

可 6:36 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裏去，自己買甚麼喫。

avpo,luson auvtou,j( i[na avpelqo,ntej eivj tou.j ku,klw| avgrou.j kai. kw,maj avgora,swsin eàutoi/j ti,
fa,gwsinÅ
你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在對(他)四周 到於(他們)田野 並且 到於(她們)鄉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可 11:18 祭司長和文士聽見這話就想法子要除滅耶穌；卻又怕他，因為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

kai. h;kousan oi` avrcierei/j kai. oi` grammatei/j kai. evzh,toun pw/j auvto.n avpole,swsin\ …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怎樣如何地呢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

路 22:4 他去和祭司長並守殿官商量，怎麼可以把耶穌交給他們。

kai. avpelqw.n sunela,lhsen toi/j avrciereu/sin kai. strathgoi/j to. pw/j auvtoi/j paradw/| auvto,nÅ
並且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祭司 並且 在對(他們)軍官 到於(它)那 怎樣如何地呢 在對(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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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此，這是一個由定冠詞“到於(它)那”所引導的間接問句的例子。類似句型也出現在“商討祈使”。

假設語氣：加強否定假設 (Subjunctive of Emphatic Negation)：假設語氣(應該)表達加強否定，通常具有“不是

/不+不會/不要+那時(也是)應該”的格式。例如：

約 6:35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 VEgw, eivmi ò a;rtoj th/j zwh/j\ o` evrco,menoj pro.j evme. ouv mh. peina,sh|( kai. o` pisteu,wn eivj evme.
ouv mh. diyh,sei pw,poteÅ
…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麵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飢餓，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有乾渴 從來地。

約 8:51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見死。

avmh.n avmh.n le,gw um̀i/n( eva,n tij to.n evmo.n lo,gon thrh,sh|( qa,naton ouv mh. qewrh,sh| eivj to.n aivw/naÅ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那 到於(他)我之物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死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定睛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約 13:8 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耶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

… Ouv mh. ni,yh|j mou tou.j po,daj eivj to.n aivw/naÅ …

…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清潔洗淨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

假設語氣：可能假設：第三類條件假設：未來比較可能 (Potential Subjunctive--Subjunc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II-

-More Probable Future)：假設語氣(應該)用在第三類條件句，表達未來比較可能的結果。例如：

太 9:21 因為他心裏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 VEa.n mo,non a[ywmai tou/ im̀ati,ou auvtou/ swqh,somaiÅ
… 但凡若是 僅有單獨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被拯救。

來 6:3 神若許我們，我們必如此行。

kai. tou/to poih,somen( eva,nper evpitre,ph| o` qeo,jÅ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但凡若是甚至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准許 (他)那 (他)神。

假設語氣：可能假設：第三類條件假設：現在一般可能 (Potential Subjunctive--Subjunc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II-

-Present General)：假設語氣(應該)用在第三類條件句，表達現在一般實際可能的結果。例如：

約 8: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 VEa.n um̀ei/j mei,nhte evn tw/| lo,gw| tw/| evmw/|( avlhqw/j maqhtai, mou, evste
… 但凡若是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那

在對(他)我之物， 誠正真實地 (他們)門徒 從屬我 你們現在持續是；

林前 7:40 然而按我的意見，若常守節更有福氣；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靈感動了。

makariwte,ra de, evstin eva.n ou[twj mei,nh|( kata. th.n evmh.n gnw,mhn\
(她)更蒙至高褔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但凡若是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意見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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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語氣：可能假設：第三類條件假設：讓步子句 (Potential Subjunctive--Subjunc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II--

Concessive Clauses)：假設語氣(應該)用在第三類條件句，表達讓步妥協下的可能。例如：

約 8:16 就是判斷人，我的判斷也是真的；因為不是我獨自在這裏，還有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

kai. eva.n kri,nw de. evgw,( h` kri,sij h` evmh. avlhqinh, evstin( …

並且 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 然而也 我， (她)那 (她)區別審斷 (她)那 (她)我之物

(她)真正實在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

加 6:1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誘。

VAdelfoi,( eva.n kai. prolhmfqh/| a;nqrwpoj e;n tini paraptw,mati( um̀ei/j oi` pneumatikoi.
katarti,zete to.n toiou/ton evn pneu,mati prau<thtoj( skopw/n seauto.n mh. kai. su. peirasqh/|jÅ
阿,(他們)弟兄， 但凡若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預先拿取 (他)人 在內 在對(它)任何什麼

在對(它)誤差過犯， 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屬靈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種樣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從屬(她)溫和謙柔， (他)現正持續行眺望偵察了的 到於(他)你自己，

不會/不要 並且 你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有探測試驗。

假設語氣：從屬子句：關聯子句：目的 (Subordinate Subjunctive--Consecutive Clauses--Purpose)：假設語氣(應該)

用在從屬關聯子句，表達目的，通常有“為要”“這怎樣如何地”“不會任何時候地”等的從屬連接詞，

或僅僅“不會/不要”。例如：

約 1:7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ou-toj h=lqen eivj marturi,an i[na marturh,sh| peri. tou/ fwto,j( i[na pa,ntej pisteu,swsin diV auvtou/Å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作證，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為要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太 9:38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deh,qhte ou=n tou/ kuri,ou tou/ qerismou/ o[pwj evkba,lh| evrga,taj eivj to.n qerismo.n auvtou/Å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自卑乞求 這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莊稼收成，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們)工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莊稼收成 從屬(他)同一者。

來 2:1 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Dia. tou/to dei/ perissote,rwj prose,cein hm̀a/j toi/j avkousqei/sin( mh,pote pararuw/menÅ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更格外多地

現要去持續留神注意 到於我們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那時(也是)被聲聞耳聽了的， 不會任何時候地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在旁邊流過。

太 24:4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 Ble,pete mh, tij um̀a/j planh,sh|\
…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迷途錯謬。

假設語氣：從屬子句：關聯子句：結果 (Subordinate Subjunctive--Consecutive Clauses--Result)：假設語氣(應該)

用在從屬關聯子句，表達結果，通常有“為要”的從屬連接詞。例如：

可 11:28 問他說：你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 VEn poi,a| evxousi,a| tau/ta poiei/jÈ h' ti,j soi e;dwken th.n evxousi,an tau,thn i[na tau/ta poih/|jÈ
…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甚或/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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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同一者 為要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羅 11:11 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麼；斷乎不是；反倒因他們的過失，救恩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

們發憤。

Le,gw ou=n( mh. e;ptaisan i[na pe,swsinÈ mh. ge,noito\ …

我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豈會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失足絆跌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落下墜落？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

Robertson 指出，有學者不認爲“為要”所引導的從屬關聯子句可以表達結果。但 Robertson 自己認爲，如果

上下文的意思清楚，“為要” 所引導的從屬關聯子句還是可以表達結果的。

假設語氣：從屬子句：關聯子句：目的及結果 (Subordinate Subjunctive--Consecutive Clauses--Purpose &

Result)：假設語氣(應該)用在從屬關聯子句，表達目的或且結果。例如：

羅 5: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那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no,moj de. pareish/lqen( i[na pleona,sh| to. para,ptwma\ …

(他)律法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旁邊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成更許多

(它)那 (它)誤差過犯； …

多數學者認爲是目的，意即，律法本是外添的，目的是叫過犯顯多；但也有學者認爲是結果，意即，律法

本是外添的，結果是過犯顯多。

假設語氣：從屬子句：非限定子句：非限定關係子句 (Subordinate Subjunctive--Indefinite Clauses--Indefinite

Relative Clauses)：假設語氣(應該)用在從屬非限定關係子句，具有“這個+但凡(若是)+應該”的格式。例

如：

可 3:35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o]j Îga.rÐ a'n poih,sh| to. qe,lhma tou/ qeou/( ou-toj avdelfo,j mou kai. avdelfh. kai. mh,thr evsti,nÅ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同一者 (他)弟兄 從屬我 並且 (她)姊妹 並且 (她)母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加 6:7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 o] ga.r eva.n spei,rh| a;nqrwpoj( tou/to kai. qeri,sei\
… 到於(它)這個 因為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散佈播撒 (他)人，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收取莊稼；

假設語氣：從屬子句：非限定子句：非限定位置子句 (Subordinate Subjunctive--Indefinite Clauses--Indefinite

Locative Clauses)：假設語氣(應該)用在從屬非限定位置子句，具有類似“這在屬那個地方地+但凡(若是)+應

該”的格式。例如：

太 24:28 屍首在那裏，鷹也必聚在那裏。

o[pou eva.n h=| to. ptw/ma( evkei/ sunacqh,sontai oì avetoi,Å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那 (它)屍首，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聚集

(他們)那些 (他們)老鷹。

太 26:13 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作個紀念。

… o[pou eva.n khrucqh/| to. euvagge,lion tou/to evn o[lw| tw/| ko,smw|( lalhqh,setai kai. o] evpoi,hsen au[th
eivj mnhmo,sunon auvth/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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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傳達宣講 (它)那 (它)福音佳訊 (它)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整個全部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發言講說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她)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記念記錄 從屬(她)同一者。

假設語氣：從屬子句：非限定子句：非限定時間子句 (Subordinate Subjunctive--Indefinite Clauses--Indefinite

Temporal Clauses)：假設語氣(應該)用在從屬非限定時間子句，具有類似“但凡當這時/在上面但凡/在其時地

但凡/一直直到 但凡/一直達到/正如地 但凡+應該”的格式。例如：

林前 13:10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o[tan de. e;lqh| to. te,leion( to. evk me,rouj katarghqh,setaiÅ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它)那 (它)完滿成全的， (它)那 向外出來 從屬(它)部分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太 2:8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

… evpa.n de. eu[rhte( avpaggei,late, moi( o[pwj kavgw. evlqw.n proskunh,sw auvtw/|Å
… 在上面但凡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我，

這怎樣如何地 並且我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林後 3:15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心上。

avllV e[wj sh,meron hǹi,ka a'n avnaginw,skhtai Mwu?sh/j( ka,lumma evpi. th.n kardi,an auvtw/n kei/tai\
但乃是 一直直到 今日地 在其時地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宣讀誦念 (他)摩西， (它)帕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林前 4:5 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

從神那裏得著稱讚。

w[ste mh. pro. kairou/ ti kri,nete e[wj a'n e;lqh| o` ku,rioj( …

以致 不會/不要 在前面 從屬(他)場合時節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主人， …

“一直直到”加上假設語氣“應該”所形成的子句也是一個常用的子句來表達未來的事件，子句中有時候

加上“但凡”，有時候不加上“但凡”，但基本意義不變。

可 13:30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 o[ti ouv mh. pare,lqh| h̀ genea. au[th me,crij ou- tau/ta pa,nta ge,nhtaiÅ
…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一直達到 從屬(它)這個 (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林前 11:34 若有人飢餓，可以在家裏先喫；免得你們聚會自己取罪。其餘的事，我來的時候再安排。

… Ta. de. loipa. wj̀ a'n e;lqw diata,xomaiÅ
… 到於(它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它們)其餘的， 正如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制定定規。

假設語氣：從屬子句：比較子句 (Subordinate Subjunctive--Comparative Clauses)：假設語氣(應該)用在從屬比較

子句，作爲一個類比，具有類似“正如地(+但凡(若是))+應該”的格式。例如： 

可 4:26 又說：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

… Ou[twj evsti.n h` basilei,a tou/ qeou/ wj̀ a;nqrwpoj ba,lh| to.n spo,ron evpi. th/j gh/j
…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到於(他)那 到於(他)種子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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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2:7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avlla. evgenh,qhmen nh,pioi evn me,sw| um̀w/n( ẁj eva.n trofo.j qa,lph| ta. eàuth/j te,kna(
但乃是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他們)嬰孩的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但凡若是

(她)乳養哺育之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珍惜照顧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孩子；

假設語氣：從屬子句：名詞子句 (Subordinate Subjunctive--Substantival Clauses)：假設語氣(應該)用在從屬名詞

子句，可作爲主要主格，敍述主格，直接受格，或同格的同位語，具有類似“為要/這怎樣如何地+應該”的

格式。例如：

太 4:3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 Eiv uiò.j ei= tou/ qeou/( eivpe. i[na oì li,qoi ou-toi a;rtoi ge,nwntaiÅ
… 若是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為要 (他們)那些

(他們)石頭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麵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直接受格>

太 18:14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失喪一個。

ou[twj ouvk e;stin qe,lhma e;mprosqen tou/ patro.j um̀w/n tou/ evn ouvranoi/j i[na avpo,lhtai e]n tw/n
mikrw/n tou,twnÅ
那同一樣式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所定意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你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主要主格>

約 4:34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VEmo.n brw/ma, evstin i[na poih,sw to. qe,lhma tou/ pe,myanto,j me kai.
teleiw,sw auvtou/ to. e;rgonÅ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它)我之物 (它)食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完滿成全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敍述主格>

約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au[th de, evstin h` aivw,nioj zwh. i[na ginw,skwsin se. to.n mo,non avlhqino.n qeo.n kai. o]n avpe,steilaj
VIhsou/n Cristo,nÅ
(她)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時世恆久的 (她)生命，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到於(他)真正實在的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這個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同格的同位語>

路 11:37 說話的時候，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同他喫飯；耶穌就進去坐席。

VEn de. tw/| lalh/sai evrwta/| auvto.n Farisai/oj o[pwj avristh,sh| parV auvtw/|\ …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法利賽人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用正餐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 <直接受格>

學者指出，一般在這種句型會使用“為要”，但此處使用了“這怎樣如何地”。

假設語氣：從屬子句：命令 (Subordinate Subjunctive--Command)：假設語氣(應該)用在從屬子句表達命令

[註：“為要+應該-----”可為省略型的命令語氣：“<<就要如此行>>，為要+應該-----”。類似的用法在馬太

福音 20：33；馬可福音 5：23；12：19；路加福音 20：28；哥林多前書 7：29；哥林多後書 8：7；以弗所書

4：29 及 5：33。]。例如：

可 12:19 夫子，摩西為我們寫著說：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沒有孩子，他兄弟當娶他的妻，為哥哥生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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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o[ti eva,n tinoj avdelfo.j avpoqa,nh| kai. katali,ph| gunai/ka kai. mh. avfh/| te,knon( i[na la,bh| o`
avdelfo.j auvtou/ th.n gunai/ka kai. evxanasth,sh| spe,rma tw/| avdelfw/| auvtou/Å
… 是這樣 但凡若是 從屬(他)任何什麼 (他)弟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遺留下 到於(她)女人，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孩子，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再站立起來 到於(它)種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0:33 他們說：主阿，要我們的眼睛能看見。

le,gousin auvtw/|( Ku,rie( i[na avnoigw/sin oi` ovfqalmoi. hm̀w/nÅ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向上開啟打開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從屬我們。

林後 8:7 你們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識，熱心，和待我們的愛心上，都格外顯出滿足來，就當在這慈惠的事

上，也格外顯出滿足來。

avllV w[sper evn panti. perisseu,ete( pi,stei kai. lo,gw| kai. gnw,sei kai. pa,sh| spoudh/| kai. th/| evx
hm̀w/n evn um̀i/n avga,ph|( i[na kai. evn tau,th| th/| ca,riti perisseu,hteÅ
但乃是 甚至正如地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在對(她)信 並且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對(她)知識認識 並且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勤奮殷切 並且

在對(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你們 在對(她)愛， 為要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成格外多。

弗 4:29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pa/j lo,goj sapro.j evk tou/ sto,matoj ùmw/n mh. evkporeue,sqw( avlla. ei; tij avgaqo.j pro.j oivkodomh.n
th/j crei,aj( i[na dw/| ca,rin toi/j avkou,ousinÅ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朽爛腐壞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你們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但乃是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良善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建築造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需用，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到於(她)恩典惠意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語氣：祈使語氣 (Optative Mood)

祈使語氣不只為願望或可能的期許，也可為商討或條件的期許。

祈使語氣：願望祈使 (Voluntative Optative)：祈使語氣(可以)表達期望或禱告。例如：

路 20:16 他要來除滅這些園戶，將葡萄園轉給別人；聽見的人說：這是萬不可的。

… avkou,santej de. ei=pan( Mh. ge,noitoÅ
…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徒 8:20 彼得說：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罷；因你想神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的。

Pe,troj de. ei=pen pro.j auvto,n( To. avrgu,rio,n sou su.n soi. ei;h eivj avpw,leian …

(他)彼得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它)那 (它)銀錢 從屬你

共同一起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毀壞失喪； …

帖前 3:11 願神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裏去；

Auvto.j de. o` qeo.j kai. path.r hm̀w/n kai. o` ku,rioj hm̀w/n VIhsou/j kateuqu,nai th.n od̀o.n hm̀w/n p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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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j\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們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修直導引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祈使語氣：可能未來祈使 (Potential Future Optative)：祈使語氣(可以)與“但凡”連用，表達一個潛在的可能

性，爲第四類條件句的結論主句。例如： 

路 6:11 他們就滿心大怒，彼此商議，怎樣處治耶穌。

auvtoi. de. evplh,sqhsan avnoi,aj kai. diela,loun pro.j avllh,louj ti, a'n poih,saien tw/| VIhsou/Å
(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她)愚昧衝動；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互相間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可以行出作成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徒 5:24 守殿官和祭司長聽見這話，心裏犯難，不知這事將來如何。

wj̀ de. h;kousan tou.j lo,gouj tou,touj o[ te strathgo.j tou/ ièrou/ kai. oi` avrcierei/j( dihpo,roun
peri. auvtw/n ti, a'n ge,noito tou/toÅ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那 並/又 (他)軍官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成完全不知所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那同一者。

徒 8:31 他說：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於是請腓利上車，與他同坐。

o` de. ei=pen( Pw/j ga.r a'n dunai,mhn eva.n mh, tij od̀hgh,sei meÈ …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怎樣如何地呢 因為 但凡 我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指引道路 到於我？ …

祈使語氣：商討祈使 (Deliberative Optative)：祈使語氣(可以)表達商討，通常用於一個間接問句或修辭上的問

句。例如：

路 1:62 他們就向他父親打手式，問他要叫這孩子甚麼名字。

evne,neuon de. tw/| patri. auvtou/ to. ti, a'n qe,loi kalei/sqai auvto,Å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內點頭示意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被促請召喚 到於(它)同一者。

在此，這是一個由定冠詞“到於(它)那”所引導的間接問句的例子。類似句型也出現在“商討假設”。這個

例子也有學者將之視爲“條件祈使”。 

路 1:29 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復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

h` de. evpi. tw/| lo,gw| dietara,cqh kai. dielogi,zeto potapo.j ei;h o` avspasmo.j ou-tojÅ
(她)那 然而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徹底地攪動擾亂，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他)何等樣式的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他)那 (他)擁抱問安

(他)那同一者。

路 9:46 門徒中間起了議論，誰將為大。

Eivsh/lqen de. dialogismo.j evn auvtoi/j( to. ti,j a'n ei;h mei,zwn auvtw/n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然而也 (他)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 (他)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他)更大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此，這是一個由定冠詞“(它)那”所引導的間接問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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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使語氣：條件祈使：第四類條件假設 (Conditional Optative--Opta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V)：祈使語氣(可以)

與“若是”連用，表達一個未來較低的可能性，為第四類條件句的假設子句。例如：

林前 14:10 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卻沒有一樣是無意思的。

tosau/ta eiv tu,coi ge,nh fwnw/n eivsin evn ko,smw| kai. ouvde.n a;fwnon\
(它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巧遇得著， (它們)族類 從屬(他們)聲音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沉默無言的。

林前 15:37 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即如麥子，或是別樣的穀；

kai. o] spei,reij( ouv to. sw/ma to. genhso,menon spei,reij avlla. gumno.n ko,kkon eiv tu,coi si,tou h;
tinoj tw/n loipw/n\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散佈播撒， 不是/不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你現在持續散佈播撒， 但乃是 到於(他)赤身裸露的

到於(他)種核顆粒， 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巧遇得著， 從屬(他)穀物麥粒 甚或/或而 從屬(它)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其餘的；

語氣：命令語氣 (Imperative Mood)

希臘文的命令語氣除用於第二人稱，你或你們，之外，也用於第三人稱，並且除命令之外，也可用於懇

求，許可。

命令語氣：表達命令 (Imperative of Command)：命令語氣(就要)表達命令，現在式“現在持續”表達一個關

於態度或行爲的一般定規而要求其持續性，而非限定式“那時(也是)”用在一個特定的動作或行爲。例如： 

太 5:44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 avgapa/te tou.j evcqrou.j um̀w/n kai. proseu,cesqe up̀e.r tw/n diwko,ntwn um̀a/j(
…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到於你們； <第二人稱、要求其持續性>

太 6:17 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

su. de. nhsteu,wn a;leiyai, sou th.n kefalh.n kai. to. pro,swpo,n sou ni,yai(
你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禁食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塗抹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清潔洗淨； <第二人稱、一個特定的行動>

羅 13:1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Pa/sa yuch. evxousi,aij up̀erecou,saij up̀otasse,sqwÅ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生魂意念 在對(她們)權柄掌握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優勝超越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 <第三人稱、要求其持續性>

命令語氣：表達禁止：特別禁止開始 (Imperative of Prohibition--Prohibit to Start to do)：命令語氣(就要)表達一

個禁止開始的命令，通常時態為非限定式。例如：

太 24:17 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裏的東西；

o` evpi. tou/ dw,matoj mh. kataba,tw a=rai ta. evk th/j oivki,aj auvtou/(
(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房頂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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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4:18 在田裏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kai. o` evn tw/| avgrw/| mh. evpistreya,tw ovpi,sw a=rai to. im̀a,tion auvtou/Å
並且 (他)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轉動翻轉 向在後面地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命令語氣：表達禁止：特別禁止持續 (Imperative of Prohibition--Prohibit to Continue doing)：命令語氣(就要)表

達一個禁止持續的命令，通常時態為現在式。例如：

羅 6:12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

Mh. ou=n basileue,tw h` am̀arti,a evn tw/| qnhtw/| um̀w/n sw,mati eivj to. up̀akou,ein tai/j evpiqumi,aij
auvtou/(
不會/不要 這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作君王 (她)那 (她)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會死亡的 從屬你們

