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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術語  

動詞分類  

動詞總覽表  

Paal 完成式、未完成式、不定詞、命令式、分詞  

Piel 完成式、未完成式、不定詞、命令式、分詞  

Hifil 完成式、未完成式、不定詞、命令式、分詞  

Hitpael 完成式、未完成式、不定詞、命令式、分詞  

Nifal 完成式、未完成式、不定詞、命令式、分詞 

Pual 完成式、未完成式、分詞  

Hofal 完成式、未完成式、分詞 

帶著附加代名詞字尾的介詞‧直接受詞代名詞  

帶著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單數名詞  

希伯來文-中文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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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術語 

本書使用名稱 傳統英文名稱 希伯來文名稱 課別 

字母的字尾寫法 Final Letter  2 

合併母音 Hataph Vowels, Composites  3 

五喉音字母 Gutturals, Laryngals  3 

連接詞 「和」 Vav Conjunctive, 

the Conjunction 

' 6 

動詞結構 

（,等） 

Verb Conjugations  5 

字首附加 

字尾附加 

Prefix 

Suffix 

"



7 

組合字 

組合字型 

Construct State 

a Word in the Construct State 



, 

9,10 

表明方向的  Locale, Directional Article ' 10 

動詞yod 開始 

失落字母的動詞 

Beginning  Verbs 

Irregular Verbs 

" 12 

在字母 中間的一點 Mappiq  3,15 

反轉  Vav Consecutive, 

Vav Conversive 

' 17 

省略動詞字型 Apocopated Forms  17 

命令式 Imperative  19 

不定詞組合字型 Infinitive Construct  20 

不定詞絕對字型 Infinitive Absolute  20 

疑問句的  Interrogative  ' 21 

動詞 yod 開始 Beginning Verbs " 25 

動詞 nun 開始 Beginning Verbs " 25 

動詞附加字尾 

代名詞附加字尾 

Verbal Suffix,  

Pronominal Suffix 

 27 

雙數字尾 Dual Ending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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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動詞分類 

 

「動詞」的希伯來文寫法是 。由於大多數希伯來文動詞的字根是由三個字母所組

成，因此，希伯來文就以 這三個字母來拼寫每種動詞的類別。 

 

動詞字根的第一個字母就以 的第一個字母 (pe)稱呼。第二個字母就以 的
第二個字母 (ayin)稱呼。第三個字母就以 的第三個字母 (lamed)稱呼。 

 

 動詞種類 例字 

字根的第一個字母是  " 
字根的第一個字母是  " 
字根的第二個字母是  " 
字根的第二個字母是  " 
字根的第三個字母是  " 

  

動詞字根的第一個字母是 
且第三個字母是  

 

"和 " 




字根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字母相同的「重複型」 

 

當五喉音字母之一出現在動詞字根時，則稱法如下： 

字根的第一個字母是喉音字母 ' 

字根的第二個字母是喉音字母 ' 

字根的第三個字母是喉音字母 ' 
 

 

拼字表 

接著的附錄，我們提供您許多拼字表，在參考拼字表前請先注意下列事項： 

一、為了您查考的便利，所有的動詞都有編號。 

二、不定詞、命令式和省略動詞字型所列出的寫法是出現在聖經中一次以上的，在聖經

中僅僅使用一次或沒有使用的寫法，在拼字表中均不列出。 

三、帶著附加字尾的名詞和介詞所列出的寫法是出現在聖經中幾次的，在聖經中很少使

用或沒有使用的寫法，在拼字表中均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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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動詞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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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未完成式（Paal Imperfect） 

號 省略字 他們 妳們/她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1.               此字極少使用未完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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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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式（Paal Perfect） 

他們/她們 妳們/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字義 號 

 /       .. 喜愛 1. 

 /       .. 吃 2. 

 /       .. 說 3. 

 /       .. 聚集 4. 

 /       .. 來 5. 

 /       .. 建造 6. 

 /       .. 是 7. 

 /       .. 走 8. 

 /       .. 記得 9. 

 /       .. 是強 10. 

 /  /    .. 活 11. 

 /       .. 知道 12. 

 /       .. 能夠 13. 

 /       .. 生產 14. 

 /       .. 出去 15. 

 /       .. 害怕 16. 

 /       .. 下去 17. 

 /       .. 繼承 18. 

