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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課 練習解答               2018. 06. 26. 

練習一 請辨認下列動詞的字根，並翻譯它們 

 4.  3.  2.  1. 

我將是   我將吃   我說   我統治   

 8.  7.  6.  5. 

你（她）將叫  你（她）將寫 你居住   你做   

12. 11. 10.  9. 

妳將保守   妳將找到    妳看見   妳聽見   

16. 15. 14. 13. 

他將打開   他將知道   他打發   他站立   

20. 19. 18. 17. 

她（你）將拿        你寫  她走   她統治   

24. 23. 22. 21. 

我們將保衛 我們將走  我們上去   我們是   

28. 27. 26. 25. 

你們將吃  你們將統治  你們走過    你們記得    

32. 31. 30. 29. 

他們將是   他們將知道  他們知道   他們做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形容詞定語

 3.  2.  1. 

好的兒子們  好的姊妹  好的兄弟  

 6.  5.  4 

這大的手  大的海  好的女兒們  

 9.  8.  7. 

這有智慧的男人  大的雙眼  這大的諸帳棚  

 12.  11.  10. 

有智慧的臉  這有智慧的祭司們  有智慧的少女  

 15.  14.  13. 

這老的僕人們  這老的拿俄米  這老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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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7.  16. 

許多土地  許多平安  約瑟的這老臉  

 21.  20.  19. 

這壞的女人  許多家族  這許多的百姓們  

 24.  23.  22. 

從這壞的諸城市  這壞的諸城市  為這壞的女人  

 27.  26.  25. 

這聲音  一隻腳  一個餅  

 30.  29.  28. 

這些牲畜  這些水  這條道路  

 33.  32.  31. 

那些夜晚  那個母親  那個頭（首領）  

 36.  35.  34. 

像這個好父親  這好的父親  那些審判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那個地方比這個地方大。  

 2. 

利亞比大衛老，和她比路得有智慧。  

 3. 

埃及的祭司們過去是比摩押的祭司們有智慧。  

 4. 

約瑟比在這家族的所有少年人好。  

 5. 

這是這個好國王，和這些是這許多僕人們。  

 6. 

這些日子比那些日子好。  

 7. 

許多平安在這地方，因為這地方的統治者的心是好的。  

 8. 

在這列王的諸日子裡，這老大衛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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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一天我們看見有好的餅在這房子（家）裡。我們拿了這餅到雅各的田地。  

 2. 

我們坐在一棵大樹底下，然後我們吃這餅，看哪，它是非常好的。  

 3. 

沒有一個有智慧的母親在這家族，且這父親是老的。  

 4. 

在這個房子裡沒有這律法的諸審判，和有戰爭在兒子們之間。  

 5. 

這壞的統治者們不聽這祭司們的大聲音，且他們製造戰爭。  

 6. 

我們將行走到一個非常大的城市，且在那裡我們將吃許多牲畜們。  

 7. 

我將找到許多金子在這環繞的土地底下，然後我將知道，這一切是好的。  

 8. 

他寫關於這些居住在這群山的壞女人們。  








練習五請翻譯下列的經文

出十一 3 
恩惠和他給了 




法老

1. 

 耶和華給了這百姓的恩惠在埃及人的眼中。 

這人摩西也非常偉大 

在埃及地，在法老的臣僕們的眼中，和在這百姓的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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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二十八 16 
從他的睡眠和他醒來


真的和他說

2. 

 雅各從他的睡眠中醒來， 

他說，真的有耶和華在這地方，而我不知道。 

 

撒上二十六 16 


死亡永生的耶和華（耶和華的生命，發誓用詞）


的受膏者 你們的主

3. 

 你做的這件事情不好， 

（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你們是死的兒子們（該死）， 

因為你們沒有保衛你們的主－耶和華的受膏者。 

 

撒上二 17 
與的罪惡和她是


的供物他們蔑視

4. 

 這少年人們的罪惡是非常大的，與耶和華的面， 

因為這男人們蔑視耶和華的祭物。 

 

撒下十九 32(33) .... 
年歲八十巴西萊

.... 

5. 

 巴西萊是非常老的，八十歲.... 因為他是非常偉大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