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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課 練習解答                 2017. 10. 11.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帶著直接受詞代名詞的動詞 

 4.  3.  2.  1. 

他們將害怕你  他將吃他們  我給你  他將拿我  

 8.  7.  6.  5. 

他將製造他  他帶我來  你寫了他們  他們找到我  

12. 11. 10.  9. 

我呼喊你  他們知道他們 他將祝福你  他們將帶他來  

16. 15. 14. 13. 

你們要聽我 

他們(她們)聽我 

 他使我知道  他擊打他  他命令我們  

20. 19. 18. 17. 

我使他們回來  他將使我出來  他們將殺他  他差遣我  





練習二 請找出與練習一相同意思的動詞和受詞，並在空格內填入練習一的題碼

3 12 14 6 

8 5 4 1 

9 2 16 15 

7 11 18 10 

13 20 19 17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動詞 

 4.  3.  2.  1. 

我將害怕  我將繼續  我害怕  我繼續  

 8.  7.  6.  5. 

你（她）將抬舉  你（她）將毀壞  你抬舉  你切割  

12. 11. 10.  9. 

妳將聚集  妳將活  妳聚集  妳活  

16. 15. 14. 13. 

他害怕  他繼續  他聚集  他使上去  

20. 19. 18. 17. 

他將害怕  他將繼續  他將聚集  他將（使）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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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3. 22. 21. 

她（你）將活  她（你）將害怕  她抬舉  她聚集  

28. 27. 26. 25. 

我們將切割  我們將害怕  我們活  我們聚集  

32. 31. 30. 29. 

你們將（使）上去 你們將毀壞  你們聚集  你們使上去  

36. 35. 34. 33. 

他們抬舉  他們使上去  他們切割  他們活  

40. 39. 38. 37. 

他們將聚集  他們將（使）上去 他們將抬舉  他們將活  

44. 43. 42. 41. 

害怕  切割  毀壞  使上去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我將聚集以色列的支派，且我將差遣他們毀壞摩押的祭壇。  

 2. 

這從這曠野的這眾民族將不再活，因為法老將擊打他們和殺死他們。  

 3. 

你不可統治你的兒子們以免他們將害怕你。  

 4. 

和這先知向著這山上來，且他使他的羊群與他一起上來。  

 5. 

你不與我立約，因此我將毀滅你。  

 6. 

你將繼續述說你的話（複數），且你將寫下它們在這書上。  

 7. 

和摩西擊打這石頭，且他擊打它許多次。  

 8. 

和這國王抬他的雙眼對這元帥，且他命令他聚集這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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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五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和這男人們向著耶路撒冷上去，且他們使他們的兒子們與他們一起上去。  

 2. 

和就是在那些日子，亞當活了一百年。  

 3. 

我將作餅，且在我的兒子們面前我將抬舉它，然後他們將吃它。  

 4. 

  

這使者對這國王如此說：

你要丟你的刀在這塵土中，且你將不可差遣肉和血到戰爭。

 

 5. 

和雅各的兒子們看見他們兄弟的武力，但是他們不害怕他。  

 6. 

我計算我兄弟們的罪孽，但是我也述說關於他們的好行為。  

 7. 

兩個義人將抬這律法的櫃子，且他們使它上去到這眾城門前。  







練習六請譯下列出自創世記第五章的經文



創五 25

 （瑪土撒拉）
（拉麥）

和瑪土撒拉活一百八十七歲（七和八十年和一百年），且他使拉麥生。



創五 26

（拉麥）（瑪土撒拉）


和瑪土撒拉在使拉麥生之後活七百八十二年（二和八十年和七百年），

且他使兒子們和女兒們生。

創五 27

（瑪土撒拉）
所有瑪土撒拉的日子是九百六十九歲（九和六十年和九百年），和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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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五 28

 （拉麥）
和拉麥活一百八十二歲（二和八十年和一百年），且他使一個兒子生。

創五 29

（他將安慰我們）（挪亞）
 （他咒詛她）（勞苦）

和他叫他的名字挪亞，說，這個，他將安慰我們從我們的活動

和從我們雙手的勞苦，從耶和華咒詛的這地。



創五 30

（挪亞）（拉麥）
 

和拉麥使挪亞生之後活五百九十五年（五和九十年和五百年），

且他使兒子們和女兒們生。

創五 31

（拉麥）
和所有拉麥的日子是七百七十七歲（七和七十年和七百年），和他死了。

創五 32

 （挪亞）

（雅弗）（含）（閃）（挪亞）

和挪亞是五百歲，

和挪亞使閃、含和雅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