在對(它)身體，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它)同一者；

約 6:43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要大家議論。

… Mh. goggu,zete metV avllh,lwnÅ
…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嘟噥嘀咕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彼此。

命令語氣：表達禁止：一般禁止：絕不要去做 (Imperative of Prohibition--Never do)：通常由“假設語氣表達禁

止”來表達。

約 13:8 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耶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

le,gei auvtw/| Pe,troj( Ouv mh. ni,yh|j mou tou.j po,daj eivj to.n aivw/naÅ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彼得，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清潔洗淨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

提前 5:1 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同弟兄；

Presbute,rw| mh. evpiplh,xh|j avlla. paraka,lei wj̀ pate,ra( newte,rouj wj̀ avdelfou,j(
在對(他)更年長的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嚴懲責罵， 但乃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勸勉請求 正如地

到於(他)父親； 到於(他們)更新初年淺的 正如地 到於(他們)弟兄；

命令語氣：表達禁止：一般禁止： 要習慣不去做(Imperative of Prohibition--Make habit not to do)：命令語氣(就

要)表達一個要習慣不去做的命令，可以為現在式，也可以為非限定式。例如：

太 6:3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sou/ de. poiou/ntoj evlehmosu,nhn mh. gnw,tw h̀ avristera, sou ti, poiei/ h` dexia, sou(
從屬你 然而也 從屬(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憐憫賙濟，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認識知道

(她)那 (她)左手邊的 從屬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她)那 (她)右手邊的 從屬你；

可 13:21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這裏；或說：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信。

kai. to,te eva,n tij um̀i/n ei;ph|( :Ide w-de o` Cristo,j( :Ide evkei/( mh. pisteu,ete\
並且 當那時地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也就在此地 (他)那 (他)基督；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在那裏地；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命令語氣：表達懇求 (Imperative of Entreaty)：命令語氣(就要)表達一個懇求，通常是一個地位低的向地位高

的強烈懇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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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kai. a;fej h̀mi/n ta. ovfeilh,mata hm̀w/n( wj̀ kai. hm̀ei/j avfh,kamen toi/j ovfeile,taij hm̀w/n\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積負之債務 從屬我們，

正如地 並且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積欠負債者 從屬我們；

路 18:38 他就呼叫說：大衛的子孫耶穌阿，可憐我罷。

kai. evbo,hsen le,gwn( VIhsou/ uiè. Daui,d( evle,hso,n me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高呼喊叫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耶穌 阿,(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

雖然命令語氣表達一個懇求，通常是一個地位低的向地位高的強烈懇求，但並非都是如此，有時命令語氣

可以表達一個禮貌的懇求。例如：

約 4:7 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耶穌對他說：請你給我水喝。

:Ercetai gunh. Evk th/j Samarei,aj avntlh/sai u[dwrÅ le,gei auvth/| o` VIhsou/j( Do,j moi pei/n\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女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撒瑪利亞

那時(也是)要去汲取舀起 到於(它)水；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喝；

命令語氣：表達許可 (Imperative of Permission)：命令語氣表(就要)達許可，對請求者而言，是一個許可的命

令。例如：

太 27:65 彼拉多說：你們有看守的兵；去罷，盡你們所能的，把守妥當。

e;fh auvtoi/j o` Pila/toj( :Ecete koustwdi,an\ up̀a,gete avsfali,sasqe wj̀ oi;dateÅ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監護衛哨；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使成穩妥確實 正如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林前 7:15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就由他離去罷；無論是弟兄，是姐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神

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

eiv de. o` a;pistoj cwri,zetai( cwrize,sqw\ …

若是 然而也 (他)那 (他)不誠不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分離隔開，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分離隔開；…

命令語氣：表達讓步 (Imperative of Concession)：命令語氣(就要)表達讓步，通常為兩個帶命令意思的動作，

前面一個命令語氣的動詞表達讓步“即使，即便”，有時也可以視爲許可的命令語氣。例如： 

約 7:52 他們回答說：你也是出於加利利麼；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

… Mh. kai. su. evk th/j Galilai,aj ei=È evrau,nhson kai. i;de o[ti evk th/j Galilai,aj profh,thj ouvk
evgei,retaiÅ
… 豈會呢 並且 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你現在持續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詢求查考，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弗 4: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ovrgi,zesqe kai. mh. àmarta,nete\ ò h[lioj mh. evpidue,tw evpi. Îtw/|Ð parorgismw/| um̀w/n(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有激動忿怒，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犯罪；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完全沉降垂落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惹動怒氣 從屬你們；

命令語氣：表達條件 (Imperative of Condition)：命令語氣(就要)表達命令，但在上下文的意思中也表達條件。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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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6:37 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們要饒恕人，就必蒙饒恕；

〔饒恕原文作釋放〕

Kai. mh. kri,nete( kai. ouv mh. kriqh/te\ kai. mh. katadika,zete( kai. ouv mh. katadikasqh/teÅ avpolu,ete(
kai. avpoluqh,sesqe\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區別審斷；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使有判罪裁定，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有判罪裁定。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打發離開，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被打發離開；

雅 4:7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 avnti,sthte de. tw/| diabo,lw| kai. feu,xetai avfV um̀w/n(
…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對立抗拒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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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希臘文動詞另外的格式 (Verb Mode)

希臘文的動詞除了四種語氣外，還有兩種另外不同的格式(Mode)；一個格式為動詞作形容詞(Verbal

Adjective)，也就是分詞(Participle)的用法，另一個格式為動詞作名詞(Verbal Noun)，也就是不定詞(Infinitive)

的用法。

在新約聖經兩萬八千多個（28,354）動詞中，有六千六百多個（6,657）動詞作形容詞及二千二百多個

（2,290）動詞作名詞。這超過百分之三十（31.55%）的動詞格式，使得整個新約有強烈的動態感，並因此

被賦予更豐富的意義。例如，彼得在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節的宣告：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太 16: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 Su. ei= o` Cristo.j o` uìo.j tou/ qeou/ tou/ zw/ntojÅ
…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其中，“永生”一字不是一個名詞，也不是一個一般的形容詞，乃是一個動詞作形容詞(分詞)。如果把動詞

作形容詞的意義和一些原文有的定冠詞“那”加上去，這個宣告就近似為：

“你是那基督，是那現正持續活了的那神的那兒子。”

這一類的用法在新約聖經的經文中非常普遍。

格式 Mode 功能 中文代表字

動詞作形容詞 (分詞)

Verbal Adjective

(Participle)

具性，數，格，及時態，語態；但不具語氣，人稱，主詞

分詞時態所表達的時間是以主要動詞所表達的時間為參考點

形容詞性用法：可當形容詞，名詞

副詞性用法：附加或補充主要動詞其他的思想

…了的

動詞作名詞 (不定詞)

Verbal Noun

(Infinitive)

具時態，語態；但不具語氣，人稱，數，主詞

動詞性用法：表明主要動詞的目的，結果，原因…

不定詞動作的執行者通常以直接受格(到於格)表達

名詞性用法：可當主詞，受詞，解説詞 

要去 / 去

(1) 動詞作形容詞(分詞)

動詞作形容詞(分詞)雖然是動詞，卻是作形容詞使用，因此，文法上也有形容詞之“性，數，格”的講究。

動詞作形容詞(分詞)有形容詞性用法，也有副詞性用法。作形容詞性用法時，它修飾名詞，也可以具有名詞

的功能；作副詞性用法時，它修飾動詞。

形容詞性分詞

動詞作形容詞(分詞)作形容詞性用法時，它修飾名詞，也可以具有名詞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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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詞：形容詞性：形容分詞 (Adjectival Participle--Attributive Participle)：分詞作為一般形容詞，可以帶定冠

詞，也可以不帶定冠詞。例如：

太 16: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 Su. ei= o` Cristo.j o` uìo.j tou/ qeou/ tou/ zw/ntojÅ
…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帶定冠詞>

太 17:17 耶穌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

帶到我這裏來罷。

… +W genea. a;pistoj kai. diestramme,nh( e[wj po,te meqV um̀w/n e;somaiÈ e[wj po,te avne,xomai um̀w/nÈ
fe,rete, moi auvto.n w-deÅ
… 哦呀 阿,(她)族類之世代 阿,(她)不誠不信的 並且 阿,(她)現在已經被翻轉扭曲了的， 一直直到 何時呢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將要(持續)是？ 一直直到 何時呢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我 到於(他)同一者 也就在此地。 <不帶定冠詞>

太 25:34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 klhronomh,sate th.n h̀toimasme,nhn um̀i/n basilei,an avpo. katabolh/j ko,smouÅ
…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承受產業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在對你們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帶定冠詞>

在此，分詞“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在形容“到於(她)王權國度”，且分詞帶有自己的間接

受格(利益間接受格)“在對你們”以及介係詞短語“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

界”。

約 4:10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 kai. e;dwken a;n soi u[dwr zw/nÅ
…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但凡 在對你 到於(它)水 到於(它)現正持續活了的。 <不帶定冠詞>

分詞：形容詞性：敍述分詞 (Adjectival Participle--Predicative Participle)：分詞作為“是”或“生發成爲”等連

結動詞（繋動詞）的敍述詞，或在敍述位置作爲敍述，一般不帶定冠詞。例如： 

林後 6:14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Mh. gi,nesqe et̀erozugou/ntej avpi,stoij\ ti,j ga.r metoch. dikaiosu,nh| kai. avnomi,a| h' ti,j koinwni,a
fwti. pro.j sko,tojÈ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現正持續相異不同地負一軛了的 在對(他們)不誠不信的；

(她)任何什麼呢 因為 (她)參與相交 在對(她)至義 並且 在對(她)不法？ 甚或/或而 (她)任何什麼呢

(她)共通合享 在對(它)光明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黑暗？

加 1:22 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沒有見過我的面。

h;mhn de. avgnoou,menoj tw/| prosw,pw| tai/j evkklhsi,aij th/j VIoudai,aj tai/j evn Cristw/|Å
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被不領悟認知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在對(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此，分詞“(他)現正持續被不領悟認知了的”帶有自己的憑藉格(相關憑藉格)“在對(它)前面的臉面”表達參

與動作相關的人事物。

徒 7:56 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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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ou. qewrw/ tou.j ouvranou.j dihnoigme,nouj kai. to.n uiò.n tou/ avnqrw,pou evk dexiw/n es̀tw/ta
tou/ qeou/Å
…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天空/天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此，分詞“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了的”是在敍述位置的地位來敍述與其在“同格”同

一地位(同位語 Apposition)的名詞“到於(他們)天空/天 ”。而分詞“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也是在同

位語的地位來敍述“到於(他)兒子”。

分詞：形容詞性：名詞分詞 (Adjectival Participle--Substantival Participle)：分詞作為名詞使用，通常帶定冠

詞，也可以不帶定冠詞。例如：

太 10:37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O filw/n pate,ra h' mhte,ra up̀e.r evme. Ouvk e;stin mou a;xioj( kai. o` filw/n uiò.n h' qugate,ra up̀e.r
evme. ouvk e;stin mou a;xioj\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喜愛/親吻了的 到於(他)父親 甚或/或而 到於(她)母親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我 (他)相配值得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喜愛/親吻了的 到於(他)兒子

甚或/或而 到於(她)女兒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我

(他)相配值得的； <帶定冠詞>

徒 5:14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很多）

ma/llon de. proseti,qento pisteu,ontej tw/| kuri,w|( plh,qh avndrw/n te kai. gunaikw/n(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加上增添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它們)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並/又 並且 從屬(她們)女人； <不帶定冠詞>

副詞性分詞

動詞作形容詞(分詞)作副詞性用法時，它修飾動詞。但此時須要注意分詞時態與主要動詞時態所表達時間上

的關聯。

一般而言，動詞作形容詞(分詞)時態表達的時間是以主要動詞所表達的時間為參考點。

如果同一句子中，主要動詞表達的時間是過去某個時刻，則現在式的動詞作形容詞(分詞)所表達的現在，是

指主要動詞表達的過去那某個時刻的那個“現在”，也就是說，現在式的動詞作形容詞(分詞)所表達的動

作，是與主要動詞的動作同時發生。

同理，未來式的動詞作形容詞(分詞)所表達的動作，是在主要動詞的動作之後發生；而非限定式(Aorist)的動

詞作形容詞(分詞)所表達的動作，一般則在主要動詞的動作之前發生，但有時也會在主要動詞動作的同時或

之後。完成式的動詞作形容詞(分詞)所表達的動作，則發生在主要動詞的動作之前，但分詞動作的結果及其

影響，到主要動詞動作發生的那個時刻仍然沒有改變。

分詞：副詞性：時間分詞：先前 (Adverbial Participle--Temporal Participle--Antecedent Time)：分詞表達在主要

動詞發生時間之前發生的動作，通常分詞的時態為非限定式或完成式。例如：

太 2:4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

kai. sunagagw.n pa,ntaj tou.j avrcierei/j kai. grammatei/j tou/ laou/ evpunqa,neto parV auvtw/n pou/ o`
Cristo.j genna/tai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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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那時(也是)聚集了的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並且

到於(他們)書記文士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生發成為族類。

其中，分詞“(他)那時(也是)聚集了的”的“那時”，是在主要動詞“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的

“當時”時間之前。這裏表達了動作發生先後的邏輯次序。

太 4:2 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

kai. nhsteu,saj h̀me,raj tessera,konta kai. nu,ktaj tessera,konta( u[steron evpei,nasenÅ
並且 (他)那時(也是)禁食了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四十個 並且 到於(她們)夜晚 到於(她們)四十個，

稍遲隨後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其中，分詞“(他)那時(也是)禁食了的”的“那時”，是在主要動詞“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的“那時”時

間之前，而副詞“稍遲隨後地”也進一步地表示了兩個動作先後的關係。

約 16:8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kai. evlqw.n evkei/noj evle,gxei to.n ko,smon peri. am̀arti,aj kai. peri. dikaiosu,nhj kai. peri. kri,sewj\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指證駁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界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罪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至義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區別審斷；

其中，分詞“(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的“那時”，是在主要動詞“他/她/它將要(持續)指證駁斥”的“將

來”時間之前。

約 4:6 在那裏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

… o` ou=n VIhsou/j kekopiakw.j evk th/j od̀oipori,aj evkaqe,zeto ou[twj evpi. th/| phgh/|\ …

… (他)那 這樣 (他)耶穌 (他)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徒步旅行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 那同一樣式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湧泉泉源； …

其中，分詞“(他)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了的”的“現在”，是在主要動詞“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

來”的“當時”時間的同時，但因為是完成式“現在已經”，所以分詞“有勞碌疲累”的動作是在“當

時”之前發生，但分詞動作的結果及其影響，到主要動詞動作發生的“當時”仍然沒有改變。

分詞：副詞性：時間分詞：同時 (Adverbial Participle--Temporal Participle--Contemporaneous Time)：分詞表達在

主要動詞發生時間之同時發生的動作，通常分詞的時態為現在式或非限定式。例如：

太 2:10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的歡喜。

ivdo,ntej de. to.n avste,ra evca,rhsan cara.n mega,lhn sfo,draÅ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星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到於(她)歡喜快樂 到於(她)極大的 極度地。

其中，分詞“(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的“那時”，是在主要動詞“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的“那時”的之前或同時。這裏可以看到一個微妙的關係：“看見察覺”顯然必須是要在“歡喜安樂”之

前，但“看見察覺”的同時，“歡喜安樂”也就隨之發生了。

太 4:18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裏撒網；

他們本是打魚的。

Peripatw/n de. para. th.n qa,lassan th/j Galilai,aj ei=den du,o avdelfou,j( …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然而也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弟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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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分詞“(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的“現在”，是在主要動詞“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的

“那時”的同時。

太 9:18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我女兒剛纔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

了。

… ivdou. a;rcwn ei-j evlqw.n proseku,nei auvtw/| le,gwn …

… (他)首領 (他)一個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

其中，分詞“(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的“那時”，是在主要動詞“他/她/它當時持續敬拜”的“當時”

時間之前。這裏表達了動作發生先後的邏輯次序。而分詞“(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的“現在”，是在主要

動詞“他/她/它當時持續敬拜”的“當時”的同時。

分詞：副詞性：時間分詞：隨後 (Adverbial Participle--Temporal Participle--Subsequent Time)：分詞表達在主要

動詞發生時間之後發生的動作，通常分詞的時態為未來式。例如：

徒 8:27 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個埃提阿伯〔即古實〕人，是個有大權的太監，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

基的手下總管銀庫，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

… avnh.r Aivqi,oy euvnou/coj duna,sthj Kanda,khj basili,sshj Aivqio,pwn( o]j h=n evpi. pa,shj th/j ga,zhj
auvth/j( o]j evlhlu,qei proskunh,swn eivj VIerousalh,m(
… (他)男人/丈夫 (他)埃提阿伯 (他)受閹割者 (他)當權有能者 從屬(她)干大基 從屬(她)女王

從屬(他們)埃提阿伯， …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他)將要(持續)敬拜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其中，分詞“(他)將要(持續)敬拜了的”的“將要”，是在主要動詞“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的“當時”

之後的時間。

徒 24:11 你查問就可以知道，從我上耶路撒冷禮拜，到今日，不過有十二天；

… o[ti ouv plei,ouj eivsi,n moi h̀me,rai dw,deka avfV h-j avne,bhn proskunh,swn eivj VIerousalh,mÅ
… 是這樣 不是/不 (她們)更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十二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將要(持續)敬拜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其中，分詞“(他)將要(持續)敬拜了的”的“將要”，是在主要動詞“我那時(也是)向上行”的“那時”之後的

時間。

分詞：副詞性：目的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Telic Participle)：分詞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產生的目的，通常分

詞的時態為現在式或未來式。例如：

徒 22:5 這是大祭司和眾長老都可以給我作見證的；我又領了他們達與弟兄的書信，往大馬色去，要把在那

裏奉這道的人鎖拿，帶到耶路撒冷受刑。

… eivj Damasko.n evporeuo,mhn( a;xwn kai. tou.j evkei/se o;ntaj dedeme,nouj eivj VIerousalh.m i[na
timwrhqw/sinÅ
…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大馬色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將要(持續)帶領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那裏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處置懲罰。

其中，分詞“(他)將要(持續)帶領了的”的“將要”，是在主要動詞“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的“當時”之

後的時間。這種分詞表達時間先後的關係，按照上下文理說明了主要動詞動作發生的目的；換言之，“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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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的目的是“(他)將要(持續)帶領了的”。帶有這種表達功能的分詞被稱之爲“目的分

詞”。

太 27:49 其餘的人說：且等著，看以利亞來救他不來。

… :Afej i;dwmen eiv e;rcetai VHli,aj sw,swn auvto,nÅ
…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以利亞 (他)將要(持續)拯救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3:6 於是用比喻說：一個人有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裏；他來到樹前找果子，卻找不著。

… kai. h=lqen zhtw/n karpo.n evn auvth/| kai. ouvc eu-renÅ
…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果實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羅 15:25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

nuni. de. poreu,omai eivj VIerousalh.m diakonw/n toi/j àgi,oijÅ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分詞：副詞性：原因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Causal Participle)：分詞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產生的原因。例如：

約 4:6 在那裏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

… o` ou=n VIhsou/j kekopiakw.j evk th/j od̀oipori,aj evkaqe,zeto ou[twj evpi. th/| phgh/|\ …

… (他)那 這樣 (他)耶穌 (他)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徒步旅行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 那同一樣式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湧泉泉源； …

其中，分詞“(他)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了的” 的動作“有勞碌疲累”是在主要動詞“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

坐定下來”的“當時”之前發生，且分詞動作的結果及其影響，到主要動詞動作發生的“當時”仍然沒有

改變；所以分詞“(他)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了的”可以表達主要動詞“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動

作發生的原因。帶有這種表達功能的分詞被稱之爲“原因分詞”。

羅 5:9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忿怒。

pollw/| ou=n ma/llon dikaiwqe,ntej nu/n evn tw/| ai[mati auvtou/ swqhso,meqa diV auvtou/ avpo. th/j ovrgh/jÅ
在對(它)許多的 這樣 更特別尤其地 (他們)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了的 現在此時地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被拯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帖前 5:8 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謹守，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hm̀ei/j de. hm̀e,raj o;ntej nh,fwmen …

我們 然而也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清醒謹慎， …

分詞：副詞性：條件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Conditional Participle)：分詞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產生的條件，功

能類似第三類條件句。例如：

路 9:25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麼益處呢。

ti, ga.r wvfelei/tai a;nqrwpoj kerdh,saj to.n ko,smon o[lon eàuto.n de. avpole,saj h' zhmiwqei,jÈ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成利益 (他)人 (他)那時(也是)贏取賺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毀掉除滅了的

甚或/或而 (他)那時(也是)被促使有損害虧失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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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2:3 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pw/j hm̀ei/j evkfeuxo,meqa thlikau,thj avmelh,santej swthri,aj( …

怎樣如何地呢 我們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從屬(她)那何等樣的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不留意顧念了的 從屬(她)拯救？ …

分詞：副詞性：讓步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Concessive Participle)：分詞表達主要動詞動作雖然在不理想的

狀況下但仍然產生，表達“雖然”或“即或”的意思。例如：

羅 1: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

了；

dio,ti gno,ntej to.n qeo.n ouvc wj̀ qeo.n evdo,xasan h' huvcari,sthsan( …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不是/不 正如地 到於(他)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歸榮耀 甚或/或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感謝； …

加 4:1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時候，卻與奴僕毫無分別；

… evfV o[son cro,non ò klhrono,moj nh,pio,j evstin( ouvde.n diafe,rei dou,lou ku,rioj pa,ntwn w;n(
…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每一切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那 (他)承受產業之人 (他)嬰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從屬(他)奴僕，

(他)主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來 5:8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kai,per w'n uiò,j( e;maqen avfV w-n e;paqen th.n up̀akoh,n(
且甚至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學習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聽從順服；

分詞：副詞性：憑藉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Instrumental Participle)：分詞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產生的憑藉或途

徑。例如：

太 6:27 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ti,j de. evx ùmw/n merimnw/n du,natai prosqei/nai evpi. th.n hl̀iki,an auvtou/ ph/cun e[naÈ
(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現正持續有分心掛慮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加上增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發育身量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肘

