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屈折的拉丁詞 
  

副詞 (Adverbia) 
 

hic 這裡 

ibi 那裡 

hodie 今天 

semper 總是 

bene 好 

male 壞 

ideo 所以 

nempe 故 

cras 明天  

cur 為何 

diu 常久  

fere 幾乎  

haud 不  

iam 已經  

ita, sic 這麼  

mox 不久 

nimis 太過  

tam 這樣 

vix 剛剛  

abundanter 豐盛貌  

amanter 愛然  

ardenter 炎熱貌  

arroganter 傲慢貌  

audenter 果毅貌  

confidenter 果宜貌  

constanter 恆久然  

continenter 不斷, 節儉貌 

convenienter 相宜貌  

cunctanter 疑遲貌  

cupienter 熱望貌  

decenter 文雅  

diffidenter 疑慮貌  

diligenter 勤謹然, 謹慎貌  

eloquenter 有口才貌  

eminenter 高峻貌  

evidenter 明明然  

excellenter 高峻貌  

ferventer 炎熱貌  

festinanter 迅速貌  

fidenter 果宜貌  

flagranter 炎熱現行  

impatienter 無忍耐貌  

impotenter 無能貌  

impudenter 無恥貌  

incontinenter 無節制  

indecenter 不雅觀  

indulgenter 寬仁貌  

innocenter 無罪者  

inscienter 無意貌  

insipienter 無知的, 愚笨貌 

insolenter 驕橫貌  

instanter 懇切貌  

insufficienter 不足貌  

intellegenter 洞明  

intemperanter 越度  

intoleranter 不忍耐, 不讓  

irreverenter 無禮貌, 輕慢貌  

latenter 闇然  

libenter 情願, 甘心  

nocenter 有害, 有罪者  

observanter 謹慎貌, 敬然  

obædienter 聽命的, 從順貌 

patenter 顯明貌  

patienter 忍耐貌, 寬容貌 

peramanter 深愛貌  

perdiligenter 很殷勤貌  

perlibenter 很甘心  

perseveranter 有恆, 恆久  

potenter 有勢力的 

providenter 預防然 

præstanter 出眾貌  

pudenter 端正貌  

reverenter 尊敬貌 

sapienter 智然  

scienter 故意的  

sufficienter 足夠  

temperanter 節制貌 

toleranter 忍耐貌  



valenter 果勁, 猛烈貌  

vigilanter 慎然, 專心  

ceterum 其餘, 然  

multum 多  

nimium 太過  

parum 少, 不足  

paulum 少, 幾乎  

plurimum 極多  

postremum 末了  

primum 最初, 先  

cito 快  

continuo 立時  

crebro 屢次  

falso 偽, 無理  

immérito 無理, 無功  

mérito 有理, 有功 

necessário 該當 

perpétuo 常久  

postrémo 末了, 終究  

primo 第一, 起初  

raro 稀少  

secréto 暗地裡  

sero 太晚  

súbito 忽然 

tuto 妥當  

audacter 大胆 

bene 好  

certe 一定, 至少  

certo 確然  

difficúlter (或 non facile, 

ægre, vix)難  

facile 容易  

fraudulénter (fraus)詭詐  

male 歹  

triste 憂愁  

vere 真  

vero 實在  

violénter (violentus)強迫 

antiquitus 自古以來  

cælitus 從天來  

divinitus 從天主(神)來 

radicitus 連根  

nominatim 點名  

passim 在各處 

paulatim 漸漸的  

privatim 私自, 另  

sensim 漸漸  

statim 立時  

antea (ante-ea) 先  

dénuo (de-novo) 從新, 再者  

hódie (hoc-die) 今日  

imprimis (in primis) 另外  

intérea (inter-ea) 此時間  

invicem (in-vicem) 彼此  

magnópere (magno-opere) 很  

proptérea (propter-ea) 因此  

póstea (post-ea) 後來  

quare? (qua-re) 為何?  

quotánnis (quot-annis) 年年?  

scilicet (scire-licet) 就是  

videlicet (videre-licet) 就是 

ubi? 在何處  

ubi 在那裡  

ibi 在那裡 

ibidem 也在那裡  

alicubi 在某處  

uspiam, usquam 在某地 

unde? 從那裡?  

unde 從那裡  

inde 從彼 

hinc,istinc,illinc 從那裡  

indidem 從那裡  

alicunde 從某處 

aliquo 往某處 

quō? 到那裡?  

quō到那裡  

eo 到那裡  

istuc,illuc, huc 到這裡 

eodem 也到那裡  

quando? 何時?  

cum 那時  

tum (tunc) 那時  

aliquando 有時 

unquam 有時 

nunquam 總不無時 

quam? 如何?  

quomodo? 怎樣  

quam 如同 



tam 多麼 

ita 這樣  

sic 這樣 

item 亦如此  

quoties?  