 /       .. 住,坐 19. 

 /       .. 切 20. 

 /       .. 寫 21. 

 /       .. 穿 22. 

 /       .. 拿 23. 

 /       .. 死 24. 

 /       .. 統治 25. 





 8 

未完成式（Paal Imperfect） 

號 省略字 他們 妳們/她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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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式（Paal Perfect） 

他們/她們 妳們/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字義 號 

 /       .. 找到 26. 

 /       .. 倒下 27. 

 /       .. 抬 28. 

 /       .. 給 29. 

 /       .. 轉離 30. 

 /       .. 數算 31. 

 /       .. 工作 32. 

 /       .. 走過 33. 

 /       .. 上去 34. 

 /       .. 站立 35. 

 /       .. 回答 36. 

 /       .. 製造 37. 

 /       .. 打開 38. 

 /       .. 起來 39. 

 /       .. 呼叫 40. 

 /       .. 看見 41. 

 /       .. 打破 42. 

 /       .. 回來 43. 

 /       .. 躺臥 44. 

 /       .. 差遣 45. 

 /       .. 聽見 46. 

 /       .. 保衛 47. 

 /       .. 審判 48. 

 /       .. 喝 49. 

 /       .. 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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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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5.  ()        .. 

36.          .. 

37.  ()        .. 

38.  ()        .. 

39.  ()        .. 

40.  ()        .. 

41.  ()        .. 

42.  ()        .. 

43.  ()        .. 

44.  ()        .. 

45.  ()        .. 

46.  ()        .. 

47.  ()        .. 

48.  ()        .. 

49.  ()       .. 

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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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式（Piel Imperfect） 

號 省略字 他們 妳們/她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定詞、命令式、分詞（P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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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7.  ()        .. 

8.  ()        .. 

9.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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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式（Piel Perfect） 

他們/她們 妳們/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字義 號 

 /       .. 尋找 1. 

 /       .. 祝福 2. 

 /       .. 說 3. 

 /       .. 讚美 4. 

 /       .. 堅強 5. 

 /       .. 述說 6. 

 /       .. 命令 7. 

 /       .. 使成聖 8. 

 /       .. 擊碎 9. 

 /       .. 釋放 10. 

 

 

不定詞、命令式、分詞（P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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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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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式（Hifil Imperfect） 

號 省略字 他們 妳們/她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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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式（Hifil Perfect） 

他們/她們 妳們/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字義 號 

 /      .. 使來 1. 

 /      ..使堅強 2. 

 /       ..使知道 3. 

 /      ..使生產 4. 

 /       .. 繼續 5. 

 /      ..使出來 6. 

 /       .. 使下來 7. 

 /       .. 預備 8. 

 /      .. 毀壞 9. 

 /    .. 使穿上 10. 

 /      .. 使死 11. 

 /    .. 使作王 12. 

 /       .. 告訴 13. 

 /      .. 擊打 14. 

 /      .. 使倒下 15. 

 /       .. 拯救 16. 

 /      .. 使走過 17. 

 /      .. 使上去 18. 

 /    .. 使站立 19. 

 /    .. 使成聖 20. 

 /    .. 使起來 21. 

 /    .. 使回來 22. 

 /    .. 丟擲 23. 

 /    .. 使聽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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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詞、命令式、分詞（Hif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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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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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式（Hitpael Perfect） 

他們/她們 妳們/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字義 號 

/..繞走 1. 

/..自誇 2. 

 /    ..自強 3. 

/..禱告 4. 

/..自聖 5. 

 

 

未完成式（Hitpael Imperfect） 

他們 妳們/她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號 

      .. 1. 

      .. 2. 

        .. 3. 

      .. 4. 

      .. 5. 

 

 

不定詞、命令式、分詞（Hitpael Infinitive, Imperative, Participle） 

不定詞 

組合字型 

命令式 分詞 字根 號 

碼 你們 妳 你 陰複 陽複 陰單 陽單 

()      .. 1. 

      .. 2. 

()        .. 3. 

()      .. 4.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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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式（Nifal Imperfect） 

號 他們 妳們/她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不定詞、命令式、分詞（Nif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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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1.  ()        .. 

12.  ()        .. 

13.          .. 

14.  ()        .. 

15.          .. 

16.          .. 