到於(他)一個？

可 15:30 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

sw/son seauto.n kataba.j avpo. tou/ staurou/Å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你自己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路 15:13 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往遠方去了；在那裏任意放蕩，浪費資

財。

… kai. evkei/ diesko,rpisen th.n ouvsi,an auvtou/ zw/n avsw,twjÅ
… 並且 在那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徹底地驅離分散 到於(她)那 到於(她)物質家業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恣意放蕩地。

分詞：副詞性：方式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Modal Participle)：分詞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產生的方式或模式，

有時會加“正如地”。例如：

太 19:22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avkou,saj de. o` neani,skoj to.n lo,gon avph/lqen lupou,menoj\ h=n ga.r e;cwn kth,mata polla,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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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青年人[40 歲以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資產物業 到於(它們)許多的。

可 1:22 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

kai. evxeplh,ssonto evpi. th/| didach/| auvtou/\ h=n ga.r dida,skwn auvtou.j ẁj evxousi,an e;cwn kai. ouvc wj̀
oi` grammatei/jÅ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不是/不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在此，分詞“(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在說明另外一個分詞“(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的方

式。

徒 2:13 還有人譏誚說：他們無非是新酒灌滿了。

e[teroi de. diacleua,zontej e;legon o[ti Gleu,kouj memestwme,noi eivsi,nÅ
(他們)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徹底地揶揄嘲弄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從屬(它)新酒

(他們)現在已經被灌滿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分詞：副詞性：補語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Complementary Participle)：分詞補充説明主要動詞的動作所未

完全表達的含義。例如：

太 11:1 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就離開那裏，往各城去傳道教訓人。

Kai. evge,neto o[te evte,lessen o` VIhsou/j diata,sswn toi/j dw,deka maqhtai/j auvtou/( …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完成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制定定規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二個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

弗 1:16 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ouv pau,omai euvcaristw/n ùpe.r um̀w/n …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現正持續感謝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

分詞：副詞性：結果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Participle of Result)：分詞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產生的結果。例

如：

路 4:15 他在各會堂裏教訓人，眾人都稱讚他。

kai. auvto.j evdi,dasken evn tai/j sunagwgai/j auvtw/n doxazo,menoj ùpo. pa,ntwnÅ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被歸榮耀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約 5:18 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

… avlla. kai. pate,ra i;dion e;legen to.n qeo.n i;son èauto.n poiw/n tw/| qew/|Å
… 但乃是 並且 到於(他)父親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相似等同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分詞：副詞性：情境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Participle of Attendant Circumstance)：分詞按次序與主要動詞表

達一系列的動作（通常皆為非限定時態），並帶有主要動詞的語氣（通常為直述或命令語氣）。例如：

太 2:8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

… Poreuqe,ntej evxeta,sate avkribw/j peri. tou/ paidi,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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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調查訊問 確定切實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 <命令語氣>

在此，分詞“(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也附隨主要動詞“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調查訊問”的命令語氣，以

致分詞的動作也是聽者受命令要去行的動作。情境分詞又可以稱爲“附隨分詞”。

太 22:13 於是王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 Dh,santej auvtou/ po,daj kai. cei/raj evkba,lete auvto.n eivj to. sko,toj to. evxw,teron\
… (他們)那時(也是)拴綁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腳 並且 到於(她們)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黑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在外面的； … <命令語氣>

太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

靈的名〕

poreuqe,ntej ou=n maqhteu,sate pa,nta ta. e;qnh( bapti,zontej auvtou.j eivj to. o;noma tou/ patro.j kai.
tou/ uiòu/ kai. tou/ àgi,ou pneu,matoj(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作門徒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他們)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命令語氣>

可 16:20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evkei/noi de. evxelqo,ntej evkh,ruxan pantacou/( …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在各處地， … <直述語氣>

分詞：副詞性：獨立分詞：所有格獨立句 (Adverbial Participle--Absolute Participle--Genitive Absolute)：所有格

獨立句。

所有格獨立句的用法極爲重要；所以，在此再以不同的例子再一次解釋所有格獨立句的含義： 

所有格獨立句 (Genitive Absolute)：是動詞作形容詞(分詞)的一個特別用法，它的結構為：

所有格名詞 + 所有格分詞 (位置可以互相調換，且所有格名詞為所有格分詞動作的主語)

通常它和主要句子各有不同的主詞，在文法上沒有直接的關連，只是獨立地表達一個關連的狀況，並且大

多數時候是在句子的開始。它的意思常為“從屬某某狀況時”，意思近似為“當某某狀況時”。例如：

約 2:3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

kai. us̀terh,santoj oi;nou le,gei h̀ mh,thr tou/ VIhsou/ pro.j auvto,n( Oi=non ouvk e;cousinÅ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落後短缺了的 從屬(他)酒，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酒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其中，“從屬(他)那時(也是)落後短缺了的 從屬(他)酒”即為所有格獨立句。其意思為：

從屬“(他)酒 (他)那時(也是)落後短缺了的”的狀況時

（其中，酒是分詞動作“落後短缺”的主語）

意思近似為：當酒那時落後短缺了的時候，耶穌的母親對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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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5: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 o[ti e;ti àmartwlw/n o;ntwn hm̀w/n Cristo.j ùpe.r h̀mw/n avpe,qanenÅ
… 是這樣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們)犯罪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我們， (他)基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其中，“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們)犯罪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我們”為所有格獨立句。其意思為：

從屬“我們 依然仍舊地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們)犯罪的” 的狀況時

意思近似為：當我們依然仍舊是犯罪的人的時候，基督他那時爲了我們死去。 

太 9:33 鬼被趕出去，啞吧就說出話來；眾人都希奇說：在以色列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kai. evkblhqe,ntoj tou/ daimoni,ou evla,lhsen o` kwfo,jÅ …

並且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鬼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聽講遲鈍的。 …

可 9:28 耶穌進了屋子，門徒就暗暗的問他說：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他去呢。

kai. eivselqo,ntoj auvtou/ eivj oi=kon oì maqhtai. auvtou/ katV ivdi,an evphrw,twn auvto,n( …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

當句子意思清晰時，所有格獨立句的所有格名詞可以省略。例如：

太 17:14 耶穌和門徒到了眾人那裏，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跪下，說：

Kai. evlqo,ntwn pro.j to.n o;clon prosh/lqen auvtw/| a;nqrwpoj gonupetw/n auvto.n kai. le,gwn(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人 (他)現正持續屈膝跪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所有格獨立句也可以在句子的中間或後面。例如：

羅 5:13 沒有律法之先，罪已經在世上；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a;cri ga.r no,mou àmarti,a h=n evn ko,smw|( àmarti,a de. ouvk evllogei/tai mh. o;ntoj no,mou(
直至達到 因為 從屬(他)律法 (她)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她)罪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結算在內，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律法；

分詞：副詞性：獨立分詞：直接受格獨立句 (Adverbial Participle--Absolute Participle--Accusative Absolute)：直

接受格獨立句。對於“直接受格獨立句”，學者的看法頗爲分歧。新約聖經中現在有的例子也都具有相當

的爭議，或者也可以用不同的語法規則（如，破格文體 anacoluthon：亦即，一句話中，文法結構改變而造

成的不連貫性）來解釋。例如：

徒 26:3 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猶太人的規矩，和他們的辯論；所以求你耐心聽我。

ma,lista gnw,sthn o;nta se pa,ntwn tw/n kata. VIoudai,ouj evqw/n te kai. zhthma,twn( dio. de,omai
makroqu,mwj avkou/sai, mouÅ
最特別尤其地 到於(他)內行專家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你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從屬(它們)習慣常例 並/又 並且 從屬(它們)所探索尋求；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忍耐寬容地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從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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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1: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

榮耀；

pefwtisme,nouj tou.j ovfqalmou.j th/j kardi,aj Îum̀w/nÐ eivj to. eivde,nai um̀a/j ti,j evstin h` evlpi.j th/j
klh,sewj auvtou/( …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光照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你們 (她)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請召喚 從屬(他)同一者， …

學者認為這裏有三種可能的解釋。可以為“破格文體(anacoluthon)”，意即，“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光照了

的”本當為間接受格“在對”並聯結於第 17 節的“在對你們”。第二種可能的解釋，是把“到於(他們)現在

已經被光照了的 到於(他們)眼睛”作為第 17 節動詞“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的直接受詞，而以一種鬆散

的方式解釋前面的“到於(它)靈/風”[註：在啓 5：6 中，被殺羔羊的七眼，被解釋為是神的(七)靈。]。第三

種可能的解釋，是把“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光照了的”及“到於那些眼睛”視為少有的直接受格獨立句。

分詞：副詞性：獨立分詞：間接受格獨立句 (Adverbial Participle--Absolute Participle--Dative Absolute)：間接受

格獨立句。

新約可能沒有合適的間接受格獨立句範例。

分詞：副詞性：獨立分詞：主格獨立句 (Adverbial Participle--Absolute Participle--Nominative Absolute)：主格獨

立句。學者對於“主格獨立句”的看法也頗爲分歧。新約聖經中現在有的例子也都具有一些的爭議，或者

可以用不同的語法規則（如，破格文體 anacoluthon：亦即，一句話中，文法結構改變而造成的不連貫性）

來解釋。例如：

徒 19:34 只因他們認出他是猶太人，就大家同聲喊著說：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阿；如此約有兩小時。

evpigno,ntej de. o[ti VIoudai/o,j evstin( fwnh. evge,neto mi,a evk pa,ntwn ẁj evpi. w[raj du,o krazo,ntwn(
Mega,lh h̀ :Artemij VEfesi,wnÅ
(他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猶太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正如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鐘點時刻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她)極大的 (她)那 (她)亞底米 從屬(他們)以弗所人的。

啟 2: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kai. o` nikw/n kai. o` thrw/n a;cri te,louj ta. e;rga mou( dw,sw auvtw/| evxousi,an evpi. tw/n evqnw/n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直至達到

從屬(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我，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分詞：副詞性：獨立直述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Independent Participle)：分詞在缺乏主要動詞的情況下獨立

地表達一個直述的概念。例如：

啟 1:16 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kai. e;cwn evn th/| dexia/| ceiri. auvtou/ avste,raj ep̀ta. kai. evk tou/ sto,matoj auvtou/ ròmfai,a di,stomoj
ovxei/a evkporeuome,nh kai. h̀ o;yij auvtou/ wj̀ o` h[lioj fai,nei evn th/| duna,mei auvtou/Å
並且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星星

到於(他們)七個；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她)刀劍 (他)兩刃的

(她)敏銳鋒利的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並且 (她)那 (她)外觀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為照亮顯明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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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9:12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

oi` de. ovfqalmoi. auvtou/ ÎẁjÐ flo.x puro,j( kai. evpi. th.n kefalh.n auvtou/ diadh,mata polla,( e;cwn
o;noma gegramme,non o] ouvdei.j oi=den eiv mh. auvto,j(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她)火焰 從屬(它)火，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冠冕 (它們)許多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名字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同一者。

分詞：副詞性：獨立命令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Imperative Participle)：分詞在缺乏主要動詞的情況下表達

一個命令。例如：

羅 12:9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H avga,ph avnupo,kritojÅ avpostugou/ntej to. ponhro,n( kollw,menoi tw/| avgaqw/|(
(她)那 (她)愛 (她)不會作戲假裝的。 (他們)現正持續極其憎恨厭惡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惡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貼近連合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良善的。

彼前 2:18 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

Oi` oivke,tai up̀otasso,menoi evn panti. fo,bw| toi/j despo,taij( ouv mo,non toi/j avgaqoi/j kai.
evpieike,sin avlla. kai. toi/j skolioi/jÅ
(他們)那些 (他們)家僕 (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畏懼害怕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主宰者；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良善的 並且

在對(他們)適度公正的， 但乃是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彎轉曲折的。

分詞迂迴式用法

分詞：迂迴式用法：迂迴式現在直述 (Participle in Periphrasis--Periphrastic Present Indicative)：迂迴式現在直述

具有<他/她/它現在持續是+現正持續____了的>的格式，可以為持續現在，也可以為現在重複習慣的動作。

例如：

徒 19:36 這事既是駁不倒的，你們就當安靜，不可造次。

avnantirrh,twn ou=n o;ntwn tou,twn de,on evsti.n ùma/j katestalme,nouj up̀a,rcein kai. mhde.n
propete.j pra,sseinÅ
從屬(它們)無可置辯的 這樣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它)現正持續成固定必須了的[非人稱用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平息安靖了的

現要去持續源屬具有， 並且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莽撞鹵莽的 現要去持續實施行使。

啟 1:18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 kai. evgeno,mhn nekro.j kai. ivdou. zw/n eivmi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 kai. e;cw ta.j klei/j tou/
qana,tou kai. tou/ a[|douÅ
… 並且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死掉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我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並且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鑰匙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陰間。

分詞：迂迴式用法：迂迴式現在完成直述 (Participle in Periphrasis--Periphrastic Perfect Indicative)：迂迴式現在

完成直述具有<他/她/它現在持續是+現在已經____了的>的格式，強調的是動作完成所造成的“結果依然沒

有改變的狀態”（而一般現在完成式在相對的角度上比較強調的是“動作的完成”，而其結果或影響到現

在沒有改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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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2:2 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ouvde.n de. sugkekalumme,non evsti.n o] ouvk avpokalufqh,setai kai. krupto.n o] ouv gnwsqh,setaiÅ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然而也 (它)現在已經被完全遮蓋隱藏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啟示揭露； 並且 (它)乃隱藏遮掩的， (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認識知道。

羅 13:1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 Ouv ga.r e;stin evxousi,a eiv mh. up̀o. qeou/( ai` de. ou=sai up̀o. qeou/ tetagme,nai eivsi,n\
…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權柄掌握，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神； (她們)那些

然而也 (她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神 (她們)現在已經被安排定規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分詞迂迴式的表達方式也可以用在“命令語氣”。例如：

路 12:35 你們腰裏要束上帶，燈也要點著；

:Estwsan um̀w/n ai` ovsfu,ej periezwsme,nai kai. oi` lu,cnoi kaio,menoi\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是 從屬你們 (她們)那些 (她們)腹腰 (她們)現在已經被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燈火 (他們)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上例中分詞迂迴式的表達，前者為迂迴式現在完成命令語氣，後者為迂迴式現在式命令語氣。

路 19:17 主人說：好，良善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十座城。

… o[ti evn evlaci,stw| pisto.j evge,nou( i;sqi evxousi,an e;cwn evpa,nw de,ka po,lewnÅ
…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最微小低下的 (他)誠且信的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你現在就要持續是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她們)十個 從屬(她們)城邑。

分詞迂迴式的表達方式也可以用在“假設語氣”。例如：

約 3:27 約翰說：若不是從天上賜的，人就不能得甚麼。

… Ouv du,natai a;nqrwpoj lamba,nein ouvde. e]n eva.n mh. h=| dedome,non auvtw/| evk tou/ ouvranou/Å
…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人 現要去持續拿取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一個，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給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約 17:19 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

kai. up̀e.r auvtw/n evgw. ag̀ia,zw evmauto,n( i[na w=sin kai. auvtoi. hg̀iasme,noi evn avlhqei,a|Å
並且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 我現在持續使成聖 到於(他)我自己，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分詞：迂迴式用法：迂迴式過去不完成直述 (Participle in Periphrasis--Periphrastic Imperfect Indicative)：迂迴式

過去不完成直述具有<他/她/它當時持續是+現正持續____了的>的格式，可以為持續，也可以為重複習慣的

動作。例如：

可 9:4 忽然有以利亞同摩西向他們顯現；並且和耶穌說話。

kai. w;fqh auvtoi/j VHli,aj su.n Mwu?sei/ kai. h=san sullalou/ntej tw/| VIhsou/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以利亞 共同一起 在對(他)摩西；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共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林後 5:19 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

付了我們。

wj̀ o[ti qeo.j h=n evn Cristw/| ko,smon katalla,sswn eàutw/|( mh. logizo,menoj auvtoi/j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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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ptw,mata auvtw/n …

正如地 是這樣 (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現正持續改正復和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估算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他們)同一者， …

分詞：迂迴式用法：迂迴式過去完成直述 (Participle in Periphrasis--Periphrastic Pluperfect Indicative)：迂迴式過

去完成直述具有<他/她/它當時持續是+現在已經____了的>的格式，可以強調過去動作結果依然沒有改變的

狀態，或強調説明過去動作的實際完成，或當時已完成動作的狀態。例如： 

路 15:24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o[ti ou-toj o` uìo,j mou nekro.j h=n kai. avne,zhsen( h=n avpolwlw.j kai. eur̀e,qhÅ …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死掉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又再活；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

加 4:3 我們為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也是如此。

ou[twj kai. hm̀ei/j( o[te h=men nh,pioi( up̀o. ta. stoicei/a tou/ ko,smou h;meqa dedoulwme,noi\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我們 當這時地 我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嬰孩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奴僕了的；

連接動詞有“生發成爲”也可以構成迂迴式的表達。例如：

啟 16:10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獸的座位上，獸的國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

Kai. o` pe,mptoj evxe,ceen th.n fia,lhn auvtou/ evpi. to.n qro,non tou/ qhri,ou( kai. evge,neto h` basilei,a
auvtou/ evskotwme,nh( …

並且 (他)那 (他)第五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座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它)同一者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有黑暗了的； …

分詞：迂迴式用法：迂迴式未來直述 (Participle in Periphrasis--Periphrastic Future Indicative)：迂迴式未來直述

具有<他/她/它將要(持續)是+現正持續____了的>的格式，可以表達狀態，也可以表達動作的持續。例如：

太 10:22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kai. e;sesqe misou,menoi up̀o. pa,ntwn dia. to. o;noma, mou\ ò de. up̀omei,naj eivj te,loj ou-toj
swqh,setaiÅ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被恨惡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在底下停留持守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林前 14:9 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說的是甚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

ou[twj kai. um̀ei/j dia. th/j glw,sshj eva.n mh. eu;shmon lo,gon dw/te( pw/j gnwsqh,setai to.
lalou,menonÈ e;sesqe ga.r eivj ave,ra lalou/ntejÅ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舌頭/語言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易於識別指明的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認識知道 (它)那 (它)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你們將要(持續)是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他)空中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分詞：迂迴式用法：迂迴式未來完成直述 (Participle in Periphrasis--Periphrastic Present Indicative)：迂迴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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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直述具有<__將要(持續)是+現在已經____了的>的格式，這種格式在新約聖經已完全取代一般未來完成

式的用法。例如：

太 16:19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

要釋放。

… kai. o] eva.n dh,sh|j evpi. th/j gh/j e;stai dedeme,non evn toi/j ouvranoi/j( kai. o] eva.n lu,sh|j evpi. th/j gh/j
e;stai lelume,non evn toi/j ouvranoi/jÅ
…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鬆綁脫解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來 2:13 又說：『我要倚賴他。』又說：『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

kai. pa,lin( VEgw. e;somai pepoiqw.j evpV auvtw/|( kai. pa,lin( VIdou. evgw. kai. ta. paidi,a a[ moi e;dwken
o` qeo,jÅ
並且 重新又再地， 我 我將要(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小孩童， 到於(它們)這些個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他)那 (他)神。

(2) 動詞作名詞 (不定詞)

動詞作名詞(不定詞)不具語氣（直述/假設/祈使/命令），人稱（我、你、他/她/它），數（單數、複數），

也沒有特定的主詞。如果需要表明不定詞動作的執行者，則通常以直接受格(到於)表達；但這時可能會與不

定詞動作的直接作用對象(也是直接受格)產生混淆，需要特別地注意。

此外，動詞作名詞(不定詞)可以有定冠詞來加以指定，限制，或確認，所使用的定冠詞一般為中性單數的定

冠詞“(它)那”，但“格”可以不同。

動詞性不定詞

不定詞：動詞性：目的不定詞<主要動詞+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Purpose)：<主要動詞+不定詞>的格式表

達目的。例如：

太 2: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 ei;domen ga.r auvtou/ to.n avste,ra evn th/| avnatolh/| kai. h;lqomen proskunh/sai auvtw/|Å
…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因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星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出之東方，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太 5:17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Mh. nomi,shte o[ti h=lqon katalu/sai to.n no,mon h' tou.j profh,taj\ ouvk h=lqon katalu/sai avlla.
plhrw/saiÅ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視成慣例而認定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充滿添足。

不定詞：動詞性：目的不定詞<從屬(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Purpose)：<從屬(它)那+不定詞>的格

式表達目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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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8:5 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踐踏，天上的飛鳥又來喫盡了。

VExh/lqen o` spei,rwn tou/ spei/rai to.n spo,ron auvtou/Å …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散佈播撒

到於(他)那 到於(他)種子 從屬(他)同一者； …

羅 6: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 o[ti o` palaio.j h̀mw/n a;nqrwpoj sunestaurw,qh( i[na katarghqh/| to. sw/ma th/j àmarti,aj( tou/
mhke,ti douleu,ein h̀ma/j th/| àmarti,a|\
… 是這樣 (他)那 (他)老舊的 從屬我們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一同釘十字架，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它)那 (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從屬(它)那 不再可以地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到於我們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在此，直接受格“到於我們”為不定詞“現要去持續作奴僕”的主語。

不定詞：動詞性：目的不定詞<向內進入+到於(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Purpose)：<向內進入+到於

(它)那+不定詞>的格式表達目的。例如：

羅 1:11 因為我切切的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

evpipoqw/ ga.r ivdei/n um̀a/j( i[na ti metadw/ ca,risma um̀i/n pneumatiko.n eivj to. sthricqh/nai um̀a/j(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你們， 為要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應該交出分享 到於(它)恩賜 在對你們 到於(它)屬靈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堅定加固 到於你們；

在此，直接受格“到於你們”為被動語態不定詞“那時(也是)要去被堅定加固”的主語。

帖前 3:5 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發人去，要曉得你們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誘惑人的到底誘惑了你們，叫

