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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句⼦子的組成

略略知⼀一⼆二

       阿拉伯語句句⼦子的組成廣泛來來說，其實就只有兩兩種⽽而已，⼀一種叫名詞句句，⼀一種

叫動詞句句，聽到這兩兩個博⼤大精深的名詞，突然覺得⼜又要鑿壁借光鑽研無聊的⽂文法

了了嗎？其實也沒什什麼，我們⼈人⽣生中會講的兩兩種話，不外乎就是對別⼈人品頭論

⾜足，例例如「那個女⽣生在⾃自拍」、「那個男⽣生好花⼼心」、「那隻狗在裝可愛」；不

然就是⽣生動的敘述⾃自⼰己或別⼈人在幹嘛，例例如「吃太多了了吧那女⼈人」、「跑好快喔

那隻野貓」、「搭計程⾞車車去上班，因為⼤大睡過頭」。

       發現差別了了嗎？第⼆二種句句⼦子都是⽤用「動詞」做開頭的，⽽而在阿拉伯⽂文法裡

⾯面，只要你看到句句⼦子的第⼀一個字是動詞，就代表這是⼀一個動詞句句，但說穿了了就

算你認出它是動詞句句，也沒⼈人會在你額頭貼個星星說你很強，因為這⼤大家都

會。   

     重點是我們該了了解「動詞句句」以及「名詞句句」的差別到底在哪，並了了解他們

在使⽤用上的限制，才能精準地在⽇日常⽣生活中駕馭這兩兩種句句⼦子，並很潮的⽤用阿語

說出我們的內⼼心話，甚⾄至吟詩作對。

本章重點：懂得辨認名詞句句和動詞句句，了了解各⽂文法規則。



⼀一探究竟
⼀一、名詞句句(الجملة اإلسمية） 

      名詞句句，顧名思義就是以名詞作為開頭的句句⼦子，後⾯面再加上⼀一個描述這個
名詞的狀狀語(The Predicat)，它有可能是名詞、形容詞，更更有可能是動詞，但不
管後⾯面接什什麼，後⾯面的狀狀語必須符合陰陽、單複數⼀一致的規則。

1、單數名詞

單數名詞（名詞＋名詞）

ُجل َطالِب الرَّ arrajul talib. 那個男⼈人是⼀一個學⽣生

الِبْنت َطالِبة albint taliba. 那個女孩是⼀一個學⽣生

單數名詞（名詞＋形容詞）

ُجل َجِمیل الرَّ arrajul jamil 那個男⼈人很帥

الِبْنت َجِمیلة albint jamil 那個女孩很漂亮

單數名詞（名詞＋動詞）

ُجل أََكَل الرَّ arrajul akal 那個男⼈人吃了了

الِبْنت أََكَلْت albint akalat 那個女孩吃了了



2、複數名詞

複數名詞（名詞＋名詞）

الِرَجال ُمَعلُِمون arrijaal mualimun 那些男⼈人是老師

الَبنات ُمَعلِمات albanaat mualimaat 那些女孩是老師

複數名詞（名詞＋形容詞）

الِرَجال َجِمیلُون arrijaal jamilun 那些男⼈人很帥

الَبنات َجِمیالت albanaat jamilaat 那些女孩很美

複數名詞（名詞＋動詞）

الِرَجال أكلوا arrijaal akaluu 那些男⼈人吃了了

الَبنات أََكْلَن albanaat akalna 那些女孩吃了了



⼆二、動詞句句(الجملة الفعلية）
動詞句句就是以動詞做開頭的句句⼦子，「後⾯面的名詞」同樣也要與動詞「陰陽」相

同，注意，我只說「陰陽」，不包含單複數，如以下範例例：

1、單數名詞

2、複數名詞

      你真的沒看錯，啊最後⼀一個表格沒有打錯，也不是在跟你開玩笑。動詞句句

時，後⾯面接的主語不管它是「單雙負數」，開頭的動詞只須把它直接「單數」

然後看「陰陽」。 

⾄至於為什什麼會這樣，真的不要問。 

     但總之也不⽤用想得太複雜，事實上會這樣⽤用的⼤大多是「第三⼈人稱」，如果講

到第⼆二⼈人稱。比如你要說「你到了了」，你只會⽤用⼀一個動詞「وصلَت」來來表⽰示，後

⾯面不會接任何東⻄西，也沒有必要。

َوَصَل الَرُجل wasala arrajul 那個男⼈人抵達了了

َوَصَلْت الِبْنْت wasalat albint 那個女⼈人抵達了了

َوَصَل الِرَجال wasal arrijal 那些男⼈人抵達了了

َوَصَلْت الَبَنات wasalat albanaat 那些女孩抵達了了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行
連連看