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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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式（Nifal Perfect） 

他們/她們 妳們/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字義 號 

 /       .. 被說 1. 

 /       ..被聚集 2. 

 /       ..被建造 3. 

 /       ..被記得 4. 

 /       ..被知道 5. 

 /       ..被生產 6. 

 /       .. 被切斷 7. 

 /       .. 打仗 8. 

 /       .. 被找到 9. 

 /       .. 被抬 10. 

 /       .. 被給 11. 

 /       .. 被製作 12. 

 /       .. 被叫 13. 

 /       .. 被看見 14. 

 /       .. 被打破 15. 

 /       .. 被聽見 16. 

 /       .. 被保衛 17. 

不定詞、命令式、分詞（Nif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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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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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al） 

完成式（Perfect） 

他們/她們 妳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字義 

         ..被說 

 

未完成式（Imperfect） 

他們 妳們/她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字義 

         .. 被說 

 

分詞（Participle） 

陰性複數 陽性複數 陰性單數 陽性單數 字根 字義 

    .. 被說 

 

 

 

 

 

 

（Hofal）

完成式（Perfect） 

他們/她們 妳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字義 

    ..被丟 

 

未完成式（Imperfect） 

他們 妳們/她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字義 

         ..被丟開 

 

分詞（Participle） 

陰性複數 陽性複數 陰性單數 陽性單數 字根 字義 

    .. 被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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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附加字尾的介詞 

 

她們 他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介詞 字義 號 

   在 x 之後 1. 

          到 2. 

          與 3. 

//         在、用 4. 

         在 x 之間 5. 

 在 x 之中 6. 

    在 x 中間 7. 

         像 8. 

          到、為 9. 

        在 x 之前 10. 

          從、比 11. 

          對著 12. 

         在 x 之上 13. 

          與 14. 

    在 x 之下 15. 

 

 

 

 

 

直接受詞代名詞 

 

她們 他們 妳們 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受詞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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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號 他們的 你們的 我們的 她的 他的 妳的 你的 我的 名詞 

1. /       

2.         

3.         

4.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5.         

6. 沒有複數名詞 

7.         

8.         

9.         

10.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11.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12.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13.         

14.         

15.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16.         

17.         

18.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19.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20.         

21.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22.         

23.       

24.         

25.         

26.         

27.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28.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29.         

30.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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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她們的/他們的 妳們的/你們的 我們的 她的 他的 妳的 你的 我的 名詞 字義 號 

/ /       父親 1.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石頭 2. 

         主 3. 

  /土地 4. 

     /  帳蓬 5. 

         光 6. 

      /  耳朵 7. 

        兄弟 8. 

        男人 9. 

      /  母親 10. 

      /  鼻子 11. 

      /   地 12. 

      /  女人 13. 

        衣服 14. 

  / 牲畜 15. 

/ /     /  房子 16. 

/ /     /  兒子 17. 

     /  盟約 18. 

      /   肉 19. 

 /       女兒 20. 

     /  邊界 21. 

      /   話 22.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世代 23. 

         血 24. 

      /  道路 25.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山 26. 

      /  種子 27. 

       罪 28.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生命 29. 

        武力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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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號 她們的 他們的 你們的 我們的 她的 他的 妳的 你的 我的 名詞 

31.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32.          

33.          

34. 沒有複數名詞 

35.          

36.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37.          

38.          

39.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40. 沒有複數名詞 

41.          

42.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43.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44.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45. 沒有複數名詞 

46.       

47.          

48.          

49.          

50.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 

51.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 

52.        

53.          

54.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55.       

56.        

57.          

58.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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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他們的 你們的 我們的 她的 他的 妳的 你的 我的 名詞 字義 號 

      /  刀劍 31. 

      /   手 32. 

        日子 33. 

     /  榮耀 34.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祭司 35. 

        力量 36.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器皿 37.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翅膀 38. 

      /  座位 39. 

      /  銀子 40.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掌 41. 

      /   心 42. 

      /   心 43. 

      /   餅 44. 

        死亡 45. 

      /  祭壇 46. 

沒有單數名詞  水 47. 

      使者 48. 

        國王 49. 

      /  禮物 50. 

        數字 51.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行為 52.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命令 53. 

      /  地方 54. 

       家庭 55. 

      審判 56.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先知 57. 

/      /  產業 58. 

        少男 59. 

