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詞 

代詞的職責是指示, 但亦可表達人稱, 地點的歸屬。 

代詞的功能並不是代替名詞, 因為名詞的職責只在描述。(Gildersleeve, 99 p.55) 

 

人位代詞 personal － ego, tu, is ea id 我你他 

反射代詞 reflexive pronoun － sui, sibi, se, se 自己 

強調代詞 emphatic pronoun － ipse ipsa ipsum －本人 

指示代詞 demonstrative pronoun － hic, haec, hoc 這/ iste ista istud 哪/ ille illa 

illud 那/ idem eadem idem 一樣 

連上代詞 relative pronoun － qui quae quod (承上詞) 

疑問代詞 interrogative pronoun － quis quis quid 誰、什麼事 

疑問形容詞 － qui quae quod 何(人, 事) 

 

相應代詞 correlative pronoun - 例如：大  
這樣大(指示) ➞ 便如此大(連上) ➞ 如何大?(疑問) ➞不論多大, 便...(泛稱連上) ➞相當大(泛稱) 

tantus -a -um ➞ quantus -a -um ➞ quantus -a -um? ➞ quantus -a -umcumque ➞aliquantus -a -um 
 

泛稱代詞 indefinite pronoun 

aliquis aliquis aliquid 有些人，有些事 

quisquam quisquam quicquam 不論誰人，不論什麼事 

quisque quisque quidque 每人，每事 

quidam quaedam quiddam 某人，某事 

quivis quaevis quidvis 不問是誰，不問是什麼事 

 

羅馬人表達人際關係的方法： 

 

hic(這)指示與第一人稱的說話人在距離上, 時間上, 關係上較親近的人, 地, 事物。 

 

ille (哪) 指示與第三人稱的說話人,較遠的人, 地, 事物, 與 hic 相對。 

 

iste (那) 指示與第二人稱的聽話人較近的人, 地, 事物。 

 

拉丁語「他的」有兩種含義： 

a) 代表主語 － 用反射代詞 sui, sibi, se, se 或用形容詞 suus –a –um。 

b) 代表主語以外的人 － 用 eius (即人位代詞 is, ea, id 的屬格)。 

 

suus –a -um 是代表主語的物主形容詞 

sui, sibi, se, se 亦是指主語有關的反射代詞 

eius (即 is, ea, id 的屬格)所指的是主語以外所提到的人物。 

 

副詞 (Adverbia) 

 

副詞的功能是作句中的狀語，常放在其動詞或形容詞前。如:  

Bene scribis! 你寫的好!  

Valde bene scribis! 你寫的很好. 

 

按意義可分成四種副詞: 

地方副詞 

hic 在此 ibi 在此地 



 

時候副詞 

hodie 今天 semper 永遠 

 

形態副詞 

bene 很 male 劣 

 

緣何副詞 

ideo 為此 nempe 果然 

 

 

按來源可分成兩種副詞: 

 

I. 本然副詞(Adverbia primitiva) :  

 

cras 明天  

cur 為何, 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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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剛 

 

 

II. 衍生副詞(Adverbia derivata):  

共有三種:即由形容詞、前詞、代詞衍生 

 

A. 由形容詞衍生: 

a) 衍生的方法:  

 

1. 從第一第二格變法形容詞衍生副詞的方法: 即將屬格之詞尾-i 換作-ē:  

主格 屬格 → 副詞 

altus alt-i → alt-e 高高地 

pulcher pulchr-i → pulchre 美麗地 

liber liberi → libere 自由地 

 

 

2. 從第三格變法之形容詞衍生副詞的方法: 即將屬格之詞尾 -is 換作 -iter: 

 

主格 屬格 → 副詞 

felix felic-is → feliciter 幸福地 

fortis fort-is → fórtiter 強壯地 

celex céler-is → celériter 快快地 

acer acr-is → ácriter 尖銳地 

 

 

凡主格上有 -ns 者衍生副詞的方法: 將屬格詞尾 -is 換作 -er: 

 

主格 屬格 → 副詞 

diligens diligént-is → diligénter 勤力地 

potens potént-is → poténter 大能地 



 

 

 

註: 現主分詞(如: flens, audiens 等)通常不變成有 -nter 詞尾的副詞.  

但有幾十個分詞亦變副詞,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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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外當記之副詞 

1. 有些變格一二法的形容詞可用其無類單數賓格作為副詞. 如: 

ceterum 其餘, 然  

multum 多  

nimium 太過  

parum 少, 不足  

paulum 少, 幾乎  

plurimum 極多  

postremum 末了  

primum 初, 先  

 

2. 有些變格一二法的形容詞用其奪格作為副詞.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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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áliter (從 alius)別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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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itus 詞尾者 (含形容詞或名詞)如: 

antiquitus 自古以來  

cælitus 從天來  

divinitus 從天主(神)來 

radicitus 連根  

 

5. 有 -im 詞尾者 (含形容詞或動詞)如: 

nominatim 點名  

passim 在各處 

paulatim 漸漸的  

privatim 私自, 另  

sensim 漸漸  

statim 立時  

 

 

B. 由前詞＋其他詞衍生的副詞.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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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由代詞衍生的副詞: 

 

疑問代詞、承上代詞、指示代詞、無定代詞可衍生副詞: 如下 

a. 地方副詞 Adverbia loci.    

疑問 

interrogativum 

相應 

Relativum 

指示 Demonstrativum 泛稱 Indefinitum 

ubi? 在何處 ubi 在那裡 ibi 在那裡 (hic istic, 

il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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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時候副詞 Adverbia temporis    

疑問 

interrogativum 

相應

Relativum 

指示 Demonstrativum 泛稱 Indefinitum 

quando? 何時? (cum præp.)

 那時 

tum (tunc) 那時 aliquando 有時 

unquam 有時 

nunquam 總不無時 

 

 

c. 形態副詞 Adverbia modi    

疑問 

interrogativum 

相應 Relativum 指示 Demonstrativum 泛稱 Indefinitum 

quam?如何? 

quomodo? 怎樣 

quam (sicut quomodo 

quemadmod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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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quantum? 多少? Quantum 多少 tantum 有多少 aliquoties 一些 

 

 

副詞的級別 

 

1. 由形容詞所衍生的副詞可以有平比級、差比級、極比級. 

2. 副詞的差比級與形容詞差比級無類一樣. 衍生副詞極比級的方法是將形容詞極比級的詞尾-

us 換作-ē. 如: 

 

平比級 Positivus 差比級 Comparativus 極比級 Superlativus 

Alte 高 altius altissime 

Bene 好 melius óptime 

Facile 易 facilius facilime 

Prope 近 propius próxime 

Pulchre 美 pulchrius pulchérrime 

Sapienter 聰明 sapientius sapientissime 

Velociter 快 velocius velocissime 

 

當記者:   

Diu 久 diútius diutissime 

libénter 甘心情願 potius 更願意, 更好 potissime 好, 另外 

magnópere magis máxime 

Nuper 剛剛 — nupérrime 

Sæpe 屢 sæpius sæpissime 

 

注意: 漢語用重復形容詞或副詞時，在拉丁語為極比級.  

如: 你快快的來吧! Citissime veni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