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 2400 - Introductory Latin 拉丁入門
May 11- June 18, 2015
(Mondays and Thursdays)
Time: 18:30 - 21:15
Venue: LSK306 李兆基樓 306 室
May 18 (Mon.)
第三節：動詞（無定語氣 Modus Infinitivus）

拉丁動詞一般有四種語氣(Modi)：
無定語氣(modus infinitivus)，
命令語氣(modus imperativus)，
直述語氣(modus indicativus)，
情意語氣(modus subjunctivus)。
後三種語氣屬於有限定的語氣。
無定語氣的動詞，具有語態(genus)、時(tempus)。
由於沒有在位(persona)和數(numerus)方面作出規定，故此，無定語氣的動詞
只能表示一般的動作或狀態，可說是動名詞的一種。
＊無定語氣動詞的語態：
主動語態 ⋅ 無定語氣

＊無定語氣、主動語態的時：
現在時

-āre
amāre 愛

-ēre
habēre 有

-ěre
mittěre 派

-īre
audīre 聽

全過時

-isse
amavisse 愛了

-isse
habuisse 有了

-isse
misisse 派了

-isse
audivisse 聽了

將來時

-urus -ura, -urum esse

-urus -ura, urum esse
habiturus -a,
-um esse 將有

-urus -ura, urum esse
missurus -a, um esse 將派

-urus -ura, urum esse
auditurus -a,
-um esse 將聽

amaturus -a, -um esse
將愛

＊無定語氣、被動語態的時：
現在時

-ri
amāri 被愛

-ri
habēri 被有

-i
mitti 被派

-ri
audīri 被聽

全過時

-us -a, -um
esse
amatus -a, -um
esse 被愛了

-us -a, -um
esse
habitus -a, um esse 被有了

-us -a, -um
esse
missus -a, -um
esse 被派了

-us -a, -um
esse
auditus -a, um esse 被聽了

將來時

-um iri
amatum iri 將
被愛

-um iri
habitum iri 將
被有

-um iri
missum iri 將
被派

-um iri
auditum iri 將
被聽

＊用途
1）作主語 subjectum，
例句：Tua verba audire est difficile. 很難聽〔懂〕你的說話。
audire 無定語氣
verba 賓格
tua 賓格－形
difficile 主格－形
est （助動詞）
2）作主語表語 praedicatum nominale，
例句：errare humanum est. 犯錯就是人性
errare 無定語氣、主動語態、現在時 － 現主無
humanum 主格－形
est （助動詞）
3）作賓語 complementum directum。
例句： possum currere 我能跑。 volo currere 我願跑
currere 無定語氣跑
possum 我能
volo 我願
[能願動詞]

例句： magister tibi scribere dicitur 據說老師寫〔信〕給你.
scribere 無定語氣
magister 主格
tibi 與格
dicitur 據說
例句： Homerus caecus fuisse traditur. 據說荷馬曾是盲的。
fuisse 無定語氣
Homerus 主格

caecus 主格
traditur 據說
例句： Dicit se audire。他說他聽 。
audire 無定語氣
se 賓格
dicit 他說
例句： jussit eos venire。他命令了他們來。
venire 無定語氣
eos 賓格
jussit 他命令了
例句：video canem currere。我見狗跑。
currere 無定語氣
canem 賓格
video 我見
[“說”、“想”、“感覺”、“知道” 等動詞]
在 video canem currere 中，
video 這動詞是在主動語態 ⋅ 直述語氣 ⋅ 現在時 ⋅ 單數 ⋅ 第一位。
這句中 canem currere 是 video 的賓語，這種組合稱為「賓格接無定語氣」
accusativus cum infinitivo
在古代漢語語法中，稱為「主謂結構做賓語」
例：
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史記卷七十七.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伙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宋.樂府詩集：木蘭辭》
（參攷劉景農 p.122）
＊＊＊

Seneca: de ira
作主語
Non expedit omnia uidere 現主無,
Seneca: de ira, Liber III, XI, 1
作賓語
Non possum pati 現主無－異.
Seneca: de ira, Liber III, XXVI, 1
作表語
Graue est iniuriam sustinere 現主無.
Seneca: de ira, Liber III, XXVI,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