      /  靈魂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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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號 他們的 你們的 我們的 她的 他的 妳的 你的 我的 名詞 

61.         

62.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63.         

64.         

65.         

66.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67.        

68.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69.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70.         

71. 沒有複數名詞 

72. 沒有複數名詞 

73.        

74.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75.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76.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77.         

78.        

79.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80.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81.       

82.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複數名詞 

83.         

84.        

85.         

86.         

87.         

88. 在課文中沒有複數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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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他們的 你們的 我們的 她的 他的 妳的 你的 我的 名詞 字義 號 

      /  奴僕 61. 

     工作 62. 

      /  罪孽 63. 

      /  眼睛 64. 

        城市 65. 

      /  百姓 66. 

        骨頭 67. 

        時候 68. 

         嘴 69.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臉 70. 

        果子 71. 

      /  羊群 72. 

        軍隊 73. 

     /  公義 74. 

      /  聖潔 75. 

      /  聲音 76. 

      /   頭 77. 

      /   腳 78. 

      /   風 79. 

      /  朋友 80.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安息 81. 

      /  名字 82. 

         年 83.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大門 84.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田地 85. 

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嘴唇 86. 

在課文中沒有帶著所有格字尾的單數名詞 元帥 87. 

      /  律法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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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中文字典 

中文字義後括弧內的數字是表示此字出現在那一課的單字表 

 

父親、祖先 m (4) ......... 

父親 m (4) ....................................................... 

母親 f (4) ......................................................... 

石頭 f (18) ................. 

亞伯拉罕 m (5) ........................................ 

主 m (9) ............... 

亞當、人、人類 m (9) ................................... 

地面、泥土 f (13) ......................... 

愛、喜歡 (15) .................................... () ..

帳蓬 m (10) .......... 

會幕 m (22) ......................................... 

亞倫 m (18) .................................................. 

或 (20) ................................................................ 

光 m (22) .............................................. 

然後、那時 (11) ................................................. 

耳朵 f (28) ...................... 

兄弟 m (6) ...................... 

姊妹 f（6）........  

一 (14) ........................ 

在 xx 之後 (16) .................................. 

其他的 (24) ......... 

在此之後、後來 (17) ............................ 

公羊 m(21) ................. 

沒有、不是 (13) ............................................... 

男人、丈夫 m (4) ...... 

但是 (15) .......................................................... 

吃 (7) ................................................ () ..

不 (19) ............................................................... 

到、對、向 (5) ................................................... 

這些 m & f (13) ............................................. 

千 (19) ................ 

如果、若 (11) ................................................... 

母親 f (4) ................................................. 

說 (7) ................................................ () .. 

被說 (28) ........................................ () .. 

真理 f (22) ..................................................... 

我們 (7) ........................................................ 

我 (7) ..................................................... 

男人們 m (6) .............................................. 

聚集 (27) .......................................... () .. 

被聚集 (28) .................................... () .. 

鼻子、怒氣 m (29) 

虛無、零 m (19) .... 

零/無的(19) .... 

四 (19) ........ 

櫃 m (22) ........................................... 

地、陸地 f (6) ..... 

長的 (29) ...........................................  

女人、妻子 f (4) .......... 

（關係代名詞）(8) ........................................ 

（直接受詞記號）(8) ............................... 

與 (27) ....................................................... 

妳 f (7) .............................................................. 

你 m (7) .......................................................... 

你們 m (7) ...................................................... 

妳們 f (7) ......................................................... 

 

在、藉 (6) .......................................................... 

衣服 m (23) ............... 

請 adv (23) ............................................... 



 29 

牲畜、動物 f (4) .......... 

來 (21) ............................................... () .. 

使來、帶來 (26) ........................... () .. 

在 xx 之間/中 (8) ............................................. 

房子、殿 m (4) .............. 

伯利恆 m (11) ...................................... 

兒子、孩子 m (4) ................. 

建造 (18) ........................................... () ..

被建造 (28) ..................................... () ..

主人、巴力 (21) ... 

早上 m (22) .................................................... 

在 xx 的裡面 (22) ...................................... 

牛群 m (15) ..................................................... 

尋找、要求 (23) ............................... () .. 

盟約 f (22) ....................................... 

下跪 (23) .......................................... () .. 

賜福、祝福 (23) ............................... () .. 

