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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格  nominative 
 變格一法  變格二法  變格三法  變格四法  變格五法  
單數  -a -us, -er / 

-um (n.) 
-∞  / -∞  
(n.) 

-ūs / -ū  (n.) -es 

複數  -ae -ī  / -a (n.)    
 

屬格 Casus genitivus 
 變格一法  變格二法  變格三法  變格四法  變格五法  
單數  -ae -ī  -is -ūs -eī  
複數  -ārum -ōrum -um / ium -uum -ērum 

 
與格  Casus dativus 

 變格一法  變格二法  變格三法  變格四法  變格五法  
單數  
singular 

-ae -ō  -ī  -uī  / -ū  (n.) -ēī  

複數  
plural 

-īs -īs -ibus -ibus -ēbus 

 
賓格  Casus accusativus 

 變格一法 變格二法 變格三法 變格四法 變格五法 
單數 -am (陰陽

無) 
-um (陰陽
無) 

-em (陰
陽) 

various 
(無) 

-um (陰
陽)-ū (無) 

-em (陰陽
無) 

複數 -ās (陰陽) -ōs (陰
陽)-a (無) 

-ēs (陰
陽)-a (無) 

-ūs (陰
陽)-ua 

(無) 

-ēs (陰陽) 

 
奪格 (casus ablativus) 

 變格一法 變格二法 變格三法 變格四法 變格五法 
單數 -a (陰陽) -o (陰無) -e -i (陽陰

無) 
-u (陽陰) -e (陰陽) 

複數 -is (陰陽) -is (陽陰
無) 

-ibus (陽
陰無) 

-ubus (陽
陰) 

-ebus (陰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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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格一法名詞  1st declension nouns 
Latin: mensa, -ae f. 

English : table 
 Latin: Maria, -ae f. 

English : Mary 
 單數 

Singular 
複數  
Plural 

 單數 
Singular 

複數  
Plural 

主格 
Nominative 

mensa mensae 主格 
Nominative 

Maria Mariae 

屬格 
Genitive 

mensae mensārum 屬格 
Genitive 

Mariae Mariarum 

與格 
Dative 

mensae mensis 與格  
Dative 

Mariae Mariis 

賓格 
Accusative 

mensam mensas 賓格 
Accusative 

Mariam Marias 

奪格 
Ablative 

mensa mensis 奪格 
Ablative 

Maria Mariis 

  
主格 Nominative /單數 Singular 主格 Nominative / 複數 Plural 

Maria bona est. 
（瑪利亞是好的。） 

 

Hae mensae bonae sunt. 
（這些桌子[們]是好的。） 

屬格 Genitive /單數 Singular 屬格 Genitive / 複數 Plural 
Colorem Mariae video. 
（我看瑪利亞的顏色。） 

 

Colorem mensarum video. 
（我看眾桌的顏色。） 

 
與格 Dative / 單數 Singular 與格 Dative / 複數 Plural 

Mensam Mariae do. 
（我給瑪利亞桌子。） 

 

Mensis flora pono. 
（我為桌子放一些花。） 

賓格 Accusative / 單數 Singular 賓格 Accusative / 複數 Plural 
Hanc mensam amo. 
（我愛這桌子。） 

 
Hanc mensam pello. 
（我打這桌子。） 

Maria has mensas amat. 
（瑪利亞愛這些桌子。） 

 
Has mensas pello. 
（我打這些桌子。） 

奪格 Ablative / 單數 Singular 奪格 Ablative /複數 Plural 
Mariam mensa pello. 
（我用桌子打瑪利亞.） 

 
Maria in mensa stat. 

（瑪利亞站在桌子上。） 

Mariam mensis pello. 
（我用一些桌子打瑪利亞.） 

 
Mariae in mensis stant. 

（瑪利亞們站在眾桌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