幾次?  

quoties 幾次  

tóties 幾次  

aliquantum 略有 

quot? 多少個?  

quot 多少個  

tot 這麼些  

aliquot 一些個 

quantum? 多少?  

Quantum 多少  

tantum 多少  

aliquoties 一些 

 

 

前詞 (Præpositiones) 管奪格 

 
1. a, ab: 從, 自, 被, 離, 無, 不, 因. 

2. coram 在前, 當面, 對面 

3. cum: 與, 偕, 帶, 同, 用, 以, 有 

4. de: 自上, 從, 用, 論, 中, 為, 對於 

5. e, ex: 自從, 出於, 自內, 由, 倚, 據, 按着 

6. præ: 先, 前, 上, 因, 比 ... 更 

7. pro: 在前, 為, 代替, 依, 據, 當, 按 

8. sine: 沒有, 無 

 

管奪格及賓格者 

1. in: 在, 在中, 在內, 在 ... 時內, 至於 

2. sub: 在下, 在內 

3. super: 在上 

 

管賓格 

1. ad: 在, 到, 向, 靠, 按, 為 

2. adversus: 對, 向, 相反 

3. ante: 在前, 先 

4. apud: 在附近, 在跟前 

5. circa circum: 周圍, 圍着, 大約 

6. citra: 在這邊 

7. contra: 對面, 相反, 相對 

8. erga: 待, 對, 對待 

9. extra: 外, 出, 過 

10. infra: 下, 以下, 如左 

11. inter: 間, 彼此其中, 在某處, 當時於 

12. intra: 在內, 在中, 前, 內, 以下, 以內 

13. iuxta: 挨着, 沿, 照, 靠近 

14. ob: 前, 向, 因 

15. penes: 在處 ... 在 ... 乎, 屬, 歸於 

16. per: 經由, 中, 間, 在, 於, 沿, 循, 因 



17. post: 在後 

18. præter: 以外 

19. prope: 近乎, 近 

20. propter: 為 

21. secundum: 順, 按着 

22. supra: 在上, 外, 先, 愈, 另, 餘, 過 

23. trans: 過, 越 

24. ultra: 過外, 大後 

25. versus: 到, 往, 向, 朝, 指, 對面 

 

歎詞 (Interiectiones) 
 

a) 表痛苦之情者. 如:  

hei 哀哉;  

heu 嗚呼;  

o, oh 咨;  

væ (cum dative!) 禍哉;  

eheu 嗟;  

pro proh 嗚呼;  

au 哀哉. 

 

b) 表驚訝之情者. 如:  

ecce 唉. 請看;  

en 咨茲, 在此,  

hem 噫;  

ehem 異哉, 妙哉;  

hui 吁. 

 

c) 表呼喚之意者. 如:  

heus 嗚呼;  

herculu,  

hercle mehercule 余誓, 確然. 

 

d) 表勸勉及讚美之意者. 如:  

eia 嘻, 嗳訝;  

euge 善哉;  

eu 喜哉. 

 

質詞 (Particulæ) 

 
I. 否定質詞 (Particulæ negativæ) 

non 不, 否, 無, 非, 不然  

haud 同上  

ne 別  

nequidem 連 ... 也不 

vix 僅, 幾乎 ... 亦不  

neque, neue (neu) 也不, 亦不, 

不  

nec, neque ... neque 連 ... 連  

minime, nequaquam 萬不, 全不 

 

II. 疑問質詞 (Particulae interrogativae) 

nonne 不是嗎?  

num 莫非? 難到?  

-ne 是嗎? 呢? 

Utrum -an, -ne-an, -an 是 ... 

是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