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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課  練習解答                                2017. 10. 11.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4.  3.  2.  1. 

我將打仗  我將被打破  我打仗  我被打破  

 8.  7.  6.  5. 

你（她）將被作  你（她）將被找到 你被作  你被找到  

12. 11. 10.  9. 

妳將被記得  妳將被看見  妳被看見  妳被叫  

16. 15. 14. 13. 

他被打破  他被聽見  他被保守  他被作  

20. 19. 18. 17. 

他被切  他被給  他被生  他被知道  

24. 23. 22. 21. 

他將打仗  他將被找到  他將被叫  他將被看見  

28. 27. 26. 25. 

他將被切  他將被給  他將被生  他將被建造  

32. 31. 30. 29. 

她（你）將被說  她（你）將被生  她被生  她被給  

36. 35. 34. 33. 

我們將被聽見  我們將被找到  我們被知道  我們被聚集  

40. 39. 38. 37. 

你們將被給  你們將被抬  你們被給  你們被看見  

44. 43. 42. 41. 

他們被叫  他們打仗  他們被切割  他們被打破  

48. 47. 46. 45. 

他們將被看見  他們將被作  他們將被給  他們將被知道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動詞 

 4.  3.  2.  1. 

他們將被切割  妳將被記得  你們將被知道  他們（她們）被聚集 

 8.  7.  6.  5. 

他將被作  妳被叫  他將被看見  他將被打破  

12. 11. 10.  9. 

我打仗  我將被聽見  他們（她們）被看見 被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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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5. 14. 13. 

你被找到  我們被找到  他將被給  他被找到  

20. 19. 18. 17. 

他將被保守  你將被建造  他被說  打仗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句子 

 1. 

這少年人使公牛們下來到這河，為了牠們將喝河水。  

 2. 

每天他使牠們下來四次，和兩次在早晨，和兩次在晚上。  

 3. 

就是兩年之後，和拉結生了兩個女兒。  

 4. 

你的列祖們與我們建立一個公義的約，但是罪惡被作，且這約被打破了。  

 5. 

摩押的元帥們和法老的軍隊打仗，且他們消滅了他。  

 6. 

一個兒子被生給亞伯拉罕，且他的名字被叫作以撒，和他被知道像一個先知。  

 7. 

這被寫的將被知道，且它們被給祭司們，且它們被聚集成這榮耀的書。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這神聖的櫃子被建造從木頭和從石頭。  

 2. 

公義的話（或事情）將被知道，且它們將被記得在我們的世代。  

 3. 

在那個時候，這太陽正下去，且這鳥的雙翅被聽見在這海岸上。  

 4. 

我的雙眼看見，和我的雙耳聽見，和我的嘴述說我的罪惡。  

 5. 

大衛與環繞的眾民族打仗，且他立了一個約與他們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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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這國王被知道像一個英勇的男人，且他統治像一個好男人，

直到他殺了他的兄弟。

 

 7. 

法老的元帥們越過了這條河，且他們在那裡作戰，且他們被打敗。  

 8. 

這先知立了一個好國王在百姓之上，且他使他穿上安息日的衣服。  





練習五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有的動詞非常相像，請仔細辨認 

 1. 

這公牛將被看見在這田野，且牠將看見這將害怕牠的少年人。  

 2. 

我將與我的兄弟們立一個約，以免我從我的同胞被割除，且他將消滅我。  

 3. 

這先知將宣揚一句話，且他的話將被聽見，也將被實行。  

 4. 

公義的力量將在真理的典章被找到，且這百姓將找到它，也在這先知的嘴唇。  

 5. 

這祭司每一年將上去向著耶路撒冷，且每兩年他將使一隻公牛上去這祭壇之上。 

 6. 

  

你不可作一個罪惡兩次，以免你將作它三次，然後它將再被作許多次。  













練習六 請翻譯以下摘錄自利未記的經文 

利七 11 

（他將獻）（這平安）（的祭牲）
和這是這平安祭牲的律法，就是他將獻給耶和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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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七 12 

（他使靠近）（他將獻牠）（感謝）
（用油）（被調和的）（無酵餅）（的厚餅 pl.）

（被抹的）（的薄餅） 
（的厚餅 pl.）（被攪拌的）（細麵粉）

 

如果關於感謝他將獻牠，且他將使靠近這感謝的祭牲， 

用油被調和的無酵餅的厚餅， 

和用油被抹的無酵餅的薄餅， 

和被攪拌的細麵粉用油被調和的厚餅。 

 

利七 13 

（他將獻）（有酵的）（的厚餅 pl.）
（他的平安）（的感謝）（的祭牲）

在有酵餅的厚餅之上他將獻他的供物，

在他的平安的感謝的祭牲之上。



利七 14 

（舉祭）（供物）（他使靠近）
（這平安）（這灑的）

和他將使靠近，從牠，一個從所有的供物，舉祭給耶和華，

給這灑這平安祭血的祭司，牠是屬於他的。

 

利七 15 

（他的獻）（他的平安）（的感謝）（的祭牲）
（他讓放置）

和他的平安的感謝的祭牲的肉，在他獻上的日子 

牠將被吃，他不可從牠放置直到早晨。 

 

利七 16 

（他的獻）（的祭牲）（甘心）（誓願）
（和在隔天）（他的祭）（他的獻）

（這餘下的）
如果他獻的祭牲是為誓願，或甘心，  

在他獻上他的祭牲的日子，牠將被吃，和在隔天， 

和從牠這餘下的將被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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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七 17 

（牠將被燒）（這祭牲）（這餘下的）
和這從這祭牲的肉餘下的，在第三天牠將被在這火裡燒掉。



利七 18 

（他的平安）（這祭牲）
（這獻的）（他將被喜悅）

（不潔淨的肉）（牠將被計算） 


和如果在第三天從他的平安祭牲的肉確實被吃了，

這獻牠的人將不被喜悅，

牠將不被計算歸於他，牠是不潔淨的肉，

且這從牠吃的人（或心靈 f.sg.），她的罪孽將被背負（指此人將背負自己的罪孽）。





本課所附的動詞 Nifal 表格，請左右兩頁合併來看，即第六頁在左邊，第七頁在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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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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