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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練習解答                                    2019. 10. 19. 

練習一 請將下列單字加上定冠詞 

 2.  1. 

 4.  3. 

 6.  5. 

 8.  7. 

 10.  9. 

 12.  11.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動詞 

她記得  2. 他記得  1. 

她統治   4. 他統治   3. 

她行走   6. 他行走   5. 

她聽見   8. 他聽見   7. 

她保守   10. 他保守   9. 

 

練習三  請翻譯以下的句子 

路得站立。    1. 

女人記得。   2. 

他統治。     3. 

這父親站立。   4. 

這女人保衛一個城市。   5. 

這少年人保衛一個房子。   6. 

這男人保衛一隻牲畜。   7. 

大衛從一個兒子聽見。    8. 

這男人行走到埃及。   9. 

這少女從耶路撒冷行走。   10. 

這母親聽見關於這女兒的話。  

或這母親聽從這女兒的話。

11. 

亞伯拉罕記得關於這國王的事。  

或 亞伯拉罕記得這個國王的話。

12. 



 



第五課 動詞句子 

 

2 

 

希伯來文動詞表 


Hof-al 

使役被動 


Hif-il 

使役主動 


Hit-pa-el 

反身主動 


Pu-al 

加強被動 


Pi-el 

加強主動 


Nif-al 

簡單被動 


Pa-al 

簡單主動 

 
結構

沒有
 

沒有
  

 
不定詞

被使習慣於 使習慣於 自己習慣 被保存 保存 被保守 保持、保守  

        




過去式 

完成式 

       
       
       

       
       

       
       
       
       
       陽單 


現在式

分詞

       陰單

       陽複

       陰複

        





未來式 

未完成式 

       
       
       
       
       

       
       

       
       
沒有   沒有     


命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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