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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課  練習解答                                  2017. 10. 11.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4.  3.  2.  1. 

我將拯救  我將俯伏  我拯救  我俯伏  

 8.  7.  6.  5. 

你將使下來  你將使出來  你使下來  你使出來  

12. 11. 10.  9. 

妳將丟  妳將告訴  妳丟  妳告訴  

16. 15. 14. 13. 

他丟  他俯伏  他宣告  他使生  

20. 19. 18. 17. 

他將丟  他將告訴  他將拯救  他將領出來  

24. 23. 22. 21. 

她（你）將拯救  她（你）將宣告  她告訴  她使下來  

28. 27. 26. 25. 

我們將告訴  我們將俯伏  我們拯救  我們俯伏  

32. 31. 30. 29. 

你們將帶下來  你們將宣告  你們使下來  你們宣告  

36. 35. 34. 33. 

他們使生  他們領出來  他們拯救  他們丟  

40. 39. 38. 37. 

他們將宣告  他們將領下來  他們將告訴  他們將俯伏  

44. 43. 42. 41. 

使下來  使出來  使倒下  告訴  



練習二 請分析並翻譯下列的動詞

 4.  3.  2.  1. 

定冠詞＋m.sg.分詞  反轉連接詞＋未完成式 連接詞＋完成式  介詞＋Paal 不定詞  

這領出來的  和他喝  和我們放置  在你們來的時候  

 8.  7.  6.  5. 

Paal 未完成式  反轉連接詞＋未完成式 定冠詞＋f.pl.被動分詞 Hifil 完成式  

他將是  和我能  這被打開的  我告訴  

12. 11. 10.  9. 

定冠詞＋m.sg.分詞  Paal 不定詞  Hifil 完成式  連接詞＋Paal 不定詞 

這述說的  分娩  我們使站立  和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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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5. 14. 13. 

Hifil 不定詞  Paal 完成式  反轉連接詞＋未完成式 連接詞＋定冠詞＋分詞 

丟  你們起來  和他們命令  和這使強壯的  

20. 19. 18. 17. 

Paal 未完成式  連接詞＋介詞＋不定詞 反轉連接詞＋未完成式 介詞＋Paal 不定詞  

你們將躺臥  和在你走的時候 和他死了  在你坐的時候  

24. 23. 22. 21. 

Paal 未完成式  Piel 不定詞  Hifil 未完成式  Paal 不定詞  

我們將打破  釋放  他們將使下來  給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如果你的朋友將述說這真理，他將拯救他的心靈。  

 2. 

亞伯拉罕使以撒生，和以撒使雅各生。  

 3. 

你們將宣告這飢荒，然後你們將領出這支派，為了你們將拯救他。  

 4. 

這述說者正對這百姓宣告，且在會幕宣揚平安。  

 5. 

這老人沒有看見這道路，和他倒下在他的臉上（指臉伏於地），且他的朋友拯救他。 

 6. 

這元帥們使他們的軍隊堅強，和他們宣告有戰爭。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留意有些非常相像的動詞 

 1. 

和這使者們回到伯利恆，且他們居住在那裡。  

 2. 

我將不能吃果子或肉，且代替它們我將吃餅。  

 3. 

這審判者喜愛計算他所有的典章，但他不喜愛對他的朋友述說關於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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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你們將來到耶路撒冷，你們也將在那裡建造房子，

但你們不可在這城市裡豎立一個祭壇。

 

 5. 

這在群山中找到金子的人們正把它從那裡帶出來，

且他們沒有使這國王知道它。

 

 6. 

我將繼承所有我母親的衣服，且我將穿它們，但是我將不使我的朋友穿它們。  

 7. 

亞倫使一個比他高大的男人倒下，當他倒下的時候。  

 8. 

雅各使許多兒子生，但是他不能拯救這一個他喜愛的。  





練習五請翻譯下列出自《出埃及記》第六章的經文

出六 1 


 （他將放走他們）（強壯的）

（他將趕出他們）（強壯的）
耶和華對摩西說：現在你將看見 

我將對法老作的，就是以強壯的手，他將放走他們， 

和以強壯的手，他將從他的地趕出他們。 

出六:2 

 
和上帝對摩西演說，和他對他說：我是耶和華。



出六 3 

（全能）（我被看見） 
 （我被知道）

和我被看見，對著亞伯拉罕，對著以撒，和對著雅各，以全能的神 

且我的名字耶和華，我不被他們知道。 

 

出六 4 

（我堅立） 
 （他們暫居）（他們的暫居地）

和我也堅立我的約與他們，給他們迦南地 

他們的暫居的地，就是他們暫居在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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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六 5 

（的哀聲） 
 （使工作）

和我也聽見以色列子民的哀聲， 

就是埃及人使他們工作，且我記念我的約。 

 

出六 6 

（因此） 
（我買贖）（的重擔） 

 （以刑罰）（被伸出的）（以膀臂）
因此，你要對以色列的子民說，我是耶和華，且我使你們從埃及人的重擔底下出來， 

且我從他們的工作拯救了你們，且我買贖了你們，  

以被伸出的膀臂，和以大的刑罰。 

出六 7 

 
 （的重擔）

和我拿你們屬於我為百姓，和我是屬於你們為上帝，且你們知道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這領你們從埃及人的重擔底下出來的。 

 

出六 8 

（我舉）（我領出來） 
 （產業）

和我領你們出來到這地，就是我舉我的手，把她給 

亞伯拉罕，給以撒，和給雅各，和我把她給你們為產業，我是耶和華。 

 

出六 9 

 
 （困難的）（由於靈的短）

和摩西對以色列的子民如此說 

和他們不聽摩西，由於靈的短（指不耐煩）和困難的工作。 

出六 10 

 
和耶和華對摩西說： 

出六 11 

 
你要來，你要對埃及王法老說，且他要放走以色列的子民從他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