肉 m (15) ............................................ 

女兒 f (4) ......................... 

在 xx 的中間 (15) ...................................... 

 

邊界 m (15) ....................................... 

大的 (14) .......... 

民族 m (18) ................................... 

也 (9) .................................................................. 

 

說 (23) .............................................. () .. 

話、事、物 m (4) ..... 

大衛 m (5) ....................................................... 

世代 m (22) ........................................ 

血 m (11) .......................... 

道路 m, f (6) .......... 

 

（定冠詞）(4) ...................................... 

他、它 m (4) ................................................... 

她、它 f (4) ..................................................... 

是、有、成為 (8) ............................. () .. 

每件事、一切 (9) .......................................... 

今天 (6) ......................................................... 

今夜 (13) ................................................... 

行走、去 (5) .................................... () .. 

走來走去 (29) ............................ () .. 

讚美 (29) .......................................... () .. 

讚美自己、自誇 (29) ................. () .. 

哈利路亞 ...................... 或

他們 m (6) ............................................. 

看啊！（這裡是）(13) ...................................... 

她們 f (6) ......................................................... 

山 m (6) ............................ 

向天 (13) ................................................ 

 

和、且 (6) ................................ 

 

這 f (13) ........................................................... 

這 m (13) ............................................................ 

金子 m (10) ..................................................... 

記得、記念 (5) .................................. () .. 

被記得、被記念 (28) ....................... () .. 

時間 (17) ..........................................................  

老的 (14) ...................... 

種子、後裔 m (13) ............................... 

 

節期 m (22) ..............................  

守節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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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m (22) ........................ 

外面 m (25) ........................................ 

是堅強 (29) ....................................... () ..

加強、支持 (29) ............................... () .. 

使堅強、抓緊 (24) ....................... () .. 

自己堅強 (29) ............................. () .. 

犯罪 f (28) ....................................... () .. 

罪、過犯 m (28) ............... 

罪惡、贖罪祭 f (28) .................................  

罪惡、贖罪祭 f (28) ...... 





活的、有生命的 (17) .......... 

野獸、活物 (17) .................................. 

活(27) ................................................ () .. 

生活 m pl (無 sg) (17) .......................... 

武力、財力、才幹 m (20) ..................... 

有智慧的 (14) .... 

夢 m (21) ........................................ 

奶 m (29) ............................................. 

奶油、厚奶 m (29) ...................... 

五 (19) ................... 

恩惠、恩典 m (22) ............................................ 

慈愛、恩典 m (28) ........... 

刀劍 f (11) .......................................... 

燃燒 (29) .......................................... () .. 

 

好的 (14) ................. 

 

手 f (9) ........................ 

知道、認識 (9) .................................. () .. 

使知道、宣告 (25) ....................... () .. 

被知道 (28) ...................................... () .. 

日子 m (6) .............. 

約瑟 m (14) .................................................... 

居民、住的 (18) .. 

酒 m (21) ................................................... 

能夠 (20) ........................................... () .. 

生產 (20) ........................................... () .. 

使生產、生產 (25) ....................... () .. 

被生 (28) ......................................... () .. 

海 m (13) ......................................... 

向海 (13) ......................................................... 

繼續、又 (27) ............................... () .. 

雅各 m (10) ................................................... 

出去、走出 (15) ................................ () .. 

使出去、帶出 (25) ......................... () .. 

以撒 m (20) ................................................... 

害怕 (27) ........................................... () .. 

下去、降下 (18) ................................ () .. 

使下去 (25) ................................... () .. 

月亮 (22) ......................................................... 

耶路撒冷 f (5) .......................................... 

繼承 佔據 (20) ................................. () .. 

有 (13) ................................................................ 

坐、住 (7) ......................................... () .. 

以色列 m (11) ............................................ 

當、像 (6) ............................................................  

當 (18) ......................................................... 

榮耀 m (15) .................................... 

如此 (10) .......................................................... 

祭司 m (10) ............... 

預備、建立 (26) ............................ () .. 

力量、能力、財力 m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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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that)、因為 (9) ......................................... 

全部、每一、整個 (9) ........................... 

器皿、工具 m (10) ........ 

像 (16) ............................................................. 

如此 (17) ............................................................ 

迦南 m, f (18) ................................................ 

翅膀 f (28) .... 