我們的勞苦歸於徒然。

dia. tou/to kavgw. mhke,ti ste,gwn e;pemya eivj to. gnw/nai th.n pi,stin um̀w/n( mh, pwj evpei,rasen um̀a/j
o` peira,zwn kai. eivj keno.n ge,nhtai o` ko,poj h̀mw/nÅ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我 不再可以地 (他)現正持續包容覆蔽了的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你們，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虛空無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那 (他)勞碌疲累 從屬我們。

不定詞：動詞性：目的不定詞<在前面向著+到於(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Purpose)：<在前面向著+

到於(它)那+不定詞>的格式表達目的。例如：

太 6:1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

Prose,cete Îde.Ð th.n dikaiosu,nhn ùmw/n mh. poiei/n e;mprosqen tw/n avnqrw,pwn pro.j to. qeaqh/nai
auvtoi/j\ …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從屬你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定睛觀看

在對(他們)同一者； …

太 13:30 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留著

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裏。

… Sulle,xate prw/ton ta. ziza,nia kai. dh,sate auvta. eivj de,smaj pro.j to. katakau/sai auvta,( to.n de.
si/ton sunaga,gete eivj th.n avpoqh,khn mou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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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搜集 首先地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稗子，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拴綁

到於(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捆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焚燒燒毀

到於(它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穀物麥粒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聚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收藏倉庫 從屬我。

不定詞：動詞性：目的不定詞<以致+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Purpose)：<以致+不定詞>的格式表達目的。

例如：

太 10:1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Kai. proskalesa,menoj tou.j dw,deka maqhta.j auvtou/ e;dwken auvtoi/j evxousi,an pneuma,twn
avkaqa,rtwn w[ste evkba,llein auvta. kai. qerapeu,ein pa/san no,son kai. pa/san malaki,anÅ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污穢的， 以致 現要去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行侍候紓解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疾病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虛軟纖弱。

路 4:29 就起來攆他出城，他們的城造在山上，他們帶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 kai. h;gagon auvto.n e[wj ovfru,oj tou/ o;rouj evfV ou- h̀ po,lij wv|kodo,mhto auvtw/n w[ste
katakrhmni,sai auvto,n\
…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從屬(她)山脊前緣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這個 (她)那 (她)城邑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營建修造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拋下懸崖 到於(他)同一者；

不定詞：動詞性：目的不定詞<正如地+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Purpose)：<正如地+不定詞>的格式表達目

的。例如：

路 9:52 便打發使者在他前頭走；他們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他預備。

… kai. poreuqe,ntej eivsh/lqon eivj kw,mhn Samaritw/n ẁj et̀oima,sai auvtw/|\
…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鄉村

從屬(他們)撒瑪利亞人， 正如地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他)同一者；

徒 20:24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

惠的福音。

avllV ouvdeno.j lo,gou poiou/mai th.n yuch.n timi,an evmautw/| ẁj teleiw/sai to.n dro,mon mou kai. th.n
diakoni,an h]n e;labon para. tou/ kuri,ou VIhsou/( diamartu,rasqai to. euvagge,lion th/j ca,ritoj tou/
qeou/Å
但乃是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到於(她)具珍貴價值的 在對(他)我自己， 正如地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完滿成全

到於(他)那 到於(他)賽跑歷程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拿取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定詞：動詞性：結果不定詞<主要動詞+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Result)：<主要動詞+不定詞>的格式表

達結果。例如：

徒 5:3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

… ~Anani,a( dia. ti, evplh,rwsen o` Satana/j th.n kardi,an sou( yeu,sasqai, se to. pneu/ma to. a[gion
kai. nosfi,sasqai avpo. th/j timh/j tou/ cwri,ouÈ
… 阿,(他)亞拿尼亞，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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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他)撒但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說謊作假 到於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扣押挪用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珍貴價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塊地域？

啟 5: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

揭開那七印。

… ivdou. evni,khsen o` le,wn o` evk th/j fulh/j VIou,da( h` rì,za Daui,d( avnoi/xai to. bibli,on kai. ta.j ep̀ta.
sfragi/daj auvtou/Å
…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獲勝 (他)那 (他)獅子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猶大地方， (她)那 (她)根 從屬(他)大衛，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圖章封印 從屬(它)同一者。

不定詞：動詞性：結果不定詞<從屬(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Result)：<從屬(它)那+不定詞>的格式

表達結果。例如：

徒 18:10 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裏我有許多的百姓。

dio,ti evgw, eivmi meta. sou/ kai. ouvdei.j evpiqh,setai, soi tou/ kakw/sai, se( dio,ti lao,j evsti, moi polu.j
evn th/| po,lei tau,th|Å
為是這樣之緣故 我 我現在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你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傷害苦待 到於你；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 (他)許多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同一者。

羅 7:3 所以丈夫活著，他若歸於別人，便叫淫婦；丈夫若死了，他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雖然歸於別人，也

不是淫婦。

… eva.n de. avpoqa,nh| o` avnh,r( evleuqe,ra evsti.n avpo. tou/ no,mou( tou/ mh. ei=nai auvth.n moicali,da
genome,nhn avndri. et̀e,rw|Å
…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她)自由自主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淫婦

到於(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不定詞：動詞性：結果不定詞<向內進入+到於(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Result)：<向內進入+到於

(它)那+不定詞>的格式表達結果。例如：

羅 6:12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

Mh. ou=n basileue,tw h` am̀arti,a evn tw/| qnhtw/| um̀w/n sw,mati eivj to. up̀akou,ein tai/j evpiqumi,aij
auvtou/(
不會/不要 這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作君王 (她)那 (她)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會死亡的 從屬你們

在對(它)身體，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它)同一者；

加 3:17 我是這麼說：神預先所立的約，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廢掉，叫應許歸於虛空。

tou/to de. le,gw\ diaqh,khn prokekurwme,nhn ùpo. tou/ qeou/ ò meta. tetrako,sia kai. tria,konta e;th
gegonw.j no,moj ouvk avkuroi/ eivj to. katargh/sai th.n evpaggeli,anÅ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她)遺囑契約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預先促使成權威有效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四百個 並且 到於(它們)三十個

到於(它們)年 (他)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他)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成無效，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使完全閒散停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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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詞：動詞性：結果不定詞<以致+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Result)：<以致+不定詞>的格式表達結果。

例如：

路 5:7 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 kai. h=lqon kai. e;plhsan avmfo,tera ta. ploi/a w[ste buqi,zesqai auvta,Å
…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兩方面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船隻， 以致 現要去持續被使下沉 到於(它們)同一者。

林前 13: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

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 kai. eva.n e;cw pa/san th.n pi,stin w[ste o;rh meqista,nai( avga,phn de. mh. e;cw( ouvqe,n eivmiÅ
… 並且 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以致 到於(它們)高山 現要去持續轉移遷動， 到於(她)愛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是。

不定詞：動詞性：時間不定詞：先前<在前面+從屬(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Time--Antecedent

Time)：<在前面+從屬(它)那+不定詞>的格式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發生的時間是在不定詞動作的時間之前。例

如：

約 1:48 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那裏知道我呢。耶穌回答說：腓力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

看見你了。

… Pro. tou/ se Fi,lippon fwnh/sai o;nta ùpo. th.n sukh/n ei=do,n seÅ
… 在前面 從屬(它)那 到於你 到於(他)腓利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花果樹，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你。

在此，“到於(他)腓利”及“到於你”皆為直接受格，為不定詞“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的主語及賓語。

何者為主語，何者為賓語，這須按照上下文理的邏輯關係來決定。

加 2:12 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喫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

與外邦人隔開了。

pro. tou/ ga.r evlqei/n tinaj avpo. VIakw,bou meta. tw/n evqnw/n sunh,sqien\ …

在前面 從屬(它)那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雅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當時持續一同喫食； …

不定詞：動詞性：時間不定詞：先前<在之前地+(甚或/或而)+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Time--Antecedent

Time)：<在之前地+(甚或/或而)+不定詞>的格式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發生的時間是在不定詞動作的時間之前。

例如：

太 1: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

孕。

… pri.n h' sunelqei/n auvtou.j eur̀e,qh evn gastri. e;cousa evk pneu,matoj àgi,ouÅ
…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到來前往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約 4:49 那大臣說：先生，求你趁著我的孩子還沒有死，就下去。

… Ku,rie( kata,bhqi pri.n avpoqanei/n to. paidi,on mouÅ
…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在之前地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從屬我。

不定詞：動詞性：時間不定詞：同時<在内+在對(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Time--Contempora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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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在内+在對(它)那+不定詞>的格式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發生的時間是在不定詞動作的時間的同時。例

如：

太 13:25 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裏，就走了。

evn de. tw/| kaqeu,dein tou.j avnqrw,pouj h=lqen auvtou/ o` evcqro.j …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睡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仇視敵對的， …

路 1:21 百姓等候撒迦利亞，詫異他許久在殿裏。

Kai. h=n o` lao.j prosdokw/n to.n Zacari,an kai. evqau,mazon evn tw/| croni,zein evn tw/| naw/|
auvto,nÅ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迦利亞，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耽擱遲延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到於(他)同一者。

不定詞：動詞性：時間不定詞：隨後<<轉換其中>隨到後+到於(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Time--

Subsequent Time)：<<轉換其中>隨到後+到於(它)那+不定詞>的格式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發生的時間是在不定詞

動作的時間之後。例如：

太 26:32 但我復活以後，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meta. de. to. evgerqh/nai, me proa,xw um̀a/j eivj th.n Galilai,anÅ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喚醒起來 到於我， 我將要(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路 12:5 我要指示你們當怕的是誰；當怕那殺了以後，又有權柄丟在地獄裏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正要怕

他。

… fobh,qhte to.n meta. to. avpoktei/nai e;conta evxousi,an evmbalei/n eivj th.n ge,ennanÅ nai. le,gw um̀i/n(
tou/ton fobh,qhteÅ
…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那時(也是)要去在內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不定詞：動詞性：時間不定詞：直到<一直直到+從屬(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Time—Till Certain

Time)：<一直直到+從屬(它)那+不定詞>的格式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發生的時間是持續到不定詞動作發生的時

間。新約只有一個範例。例如：

徒 8:40 後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傳福音，直到該撒利亞。

… kai. dierco,menoj euvhggeli,zeto ta.j po,leij pa,saj e[wj tou/ evlqei/n auvto.n eivj Kaisa,reianÅ
…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城邑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一直直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不定詞：動詞性：原因不定詞<<徹底經過>為著緣故+到於(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Cause)：<<徹底

經過>為著緣故+到於(它)那+不定詞>的格式表達原因。例如：

太 13:6 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

hl̀i,ou de. avnatei,lantoj evkaumati,sqh kai. dia. to. mh. e;cein rì,zan evxhra,nqhÅ
從屬(他)日頭太陽 然而也 從屬(他)那時(也是)升起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有熾熱燒灼；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她)根，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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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24 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他知道萬人；

auvto.j de. VIhsou/j ouvk evpi,steuen auvto.n auvtoi/j dia. to. auvto.n ginw,skein pa,ntaj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耶穌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定詞：動詞性：原因不定詞<在對(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Cause)：<在對(它)那+不定詞>的格式

表達原因。例如：

林後 2:13 那時因為沒有遇見兄弟提多，我心裏不安，便辭別那裏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ouvk e;schka a;nesin tw/| pneu,mati, mou tw/| mh. eur̀ei/n me Ti,ton to.n avdelfo,n mou( avlla.
avpotaxa,menoj auvtoi/j evxh/lqon eivj Makedoni,anÅ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持有 到於(她)鬆弛放開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我， 在對(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找到尋見 到於我 到於(他)提多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我； 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離開辭別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馬其頓。

不定詞：動詞性：原因不定詞<由于為此地+從屬(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Cause)：<由于為此地+從

屬(它)那+不定詞>的格式表達原因。新約只有一個範例。例如：

林後 7:12 我雖然從前寫信給你們，卻不是為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們

顧念我們的熱心，表明出來。

a;ra eiv kai. e;graya um̀i/n( ouvc e[neken tou/ avdikh,santoj ouvde. e[neken tou/ avdikhqe,ntoj avllV e[neken
tou/ fanerwqh/nai th.n spoudh.n um̀w/n th.n up̀e.r hm̀w/n pro.j ùma/j evnw,pion tou/ qeou/Å
果然如此 若是 並且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不是/不 由于為此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行不義了的， 然而也不是地 由于為此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行不義了的，

但乃是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她)那 到於(她)勤奮殷切 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定詞：動詞性：補語不定詞 (Complementary/Supplementary Verbal Infinitive)：<主要動詞+不定詞>的格式補

充説明主要動詞的意思，如“起始為首”，“熱戀愛慕”/“有期盼指望”/“諮商決意”/“定意”，“設想

認為對”，“準備快要”，“能夠可能”等，及類似含義的動詞。例如：

路 21:36 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 i[na katiscu,shte evkfugei/n tau/ta pa,nta ta. me,llonta gi,nesqai kai. staqh/nai e;mprosqen tou/
uiòu/ tou/ avnqrw,pouÅ
…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壓服勝過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立定站住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來 7:25 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o[qen kai. sw,|zein eivj to. pantele.j du,natai tou.j prosercome,nouj diV auvtou/ tw/| qew/|( pa,ntote zw/n
eivj to. evntugca,nein up̀e.r auvtw/nÅ
從這裏地 並且 現要去持續拯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成全到底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總是地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當面懇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定詞：動詞性：方法不定詞<在内+在對(它)那+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Means)：<在内+在對(它)那+不

定詞>的格式表達方法，但有時“在内+在對(它)那”被省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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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3:26 神既興起他的僕人，〔或作兒子〕就先差他到你們這裏來，賜福給你們，叫你們各人回轉，離開罪

惡。

um̀i/n prw/ton avnasth,saj o` qeo.j to.n pai/da auvtou/ avpe,steilen auvto.n euvlogou/nta um̀a/j evn tw/|
avpostre,fein e[kaston avpo. tw/n ponhriw/n um̀w/nÅ
在對你們 首先地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祝福稱讚了的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轉動翻轉 到於(他)各個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惡性 從屬你們。

徒 15:10 現在為甚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負的軛，放在門徒的頸項上呢。

nu/n ou=n ti, peira,zete to.n qeo.n evpiqei/nai zugo.n evpi. to.n tra,chlon tw/n maqhtw/n o]n ou;te oi`
pate,rej hm̀w/n ou;te hm̀ei/j ivscu,samen basta,saiÈ
現在此時地 這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他)軛/天平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到於(他)這個 並不/又不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不/又不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提舉擔負？

來 5:5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Ou[twj kai. o` Cristo.j ouvc èauto.n evdo,xasen genhqh/nai avrciere,a avllV o` lalh,saj pro.j
auvto,n( Uiò,j mou ei= su,( evgw. sh,meron gege,nnhka, se\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不是/不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歸榮耀

那時(也是)要去被生發成為 到於(他)大祭司； 但乃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發言講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兒子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是 你， 我 今日地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你。

不定詞：動詞性：命令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of Command)：在沒有主要動詞的情況下表達一個命令。例

如：

路 9:3 對他們說：行路的時候，不要帶拐杖，和口袋，不要帶食物，和銀子，也不要帶兩件褂子。

… Mhde.n ai;rete eivj th.n òdo,n( mh,te rà,bdon mh,te ph,ran mh,te a;rton mh,te avrgu,rion mh,te Îavna.Ð
du,o citw/naj e;ceinÅ
…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提起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棍杖，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皮袋行囊，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麵餅，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它)銀錢； 並不會/又不會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現要去持續持有。

羅 12:15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cai,rein meta. cairo,ntwn( klai,ein meta. klaio,ntwnÅ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現要去持續哭泣哀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不定詞：動詞性：獨立不定詞 (Verbal Infinitive Absolute)：不定詞獨立地使用，如同一個主要動詞。例如：

徒 23:26 大略說：革老丟呂西亞，請巡撫腓力斯大人安。

Klau,dioj Lusi,aj tw/| krati,stw| h̀gemo,ni Fh,liki cai,reinÅ
(他)革老丟 (他)呂西亞 在對(他)那 在對(他)最堅強尊榮的 在對(他)領導治理之人 在對(他)腓力斯：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來 7:9 並且可說：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藉著亞伯拉罕納了十分之一；

kai. wj̀ e;poj eivpei/n( diV VAbraa.m kai. Leui. ò deka,taj lamba,nwn dedeka,tw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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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正如地 到於(它)説辭講法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利未 (他)那 到於(她們)十分之一的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取十分之一；

名詞性不定詞

不定詞：名詞性：主詞不定詞 (Substantival Infinitive of Subject)：不定詞作主詞用，常帶有定冠詞“(它)

那”，或連用於非人稱動詞，如“成固定必須”。例如：

羅 7:18 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 to. ga.r qe,lein para,keitai, moi( to. de. katerga,zesqai to. kalo.n ou;\
… (它)那 因為 現要去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旁邊 在對我； (它)那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不是/不； <定冠詞>

太 3:15 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或作禮〕於是約翰許了他。

… ou[twj ga.r pre,pon evsti.n hm̀i/n plhrw/sai pa/san dikaiosu,nhnÅ …

…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它)現正持續突顯適宜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至義。 … <非人稱動詞>

腓 1: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evmoi. ga.r to. zh/n Cristo.j kai. to. avpoqanei/n ke,rdojÅ
在對"我" 因為 (它)那 現要去持續活， (他)基督； 並且 (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它)利潤收益。 <定冠詞>

腓 3: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你們要靠主喜樂。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於我並不為難，於你們卻是妥當。

To. loipo,n( avdelfoi, mou( cai,rete evn kuri,w|Å ta. auvta. gra,fein um̀i/n evmoi. me.n ouvk ovknhro,n( um̀i/n
de. avsfale,j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在對"我" 的確 不是/不 (它)遲疑怠惰的，

在對你們 然而也 (它)穩妥確實的。 <無定冠詞>

不定詞：名詞性：受詞不定詞<直接受詞> (Substantival Infinitive of Object--Direct Object)：不定詞作直接受詞

用。例如：

太 19:14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 :Afete ta. paidi,a kai. mh. kwlu,ete auvta. evlqei/n pro,j me( tw/n ga.r toiou,twn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孩童，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到於(它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從屬(它們)那些 因為 從屬(它們)那種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無定冠詞>

徒 25:11 我若行了不義的事，犯了甚麼該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辭；他們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實，就沒有人

可以把我交給他們。我要上告於該撒。

eiv me.n ou=n avdikw/ kai. a;xion qana,tou pe,praca, ti( ouv paraitou/mai to. avpoqanei/n\ …

若是 的確 這樣 我現在持續行不義， 並且 到於(它)相配值得的 從屬(他)死 我現在已經實施行使

到於(它)任何什麼，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要求免去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 <定冠詞>

腓 2: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o]j evn morfh/| qeou/ up̀a,rcwn ouvc àrpagmo.n hg̀h,sato to. ei=nai i;sa q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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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個 在內 在對(她)形貌特質 從屬(他)神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不是/不 到於(他)強取劫奪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它們)相似等同的 在對(他)神， <定冠詞>

不定詞：名詞性：受詞不定詞<間接引用語> (Substantival Infinitive of Object--Indirect Discourse)：不定詞在間接

引用語作為主要動詞的受詞，引用語可以是直述語氣或命令語氣。例如：

可 12:18 撒都該人常說沒有復活的事；他們來問耶穌說：

Kai. e;rcontai Saddoukai/oi pro.j auvto,n( oi[tinej le,gousin avna,stasin mh. ei=nai( …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們)撒都該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

約 12:29 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

o` ou=n o;cloj o` es̀tw.j kai. avkou,saj e;legen bronth.n gegone,nai( a;lloi e;legon( :Aggeloj auvtw/|
lela,lhkenÅ
(他)那 這樣 (他)群眾 (他)那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她)打雷 現已經去生發成為；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使者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不定詞：名詞性：解説不定詞：同位語 (Explanatory Substantival Infinitive--Apposition)：不定詞作爲解説同位

語。例如：

羅 14:13 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寧可定意誰也不給弟兄放下絆腳跌人之物。

Mhke,ti ou=n avllh,louj kri,nwmen\ avlla. tou/to kri,nate ma/llon( to. mh. tiqe,nai pro,skomma tw/|
avdelfw/| h' ska,ndalonÅ
不再可以地 這樣 到於(他們)彼此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 但乃是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區別審斷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它)絆腳物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甚或/或而 到於(它)機關陷阱。

在此，帶定冠詞的不定詞短語作爲同位語來解説前面的指定代名詞“到於(它)那同一者”。

帖前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tou/to ga,r evstin qe,lhma tou/ qeou/( o` àgiasmo.j um̀w/n( avpe,cesqai ùma/j avpo. th/j pornei,aj(
(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使成聖 從屬你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在此，不定詞短語作爲“(它)那同一者”的同位語來解説神的“(它)所定意”，也就是“(他)那 (他)使成聖”

的意思。但在此，也可以將“(他)那 (他)使成聖”視爲“(它)那同一者”的同位語，而以不定詞短語作爲補

說語不定詞來補充說明“(他)那 (他)使成聖”的意思。

雅 1:27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

世俗。

qrhskei,a kaqara. kai. avmi,antoj para. tw/| qew/| kai. patri. au[th evsti,n( evpiske,ptesqai ovrfanou.j
kai. ch,raj evn th/| qli,yei auvtw/n( a;spilon eàuto.n threi/n avpo. tou/ ko,smouÅ
(她)儀式奉行 (她)乾淨純潔的 並且 (她)乃不沾染玷污的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視察眷顧 到於(他們)失親孤兒的 並且

到於(她們)寡婦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壓迫患難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沒有污染玷辱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此，不定詞短語作爲“(她)那同一者”的同位語來解説在神面前的“(她)儀式奉行”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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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詞：名詞性：解説不定詞：補說語 (Explanatory Substantival Infinitive--Epexegetical)：不定詞作爲解説補說

語。例如：

太 3:14 約翰想要攔住他，說：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裏來麼。

… VEgw. crei,an e;cw up̀o. sou/ baptisqh/nai( kai. su. e;rch| pro,j meÈ
… 我 到於(她)需用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並且 你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在此，不定詞短語作爲補說語來解説前面的“到於(她)需用” 的意思。

