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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略知⼀一⼆二
     

       ⾸首先來來了了解⼀一下什什麼是所有格與受格。

       由於中⽂文的所有格語受格並不明顯，所以這邊⽤用英⽂文的⽂文法⽅方式比較容易易理理解，就是各

種你想的到有關「的」的字詞。舉凡英⽂文的 “My” 、 “Your” 、”His“ ，各種你想的到有關

「的」的字詞。受格就是擺在動詞後的詞，英⽂文的”Me” 、“Him” 、”Us”都是受格。但不要問

我為什什麼叫「格」，從⼩小到⼤大老師就這樣叫其實我也是問號。

        阿拉伯語的所有格⽤用法，可能跟你學過的語⾔言不太⼀一樣。阿拉伯語的所有格擺在名詞

「後⾯面」。舉例例來來說，「我的書」⽤用英⽂文講是 ”My book“ ，阿拉伯語就變 “Book My” ，也就

是「كتابي」。

。「كتابي」則是「我的」意思。加起來來便便是「ي」，是書「كتاب」

       令⼈人欣慰的是「受詞」也是完全⼀一樣的⽤用法，儘管把受詞放在動詞後⾯面就對了了。⽽而且更更

謝天謝地的，受詞跟所有格「長」的完全⼀一模⼀一樣，就只有「我」“Ｉ”不⼀一樣⽽而已。根本是

買⼀一送⼀一的概念念，學到就是划算。

       為了了不要嚇到⼤大家，讓⼤大家仍然愛著阿拉伯語，以下習題我們只列列出最常⽤用的「我」、

「我們」、「你」、「你們」、「妳」、「他」、「他們」、「她」，「雙數部分」以及「複

數陰性」較不常⽤用，以下略略過。 這⼤大概是阿語⽂文法裡⾯面最簡單的⼀一篇了了，祝⼤大家雞年年⾏行行⼤大

運。

本章重點：習慣所有格及受格的使⽤用



⼀一探究竟
照慣例例還是給⼤大家⼀一個可愛表格。

各位可以以「⼈人稱」為分類，再以「單複數」，之後再「陰陽」，如以下箭頭順序。比如第

⼀一⼈人稱就是我、我們。你、你們倆、你們、妳、妳們倆、妳們。

單數 雙數 複數

第⼀一⼈人稱
我的
ــــــــــ ِي 我們 的

ــــــــــ نا

第⼆二⼈人稱
（陽性）

你的
ــــــــــ َك 你們倆的

ا ــــــــــ ُكمَّ
你們的
ــــــــــ ُكم

第⼆二⼈人稱
（陰性）

妳的
ــــــــــ ِك 妳們倆的

ا ــــــــــ ُكمَّ
妳們的
ــــــــــ ُكنَّ

第三⼈人稱
（陽性）

他的
ــــــــ هُ

      

他們倆的
ا ــــــــــ ُهمَّ 他們的 

ــــــــــ ُهم

第三⼈人稱
（陰性）

她的
ــــــــــ َها 她們倆的 

ا ــــــــــ ُهمَّ
她們的
ــــــــــ ُهنَّ

由左往右練習



實例例：

單數 雙數 複數

第⼀一⼈人稱
我的書
ِكتَاِبي 我們 的

ِكتَابنَا

第⼆二⼈人稱
（陽性）

你的
ِكتَابَك 你們倆的

ا ِكتَابُكمَّ
你們的
ِكتَابُكم

第⼆二⼈人稱
（陰性）

妳的
ِكتَابِك

妳們倆的
ا ِكتَابُكمَّ

妳們的
ِكتَابُكنَّ

第三⼈人稱
（陽性）

他的
ِكتَابُه

      