座位、王位 m (15) ............................ 

銀子、錢 m (11) ................................. 

(手或腳)掌 f (26).

切斷、立(約) (27) ............................. () .. 

毀滅、消滅 (27) ........................... () .. 

被切斷、被立(約) (28) ................... () .. 

立約 (27) .......................................... ..

寫 (11) .............................................. () .. 

著作（聖卷）m (13) ............................... 

 

到、為、藉、屬 (6) .......................................... 

不 (7) .................................................................  

利亞 f (14) ..................................................... 

心 m (9) ............................. 

穿 (24) .............................................. () .. 

使穿 (24) ..................................... () .. 

打仗 (28) ........................................ () .. 

餅、食物 m (7) .................................. 

夜晚 m (13) .................................... 

為什麼 (24) ................................................... 

為了 xx 的緣故 (23) ..................................... 

到永遠 (11) ................................................ 

到永永遠遠 (11) .............................. 

在 xx 之前 (7) ................................................ 

拿、娶 (7) ........................................ () .. 

 

非常 (14) ........................................................ 

百 f (17) ................. 

曠野、沙漠 m 

 (10) ......... 

什麼、何等 (8) ................................. 

摩押 f (6) ...................................................... 

約定的時間 m (22) .......

死 (21) ............................................... () .. 

使死、治死、殺 (26) ................... () .. 

死亡 m (24) .......................................... 

祭壇 m (17) ................... 

營 m 

(18) .......

支派 m (18) ..............

誰 (9) .................................................................. 

水 m pl (8) ............................................... 

擊打、打 f (26) .................................. 

使者 m (17)

鹽 m (13) ......................................................... 

戰爭 f (8) ................................ 

統治、作王 (5) ................................ () .. 

使統治、立王 (24) ....................... () .. 

國王 m (5) ............ 

從 (5) .................................................... 

禮物、供物 f (15) .......................... 

數字 m (24) ................................... 

行為 m (18) ..... 

找到、遇見(11) ................................ () .. 

被找到、被遇見(28) ....................... () .. 

在 xx的眼中找到恩惠 (22) ...... ..

命令 f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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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f (5) .................................................... 

地方 m (10) .................... 

從 xx 的裡面 (22) ...................................... 

摩西 m (9) ..................................................... 

家庭 f(5)

審判 m (8) .

從 xx 的中間 (15) ....................................... 

 

請（禮貌用語）(20) .......................................... 

言說、宣告 m (20) .............................. 

先知 m (21) ........ 

敘述、告訴 (25) ............................ () .. 

在 xx 前面、對面 (26) .................................... 

河 m (28) ................................ 

產業、遺產 f (20) .......................... 

打、擊打 (26) ............................... () .. 

拿俄米 f (11) .................................................. 

年輕男子 m (4) ........... 

年輕女子 f (4) .................................  

倒下、落下 (25) ............................... () .. 

使落下、俯伏 (25) ....................... () .. 

靈魂、命 f (10) .......

拯救、釋放、奪走 (25) ............... () .. 

抬起、舉起、背負 (27) ................... () .. 

被抬起、被背負 (28) ..................... () .. 

抬 xx 的眼 (27) ................................. ..

借出 (27) .......................................... () .. 

給 (18) ................................................ () .. 

被給 (28) ........................................... () .. 

 

環繞 adv (14) ................................................ 

偏向、離棄 (21) ................................ () .. 

文士、書記 (23) .......................................... 

計算 (22) .......................................... () .. 

重數、敘述 (23) ............................... () .. 

書卷、書信 m (25) ............... 

 

奴隸、僕人 m (6) .. 

工作、事奉 f (22) ..................... 

工作、事奉、崇拜 (29) .................. () .. 

穿過、越過 (6) ................................ () .. 

使越過、轉移 (24) ...................... () .. 

直到 (8) ............................................................. 

直到永遠 (11) ....................................... 

法度、證明 (22) .................... 

再、仍然、還、更多 (10) ............................. 

永遠 m (11) ......  

全世界（指我們生活的世界） (11) ....... 

罪、罪孽 m (21) ........... 

鳥 m (28) ............................................... 

眼睛 f (10) ....................... 

泉源 f (10) .................... 

城市 f (4) ........................ 

在 xx 之上、關於 (7) ....................................... 

在 xx 旁、靠近 (9) ..................................... 