可 1:7 他傳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 ou- ouvk eivmi. ik̀ano.j ku,yaj lu/sai to.n im̀a,nta tw/n up̀odhma,twn auvtou/Å
…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達到足夠的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鬆綁脫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皮帶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鞋 從屬(他)同一者。

在此，不定詞短語作爲補說語來解説前面的 “(他)達到足夠的” 的意思。

約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o[soi de. e;labon auvto,n( e;dwken auvtoi/j evxousi,an te,kna qeou/ gene,sqai( toi/j pisteu,ousin eivj to.
o;noma auvtou/(
(他們)這每一切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在此，不定詞短語作爲補說語來解説前面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的意思。

在動詞作名詞(不定詞)的各種時態中，只有未來式具有時間的意義，其他的時態則主要在表達動作的狀態。

徒 23:30 後來有人把要害他的計謀告訴我，我就立時解他到你那裏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

mhnuqei,shj de, moi evpiboulh/j eivj to.n a;ndra e;sesqai evxauth/j e;pemya pro.j se. paraggei,laj kai.
toi/j kathgo,roij le,gein Îta.Ð pro.j auvto.n evpi. sou/Å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透露告訴了的 然而也 在對我 從屬(她)陰謀策劃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將要去(持續)是， 立時地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他)那時(也是)命令吩咐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控告之人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你。

來 3:18 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麼。

ti,sin de. w;mosen mh. eivseleu,sesqai eivj th.n kata,pausing auvtou/ eiv mh. toi/j avpeiqh,sasinÈ
在對(他們)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不會/不要 將要去(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歇止息 從屬(他)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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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希臘文的條件句 (Conditional Sentences)

希臘文的條件句由假定子句(Protasis)和結論主句(Apodosis)組成。簡單地說，希臘文的條件句在時間的考慮

層面，可以分為三類：現在，過去，未來；在可能性的考慮層面，可以分為兩種：一個是簡單直接或高可

能性的真實條件句，另一個是低可能性或與事實相反的假設條件句。

下面的表格列出理想狀態下希臘文條件句的格式，但在實際新約希臘文的使用中常常不是按照這種理想狀

態下希臘文條件句的格式。這個表格只是給弟兄姊妹一個參考。

簡單直接或高可能性的真實條件句 低可能性或與事實相反的假設條件句

現

在

假定子句：若是(eiv) + 現在持續

結論主句：現在持續

例：羅馬 7：16

假定子句：若是(eiv) + 當時持續

結論主句：當時持續 + 但凡(a'n)
例：林前 11：31 ；希伯來 11 ：15*

過

去

假定子句：若是(eiv) + 當時持續 / 那時(也是)

結論主句：當時持續 / 那時(也是)

例：啟示錄 20：15

假定子句：若是(eiv) + 那時(也是)

結論主句：那時(也是) + 但凡(a'n)
例：馬太 24：22 ；林前 2：8

未

來

假定子句：但凡若是(eva.n) +
現在應該持續 / 那時(也是)應該

結論主句：將要(持續)

例：馬可 3：25 ；羅馬 10：9

假定子句：若是(eiv) + 可以

結論主句：可以 + 但凡(a'n)
未來假設條件句在新約中沒有完整的範例

註：有時假定子句和結論主句可以有不同時間的結合。例：馬可 3 ：26

註：在假設條件句中，如果句意清楚，有時會省略“但凡(a'n)”一字。例：馬太 26 ：24

*註：按照 Herbert W. Smyth 的 Greek Grammar (1920),

假定：若是(ei) + 當時持續 結論：當時持續 + 但凡(a'n)
為“現在或過去”之與事實相反的假設條件句。

假定子句(Protasis) 一般都是由“若是(eiv)”開始；但在未來簡單直接或高可能性的真實條件句中，則可由

“但凡若是(eva.n)”開始。不過，“但凡若是(eva.n)”是等於“若是(ei)”加上“但凡(a'n)”的結合縮寫。

結論主句(Apodosis) 則分為兩類：

第一類沒有“但凡(a'n)”一字，是表示簡單直接或高可能性的真實條件句。換言之，是表達在假定子句的條

件情況下，一個“很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第二類則含“但凡(a'n)”一字，是表示低可能性或與事實相反的假設條件句。換言之，是表達在假定子句的

條件情況下，一個“希望可以發生，卻不太可能發生”或“有可能發生，事實上卻沒有發生”的狀況。

一般而言，在中文代表字原文聖經中，簡單直接或高可能性的真實條件句很容易明白；但如果“但凡(a'n)”
一字出現在條件句的結論主句中，就必須特別留意，因為，這是一個表示低可能性或與事實相反的假設條

件句，常在表達一個“有可能發生，卻沒有發生”的狀況。

事實上，弟兄姊妹應該要熟悉以羅伯遜(A. T. Robertson)為主的學者以不同的分類法區分希臘文的條件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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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這種分類法在實際的運用上面似乎比較更為實用。

假定子句(Protasis) 結論主句(Apodosis) 表達

第一類條件句

The first class
condition

若是(eiv)+任何直述語氣

否定多用“不是/不(ouvk)”
直述，命令，假設

表達現在，過去，或未來

真實的可能性

Determined as Fullfilled

第二類條件句

The second class
condition

若是(eiv)+直述(當時持續/那

時(也是))

否定多用“不會/不要(mh)”

(但凡(a'n))+直述(當時持續/

那時(也是))

表達現在或過去與事實相

反的假設

Determined as Unfullfilled

第三類條件句

The third class
condition

但凡若是(eva.n)+假設語氣

否定用“不要/不(mh.)”
直述，命令，假設

表達未來比較可能或現在

一般可能的假設

Undetermined, but with
Prospect of Determination

第四類條件句

The fourth class
condition

若是(eiv)+祈使語氣

否定用“不會/不要(mh.)”
(但凡(a'n))+祈使語氣)

表達未來希望可能的假設

Remote Prospect of
Determination

直述語氣：可能直述：第一類條件直述：真實條件 (Potential Indicative--Indica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Portrayal

of Truth as True for Sake of Argument)：直述語氣用在第一類條件句，為真實條件。例如：

太 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eiv de. evn pneu,mati qeou/ evgw. evkba,llw ta. daimo,nia( a;ra e;fqasen evfV um̀a/j h` basilei,a tou/ qeou/Å
若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我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果然如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 15:20 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若遵守

了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

… eiv evme. evdi,wxan( kai. um̀a/j diw,xousin\ eiv to.n lo,gon mou evth,rhsan( kai. to.n um̀e,teron
thrh,sousinÅ
… 若是 到於"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追趕迫求， 並且 到於你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追趕迫求；

若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看護守衛，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你們之物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前面第一個條件句為真實條件：他們的確逼迫了主。但後面的條件句為可能為非真實條件但假設為真實。

直述語氣：可能直述：第一類條件直述：非真實條件假設為真實 (Potential Indicative--Indica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Portrayal of Falsehood as True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直述語氣用在第一類條件句，非真實條件假設

為真實。例如：

太 12:27 我若靠著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

kai. eiv evgw. evn Beelzebou.l evkba,llw ta. daimo,nia( oi` uiòi. um̀w/n evn ti,ni evkba,llousin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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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若是 我 在內 在對(他)別西卜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

可 3:26 若撒但自相攻打分爭，他就站立不住，必要滅亡。

kai. eiv o` Satana/j avne,sth evfV eàuto.n kai. evmeri,sqh( ouv du,natai sth/nai avlla. te,loj e;ceiÅ
並且 若是 (他)那 (他)撒但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但乃是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直述語氣：可能直述：第一類條件直述：可能為真實條件 (Potential Indicative--Indica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

Portrayal of something that May or May Not be Tr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eaker as True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直述語氣用在第一類條件句，可能為真實條件但假設為真實。例如：

太 4:3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 Eiv uiò.j ei= tou/ qeou/( eivpe. i[na oi` li,qoi ou-toi a;rtoi ge,nwntaiÅ
… 若是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為要 (他們)那些

(他們)石頭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麵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羅 8:9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 eiv de, tij pneu/ma Cristou/ ouvk e;cei( ou-toj ouvk e;stin auvtou/Å
…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基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同一者。

直述語氣：可能直述：第二類條件直述 (Potential Indicative--Indica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I)：直述語氣用在第

二類條件句，表達現在或過去與事實相反的假設條件句。例如：

約 5:46 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eiv ga.r evpisteu,ete Mwu?sei/( evpisteu,ete a'n evmoi,\ peri. ga.r evmou/ evkei/noj e;grayenÅ
若是 因為 你們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他)摩西， 你們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但凡 在對"我"；

<在周圍>關於 因為 從屬"我"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林前 11:31 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

eiv de. eàutou.j diekri,nomen( ouvk a'n evkrino,meqa\
若是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我們當時持續徹底分開辨明， 不是/不 但凡 我們當時持續被區別審斷；

雖然按照理想狀態下的條件句分類，“假定：若是 + 當時持續 結論：當時持續 + 但凡”的格式是表示與

現在事實相反的假設條件句，但按照 Herbert W. Smyth 的 Greek Grammar (1920)，這個格式可以為“現在或過

去”之與事實相反的假設條件句。例如下面一個例子即為與過去事實相反的假設條件句：

來 11:15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kai. eiv me.n evkei,nhj evmnhmo,neuon avfV h-j evxe,bhsan( ei=con a'n kairo.n avnaka,myai\
並且 若是 的確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記念想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行走移步出來，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但凡 到於(他)場合時節

那時(也是)要去轉返折回；

林前 2:8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 ei v ga.r e;gnwsan( ouvk a'n to.n ku,rion th/j do,xhj evstau,rwsanÅ
… 若是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不是/不 但凡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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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按照理想狀態下的條件句分類，“假定：若是 + 那時(也是) 結論：那時(也是) + 但凡”的格式是表示

與過去事實相反的假設條件句，但學者指出，下面的例子即為把預言未來的事件當作過去，而以過去事實

相反的假設條件句表達：

太 24:22 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

kai. eiv mh. evkolobw,qhsan ai` hm̀e,rai evkei/nai( ouvk a'n evsw,qh pa/sa sa,rx\ …

並且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切短刪減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拯救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

所以，在表達與事實相反的第二類條件句中，其時間的表達可能必須特別注意上下文理所表達的關係。

雖然在第二類與事實相反的假設條件句，一般會有“但凡(a'n)”一字出現在條件句的結論主句中。不過，如

果句意清楚，有時會省略“但凡(a'n)”一字。例如：

太 26:24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 ouvai. de. tw/| avnqrw,pw| evkei,nw| diV ou- o` uìo.j tou/ avnqrw,pou paradi,dotai\ kalo.n h=n auvtw/| eiv
ouvk evgennh,qh o` a;nqrwpoj evkei/nojÅ
… 哀哉呀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那 (他)人 (他)在那裏的那個。

假設語氣：可能假設：第三類條件假設：未來比較可能 (Potential Subjunctive--Subjunc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II-

-More Probable Future)：假設語氣(應該)用在第三類條件句，表達未來比較可能的結果。例如：

太 4:9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kai. ei=pen auvtw/|( Tau/ta, soi pa,nta dw,sw( eva.n pesw.n proskunh,sh|j moi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對你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但凡若是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對我。

路 13:3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ouvci,( le,gw um̀i/n( avllV eva.n mh. metanoh/te pa,ntej òmoi,wj avpolei/sqeÅ
真不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轉念悔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具同樣相同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假設語氣：可能假設：第三類條件假設：現在一般可能 (Potential Subjunctive--Subjunc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II-

-Present General)：假設語氣(應該)用在第三類條件句，表達現在一般實際可能的結果。例如：

太 5:46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

eva.n ga.r avgaph,shte tou.j avgapw/ntaj um̀a/j( ti,na misqo.n e;ceteÈ ouvci. kai. oì telw/nai to. auvto.
poiou/sinÈ
但凡若是 因為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你們，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他)工價報酬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豈不是呢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稅吏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提後 2:5 人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

eva.n de. kai. avqlh/| tij( ouv stefanou/tai eva.n mh. nomi,mwj avqlh,sh|Å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參賽競試 (他)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冠以花冠，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合法規慣律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參賽競試。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使用説明      130

第 130 頁

假設語氣：可能假設：第三類條件假設：讓步子句 (Potential Subjunctive--Subjunc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II--

Concessive Clauses)：假設語氣(應該)用在第三類條件句，表達讓步妥協下的可能。例如：

約 8:55 你們未曾認識他；我卻認識他；我若說不認識他，我就是說謊的，像你們一樣，但我認識他，也遵

守他的道。

kai. ouvk evgnw,kate auvto,n( evgw. de. oi=da auvto,nÅ ka'n ei;pw o[ti ouvk oi=da auvto,n( e;somai o[moioj um̀i/n
yeu,sthj\ avlla. oi=da auvto.n kai. to.n lo,gon auvtou/ thrw/Å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我 然而也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且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是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你們 (他)說謊作假者； 但乃是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看護守衛。

約 11:25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 VEgw, eivmi h̀ avna,stasij kai. h` zwh,\ ò pisteu,wn eivj evme. ka'n avpoqa,nh| zh,setai(
…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再站立起來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且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祈使語氣：可能未來祈使 (Potential Future Optative)：祈使語氣(可以)與“但凡”連用，表達一個潛在的可能

性，爲第四類條件句的結論主句。例如： 

徒 17:18 還有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與他爭論；有的說：這胡言亂語的要說甚麼；有的說：他似乎

是傳說外邦鬼神的；這話是因保羅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

… Ti, a'n qe,loi o` spermolo,goj ou-toj le,geinÈ …

…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定意 (他)那 (他)胡言亂語的 (他)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道說？ …

徒 26:29 保羅說：無論是少勸，是多勸，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個人，就是今天一切聽我的，都要像我一

樣，只是不要像我有這些鎖鍊。

… Euvxai,mhn a'n tw/| qew/| kai. evn ovli,gw| kai. evn mega,lw| ouv mo,non se. avlla. kai. pa,ntaj tou.j
avkou,onta,j mou sh,meron gene,sqai toiou,touj op̀oi/oj kai. evgw, eivmi parekto.j tw/n desmw/n tou,twnÅ
… 我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許願祈求 但凡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些微少許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極大的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你， 但乃是 並且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我 今日地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們)那種樣

(他)這什麼樣的 並且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在旁之外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捆鎖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祈使語氣：條件祈使：第四類條件假設 (Conditional Optative--Optative of Condition Class IV)：祈使語氣(可以)

與“若是”連用，表達一個未來較低的可能性，為第四類條件句的假設子句。例如：

林前 14:10 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卻沒有一樣是無意思的。

tosau/ta eiv tu,coi ge,nh fwnw/n eivsin evn ko,smw| kai. ouvde.n a;fwnon\
(它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巧遇得著， (它們)族類 從屬(他們)聲音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沉默無言的。

彼前 3:14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的威嚇或作所怕的〕

avllV eiv kai. pa,scoite dia. dikaiosu,nhn( maka,rioiÅ …

但乃是 若是 並且 你們現在可以持續經歷承受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至義， (他們)蒙至高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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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請注意，這幾類條件句互相混合的情況，也常見於新約聖經。例如：

徒 8:31 他說：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於是請腓利上車，與他同坐。

o` de. ei=pen( Pw/j ga.r a'n dunai,mhn eva.n mh, tij od̀hgh,sei meÈ …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怎樣如何地呢 因為 但凡 我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指引道路 到於我？ …

其中，結論主句“怎樣如何地呢 因為 但凡 我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為第四類條件句，而後面的

假定子句“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指引道路 到於我”則為第一類條件句。

其他形式的條件句

命令語氣表達條件

命令語氣：表達條件 (Imperative of Condition)：命令語氣表達命令，但在上下文的意思中也表達條件。例

如：

約 2: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 Lu,sate to.n nao.n tou/ton kai. evn trisi.n hm̀e,raij evgerw/ auvto,nÅ
…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到於(他)那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三個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我將要(持續)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雅 4:8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evggi,sate tw/| qew/| kai. evggiei/ um̀i/nÅ …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靠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靠近 在對你們。 …

希伯來文之省略型的祈咒慣用語

除此之外，新約聖經中還有一種條件語句的句型，這種句型可以說是希伯來文之省略型的祈咒慣用語，其

句型為：

若是 + 將要(持續)

這種句型在希伯來書中出現過三次，都是引用舊約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的經文，指明絕不會如此發生。

來 3:11 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wj̀ w;mosa evn th/| ovrgh/| mou\ Eiv eivseleu,sontai eivj th.n kata,pausi,n mouÅ
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起誓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激動忿怒 從屬我， 若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歇止息 從屬我。

除此之外在新約中只有在馬可福音八章十二節用過一次。

可 8:12 耶穌心裏深深的歎息說：這世代為甚麼求神蹟呢。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神蹟給這世代看。

… Ti, h` genea. au[th zhtei/ shmei/onÈ avmh.n le,gw ùmi/n( eiv doqh,setai th/| genea/| tau,th| shmei/onÅ
…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若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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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爲這種希伯來文式條件語句的句型，可以說是一種省略結論主句的特殊表達方式。 

副詞性分詞語氣表達條件

分詞：副詞性：條件分詞 (Adverbial Participle--Conditional Participle)：分詞表達主要動詞動作產生的條件，功

能類似第三類條件句。例如：

加 6:9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to. de. kalo.n poiou/ntej mh. evgkakw/men( kairw/| ga.r ivdi,w| qeri,somen mh. evkluo,menoiÅ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灰心喪膽；

在對(他)場合時節 因為 在對(他)私人個別的 我們將要(持續)收取莊稼，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被鬆軟疲憊了的。

提前 4:4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

o[ti pa/n kti,sma qeou/ kalo.n kai. ouvde.n avpo,blhton meta. euvcaristi,aj lambano,menon\
是這樣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所創造建立 從屬(他)神 (它)美好適當的，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可丟開棄置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感恩祝謝 (它)現正持續被拿取了的；

彼後 1:8 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tau/ta ga.r um̀i/n up̀a,rconta kai. pleona,zonta ouvk avrgou.j ouvde. avka,rpouj kaqi,sthsin eivj th.n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evpi,gnwsin\
(它們)那同一者 因為 在對你們 (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並且 (它們)現正持續使成更許多了的，

不是/不 到於(他們)閒散停頓的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們)沒有果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立派定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副詞性分詞的“所有格獨立句”也可以表達條件。例如：

來 10:26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

~Ekousi,wj ga.r àmartano,ntwn hm̀w/n meta. to. labei/n th.n evpi,gnwsin th/j avlhqei,aj( ouvke,ti peri.
am̀artiw/n avpolei,petai qusi,a(
具心甘情願地 因為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犯罪了的 從屬我們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不再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從那裏遺下留後 (她)犧牲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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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其他有關文法的中文代表字以及疑問句、比較級、否定詞的用法

其他有關文法的中文代表字如下：

詞性 中文代表字 詞性 中文代表字

形容詞 …的 副詞 …地

感嘆詞 …呀 質問詞 …呢

比較級 更 / 較… 質問副詞 …地呢

最高級 最… 無字尾變化之名詞 (-)

希臘文的疑問句

希臘文疑問句的表達有幾種方式：或可以用質問詞表達，或可以加句尾的問號“；”表達（希臘文的問號

不是“？”），或可以用特別的字詞表達。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仍採用大家熟悉的“？”為問號。

1 用質問詞表達的疑問句

希臘文之質問詞的中文代表字其字尾為“呢”。

希臘文的質問詞有許多，其中“到於(它)任何什麼呢”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質問詞，其用法也有多種不同的方

式。特以此為例：

質問詞“到於(它)任何什麼呢”可以引導一個疑問句，作爲疑問句中動詞的受詞。例如：

可 6:24 他就出去，對他母親說：我可以求甚麼呢？他母親說：施洗約翰的頭。

… Ti, aivth,swmaiÈ …

…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索問要求？ …

質問詞“到於(它)任何什麼呢”可以引導一個間接問句，同時作爲主句與間接問句中動詞的受詞。例如：

可 8:2 我憐憫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裏已經三天，也沒有喫的了。

… kai. ouvk e;cousin ti, fa,gwsin\
…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質問詞“到於(它)任何什麼呢”為中性單數直接受格，也可以具有副詞的功能，引導一個疑問句，其意思為

“爲什麽呢”。例如：

可 2:7 這個人為甚麼這樣說呢？他說僭妄的話了；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Ti, ou-toj ou[twj lalei/È blasfhmei/\ ti,j du,natai avfie,nai àmarti,aj eiv mh. ei-j ò qeo,jÈ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謗瀆。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罪，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一個， (他)那 (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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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問詞“到於(它)任何什麼呢”也可以與介係詞連用，以“<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的形式

引導一個疑問句，其意思為“爲著什麽緣故呢”。例如：

可 2:18 當下，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禁食；他們來問耶穌說：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禁食，你的門

徒倒不禁食，這是為甚麼呢？

… Dia. ti, oi` maqhtai. VIwa,nnou kai. oi` maqhtai. tw/n Farisai,wn nhsteu,ousin( oi` de. soi. maqhtai.
ouv nhsteu,ousinÈ
…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約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禁食，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你之物 (他們)門徒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禁食？

質問詞“到於(它)任何什麼呢”也可以與介係詞連用，以“向內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的形式引導一個

疑問句，其意思為“向著什麽原因呢”，也近似口語的“爲什麽呢”。例如：

太 14:31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 VOligo,piste( eivj ti, evdi,stasajÈ
… 阿,(他)乃小信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那時(也是)猶疑不決？

質問詞“到於(它)任何什麼呢”也可以與附屬連接詞連用，以“為要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的形式引導一個

疑問句，但有版本將之視為是一個複合字“為要任何什麼呢(為什麼呢)”，也就是“為什麼呢”。例如：

徒 4:25 你曾藉著聖靈，託你僕人我們祖宗大衛的口，說：『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 ~Inati, evfru,axan e;qnh kai. laoi. evmele,thsan kena,È
… 為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喧譁爭鬧 (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們)人民百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謀定籌算 到於(它們)虛空無有的？

徒 7:26 第二天，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就勸他們和睦，說：你們二位是弟兄，為甚麼彼此欺負呢？

… :Andrej( avdelfoi, evste\ iǹati, avdikei/te avllh,loujÈ
… 阿,(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持續是； 為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行不義