他們倆的
ا ِكتَابُهمَّ 他們的 

ِكتَابُهم

第三⼈人稱
（陰性）

她的
ِكتَابَها 她們倆的 

ا ِكتَابُهمَّ
她們的
ِكتَابُهنَّ

由左往右練習



實戰
與其規劃哪天再來來練，不如就現在3分鐘變阿拉伯⼈人

我筆寫我⼝口َقَلمقلمي我的筆

我的⼝口فَمقلمي يكتب فمي

請注意形容
詞是否加ال

َحيَّاة َسْهَلة
我的簡約⽣生
活

請注意形容
詞是否加ال

我的愛很瘋ُحب َمْجنُون
狂

我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
IPhone

我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

他愛我يُِحبُّيُِحبُِّني

他恨我يَْكرَهُ

他了了解我يَفَْهُم

系列列「我的」ِي

我的

我（受格）ー　注意受格為 ني  



我們的筆َقَلمقلمنا

我們的⼝口فَم

我們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

我們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

我們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
IPhone

我們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

他愛我們يُِحبُّيحبنا

他恨我們يَْكرَهُ

他了了解我們يَفَْهُم

他背叛我們يَُخوُن

نَا
「我們」系列列

我們的

我們（受格）



你的筆َقَلمقلمك

你的⼝口فَم

你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

你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

你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
IPhone

你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

他愛你يُِحبُّيحبنا

他恨你يَْكرَهُ

他了了解你يَفَْهُم

他背叛你يَُخوُن

َك
「你」系列列

你的

你（受格）



你們的筆َقَلمقلمكم

你們的⼝口فَم

你們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

你們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

你們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
IPhone

你們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

他愛你們يُِحبُّيحبكم

他恨你們يَْكرَهُ

他了了解你們يَفَْهُم

他背叛你們يَُخوُن

你們的

你們（受格）

ُكم
「你們」系列列



妳的筆َقَلمقلمِك

妳的⼝口فَم

妳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

妳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

妳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
IPhone

妳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

他愛妳يُِحبُّيحبِك

他恨妳يَْكرَهُ

他了了解妳يَفَْهُم

他背叛妳يَُخوُن

ِك
妳的

妳（受格）

「妳」系列列



他的筆َقَلمقلمُه

他的⼝口فَم

他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

他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

他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
IPhone

他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

他愛他يُِحبُّيحبُه

他恨他يَْكرَهُ

他了了解他يَفَْهُم

他背叛他يَُخوُن

「他」系列列

هُ
他的

他（受格）



他們的筆َقَلمقلمُهم

他們的⼝口فَم

他們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

他們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

他們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
IPhone

他們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

他愛他們يُِحبُّيحبُهم

他恨他們يَْكرَهُ

他了了解他們يَفَْهُم

他背叛他們يَُخوُن

ُهم
他們的

他們（受格）

「他們」系列列



她的筆َقَلمَقلمَها

她的⼝口فَم

她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

她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

她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
IPhone

她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

他愛她يُِحبُّيُحبَها

他恨她يَْكرَهُ

他了了解她يَفَْهُم

他背叛她يَُخوُن

「她」系列列

َها
她的

她（受格）



解答

我筆寫我⼝口َقَلمقلمي我的筆

我的⼝口فَمفَمي

請注意形容
詞是否加ال

َحيَّاة َسْهَلةَحيَّاتي الَسْهَلة
我的簡約⽣生
活

請注意形容
詞是否加ال

我的愛很瘋ُحب َمْجنُونُحبي َمْجنُون
狂

我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هاِتفي آيْفُون
IPhone

我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بطَاَقتي َشاْن َلنْي