分辨哪些是「動詞句句」與「名詞句句」 

不會的字請善⽤用強⼤大的GOOGLE TRANSLATE 
附有虛擬鍵盤不必擔⼼心

 

١. الكُتُب كَثِیرَة.
ُجُل الَباَب. ٢. َفَتَح الرَّ
٣. َشِرَبْت الِبْنُت الَماء.

٤. الَشَجَرة َطِویَلة.
٥. الُمَعلُِم َذَھَب ِاَلى الَمْدَرَسِة.
٦. َذَھَب الُمَعلُِم ِاَلى الَمْدَرَسِة.

٧. الَكَلُب الَكِبیُر َجمیل.
٨. َجَلَس الِرَجاُل الِكَباُر.

٩. َجاَءْت المعلمة.
١٠. الُطالُب َدَرُسوا في الَمْدَرَسة.

動詞句句

名詞句句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


ـــــــ الطُاَلب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كتََب
學⽣生們寫了了阿拉伯語

ـــــ الُمْسلُِمون القُْرآن َ َقرَأ
穆斯林林們念念了了古蘭蘭經

ــــــ أَِبي الُكَرة َلِعَب
我爸玩了了球

الُطالَب ــــــ الَباب فَتَحَ
學⽣生們開了了⾨門

ــــــ الُمَھْنِدَسة الُكوالَ َشرَِب
女⼯工程師喝了了可樂

أَْصِدَقائي ــــــــ  الُصَور أََخذَ
我朋友們拍了了照

الِبْنت ــــــ ِفي ُھَنا َدرََس
女孩在那讀了了

ــــــ الُمْسلَِمات األَذآن َسِمعَ
女穆斯林林們聽到了了喚拜聲

اة الَرَجل ــــــ الَحیَّ َعلَِم
男⼈人學習了了⽣生活

ـــــ  األُوالد  رََسَم
男孩們畫了了



填入正確⽂文法形式

解答

١. الكُتُب كَثِیرَة.
ُجُل الَباَب. ٢. َفَتَح الرَّ
٣. َشِرَبْت الِبْنُت الَماء.

٤. الَشَجَرة َطِویَلة.
٥. الُمَعلُِم َذَھَب ِاَلى الَمْدَرَسِة.
٦. َذَھَب الُمَعلُِم ِاَلى الَمْدَرَسِة.

٧. الَكَلُب الَكِبیُر َجمیل.
٨. َجَلَس الِرَجاُل الِكَباُر.

٩. َجاَءْت المعلمة.
١٠. الُطالُب َدَرُسوا في الَمْدَرَسة.

動詞句句

名詞句句



َكتََب الطُاَلب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كتََب
學⽣生們寫了了阿拉伯語

َقَرأَ الُمْسلُِمون القُْرآن َ َقرَأ
穆斯林林們念念了了古蘭蘭經

َلِعَب أَِبي الُكَرة َلِعَب
我爸玩了了球

الُطالَب َفَتُحوا الَباب فَتَحَ
學⽣生們開了了⾨門

َشِرَبْت الُمَھْنِدَسة الكُوالَ َشرَِب
女⼯工程師喝了了可樂

أَْصِدَقائي أََخُذوا  الُصَور أََخذَ
我朋友們拍了了照

الِبْنت َدَرَسْت ِفي ُھَنا َدرََس
女孩在那讀了了

َسِمَعْت الُمْسلَِمات األَذآن َسِمعَ
女穆斯林林們聽到了了喚拜聲

اة الَرَجل َعلَِم ا الَحیَّ َعلَِم
男⼈人學習了了⽣生活

َرَسَم األُوالد  رََسَم
男孩們畫了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