到於(他們)彼此？

2 用問號表達的疑問句

口語的希臘文可以用改變音調來表達疑問句，但在書寫時則在句尾加上一個問號“；”來表達疑問句。只

是因比較早期的手抄本是字與字相連，沒有標點符號或語音符號，所以只能從上下文的意思決定。例如：

太 8:29 他們喊著說：神的兒子，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時候還沒有到，你就上這裏來叫我們受苦麼？

… Ti, hm̀i/n kai. soi,( uìe. tou/ qeou/È h=lqej w-de pro. kairou/ basani,sai hm̀a/jÈ
…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也就在此地 在前面 從屬(他)場合時節 那時(也是)要去使有考驗折磨 到於我們？

在此有兩個疑問句。第一個疑問句由質問詞“(它)任何什麼呢”引導，而第二個疑問句沒有任何質問詞，而

是按照上下文理表達為疑問句。

正是因爲比較早期的手抄本是字與字相連，沒有標點符號或語音符號，所以由學者加上的標點符號有時候

是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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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2:21 你既是教導別人，還不教導自己麼？你講說人不可偷竊，自己還偷竊麼？

o` ou=n dida,skwn e[teron seauto.n ouv dida,skeijÈ o` khru,sswn mh. kle,ptein kle,pteijÈ
(他)那 這樣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你自己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教導？

(他)那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偷竊盜取， 你現在持續偷竊盜取？

這句經文也可以視爲一般的陳述句： 

羅 2:21 你既是教導別人，還不教導自己；你講說人不可偷竊，自己還偷竊。

o` ou=n dida,skwn e[teron seauto.n ouv dida,skeij\ o` khru,sswn mh. kle,ptein kle,pteijÅ
(他)那 這樣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你自己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教導；

(他)那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偷竊盜取， 你現在持續偷竊盜取。

這句經文也可以視爲特別的驚嘆句： 

羅 2:21 你既是教導別人，還不教導自己啊！你講說人不可偷竊，自己還偷竊啊！

o` ou=n dida,skwn e[teron seauto.n ouv dida,skeij\ o` khru,sswn mh. kle,ptein kle,pteijÅ
(他)那 這樣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你自己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教導！

(他)那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偷竊盜取， 你現在持續偷竊盜取！

3 用特別的字詞表達的疑問句

希臘文的疑問句也以某些特定的字詞表達，最常見的是用否定詞“不會/不要 [為條件的否定；若為質問=豈

會呢](mh.)”和“不是/不 [為絕對的否定；若為質問=豈非呢](ouvk)”。但請注意，這兩個字一般是用作否定

詞。前者為條件的否定，多用於假設，祈使，與命令語氣；後者為絕對的否定，則多用於直述語氣。按上

下文的意思，可以引導一個疑問句。

以“mh.”（不會/不要；若為質問=豈會呢）開始的疑問句，通常期待否定的答案。例如：

約 10:21 又有人說：這不是鬼附之人所說的話。鬼豈能叫瞎子的眼睛開了呢？

… mh. daimo,nion du,natai tuflw/n ovfqalmou.j avnoi/xaiÈ
… 豈會呢 (它)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屬(他們)瞎眼的 到於(他們)眼睛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這以“豈會呢”開始的疑問句暗示，事實上鬼是不能叫瞎子的眼睛開了。

林前 1:13 基督是分開的麼？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麼？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麼？

meme,ristai o` Cristo,jÈ mh. Pau/loj evstaurw,qh up̀e.r um̀w/n( h' eivj to. o;noma Pau,lou evbapti,sqhteÈ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分開 (他)那 (他)基督？ 豈會呢 (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甚或/或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保羅

你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以“ouvk”（不是/不；若為質問=豈非呢）開始的疑問句，通常期待肯定的答案。例如：

約 7:19 摩西豈不是傳律法給你們麼？你們卻沒有一個人守律法。為甚麼想要殺我呢？

ouv Mwu?sh/j de,dwken um̀i/n to.n no,monÈ kai. ouvdei.j evx um̀w/n poiei/ to.n no,monÅ ti, me zhtei/te
avpoktei/naiÈ
豈非呢 (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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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這以“豈非呢”開始的疑問句暗示，事實上摩西是已經傳律法給你們了。

林前 5:6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麼？

Ouv kalo.n to. kau,chma ùmw/nÅ ouvk oi;date o[ti mikra. zu,mh o[lon to. fu,rama zumoi/È
不是/不 (它)美好適當的 (它)那 (它)所誇耀 從屬你們。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細微極小的 (她)酵素 到於(它)整個全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團塊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酵？

以“ouvci,”（真不是；若為質問=豈不是呢）開始的疑問句，通常也期待肯定的答案。例如：

林前 9:1 我不是自由的麼？我不是使徒麼？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麼？你們不是我在主裏面所作之工麼？

Ouvk eivmi. evleu,qerojÈ ouvk eivmi. avpo,stolojÈ ouvci. VIhsou/n to.n ku,rion hm̀w/n èo,rakaÈ ouv to. e;rgon
mou um̀ei/j evste evn kuri,w|È
豈非呢 我現在持續是 (他)自由自主的？ 豈非呢 我現在持續是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豈不是呢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豈非呢 (它)那 (它)工作 從屬我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來 3:17 神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豈不是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麼？

ti,sin de. prosw,cqisen tessera,konta e;thÈ ouvci. toi/j àmarth,sasin( w-n ta. kw/la e;pesen evn th/|
evrh,mw|È
在對(他們)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使成惱恨厭煩 到於(它們)四十個 到於(它們)年？

豈不是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犯罪了的， 從屬(他們)這些個 (它們)那些 (它們)砍下的殘肢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以“mh,ti”（不會為任何什麼呢(豈會為任何什麼呢=豈會如此呢=豈會是呢)）開始的疑問句，通常也期待

否定的答案。例如：

路 6:39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瞎子豈能領瞎子？兩個人不是都要掉在坑裏麼？

… Mh,ti du,natai tuflo.j tuflo.n od̀hgei/nÈ ouvci. avmfo,teroi eivj bo,qunon evmpesou/ntaiÈ
… 豈會是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瞎眼的 到於(他)瞎眼的 現要去持續行指引道路？

豈不是呢 (他們)兩方面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深洞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落在其內？

約 4:29 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莫非這就是基督麼？

Deu/te i;dete a;nqrwpon o]j ei=pe,n moi pa,nta o[sa evpoi,hsa( mh,ti ou-to,j evstin o` Cristo,jÈ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到於(他)人，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豈會是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學者對撒瑪利亞婦人使用“豈會是呢”的疑問句有不同的看法。Robertson 認爲撒瑪利亞婦人自己已經確定

耶穌是基督，但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反對，而使用這種預期否定答案的問句；Vincent 則認爲撒瑪利亞婦人

的意思是“這應該不可能是吧？”，但又帶有一些盼望會是；也有學者認爲撒瑪利亞婦人還是有一些疑

惑，同時也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反對。

以“a=ra”（豈然真會如此呢）開始的疑問句，通常期待否定的答案。例如：

路 18:8 我告訴你們，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麼？

le,gw um̀i/n o[ti poih,sei th.n evkdi,khsin auvtw/n evn ta,ceiÅ plh.n o` uiò.j tou/ avnqrw,pou evlqw.n a=ra
eur̀h,sei th.n pi,stin evpi. th/j gh/jÈ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超出之外地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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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豈然真會如此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加 2:17 我們若求在基督裏稱義，卻仍舊是罪人，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麼？斷乎不是。

eiv de. zhtou/ntej dikaiwqh/nai evn Cristw/| eur̀e,qhmen kai. auvtoi. àmartwloi,( a=ra Cristo.j
am̀arti,aj dia,konojÈ mh. ge,noitoÅ
若是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他)基督

我們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犯罪的， 豈然真會如此呢 (他)基督 從屬(她)罪

(他)僕工執事？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以“豈然真會如此呢”開始的疑問句若加上“確實”通常期待否定的答案，但此時説話者可能帶有懷疑的

成分。例如：

徒 8:30 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裏，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便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麼？

… +Ara, ge ginw,skeij a] avnaginw,skeijÈ
… 豈然真會如此呢 確實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持續宣讀誦念？

以“eiv”（若是）開始的疑問句，其中大多數為間接問句，但也可以用在直接問句前面。例如：

路 23:6 彼拉多一聽見，就問這人是加利利人麼。

Pila/toj de. avkou,saj evphrw,thsen eiv o` a;nqrwpoj Galilai/o,j evstin(
(他)彼拉多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若是 (他)那 (他)人

(他)加利利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間接問句>

約 9:25 他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

avpekri,qh ou=n evkei/noj( Eiv àmartwlo,j evstin ouvk oi=da\ e]n oi=da o[ti tuflo.j w'n a;rti ble,pwÅ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若是 (他)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一個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瞎眼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現今地

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間接問句>

太 19:3 有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人無論甚麼緣故，都可以休妻麼？

Kai. prosh/lqon auvtw/| Farisai/oi peira,zontej auvto.n kai. le,gontej( Eiv e;xestin avnqrw,pw|
avpolu/sai th.n gunai/ka auvtou/ kata. pa/san aivti,anÈ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直接問句>

徒 19:2 問他們說：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也未曾聽見有聖靈賜下來。

ei=pe,n te pro.j auvtou,j( Eiv pneu/ma a[gion evla,bête pisteu,santejÈ …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若是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聖的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 <直接問句>

希臘文的比較級

1 比較級(更)的形容詞 + 被比較的所有格(從屬格)名詞

這是在比較級的用法中，最常用的格式之一；亦為“比較分格 (Ablative of Comparison)”的用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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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2:43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裏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

… VAmh.n le,gw ùmi/n o[ti h` ch,ra au[th h` ptwch. plei/on pa,ntwn e;balen tw/n ballo,ntwn eivj to.
gazofula,kion\
…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她)那 (她)寡婦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貧苦窮困的

到於(它)更多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收銀公庫；

林前 1:25 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o[ti to. mwro.n tou/ qeou/ sofw,teron tw/n avnqrw,pwn evsti.n kai. to. avsqene.j tou/ qeou/ ivscuro,teron
tw/n avnqrw,pwnÅ
是這樣 (它)那 (它)魯鈍愚拙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更明智通達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那 (它)軟弱無力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更強壯大力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意思近似為：是這樣，從屬那神的那魯鈍愚拙的，它現在持續是比那些人更為明智通達的。

2 比較級(更)的形容詞 + 甚或/或而(h') + 名詞 (格與所比較的名詞一致)

路 10:14 當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

plh.n Tu,rw| kai. Sidw/ni avnekto,teron e;stai evn th/| kri,sei h' um̀i/nÅ
超出之外地 在對(她)推羅 並且 在對(她)西頓 (它)較能支撐忍受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區別審斷 甚或/或而 在對你們。

約壹 4:4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 o[ti mei,zwn evsti.n ò evn um̀i/n h' o` evn tw/| ko,smw|Å
… 是這樣 (他)更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在內 在對你們 甚或/或而 (他)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3 比較級(更)的形容詞 + 在之上高超(ùpe.r) + 直接受格(到於格)的名詞

來 4: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Zw/n ga.r ò lo,goj tou/ qeou/ kai. evnergh.j kai. tomw,teroj up̀e.r pa/san ma,cairan di,stomon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因為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有功效的， 並且

(他)更快更利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兵刃 到於(她)兩刃的， …

意思近似為：並且，更快更利的，高超過於所有每一個的兩刃的兵刃。

路 16:8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作事聰明；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 o[ti oì uìoi. tou/ aivw/noj tou,tou fronimw,teroi up̀e.r tou.j uiòu.j tou/ fwto.j eivj th.n genea.n th.n
eàutw/n eivsinÅ
…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們)更精明聰敏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族類之世代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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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較級(更)的形容詞 + 在旁邊(para.) + 直接受格(到於)的名詞

路 3:13 約翰說：除了例定的數目，不要多取。

o` de. ei=pen pro.j auvtou,j( Mhde.n ple,on para. to. diatetagme,non um̀i/n pra,sseteÅ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更多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制定定規了的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實施行使。

來 3:3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

plei,onoj ga.r ou-toj do,xhj para. Mwu?sh/n hvxi,wtai( …

從屬(她)更多的 因為 (他)那同一者 從屬(她)榮耀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視為相配值得， …

來 9:23 照著天上樣式作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

VAna,gkh ou=n ta. me.n up̀odei,gmata tw/n evn toi/j ouvranoi/j tou,toij kaqari,zesqai( auvta. de. ta.
evpoura,nia krei,ttosin qusi,aij para. tau,tajÅ
(她)迫切需要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的確 到於(它們)典範隱喻 從屬(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被潔淨； 到於(它們)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在天上的 在對(她們)更優秀的 在對(她們)犧牲祭物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有些動詞按照上下文，也可以加上“在旁邊(para.) + 直接受格(到於)的名詞”而表達比較的功能。例如：

來 2:7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或作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小〕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

管理；

hvla,ttwsaj auvto.n bracu, ti parV avgge,louj( do,xh| kai. timh/| evstefa,nwsaj auvto,n(
你那時(也是)促使為更微小低下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稍許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使者； 在對(她)榮耀 並且 在對(她)珍貴價值 你那時(也是)冠以花冠 到於(他)同一者；

在此，有學者認爲“到於(它)稍許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可以表達程度，也可以表達時間。

來 1:9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hvga,phsaj dikaiosu,nhn kai. evmi,shsaj avnomi,an\ dia. tou/to e;crise,n se ò qeo.j o` qeo,j sou e;laion
avgallia,sewj para. tou.j meto,couj souÅ
你那時(也是)愛 到於(她)至義， 並且 你那時(也是)恨惡 到於(她)不法；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膏抹 到於你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神 從屬你， 到於(它)油 從屬(她)踴躍歡騰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參與有分的 從屬你。

5 更特別尤其地(ma/llon) + 甚或/或而(h') = 更甚於

約 3:19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

… kai. hvga,phsan oì a;nqrwpoi ma/llon to. sko,toj h' to. fw/j\ …

…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愛 (他們)那些 (他們)人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黑暗 甚或/或而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

徒 20:35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

比受更為有福。

… Maka,rio,n evstin ma/llon dido,nai h' lamba,neinÅ
… (它)蒙至高褔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更特別尤其地 現要去持續給與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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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的否定詞“不是/不” 和“不會/不要”

希臘文的用否定詞最常見的是：

“不是/不 [為絕對的否定；若為質問=豈非呢](ouvk) ” ：為絕對的否定，多用於直述語氣。

“不會/不要 [為條件的否定；若為質問=豈會呢](mh.)”：為條件的否定，多用於假設，祈使，命令語氣，分

詞，與不定詞。

一般而言，否定詞否定其後面緊接的字。例如：

太 4:7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Ouvk evkpeira,seij ku,rion to.n qeo,n souÅ
…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向外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直述語氣>

太 7:1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

Mh. kri,nete( i[na mh. kriqh/te\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區別審斷； <命令及假設語氣>

太 3:10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 pa/n ou=n de,ndron mh. poiou/n karpo.n kalo.n evkko,ptetai kai. eivj pu/r ba,lletaiÅ
… (它)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它)樹木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砍斷切開，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投擲。 <分詞>

太 5:34 只是我告訴你們，甚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座位；

evgw. de. le,gw ùmi/n mh. ovmo,sai o[lwj\ …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起誓 整個全部地； … <不定詞>

否定詞“不是/不”常常與“不會/不要”連用，形成一個加強否定“絕不”。例如：

太 5:26 我實在告訴你，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你斷不能從那裏出來。

avmh.n le,gw soi( ouv mh. evxe,lqh|j evkei/qen( e[wj a'n avpodw/|j to.n e;scaton kodra,nthnÅ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地，

一直直到 但凡 你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最末後的 到於(他)銅錢。

加 5: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Le,gw de,( pneu,mati peripatei/te kai. evpiqumi,an sarko.j ouv mh. tele,shteÅ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它)靈/風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到於(她)渴想慕戀

從屬(她)肉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完成。

否定詞“不是/不”常常與“但乃是”連用，形成一個對比。例如：

太 5:17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Mh. nomi,shte o[ti h=lqon katalu/sai to.n no,mon h' tou.j profh,taj\ ouvk h=lqon katalu/sai avlla.
plhrw/saiÅ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視成慣例而認定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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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充滿添足。

羅 4:4 作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

tw/| de. evrgazome,nw| o` misqo.j ouv logi,zetai kata. ca,rin avlla. kata. ovfei,lhma(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他)那 (他)工價報酬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恩典惠意，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所積負之債務；

否定詞“不會/不要”常常與“若是”連用，表達“若非”或“但除”。例如：

太 16:4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看；耶穌就離開他們去了。

… kai. shmei/on ouv doqh,setai auvth/| eiv mh. to. shmei/on VIwna/Å …

… 並且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約拿。 …

可 10:18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o` de. VIhsou/j ei=pen auvtw/|( Ti, me le,geij avgaqo,nÈ ouvdei.j avgaqo.j eiv mh. ei-j o` qeo,jÅ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良善的？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良善的，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一個，

(他)那 (他)神。

否定詞“不會/不要” 常常與“為要”連用，表達一個否定的目的”。例如：

可 14:38 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grhgorei/te kai. proseu,cesqe( i[na mh. e;lqhte eivj peirasmo,n\ …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

路 8:12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隨後魔鬼來，從他們心裏；把道奪去，恐怕他們信了得救。

… ei=ta e;rcetai ò dia,boloj kai. ai;rei to.n lo,gon avpo. th/j kardi,aj auvtw/n( i[na mh. pisteu,santej
swqw/sinÅ
… 其後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否定詞“ 不會/不要”有時也可以引導一個附屬子句，其意思接近於副詞片語“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或

“為要 不會/不要”，此時附屬子句的動詞多為假設語氣“應該”。這很接近於中文意思的“免得”。例

如：

可 13:5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 Ble,pete mh, tij um̀a/j planh,sh|\
…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迷途錯謬。

林前 10:12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w[ste o` dokw/n es̀ta,nai blepe,tw mh. pe,sh|Å
以致 (他)那 (他)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現已經去立定站住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落下墜落。

加 5:15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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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v de. avllh,louj da,knete kai. katesqi,ete( ble,pete mh. up̀V avllh,lwn avnalwqh/teÅ
若是 然而也 到於(他們)彼此 你們現在持續咬噬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吞喫，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彼此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耗盡。

否定詞“ 不會/不要” 有時也可以引導一個附屬子句，其功能接近於間接問句。這很接近於中文意思的

“是否”，其意思也很接近上面的“免得”。例如：

路 11:35 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裏頭的光，或者黑暗了。

sko,pei ou=n mh. to. fw/j to. evn soi. sko,toj evsti,nÅ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眺望偵察 這樣， 不會/不要 (它)那 (它)光明 (它)那 在內 在對你 (它)黑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西 2:8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

就把你們擄去；

ble,pete mh, tij um̀a/j e;stai o` sulagwgw/n dia. th/j filosofi,aj kai. kenh/j avpa,thj kata. th.n
para,dosin tw/n avnqrw,pwn( kata. ta. stoicei/a tou/ ko,smou kai. ouv kata. Cristo,n\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帶走掠物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理哲學 並且 從屬(她)虛空無有的

從屬(她)欺矇誘騙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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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新約希臘文的介係詞

普通希臘文(Koine Greek)和傳統的古典希臘文(Classical Greek)的區別之一，就是普通希臘文使用了更多的介

係詞(Preposition)，使句子的意思更為清楚。

希臘文的介係詞是根源於副詞，常常在囘答與地方（哪裏）或時間（何時）概念有關的問題。一般而言，

介係詞其後接字詞的格(Case)就在釐清介係詞所帶出的問題，以致希臘文的介係詞與後接字詞的格有緊密的

關係。

希臘文的介係詞分爲兩大類，一類為固有介係詞(Proper Preposition)，另一類為非固有介係詞(Improper

Preposition)。非固有介係詞又稱爲副詞性介係詞(Adverbial Preposition)。固有介係詞為一般常見的介係

詞，而副詞性介係詞則為副詞又作爲介係詞使用；當副詞作爲介係詞使用時，其用法與固有介係詞相似，

其中除了“同時一齊地”後接字詞為“在對格”及“接近地”後接字詞有時候為“在對格”以外，在其他

情況副詞性介係詞其後接字詞幾乎皆為“從屬格”。本章的討論乃以一般常見的固有介係詞爲主。 

希臘文的固有介係詞中，有的介係詞只支配一個格，有的介係詞可以支配兩個格，有的介係詞則可以支配

三個格。但支配兩個格或三個格的介係詞，介係詞的意義就因著後接字詞的格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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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支配一個格的介係詞與其中文代表字：

只支配一個格的介係詞

+ 直接受格(+到於)

eivj 向內進入 into

avna. 向上 / 再向上(向上到 / 重複向上到=每個上到) each

+ 間接受格(+在對)

evn 在內 in, by means of

su.n 共同一起 together with

+ 所有格(+從屬)

avnti. 相對對應 instead of

avpo. 從那裏離開 away from

a;cri 到極點尖端(直至達到) up to, until

evk 向外出來 out of

pro. 在前面 before

下面是可支配兩個格的介係詞與其中文代表字：

可支配兩個格的介係詞

dia. 徹底經過 [+到於=為著緣故 / +從屬=經由]

+直接受格(+到於) 為著緣故 on account of

+所有格(+從屬) 經由 through

kata. 向下 [+到於=向下按照 / +從屬=向下相對]

+直接受格(+到於) 向下按照 according to

+所有格(+從屬) 向下相對 against

meta. 轉換其中 [+到於=到於其間(隨到後) / +從屬=從屬其間(隨同著)]

+直接受格(+到於) 到於其間(隨到後) after

+所有格(+從屬) 從屬其間(隨同著) with

peri. 在周圍 [+到於=在周圍 / +從屬=關於]

+直接受格(+到於) 在周圍 around, about

+所有格(+從屬) 關於 concerning

ùpe.r 在之上高超 [+到於=在之上高超 / +從屬=在之上為了]