他愛我يُِحبُّيُِحبُِّني

他恨我يَْكرَهُيَْكرَُهني

他了了解我يَفَْهُميَفَْهُمني

系列列「我的」ِي

我的

我（受格）ー　注意受格為 ني  



我們的筆َقَلمقلمنا

我們的⼝口فَمفَمنا

我們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حيَّاتنا الَسْهَلة

我們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حبنا َمْجنُون

我們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هاِتفنا آيْفُون
IPhone

我們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بطَاَقتنا َشاْن َلنْي

他愛我們يُِحبُّيحبنا

他恨我們يَْكرَهُيَْكرَُهنا

他了了解我們يَفَْهُميَفَْهُمنا

他背叛我們يَُخوُنيَُخونُنا

نَا
「我們」系列列

我們的

我們（受格）



你的筆َقَلمقلمك

你的⼝口فَمفَمَك

你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حيَّاتَك الَسْهَلة

你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حبَك َمْجنُون

你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هاِتفَك آيْفُون
IPhone

你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بطَاَقتَك َشاْن َلنْي

他愛你يُِحبُّيحبنا

他恨你يَْكرَهُيَْكرَُهَك

他了了解你يَفَْهُميَفَْهُمَك

他背叛你يَُخوُنيَُخونَُك

「你」系列列

你的

你（受格）

َك

「你」系列列



你們的筆َقَلمقلمكم

你們的⼝口فَمفَمُكم

你們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حيَّاتُكم َسْهَلة

你們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حبُكم َمْجنُون

你們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هاِتفُكم آيْفُون
IPhone

你們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بطَاَقتُكم َشاْن َلنْي

他愛你們يُِحبُّيحبكم

他恨你們يَْكرَهُيَْكرَُهُكم

他了了解你們يَفَْهُميَفَْهُمُكم

他背叛你們يَُخوُنيَُخونُُكم

「你們」系列列

ُكم
你們的

你們（受格）



妳的筆َقَلمقلمِك

妳的⼝口فَمفَمِك

妳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حيَّاتِك َسْهَلة

妳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حبِك َمْجنُون

妳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هاِتفِك آيْفُون
IPhone

妳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بطَاَقتِك َشاْن َلنْي

他愛妳يُِحبُّيحبِك

他恨妳يَْكرَهُيَْكرَُهِك

他了了解妳يَفَْهُميَفَْهُمِك

他背叛妳يَُخوُنيَُخونُِك

「妳」系列列

ِك
妳的

妳（受格）



他的筆َقَلمقلمُه

他的⼝口فَمفَمُه

他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حيَّاتُه َسْهَلة

他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حبُه َمْجنُون

他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هاِتفُه آيْفُون
IPhone

他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بطَاَقتُه َشاْن َلنْي

他愛他يُِحبُّيحبُه

他恨他يَْكرَهُيَْكرَُهُه

他了了解他يَفَْهُميَفَْهُمُه

他背叛他يَُخوُنيَُخونُُه

هُ
「他」系列列

他的

他（受格）



他們的筆َقَلمقلمُهم

他們的⼝口فَمفَمُهم

他們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حيَّاتُهم َسْهَلة

他們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حبُهم َمْجنُون

他們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هاِتفُهم آيْفُون
IPhone

他們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بطَاَقتُهم َشاْن َلنْي

他愛他們يُِحبُّيحبُهم

他恨他們يَْكرَهُيَْكرَُهُهم

他了了解他們يَفَْهُميَفَْهُمُهم

他背叛他們يَُخوُنيَُخونُُهم

ُهم
「他們」系列列

他們的

他們（受格）



她的筆َقَلمَقلمَها

她的⼝口فَمفَمَها

她的簡約⽣生活َحيَّاة َسْهَلةَحيَّاتَها َسْهَلة

她的愛很瘋狂ُحب َمْجنُونُحبَها َمْجنُون

她的⼿手機是َهاِتف آيْفُونَهاِتفَها آيْفُون
IPhone

她的全聯聯卡ِبطَاَقة َشاْن َلنْيِبطَاَقتَها َشاْن َلنْي

他愛她يُِحبُّيُحبَها

他恨她يَْكرَهُيَْكرَُهَها

他了了解她يَفَْهُميَفَْهُمَها

他背叛她يَُخوُنيَُخونَُها

َها
「她」系列列

她的

她（受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