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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課  練習解答                                   2020. 02. 13.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加上字尾代名詞的介詞和直接受詞代名詞 

 4.  3.  2.  1. 

為我們  在你之下  到你們  從你們  

 8.  7.  6.  5. 

與他  我們  從你  她  

12. 11. 10.  9. 

在我  在我中間  在他面前  在我們之上  

16. 15. 14. 13. 

我  到他  在她之後  與她  

20. 19. 18. 17. 

到你  在你面前  你們  在他之上  

24. 23. 22. 21. 

在我們面前  與我  為他  在妳之後  

28. 27. 26. 25. 

從我  為妳  在你之後  在我之間  

32. 31. 30. 29. 

他們  在他們  在我們  像你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她有諸金器皿，和他有諸銀器皿。  

 2. 

撒拉沒有水，但是她有餅。  

 3. 

伯利恆的女人們有牛群，但是我們沒有牛群。  

 4. 

他有許多兒子們，但是他沒有一個女兒。  

 5. 

她過去有大的雙眼在大臉中間。  

 6. 

我們沒有典章，和我們有戰爭在我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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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摩西對這祭司們說：平安歸與你們。  

 8. 

這餅是好的，因為我做了它。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我將不走在你後面到你的地方，因為我聽見關於你的諸壞話。  

 2. 

這男人們出去到他們的道路，他們的羊群在他們面前，這城市在他們後面。  

 3. 

我的心靈出去到你那裡，我記得你的名字，因為我喜愛你。  

 4. 

大衛是有智慧的少年人，在這律法中過去沒有一個有智慧的男人像他。  

 5. 

我們向這山上去，我們看見這諸田野在我們面前，這樹林在我們後面。  

 6. 

這是我的主人，和他喜愛我以他的全心到永遠。  

 7. 

他們找到你在你的帳棚中間，和他們保衛你。  

 8. 

在那個城市中將有智慧人們，且他們將審判你們。  









練習四請翻譯下列的經文

書十 2 
王國基遍和他們害怕


勇士們艾城

1. 

和他們非常害怕，因為基遍是一個大城市，如同這王國的諸城市之一 

和因為她比艾城大，且她的人們是勇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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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十 7 
吉甲約書亞和他上去


這軍隊的勇士們

2. 

 和約書亞從吉甲上去，他和所有與他一起這戰爭的百姓 

和所有這有能力的勇士們。 

 

書十 8 
你不要害怕和他說


我把他們給  

3.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你不要從他們害怕， 

因為我把他們給在你手中，從他們沒有一個人將站立在你面前。 

 

書十 9 
吉甲突然和他來

4. 

 和約書亞突然整夜從吉甲上去到他們那裡。  

撒下十一 14 
烏利亞約押信早晨

5. 

（和它就是）在早晨，和大衛寫了一封信給約押，他傳送以烏利亞的手。  

撒下十二 1 
和他來拿單


貧窮的富有的兩（個）

6. 

 耶和華差遣拿單到大衛那裡，和他來到他那裡，和他對他說 

在一個城市裡有兩個人，一個是貧窮的，一個是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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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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