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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課 練習解答                      2018. 03. 09.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4.  3.  2.  1. 

我將下去  我給  我喝  我知道  

 8.  7.  6.  5. 

你（她）將給  你（她）將說  你下去  你給  

12. 11. 10.  9. 

妳將喝  妳將建造  妳建造  妳喝  

16. 15. 14. 13. 

他將建造  他下去  他將下去  他將給  

20. 19. 18. 17. 

她（你）將找到  他將喝  他給  他建造  

24. 23. 22. 21. 

你們將建造  我們喝  我們給  我們將喝  

28. 27. 26. 25. 

你們將站立  妳們（她們）將拿  你們下去  你們記得  

32. 31. 30. 29. 

他們將越過  妳們（她們）將上去 他們（她們）喝  他們將喝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大衛正從諸石頭建造一個房子。  

 2. 

這建造者們建造這營地在這山。  

 3. 

利百加今天正做諸好行為。  

 4. 

這正行善的男人他是公義的（或他是個義人）。  

 5. 

這高大的民族向埃及正下來。  

 6. 

這正下來的人們行走如同他們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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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亞倫正把禮物給他的母親。  

 8. 

這些支派們正喝許多的水。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這個義人正居住在這營地。  

  

這正居住在這營地的支派將建造一個祭壇。  

  

這正居住者們（居民們）建造諸營地。  

  

這營地的正居住者們（居民們）是從亞倫的支派。  

 2. 

雅各與這家族正向埃及下去。  

  

這正下去的家族居住在埃及。  

  

家族們正向埃及下去。  

  

這正下去的人們是從大衛的家族。  



 3. 

這律法正被寫。  

  

利百加的行為被寫在這律法。  

  

亞倫的諸行為被寫在這律法。  

  

這諸行為正被做，且它們正被寫在這律法。  

 4. 

一個義人正把水給這建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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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水正被給這個建造者。  

  

這水的給予者們是公義的。  

  

這器具被給予這建造者。  







練習四請翻譯下列的經文

出六 1 
法老


他將趕出他們 強壯的他將放走他們

1. 

耶和華對摩西說，現在你將看到我將對法老做的， 

因為以強壯的手他將放走他們，和以強壯的手他將趕出他們從他的地。 

 

利十八 3 


你們（受詞）正帶領


他們的律例

2. 

如同埃及地的行為，就是你們曾居住在她（指埃及），你們不可做。 

和如同迦南地的行為，我正帶領你們向那裡的， 

你們不可做，和不可以他們的諸律例行走。 

 

王上一 20 
通告（不定詞）

 

3. 

和你，我主，這王，全以色列的眼睛在你之上向他們通告， 

誰將坐在我主這王的寶座上在他之後。 

 

伯一 21 
我將回去 赤裸地我母親的肚腹 yiMia !,j,B


被稱頌的

4. 

和他說，我赤裸地從我母親的肚腹出來，和我將赤裸地回去到那裡， 

耶和華給予，和耶和華拿走，願耶和華的名是被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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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十八 5 
公義如果

5. 

 和一個人若他將是公義的（或他將是義人），和行典章和公義。  

撒下十五 23 
正哭泣


在汲淪溪



6. 

和全地哭泣大的聲音，和所有百姓正過去，這王正過去在汲淪溪， 

和所有的百姓正越過在這曠野的道路（的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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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詞、命令式、分詞（Paal Infinitive, Imperative, Participle） 

號 

碼 

不定詞 

絕對字型 

不定詞 

組合字型 

命令式 分詞 字根 

你們 妳 你 陰複 陽複 陰單 陽單 

1.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 

9.  ()        .. 

10.          .. 

11.  ()        .. 

12.  ()        .. 

13.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 

19.  ()        .. 

20.  ()        .. 

21.          .. 

22.  ()       .. 

23.  ()        .. 

24.  ()        .. 

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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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詞、命令式、分詞（Paal Infinitive, Imperative, Participle） 

號 

碼 

不定詞 

絕對字型 

不定詞 

組合字型 

命令式 分詞 字根 

你們 妳 你 陰複 陽複 陰單 陽單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

32.  ()        ..

33.  ()        ..

34. o ()        ..

35.  ()        .. 

36.          .. 

37.  ()        .. 

38.  ()        .. 

39.  ()        .. 

40.  ()        .. 

41.  ()        .. 

42.  ()        .. 

43.  ()        .. 

44.  ()        .. 

45.  o()        .. 

46.  ()        .. 

47.  ()        .. 

48.  ()        .. 

49.  ()       .. 

5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