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法主題：動詞現在式：sein 的現在式變化 

1. 「sein」相當於英文的「be」，因此我們可以將「sein」視為德文的「be 動詞」。 

2. 「sein」是原形動詞，但是當 sein 出現在不同人稱後面時，sein 必須改變型態。 

3. 此主題的重點亦包括記下德文的人稱：「我(ich)」、「你(du)」、「男生的他(er)」、

「女生的她(sie)」、「無生命的它(es)」、「我們(wir)」、「你們(ihr)」、「他

們(sie)」及「您/您們(Sie)」。 

4. 動詞「sein」最基本的兩種句型為 

A. 「主詞+動詞-sein+形容詞」：用來形容、描述主詞的狀態。 

中文：我很漂亮。 

英文：I am beautiful. 

德文：Ich bin schön. 

B. 「主詞+動詞-sein+不定冠詞+名詞」：在此句型中，「sein」的意思相當於

中文的「是」。 

中文：這是一棵樹。 

英文：This is a tree. 

德文：Das ist ein Baum. (Baum m. 樹 Bäume) 

5. 「不定冠詞」用來表示「後面所接的名詞是指某一類特定事物中的一個，但具

體是哪一個並不重要」，「不定冠詞」翻譯成中文時會是「一個；一位」，相

當於英文的「a」或是「an」。 

 
 
 
 
 
 
 
 
 
 
 
 
 
 
 
 
 



「主詞+動詞-sein+形容詞」： 

主詞 動詞 形容詞  

Ich bin ledig und allein. 我單身而且很孤單。 

= I am single and alone.  

Du bist hässlich aber nett. 你很醜但是很友善。 

= You are ugly but friendly.  

Er ist reich aber faul. 他很有錢但很懶惰。 

= He is rich but lazy.  

Sie ist arm aber fleißig. 她很窮但很勤奮。 

= She is poor but diligent.  

Es ist unglaublich. 這太不可思議了！ 

= It is unbelievable.  

Wir sind höflich und freundlich. 我們很有禮貌及友善。 

= We are polite and friendly.  

Ihr seid müde und hungrig. 你們累了也餓了。 

= You are tired and hungry.  

Sie sind süß und artig. 他們很可愛也很乖巧。 

= They are sweet and well-behaved.  

Sie sind jung und glücklich. 您/您們很年輕及幸福。 

  young and happy.  

 
 
 
 
 
 



「德文人稱」小提醒： 

1. 當「ich(我)」出現在句子的第一個單字時，「ich(我)」的第一個字母才需要大

寫。若「ich(我)」出現在句子中，第一個字母小寫即可，此與英文的「I(我)」

必須時時刻刻都大寫不同。 

2. 德文的第三人稱單數(「男生的他(er)」、「女生的她(sie)」、「無生命的它(es)」)

跟英文一樣，有男生、女生及無生命之分。這三個人稱除了用來指「人」，亦

分別可作為陽性、陰性及中性名詞的代名詞。 

3. 德文的 Sie(您/您們)為英文所沒有，此人稱同時包含「您(單數)」及「您們(複數)」

兩個意思。「Sie(您/您們)」的第一個字母要永遠大寫！當我們面對上司、地位

崇高之人或不熟識之人時，會以「Sie(您/您們)」來稱呼對方，家人、朋友、大

人對小孩則用「du(你)」。德國小孩稱呼親戚時甚至是直呼其名，不會像華人

是稱呼「伯伯」、「姑姑」。 

4. 在英文裡，動物、植物及所有無生命名詞的代名詞統一用「it」。但在德文裡，

「er」是所有陽性名詞的代名詞；「sie」是所有陰性名詞的代名詞；「es」是

所有中性名詞的代名詞。比如： 

 Tisch m. 桌子 –e Mädchen n. 小孩 –er 

中文 我的桌子很大，但是它很

髒。 

這位小女孩很聰明，但是她

很懶惰。 

英文 My table is big, but it is 
dirty. 

The little girl is smart, but 
she is lazy. 

德文 Mein Tisch ist groß, aber 
er ist schmutzig. 

Das Mädchen ist schlau, 
aber es ist faul. 

 
 
 
 
 
 
 
 
 
 
 
 
 
 



「主詞+動詞-sein+不定冠詞+名詞」： 

主詞 動詞 不定冠詞 名詞  

Ich bin  Student. 我是一位男大學生。 

= I am a college student.  

Du bist  Ingenieur. 你是一位男工程師。 

= You are an engineer.  

Er ist  Lehrer. 他是一位男老師。 

= He is a teacher.  

Sie ist  Köchin. 她是一位女廚師。 

= She  is a cook.  

Es ist ein Rathaus. 它是一棟市政廳。 

= It is a townhall.  

Wir sind  Kellner. 我們都是男服務生。 

= We are  waiters.  

Ihr seid  Kellnerinnen. 你們都是女服務生。 

= You  are  waitresses.  

Sie sind  Anwälte. 他們都是男律師。 

= They are  lawyers.  

Sie sind  Anwältin/ 
Anwältinnen. 

您/您們都是女律師。 

   lawyer/lawyers.  

 
 
 
 
 
 
 



小提醒： 

1. 為什麼在單數人稱(「ich」、「du」、「er/sie/es」)的部分，「不定冠詞」的

欄位是空白的呢？這是因為在德文裡，動詞「sein」及「werden(變成)」後面若

是加上「職業性名詞」或「國籍性名詞」，則「sein」、「werden(變成)」和名

詞之間不需要「不定冠詞」。這是德文與英文的不同之處，也是許多德文初學

者困惑的地方。 

2. 但如果「sein」及「werden(變成)」後面接的名詞不是「職業性名詞」或「國籍

性名詞」，則此時名詞前面就必須要有「不定冠詞」。比如「Es ist ein Rathaus. 

它是一棟市政廳。」，「Rathaus」並非「職業性名詞」或「國籍性名詞」，因

此「Rathaus」前面有「不定冠詞」-「ein」。 

3. 我們可以將「Es ist ein Rathaus. 它是一棟市政廳。」的 es 視為某一中性名詞的

代名詞，比如「Gebäude n. 建築物 –」或「Haus n. 房子 Häuser」。因此如果

我們延伸這個句子的話可以是： 

Das Gebäude ist sehr schön, und es ist ein Rathaus. 這棟建築物非常漂亮，然後它

是一棟市政廳。 

Das Haus ist sehr schön, und es ist ein Rathaus. 這棟房子非常漂亮，然後它是一

棟市政廳。 

4. 「es」除了可以作為中性名詞的代名詞，亦是德文的虛主詞，此功能如同英文

的「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