+直接受格(+到於) 在之上高超 above

+所有格(+從屬) 在之上為了 on behalf of

ùpo. 在底下 [+到於=在底下 / +從屬=被從]

+直接受格(+到於) 在底下 under

+所有格(+從屬) 被從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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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可支配三個格的介係詞與其中文代表字：

可支配三個格的介係詞

evpi. 在上面 [+到於=到上面 / +在對=在上面 / +從屬=從上面]

+直接受格(+到於) +間接受格(+在對) +所有格(+從屬)

(到上面) (在上面) (從上面)

on in (the name of) in, at

para. 在旁邊 [+到於=到旁邊 / +在對=在旁邊 / +從屬=從旁邊]

+直接受格(+到於) +間接受格(+在對) +所有格(+從屬)

到旁邊 在旁邊 從旁邊

by the side of in the presence of from the side of

pro.j 在前面向著 [+到於=向著 / +在對=靠近在 / +從屬=為了]

+直接受格(+到於) +間接受格(+在對) +所有格(+從屬)

向著 靠近在 為了

unto at in the interest of

由於支配兩個格或三個格的介係詞，介係詞的意義就因著後接字詞的格不同而有不同，弟兄姊妹要多加留

意。

現在以支配兩個格的“徹底經過(dia.)”為例，若後接直接受詞“到於”，其意思為“徹底經過到於”，也

就是“為著緣故”。例如：

可 2:27 又對他們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

… To. sa,bbaton dia. to.n a;nqrwpon evge,neto kai. ouvc ò a;nqrwpoj dia. to. sa,bbaton\
… (它)那 (它)安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不是/不 (他)那 (他)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安息；

但，“徹底經過(dia)”若後接所有格“從屬”，其意思為“徹底經過從屬”，也就是“經由”。例如：

太 4: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 Ouvk evpV a;rtw| mo,nw| zh,setai o` a;nqrwpoj( avllV evpi. panti. rh̀,mati evkporeuome,nw| dia. sto,matoj
qeou/Å
… 不是/不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麵餅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他)那 (他)人，

但乃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所發表言說 在對(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神。

再以支配兩個格的“轉換其中(meta .)”為例，若後接直接受格“到於”，其意思為“轉換其中到於”，也就

是“到於其間” ，即 “ 隨到後”。例如：

太 1:12 遷到巴比倫之後，耶哥尼雅生撒拉鐵；撒拉鐵生所羅巴伯；

Meta. de. th.n metoikesi,an Babulw/noj VIeconi,aj evge,nnhsen to.n Salaqih,l( Salaqih.l de.
evge,nnhsen to.n Zorobabe,l(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移居流放 從屬(她)巴比倫 (他)耶哥尼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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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拉鐵； (他)撒拉鐵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所羅巴伯；

但，“轉換其中(meta.)”若後接所有格“從屬”，其意思為“轉換其中從屬”，也就是“從屬其間”，即

“隨同著”。例如：

太 1:23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

在。）

VIdou. h` parqe,noj evn gastri. e[xei kai. te,xetai uiò,n( kai. kale,sousin to. o;noma auvtou/
VEmmanouh,l( o[ evstin meqermhneuo,menon MeqV h̀mw/n o` qeo,jÅ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童身處女 在內 在對(她)肚腹 他/她/它將要(持續)持有，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產帶出 到於(他)兒子，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以馬內利；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他)那 (他)神。

其中，“<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他)那 (他)神”的意思為“那神隨同著我們”。

由於中文代表字已經按照介係詞後面所接字詞的格予以對等代表，以致節省了許多背誦的時間。但弟兄姊

妹要小心掌握介係詞所帶有的信息。

介係詞所限定詞之修飾詞的強調用法

一般而言，介係詞所限定的詞緊接在介係詞後面，但如果介係詞所限定的詞附帶有修飾詞，有時候介係詞

所限定的詞會與其修飾詞倒轉位置，使修飾詞被放置在一個強調的位置。例如：

提前 6:17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

受的神。

Toi/j plousi,oij evn tw/| nu/n aivw/ni para,ggelle mh. uỳhlofronei/n mhde. hvlpike,nai evpi. plou,tou
avdhlo,thti avllV evpi. qew/| tw/| pare,conti h̀mi/n pa,nta plousi,wj eivj avpo,lausin(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世紀時代

你現在就要持續命令吩咐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成高傲， 然而也不要 現已經去有期盼指望

<在上面>在上面 從屬(他)豐滿富足 在對(她)不清晰明確， 但乃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展示提供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具豐滿富足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滿心享受；

在此，學者認爲所有格名詞與所修飾名詞顛倒次序，以強調所有格名詞。 

介係詞的一般性用法

介係詞修飾動詞

一般而言，介係詞帶所限定名詞可以修飾動詞，也可以修飾名詞。當介係詞帶所限定名詞用來修飾動詞

時，介係詞所傳達的概念直接與其所修飾的動詞發生關係。例如：

太 7:19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pa/n de,ndron mh. poiou/n karpo.n kalo.n evkko,ptetai kai. eivj pu/r ba,lletaiÅ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樹木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砍斷切開，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投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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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向內進入 到於(它)火”說明動詞“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投擲”動作的方向。

徒 10:43 眾先知也為他作見證，說：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tou,tw| pa,ntej oì profh/tai marturou/sin a;fesin àmartiw/n labei/n dia. tou/ ovno,matoj auvtou/
pa,nta to.n pisteu,onta eivj auvto,nÅ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在此，“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為不定

詞“那時(也是)要去拿取”的主語。“<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說明不定詞“那時(也是)要去

拿取”動作的途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說明分詞“到於(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動作的方向。

介係詞修飾名詞

當介係詞帶所限定名詞用來修飾名詞時，介係詞所傳達的概念直接與其所修飾的名詞發生關係。例如：

太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 VEdo,qh moi pa/sa evxousi,a evn ouvranw/| kai. evpi. Îth/jÐ gh/jÅ
…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我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權柄掌握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路 11:5 耶穌又說：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那裏去說：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

… Ti,j evx um̀w/n e[xei fi,lon kai. poreu,setai pro.j auvto.n mesonukti,ou kai. ei;ph| auvtw/|( Fi,le(
crh/so,n moi trei/j a;rtouj(
… (他)任何什麼呢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他)朋友，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它)半夜，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朋友，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供借用 在對我

到於(他們)三個 到於(他們)麵餅；

徒 10:45 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kai. evxe,sthsan oì evk peritomh/j pistoi. o[soi sunh/lqan tw/| Pe,trw|( o[ti kai. evpi. ta. e;qnh h` dwrea.
tou/ àgi,ou pneu,matoj evkke,cutai\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驚異失定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割禮 (他們)誠且信的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是這樣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她)那 (她)賞賜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外傾注澆流；

來 6:1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

神，

Dio. avfe,ntej to.n th/j avrch/j tou/ Cristou/ lo,gon evpi. th.n teleio,thta ferw,meqa( mh. pa,lin
qeme,lion kataballo,menoi metanoi,aj avpo. nekrw/n e;rgwn kai. pi,stewj evpi. qeo,n(
為這個緣故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完美全備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被負載攜帶， 不會/不要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根基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向下投擲了的

從屬(她)轉悟悔改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死掉的 從屬(它們)工作， 並且 從屬(她)信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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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係詞的副詞性用法

此外，介係詞也有副詞性的用法，使得介係詞之限定詞的格不按照一般的規則，或沒有限定詞。例如：

可 14:19 他們就憂愁起來，一個一個的問他說：是我麼。

h;rxanto lupei/sqai kai. le,gein auvtw/| ei-j kata. ei-j( Mh,ti evgw,È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被致憂傷愁苦， 並且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一個 向下[副詞性用法] (他)一個， 豈會是呢 我？

徒 10:16 這樣一連三次，那物隨即收回天上去了。

tou/to de. evge,neto evpi. tri,j kai. euvqu.j avnelh,mfqh to. skeu/oj eivj to.n ouvrano,nÅ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副詞性用法] 三次地，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 (它)那 (它)器皿用具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林後 11:23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麼；（我說句狂話）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

的，冒死是屢次有的；

dia,konoi Cristou/ eivsinÈ parafronw/n lalw/( up̀e.r evgw,\ …

(他們)僕工執事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錯想狂妄了的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在之上高超[副詞性用法] 我。 …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使用説明      149

第 149 頁

十二 新約希臘文字典字詞之中文代表字的形成

新約希臘文字典(Lexicon)字詞之中文代表字的形成主要是依據詹姆斯.思壯(James Strong)所列舉之“字與字

的關係”及其“定義與解釋”，並參考 Thayer 的希臘文字典(Thayer’s Greek Lexicon)之字義分析而成。

一般而言，許多弟兄姊妹對新約希臘文單一字詞的認識，多來自希臘文字典或百科全書(Encyclopedia)對單

一字詞的解釋，加上經文彙編(Concordance)詳列這個單一字詞在整個新約的使用；進一步追求的弟兄姊妹

，則使用希臘文字詞研究(Word Study)或字詞描述(Word Picture)，並參考其他有關的經文注釋(Commentary)

等工具書。

馬健源(Paul Ma)弟兄多年前追溯詹姆斯.思壯(James Strong)所列舉之“字與字的關係”而編成“新約希臘文

字系(New Testament Greek Word Family)”，並刊載在“原文編號新約全書”的後半部。藉著希臘文字系的

應用，得以對新約希臘文單一字詞的認識，從研讀單一字詞的角度，擴大到整個字系的層面；也就是說，

從整個字系的字根(Root Word)，到整個字系的發展，經由認識字系中之字與字的關係，並延伸到複合字

(Compound Word)的相關字系，進而廣度地探討並建立對單一字詞的認識。

這種“由原文字系的角度，探討並建立對單一字詞之認識”的應用，對“新約希臘文字典字詞之中文代表

字的形成”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約略而言，希臘文字典字詞之中文代表字的形成，是以字系(Word Family)為單位。在整個字系中，先找出

字根(Root Word 或稱為 Primary Word)的基本含義，經由經文彙編，按希臘文文法的講究，研讀字根及同一

字系中其他單字的使用，包括由字根衍生出的動詞，形容詞，名詞等等，再比較在其他字系中可能有的同

義字的關係，而決定字根的中文代表字。

在可能的情況下，字根的中文代表字儘可能地由四個中文字組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三個字，或

兩個字，或一個字。基本上，除非字系間有某種相關，不同字系的字根必定是不同的中文代表字，使研究

經文的時候，能很快地發現在前後文中所使用屬於同一個字系的字詞。這種屬於同一字系相關的字詞，經

常因翻譯的緣故而被隱藏。

一旦字根的中文代表字確定之後，接下來就按照主要以詹姆斯.思壯(James Strong)所列舉之“字與字的關

係”，以“添加字”的方式，首先推衍到直接由字根所衍生出來的字詞，再依次推展到由字根衍生字再衍

生的字詞，並依此類推。

所謂“添加字”的方式，就是按照詞性的變化而添加字，通常是添加一個字，例如，的，有，成，作，

為，行，等等。舉例而言，由動詞或名詞衍生出來的形容詞，就由動詞或名詞字尾加“的”而成；從形容

詞衍生出來的名詞，多數由形容詞的前面加上“為”，再去掉形容詞字尾的“的”而成；若字尾(Suffix)為

“thj”的名詞，如果是地方，則是在字的後面加上“人”，如果是其他，則是在字的後面加上“者”，以

表達希臘文這一字尾的特性。

再者，從形容詞衍生出來的動詞，多數由形容詞的前面加上“成”，再去掉形容詞字尾的“的”而成；從

名詞衍生出來的動詞，由名詞的前面加上“有”或其他具有可以意義的單字而成；但字尾為“euw”的動

詞，如果是動作，則前面加上的是“行”，如果是職稱，則前面加上的是“作”，以表達希臘文這一字尾

的特性。有時因特別的詞尾和中文表達方式的考慮，而添加兩個字，例如，如果動詞有“izw”的字尾，按

照不同詞性的變化，則加上使成，使有，或使為；如果動詞有“ow”的字尾，則加上的是“促使”。

許多時候，由字根演變出來的原意，衍生出相關卻不盡相同的的衍生用意；並且，原意和衍生用意各有其

重要性。為同時保留兩者，就以括號“( )”表達字詞的衍生用意。至於由動詞直接衍生出表達動詞狀態或

過程的名詞，通常是有“sij” 或 “moj” 的字尾，則維持動詞中文代表字的原形而不添加任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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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原文 Strong’s 編號為 0911“淹蓋浸沒 / ba,ptw”之字系：

字典編號
原文字典字

音譯
原文字典字 原文中文代表字原型 詞性 原文字源關係 原文字尾變化特別考慮

0907 baptizO bapti,zw 使為淹蓋浸沒(浸洗) 動詞 0911deri
verb_izO_making_使

成/使為/使有

0908 baptisma ba,ptisma 所使為淹蓋浸沒(所浸洗=浸洗之禮) 名詞
0907

{?baptism}
noun_ma_effect_所

0909 baptismos baptismo,j 使為淹蓋浸沒(浸洗) 名詞 0907
noun_mos_to show

acting

0910 baptistEs baptisth,j 使為淹蓋浸沒者(浸洗者) 名詞
0907

{?baptist}
noun_tEs_actor_者/物

0911* baptO ba,ptw 淹蓋浸沒(蘸浸) 動詞 primary

1686 embaptO evmba,ptw 在內淹蓋浸沒(在內蘸浸) 動詞 1722+0911

Strong’s 編號 0911“ba,ptw”是一個字根，按照 Strong 的意思是淹蓋浸沒(to overwhelm, i.e. cover wholly with

a fluid)，按照 Thayer 的意思是蘸浸(to dip, dip in, immerse)。中文代表字為“淹蓋浸沒(蘸浸)”。直接由 0911

衍生的有兩個字，0907 及 1686。

1686“evmba,ptw” 是由 1722“在內 / en”加上

0911“淹蓋浸沒(蘸浸) / ba,ptw”而成；因此，1686

直接的原意是“在內淹蓋浸沒”，它的衍生意義

為“(在內蘸浸)”；換言之，1686 的中文代表字就

成為“在內淹蓋浸沒(在內蘸浸)”。

0907“baptizw” 由 0911“ 淹 蓋 浸 沒 ( 蘸 浸 ) /

ba,ptw”衍生而成，兩者都是動詞。但 0907 有衍生

出來“izw”的字尾，於是加上“使為”，就成了

“使為淹蓋浸沒(浸洗)”，也就是受浸或受洗的動

詞，也是馬可七章四節中，洗杯罐的“洗”。

直接由 0907“使為淹蓋浸沒(浸洗) / baptizw”衍生

的有 0908，0909，0910。

0908“ba,ptisma”為一個名詞，有“ma”的字尾，表達動作的結果或果效(Effect)，按例在來源字前加上

“所”，就成了“所使為淹蓋浸沒(所浸洗)”，這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浸禮或洗禮”，因此，中文代表字

就成為 “所使為淹蓋浸沒(所浸洗=浸洗之禮) ”。

0909“baptismo,j”有“moj”的字尾，表達動作過程或狀態(Acting)，雖為名詞，按例保持動詞中文代表字的

原形，因此仍為“使為淹蓋浸沒(浸洗) ”。

0910“baptisth,j”有“thj”的字尾，表達做動作之人(Actor)，因來源字為動詞，按例在來源字尾加上

“者”，因此就成為“使為淹蓋浸沒者(浸洗者)”。

這種剛性(Rigid)的安排，雖然既拗口，又常產生不便之處，但卻保存了原文字系中字與字之間變化的關係，

在研究經文的過程中，有其獨特的重要性，希望弟兄姊妹能在其他主要的字系中，依照上面的例子，耐心

地分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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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的特殊使用

由於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是放在微軟(Microsoft)的數據表(Spreadsheet)上，以資料庫(Database)的形式

擺出，因此，數據表的多項功能，可以幫助經文的研讀。

篩選器(Filter)和搜尋(Find)就是非常有力的工具之一。利用篩選器和搜尋的功能，可以篩選同一編號，而得

任何一個字的彙編；可以篩選同一文法，而得到任何一種文法的彙編。結合編號與文法的篩選，可以得到

任何一個字在某種特定文法形式的彙編。這種利用編號與文法的篩選和搜尋，可以使我們更有效地學習聖

經的用字和文法的特性。

在字典部份，用字根號碼或用字根字詞的篩選，可以看到完整的字系，從而可以分析同一字系當中，字與

字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的來源和變化。

動詞彙編的部份，藉著篩選器，可以按照動詞文法任何的單一要素，諸如，編號，時間，狀態，語態，語

氣，格式，性，數，格，人稱，字尾變化，等等，而分類。也可將多種要素結合而分類，進而比較，研讀

其中的異同。動詞彙編也將 Friberg 的動詞文法代碼並列，可以比較不同學者間對某些動詞時態不同的看

法。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的軟件中附有大量英文的資料，對於雙語的弟兄姊妹會有很好的參考價值。以字

義為例，字典當中具有的英文資料，包括 Strong 及 Vine 的字義解釋，供弟兄姊妹參考；此外，在經文主頁

中將某一個字詞篩選出來，在英文資料欄中也常常可以找到 Thayer，Vincent 或 Robertosn 對字義的解釋。再

者，對每一個原文字由那克(Knoch)所編列的英文字根對等(English Root Equivalent)及彙編式希臘文經文英文

對等譯字(CGTS)，另外加上英文欽定本(KJV 或 AV)翻譯字及次數，也會是很好的資料。當然，中文代表字

原文新約聖經的軟件中也附有許多中英文的文法資料及聖經註釋，供弟兄姊妹參考。

同時，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也附加有大量關於“經文變異(Textual Variance)”的資料。這些經文變異的

資料不僅在解釋經文的時候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並能幫助我們明白不同中英文聖經譯本之間譯文差異的經

文依據。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的經文是根據 Nestle-Aland26/27 原文版本，所列出的經文變異則是以

Received Text (RT) 及 Westcot-Hort Text (WH) 兩個原文版本的經文變異爲主，此外也加上少數 Majority Text 

(MT) 及其他版本的經文變異。在經文變異的部分，雙底綫表示原文異字，單底綫表示原文僅僅字序改變，

斜體字表示該原文版本這個字不確定有無。例如：

羅 8:11 But if the Spirit of him that raised up Jesus from the dead dwell in you, he that raised up Christ

from the dead shall also quicken your mortal bodies by his Spirit that dwelleth in you.
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裏的

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eiv de. to. pneu/ma tou/ evgei,rantoj to.n VIhsou/n evk nekrw/n oivkei/ evn um̀i/n( o` evgei,raj Cristo.n evk
nekrw/n zw|opoih,sei kai. ta. qnhta. sw,mata um̀w/n dia. tou/ evnoikou/ntoj auvtou/ pneu,matoj evn ùmi/nÅ
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住 在內 在對你們， (他)那 (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基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會死亡的

到於(它們)身體 從屬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住在內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靈/風 在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 RT]

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耶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住 在內 在對你們， (他)那 (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會死亡的 到於(它們)身體 從屬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住在內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靈/風 在內 在對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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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住 在內 在對你們， (他)那 (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會死亡的 到於(它們)身體 從屬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住在內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靈/風 在內 在對你們。

此外，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也標示出一些因共用字形所帶來的變化。例如：

約 1:9 That was the true Light, which lighteth every man that cometh into the world.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Hn to. fw/j to. avlhqino,n( o] fwti,zei pa,nta a;nqrwpon( evrco,menon eivj to.n ko,smonÅ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它)那 (它)真正實在的，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光照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人，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同標點][不同讀法]

+Hn to. fw/j to. avlhqino,n( o] fwti,zei pa,nta a;nqrwpon evrco,menon eivj to.n ko,smonÅ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它)那 (它)真正實在的，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光照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註 1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註 1：“(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此，“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的中性單數主格與陽性單數直接受格共用一個字形；當為中性單

數主格時，“(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修飾前面的“(它)那 (它)光明”；當為陽性單數直接受格

時，“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修飾前面的“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人”。中文聖經

新譯本在這裏就是按照共用字形改變而翻譯為“那光來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在經文部份並列出四個版本，以適應不同的需要 ：

1 原文中文代表字標準版：具有完整的中文代表字的原型，可以看見字根及字義的關係；並且不帶有標

點符號，使用的時候必須自己分段，對於語法和語感的掌握會是一個很好的操練。

2 原文中文代表字簡易標準版：不具有完整的中文代表字原型，只具有中文代表字的簡易型，因而有利

於閲讀。同時，也不帶有標點符號，使用的時候必須自己分段，對於語法和語感的掌握會是一

個很好的操練。但有時不易看出字根與字義的關係。

3 原文中文代表字簡易閱讀版：只具有中文代表字的簡易型，並且帶有標點符號以利於閲讀。但是弟兄

姊妹必須特別注意，有時標點符號可以在不同位置，以致經文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4 原文中文代表字簡易試讀版：除了具有中文代表字的簡單型並且帶有標點符號以外，字序上面也按照

中文的習慣作了一些調動，給弟兄姊妹作爲一個“臨時的”參考。但必須注意，字序的調動很

可能會導致經文意思細微的改變，尤其是在強調重點以及邏輯程序方面。

除了對新約聖經希臘文字詞與文法的認識有幫助之外，同樣重要的，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使我們首次

有機會，在相當程度上，以中文來探視希臘文新約聖經的全貌。雖然，這還需要弟兄姊妹經過相當多的研

習和努力，並且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也還有需要經過更多的改進，但，至少這是一個開始！

 此外，“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簡易閲讀版”已經製成 pdf 文件檔案，弟兄姊妹可以按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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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中文代表字新約經文結構分析 (Syntax)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經文結構分析”是以希臘文的語文結構為基礎所作的一個嘗試，試圖在不改變