因此 (17) .................................................... 

上去、上升 (9) ................................ () .. 

使上去、擢升 (27) ...................... () .. 

人民、百姓 m (6) ............. 

與 (8) ................................................................. 

站立 (5) ............................................ () .. 

使站立、豎立 (24) ...................... () .. 

回答 (17) ........................................... () .. 

塵土 m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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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材 m (11) ................. 

骨頭、要素 f (26) .

晚上 m (22) .................................................... 

製作、造 (8) .................................... () .. 

被作 (28) ........................................ () .. 

十 (19) ................... 

二十 m & f (19) ......................................... 

時候 f (17) ............................................... 

現在 (17) ......................................................  

 

嘴 m (17) ................................................... 

祈禱 (29) .................................... () .. 

以免 (26) ............................................................ 

臉 m 或 f (10) ..............................  

一次、次數 f (26) ............. 

公牛 m (28) .................................. 

母牛 f (28) .......................................... 

果子 m (21) ........................................... 

法老 m (21) ................................................. 

打開 (11) .......................................... () .. 

入口 m (23) ........................................ 

 

羊群 f (15) ............................................ 

軍隊 m (20) ......................... 

公義的 ......... 

公義 f (28) .... 

命令 (23) ........................................... () .. 

 

神聖的 (17) ................................. 

使xx為聖 (29) ................................. () .. 

使 xx 為聖 (29) ............................ () .. 

自潔、自己為聖 (29) ................. () .. 

聖 m (17) .............. 

至聖 (17) ..................................... 

聲音 m sg (8) .............（雷聲） 

起來 (21) ........................................... () .. 

使起來、建立 (26) ....................... () .. 

小的 (15) ................. 

喊叫、宣告 (11) .............................. () .. 

被叫、被稱為 (28) ......................... () .. 

內臟、裡面 m (22) ......................................... 

 

看見 (8) ............................................ () .. 

被看見 (28) .................................... () .. 

頭、領袖 m (9) ..... 

許多 (14) ........................ 

利百加 f (18) ............................................... 

腳 f (9) .......... 

風、靈、氣 m或 f (13) ............... 

路得 f (5) ......................................................... 

拉結 f (10) ......................................................  

壞的 (14) .................. /

朋友 m (25) ........................................... 

飢荒 m (23) .................................................... 

牧養 m (25) ....................................... () .. 

想要 (20) ...................................................... ..

只 (20) ............................................................... 

邪惡的 (21) ..................................... 

 

星期、週 m(19) .............   

...................................... 

七 (19) ................... 

破壞 (22) .......................................... () .. 

毀壞、打碎 (2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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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破壞 (28) .................................... () .. 

安息日 f (24) .... 

回來、歸回 (21) ................................ () .. 

使回來、帶回來 (26) ................... () .. 

躺臥 (20) .......................................... () .. 

濃酒 (21) ....................................................... 

屬於 (15) .......................................................... 

平安、完整 m (9) ........................... 

差遣、傳送 (6) ................................ () .. 

釋放、送走 (23) .............................. () .. 

丟擲、捨棄 (24) .......................... () .. 

三 (19) ................. 

那裡(there) (6) ................................................... 

名字 m (9) .................... 

天 m (13) .......................................... 

八 (19) ................ 

聽見 (5) ............................................ () .. 

使聽見、宣布 (24) ..................... () .. 

被聽見 (28) .................................... () .. 

保衛、保守、遵守 (5) .................... () .. 

被保衛、被遵守(28) ....................... () .. 

守衛 m (18) ....... 

太陽 m 或 f (28) ............................................. 

以牙還牙 (16) ............ 或 

年 f (9) .............. 

二 (19) .......................... 

城門、大門 m (8) .. 

審判 (15) .......................................... () .. 

審判 m (18) ....................... 

六 (19) ............................ 

喝 (18) ............................................. () .. 

 

田野、田地 m 

 (8) ................

放置 (21) ........................................... () .. 

嘴唇、邊緣 f 

(28) ……..

元帥 m (10) ...................... 

撒拉 f (5) ........................................................ 

的中間 (15) .......................................... 

律法、訓誨 f (13) ........................... 

在 xx 之下、代替 (14) .................................. 

總是、經常 (23) ........................................... 

聖經 (13) ....................................................... "

九 (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