原文經文字詞先後次序的情況下，以華人所熟悉的主詞、動詞、間接受詞、直接受詞的順序，也就是主

語、謂語、間接賓語、直接賓語的順序，按照主要句子與附屬子句的關係依次左右展開，使得經文的架構

能以立體的角度展現開來，以致經文的重點強調與上下文理能被清楚地呈現出來。

句子基本結構

句子的主要結構按列依次為：主要連接詞//主格//動詞//動詞在對格或從屬格//動詞到於格或敍述主格//介係詞

或不定詞；若動詞被省略，其結構依然不變。在對格或從屬格或介係詞若修飾名詞或形容詞，在該名詞或

形容詞的下一列。副詞和否定詞可以在動詞的前一列或同列。

列 1 列 2 列 3 列 4 列 5 列 6 列 7 列 8 列 9 …

主要連接詞 子句連接詞 子句主格 子句動詞 子句在對格 子句到於格 介係詞

 副詞否定詞   副詞否定詞   子句從屬格 敍述(主)格 不定詞

獨立句之 獨立句之 獨立句之 獨立句之 獨立句之

所有格名詞 所有格分詞 分詞在對格 分詞到於格 分詞介係詞

          分詞從屬格 分詞敍述格 分詞不定詞 

對等連接詞 主句主格 主句動詞 動詞在對格 動詞到於格 介係詞

  副詞    副詞    動詞從屬格  敍述(主)格   不定詞 不定詞在對 不定詞到於 介係詞 

  否定詞 否定詞       不定詞從屬 不定詞敍述 不定詞 

附屬連接詞 子句主格 子句動詞 子句在對格 子句到於格 介係詞

        副詞否定詞 副詞否定詞 子句從屬格 敍述(主)格 不定詞

主格分詞 分詞在對格 分詞到於格 分詞介係詞

  分詞副詞 分詞從屬格 分詞敍述格 分詞不定詞 

所有格獨立句的所有格分詞在主要句子動詞後面的第二列，所有格名詞(即所有格分詞的主語)在主要句子動

詞後面的第一列，亦即在所有格分詞的前一列。

附屬子句結構同主要句子結構。唯附屬子句連接詞置於主要句子中之動詞(主要動詞或分詞或不定詞)的下一

列；但若在句首，則置於主句主格位置。條件子句始於主格位置，副詞子句始於副詞位置。説話内容或引

用句視為附屬子句；若為省略句型，則省略句的第一個字可置於附屬子句的主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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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太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貧苦窮困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是這樣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他們)蒙至高褔的 <  敍述主格；可以視爲省略連接動詞“是”  >

(他們)那些

(他們)貧苦窮困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 在對格修飾主格形容詞 >

是這樣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從屬(他們)同一者 <  從屬格在敍述格位置  >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 從屬格修飾主格名詞 >

範例：約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以致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到於(他)那 到於(他)獨生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為要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那同一樣式地 < 副詞在動詞之前一般置於動詞前一列，但也可以同列 >

因為 <  “因為”一般視爲主要連接詞，在句子中第二個字>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以致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到於(他)那

到於(他)獨生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為要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 否定詞一般置於動詞前一列，但也可以同列 >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但乃是 < “但乃是”可與否定詞形成對比而置於同列 >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使用説明      155

第 155 頁

範例：太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Maka,rioi oì ptwcoi. tw/| pneu,mati( o[ti auvtw/n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Maka,rioi <  敍述主格；可以視爲省略連接動詞“是”  >

oi
ptwcoi

tw
pneu,mati( < 在對格修飾主格形容詞 >

o[ti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auvtw/n <  從屬格在敍述格位置  >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 從屬格修飾主格名詞 >

範例：約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Ou[twj ga.r hvga,phsen o` qeo.j to.n ko,smon( w[ste to.n uiò.n to.n monogenh/ e;dwken( i[na pa/j o`
pisteu,wn eivj auvto.n mh. avpo,lhtai avllV e;ch| zwh.n aivw,nionÅ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Ou[twj < 副詞在動詞之前一般置於動詞前一列，但也可以同列 >

ga.r <  “因為”一般視爲主要連接詞，在句子中第二個字>

hvga,phsen
o`
qeo.j

to.n
ko,smon(

w[ste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to.n
uiò.n
to.n
monogenh

e;dwken(
i[na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pa/j
o`
pisteu,wn

eivj
auvto.n

mh. < 否定詞一般置於動詞前一列，但也可以同列 >

avpo,lhtai
avllV < “但乃是”可與否定詞形成對比而置於同列 >

e;ch
zwh.n
aivw,nio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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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可 4:33 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照他們所能聽的，對他們講道；

並且 在對(她們)那種樣 在對(她們)比喻 在對(她們)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並且

在對(她們)那種樣

在對(她們)比喻

在對(她們)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按照正如地 < 副詞在動詞之後一般置於動詞同列 ；在此，副詞引導附屬子句 >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範例：羅 4:2 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就有可誇的；只是在神面前並無可誇。

若是 因為 (他)亞伯拉罕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所誇耀； 但乃是 不是/不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神。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若是 < “若是”在主要動詞前一列引導條件子句 >

因為

(他)亞伯拉罕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 結論主句主要動詞 >

到於(它)所誇耀；

但乃是 <  “但乃是”視爲主要連接詞；“但乃是”亦可與否定詞形成對比而置於同列  >

不是/不 < 否定詞一般置於動詞前一列，但也可以同列；這裏形同省略動詞 >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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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可 4:33 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照他們所能聽的，對他們講道；

Kai. toiau,taij parabolai/j pollai/j evla,lei auvtoi/j to.n lo,gon kaqw.j hvdu,nanto avkou,ein\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Kai.
toiau,taij
parabolai/j
pollai/j

evla,lei
auvtoi/j

to.n
lo,gon

kaqw.j < 副詞在動詞之後一般置於動詞同列 ；在此，副詞引導附屬子句 >

hvdu,nanto
avkou,ein\

範例：羅 4:2 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就有可誇的；只是在神面前並無可誇。

eiv ga.r VAbraa.m evx e;rgwn evdikaiw,qh( e;cei kau,chma( avllV ouv pro.j qeo,nÅ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eiv < “若是”在主要動詞前一列引導條件子句 >

ga.r
VAbraa.m

evx
e;rgwn

evdikaiw,qh(
e;cei < 結論主句主要動詞 >

kau,chma(
avllV <  “但乃是”視爲主要連接詞；“但乃是”亦可與否定詞形成對比而置於同列  >

ouv < 否定詞一般置於動詞前一列，但也可以同列；這裏形同省略動詞 >

pro.j
qeo,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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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太 9:15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

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豈會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房 現要去持續哀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這每一切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新郎？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然而也 (她們)日子/白日，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從那裏提起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新郎，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禁食。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豈會呢 <  説話内容視爲附屬子句  >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房

現要去持續哀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這每一切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 >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新郎？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然而也 <  “然而也”一般視爲主要連接詞，在句子中第二個字  >

(她們)日子/白日，

但凡當這時 < 關係副詞引導子句 >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從那裏提起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新郎，

並且

當那時地 < 副詞在動詞之前一般置於動詞前一列，但也可以同列 >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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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太 9:15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

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

kai.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Mh. du,nantai oi` uiòi. tou/ numfw/noj penqei/n evfV o[son metV auvtw/n
evstin o` numfi,ojÈ evleu,sontai de. hm̀e,rai o[tan avparqh/| avpV auvtw/n o` numfi,oj( kai. to,te
nhsteu,sousinÅ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kai.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Mh. <  説話内容視爲附屬子句  >

du,nantai
oi`
uiòi.

tou/
numfw/noj

penqei/n
evfV

o[son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 >

metV
auvtw/n

evstin
o`
numfi,ojÈ

evleu,sontai
de. <  “然而也”一般視爲主要連接詞，在句子中第二個字  >

hm̀e,rai
o[tan < 關係副詞引導子句 >

avparqh/|
avpV

auvtw/n
o`
numfi,oj(

kai.
to,te < 副詞在動詞之前一般置於動詞前一列，但也可以同列 >

nhsteu,sousi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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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彼前 4: 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

斷絕了；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從屬(他)基督 <  所有格獨立句名詞，作爲獨立句分詞動作的主語  >

這樣 <  “這樣”一般視爲主要連接詞，在句子中第二個字  >

從屬(他)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 所有格獨立句分詞，在主要動詞後面第二列 >

在對(她)肉體，

並且 < 連接詞“並且”在強調位置，表達“也、甚至” >

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參悟思索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使有器械裝備；

是這樣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他)那

(他)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在對(她)肉體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停息休止

從屬(她)罪；

範例：路 8:47 那女人知道不能隱藏，就戰戰兢兢的來俯伏在耶穌腳前，把摸他的緣故，和怎樣立刻得好

了，當著眾人都說出來。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她)那

(她)女人

是這樣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作爲分詞動作“看見察覺”的内容，在分詞的下一列  >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遮隱暗藏，

(她)現正持續懼怕戰兢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她)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  關係代名詞之介係詞在前一列，爲關係子句動詞“觸摸連接”的介係詞 >

到於(她)這個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作爲主要動詞“從那裏報信通告”的直接受詞 >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面前地 < 副詞功能形同介係詞，置於介係詞位置 >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正如地 <  副詞引導子句，作爲主要動詞“從那裏報信通告”的直接受詞 >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

當場立即地。 < 副詞在動詞之後與動詞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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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彼前 4: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

絕了；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Cristou/ <  所有格獨立句名詞，作爲獨立句分詞動作的主語  >

ou=n <  “這樣”一般視爲主要連接詞，在句子中第二個字  >

paqo,ntoj < 所有格獨立句分詞，在主要動詞後面第二列 >

sarki
kai. < 連接詞“並且”在強調位置，表達“也、甚至” >

um̀ei/j
th.n
auvth.n
e;nnoian

op̀li,sasqe(
o[ti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o`
paqw.n

sarki.
pe,pautai

am̀arti,aj

範例：路 8:47 那女人知道不能隱藏，就戰戰兢兢的來俯伏在耶穌腳前，把摸他的緣故，和怎樣立刻得好

了，當著眾人都說出來。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vdou/sa
de.

h`
gunh.

o[ti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作爲分詞動作“看見察覺”的内容，在分詞的下一列  >

ouvk
e;laqen(

tre,mousa
h=lqen

kai.
prospesou/sa

auvtw/|
diV <  關係代名詞之介係詞在前一列，爲關係子句動詞“觸摸連接”的介係詞 >

h]n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作爲主要動詞“從那裏報信通告”的直接受詞 >

aivti,an
h[yato

auvtou/
avph,ggeilen

evnw,pion < 副詞功能形同介係詞，置於介係詞位置 >

panto.j
tou/
laou/

kai.
wj̀ <  副詞引導子句，作爲主要動詞“從那裏報信通告”的直接受詞 >

iva,qh
paracrh/maÅ < 副詞在動詞之後與動詞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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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提前 1:18~20 我兒提摩太阿，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

仗；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其中有許米乃和亞力山

大；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但，使他們受責罰，就不再謗瀆了。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命令吩咐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你，

阿,(它)孩子 < 呼格與緊接之所對應名詞同列，若對應主語則置於主格位置，否則可置於主要連接詞一列 >

阿,(他)提摩太，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到於(她們)預示宣達，

為要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你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行軍作戰

在內

在對(她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戰事任務，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信

並且

到於(她)良善的

到於(她)自覺良心；

到於(她)這個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 >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推開摒棄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遭遇船難；

從屬(他們)這些個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 >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許米乃

並且

(他)亞力山大；

到於(他們)這些個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 >

我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他)那

在對(他)撒但，

為要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訓練管教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謗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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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提前 1:18~20 我兒提摩太阿，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

仗；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其中有許米乃和亞力山

大；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但，使他們受責罰，就不再謗瀆了。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au,thn
th.n
paraggeli,an

parati,qemai,
soi(
te,knon < 呼格與緊接之所對應名詞同列，若對應主語則置於主格位置，否則可置於主要連接詞一列 >

Timo,qee(
kata.

ta.j
proagou,saj

evpi.
se.

profhtei,aj(
i[na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strateu,h|
evn

auvtai/j
th.n
kalh.n
stratei,an

e;cwn
pi,stin
kai.
avgaqh.n
sunei,dhsin(
h[n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 >

tinej
avpwsa,menoi

peri.
th.n
pi,stin

evnaua,ghsan(
w-n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 >

evstin
~Ume,naioj
kai.
VAle,xandroj(
ou]j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 >

pare,dwka
tw/|
Satana/|(
i[na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 >

paideuqw/sin
mh.
blasfhmei/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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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提前 6:17~19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

給我們享受的神。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供給或作體貼〕為自己

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在內 < 介係詞修飾形容詞 >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 名詞化的副詞與定冠詞同列 >

在對(他)世紀時代

你現在就要持續命令吩咐

不會/不要 < 不定詞之否定詞一般與不定詞同列 >

現要去持續成高傲，

然而也不要

現已經去有期盼指望

<在上面>在上面

從屬(他)豐滿富足 < 在強調位置 >

在對(她)不清晰明確，

但乃是 < “但乃是”可與否定詞形成對比而置於同列 >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展示提供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具豐滿富足地 < 副詞在動詞之後與動詞同列 >

向內進入

到於(她)滿心享受；

現要去持續行施作良善，

現要去持續成豐滿富足

在內

在對(它們)工作

在對(它們)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們)乃樂於交出分享的 < 為“現要去持續是”的敍述格  >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屬合夥共享的， < 為“現要去持續是”的敍述格  >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儲蓄積存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根基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為要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在分詞的下一列 >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她)那

真正是地 < 名詞化的副詞與定冠詞同列 >

從屬(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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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提前 6:17~19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

給我們享受的神。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供給或作體貼〕為自己

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oi/j
plousi,oij

evn < 介係詞修飾形容詞 >

tw/|
nu/n < 名詞化的副詞與定冠詞同列 >

aivw/ni
para,ggelle

mh. < 不定詞之否定詞一般與不定詞同列 >

uỳhlofronei/n
mhde.
hvlpike,nai

evpi.
plou,tou < 在強調位置 >

avdhlo,thti
avllV < “但乃是”可與否定詞形成對比而置於同列 >

evpi.
qew/|
tw/|
pare,conti

hm̀i/n
pa,nta

plousi,wj < 副詞在動詞之後與動詞同列 >

eivj
avpo,lausin(

avgaqoergei/n(
ploutei/n

evn
e;rgoij
kaloi/j(

euvmetado,touj < 為“現要去持續是”的敍述格  >

ei=nai(
koinwnikou,j( < 為“現要去持續是”的敍述格  >

avpoqhsauri,zontaj
eàutoi/j

qeme,lion
kalo.n

eivj
to.
me,llon(

i[na < 附屬連接詞引導子句，在分詞的下一列 >

evpila,bwntai
th/j
o;ntwj < 名詞化的副詞與定冠詞同列 >

zwh/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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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來 10:1~2 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本物的真像，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叫那近前

來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獻祭的事豈不早已止住了麼；因為禮拜的人，良心既被潔淨，就不再覺得有罪

了。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到於(她)蔭影

因為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那

(他)律法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從屬(它們)良善的，

不是/不 <  分詞之否定詞一般與分詞同列；在此，可視爲省略了分詞“(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事務行動，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年度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同一者

在對(她們)犧牲祭物 < 為“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完滿成全”的在對格 作憑藉格>

到於(她們)這些個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 >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直負載攜帶不停的，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完滿成全；

在其上

豈非呢

但凡 < 第二類條件句結論主句的“但凡”與動詞同列 >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停息休止

(她們)現正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持有 < 帶冠詞之不定詞若有主語，置於冠詞後第二列 >

依然仍舊地 < 副詞在動詞之後與動詞同列 >

到於(她)自覺良心

從屬(她們)罪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一次地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潔淨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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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來 10:1~2 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本物的真像，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叫那近前

來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獻祭的事豈不早已止住了麼；因為禮拜的人，良心既被潔淨，就不再覺得有罪

了。

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Skia.n
ga.r

e;cwn
o`
no,moj

tw/n
mello,ntwn
avgaqw/n(

ouvk <  分詞之否定詞一般與分詞同列；在此，可視爲省略了分詞“(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

auvth.n
th.n
eivko,na

tw/n
pragma,twn(

katV
evniauto.n

tai/j
auvtai/j
qusi,aij < 為“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完滿成全”的在對格 作憑藉格>

a]j < 關係代名詞引導子句 >

prosfe,rousin
eivj

to.
dihneke.j

ouvde,pote
du,natai

tou.j
prosercome,nouj

teleiw/sai\
evpei.
ouvk

a'n < 第二類條件句結論主句的“但凡”與動詞同列 >

evpau,santo
prosfero,menai

dia.
to.

mhdemi,an
e;cein < 帶冠詞之不定詞若有主語，置於冠詞後第二列 >

e;ti < 副詞在動詞之後與動詞同列 >

sunei,dhsin
am̀artiw/n

tou.j
latreu,ontaj
a[pax
kekaqarisme,nouj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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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結語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的資料繁多，遺漏錯失在所難免。這個使用說明介紹了一些普通希臘文文法的基

本概念，並涉及了一些進深的希臘文語法與經文結構分析，但更多的學習是必然需要的。

我們誠摯地期望，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的資料，會提供成為一個好的工具。但正如任何好的工具，工

具的本身並不能產生好的成品；好的工具必須讓好的匠人使用，再加上好的材料，才會有好的成品。但，

誰是好的匠人呢？只怕這個好的匠人不是我們。這個好的匠人應當是神，是主自己！祂是窯匠，我們是

泥。換句話說，是更嚴格地說，也是對屬靈的人說，這個工具是需要由主來使用，而我們則應該“讓自

己”謙卑順服地來到主的面前，使我們在祂的手中可以“被”作成好的器皿，合乎主用。

至於一些弟兄姊妹怕引起負面效果的顧慮，其實在過去兩千年教會的歷史早已詳聞。中世紀時期，欲保持

神學信仰的精純，而將聖經的閱讀與解釋限制在神職人員中間，其所帶來負面的結果乃衆所周知；改教

後，聖經的普及，雖然帶來了復興，卻也無法避免西方新神學或東方閃電教等的偏差。問題的根本，應該

不是在於聖經，而是在於“人”的本身。同樣是一片田地，是好樹就結好果子，是壞樹就結壞果子。追根

究底，只怕這仍然是一個“生命”的問題。

雖然如此，在個人的層面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必須有所警惕。學習的過程中，要多客觀地參照比較，讓

主溫柔與謙卑的靈引導帶領；切忌妄下結論，論斷紛爭，害己害人。事實上，在過去這段時間的經歷中發

現，越接觸這些原文聖經的資料，越被開啟光照，則越使我們明瞭自己在主話語中認識的有限，而願意以

更溫柔與更謙卑的心，行在主的面前。然而，若是越接觸這些資料，越使我們自以為已經知道了什麼，只

怕按著我們所當知道的，自己仍然是一無所知。願主，以及祂的恩典和憐憫，常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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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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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希臘文各類文法所對應的中文代表字

性 Gender \ 數 Number 單數 Singular 複數 Plural

陽性 Masculine (他) (他們)

陰性 Feminine (她) (她們)

中性 Neuter (它) (它們)

格的功能 Case Function 功能 Function 格的形式 Case Form 中文代表字

呼格 Vocative 直接的稱呼 呼格 Vocative 阿,

主格 Nominative 動作的主詞 主格 Nominative --

所有格 Genitive 限定性質；定義特點；說明關係
所有格 Genitive

(從屬格)
從屬

分格 Ablative 表達分離或來源

間接受格 Dative 說明相關權益或所關連的事務

間接受格 Dative

(在對格)
在對位置格 Locative 說明事務或動作的位置

憑藉格 Instrumental 描述動作傳達的媒介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說明動作的範圍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到於格)
到於

希臘文動詞時態

Greek Verb Tense
中文代表字 動詞時態的主要意義

現在式

Present Tense
現在持續 表達現在正在發生的動作，或現在持續重復或習慣性發生的動作

不完成式

Imperfect Tense
當時持續 表達過去正在發生的動作，或在當時持續重復或習慣性發生的動作

未來式

Future Tense
將要(持續) 表達未來發生的動作，可以為單點或整體，或也可以為持續的動作

完成式

Perfect Tense
現在已經 表達現在之前已經完成的動作，但其結果及影響到現在仍然沒有改變

過去完成式

Pluperfect Tense
當時已經 表達當時之前已經完成的動作，但其結果及影響到當時仍然沒有改變

未來完成式

Future Perfect Tense
新約未曾使用未來完成式，其意義乃是以一種迂迴式的說法來表達

非限定式

Aorist Tense
那時(也是) 表達一個單點或整體的動作，多為過去，但有時也表達永恒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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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態 Voice 功能 中文代表字

主動 Active 主詞為動詞動作的執行者 --

關身 Middle
主詞為動詞動作的執行者，亦為接受者

主詞執行的動作與自身有密切的關係
讓自己

被動 Passive 主詞乃動詞動作的接受者 被

異相動詞 Deponent Verb

關身形主動意動詞 / 被動形主動意動詞

一些希臘文動詞沒有主動形式, 意思卻為主動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是按字形對等)

語氣 Mood 功能 中文代表字

直述

Indicative

指出動作的確實性

(傳統希臘文法指出，時態僅在直述語氣才具有時間的意義)
--

假設

Subjunctive

指出動作客觀性的可能

主要為勸勉，禁止，商討，加強否定或可能假設
應該

祈使

Optative

指出動作主觀性的可能

主要為願望或可能的期許，也可為商討或條件的期許
可以

命令

Imperative

指出動作意志性的可能

主要為命令，懇求，許可
就要

格式 Mode 功能 中文代表字

動詞作形容詞 (分詞)

Verbal Adjective

(Participle)

具性，數，格，及時態，語態；但不具語氣，人稱，主詞

分詞時態所表達的時間是以主要動詞所表達的時間為參考點

形容詞性用法：可當形容詞，名詞

副詞性用法：附加或補充主要動詞其他的思想

…了的

動詞作名詞 (不定詞)

Verbal Noun

(Infinitive)

具時態，語態；但不具語氣，人稱，數，主詞

動詞性用法：表明主要動詞的目的，結果，原因…

不定詞動作的執行者通常以直接受格(到於格)表達

名詞性用法：可當主詞，受詞，解説詞 

要去 / 去

詞性 中文代表字 詞性 中文代表字

形容詞 …的 副詞 …地

感嘆詞 …呀 質問詞 …呢

比較級 更 / 較… 質問副詞 …地呢

最高級 最… 無字尾變化之名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