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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課 練習解答                  2018. 05. 09.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4.  3.  2.  1. 

我將預備  我將建立  我預備  我建立  

 8.  7.  6.  5. 

你（她）將擊打  你（她）將帶來  你擊打  你帶來  

12. 11. 10.  9. 

妳將殺  妳將擊打  妳殺  妳擊打  

16. 15. 14. 13. 

他拯救  他使生  他使回來  他預備  

20. 19. 18. 17. 

他將拯救  他將使下來  他將建立  他將帶來  

24. 23. 22. 21. 

她（你）將擊打  她（你）將殺  她建立  她使回來  

28. 27. 26. 25. 

我們將使回來  我們將帶來  我們殺  我們使回來  

32. 31. 30. 29. 

你們將建立  你們將擊打  你們預備  你們擊打  

36. 35. 34. 33. 

他們拯救  他們使生  他們預備  他們擊打  

40. 39. 38. 37. 

他們將建立  他們將帶來  他們將使回來  他們將殺  

44. 43. 42. 41. 

使倒下  擊打  殺  預備  







練習二 請分析並翻譯下列的動詞

 4.  3.  2.  1. 

Hifil 完成式  Paal 命令式  反轉連接詞＋未完成式 連接詞＋Piel 完成式 

他們告訴  你們要走  和他擊打  和我們命令  

 8.  7.  6.  5. 

Piel 未完成式  連接詞＋Hifil 完成式 反轉連接詞＋未完成式 Hifil 完成式  

你（她）將述說 和他們使下來  和他起來  我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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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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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拿  我們預備  和他建造  這擊打  

16. 15.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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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將使回來  和你（她）轉移  你們將使強壯  在我帶來的時候  

20. 19. 18. 17. 

反轉連接詞＋未完成式 反轉連接詞＋未完成式 定冠詞＋m.pl.分詞  Hifil 完成式  

和他放置  和你們出來  這宣告的  我使起來  

24. 23. 22. 21. 

Hifil 不定詞  連接詞＋介詞＋不定詞

＋所有格 

Hifil 未完成式  連接詞＋介詞＋不定詞

＋所有格 

擊打  和在你起來的時候 你們將使出來  和在你躺臥的時候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約瑟帶來雅各的骨頭到他的地。  

 2. 

這義人將建立他的約與這眾民族的支派們。  

 3. 

我使這本書回到它的地方，以免它將掉在這環繞的塵土中。  

 4. 

這兄弟們三次擊打約瑟的頭。  

 5. 

和法老擊打他的女兒，且她倒下在這塵土中，且她死了。  

 6. 

我為他們預備果子和肉，且他們坐，且他們吃對著這入口。  

 7. 

我的兒子們帶來塵土在他們的腳掌到家裡。  

 8. 

和這先知們確立一本神聖的書，且他們命令這百姓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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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我的兄弟在早晨起來，且他豎立起對著這海的營地。  

 2. 

這先知帶來神聖的酒，且他喝它。  

 3. 

和這元帥從塵土和石頭建立了一個祭壇，且他放供物在它之上。  

 4. 

和大衛帶回這器皿到這祭司，且他回到他的帳棚。  

 5. 

亞伯拉罕的後裔對著這山建立審判的房子，且他從那裡審判。  

 6. 

這義人數算在這律法的諸命令，且他下去統治這百姓。  

 7. 

摩西和亞倫帶領以色列的百姓從埃及地出來。  

8. 

和他們使他們越過到這曠野，且他們使他們對著這山站立。  





練習五請翻譯下列出自《申命記》第六章的經文

申六 1 

（典章）（律例）
（教導）

和這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命令的這誡命、這律例、和這典章 

要教導你們行在這地上，就是你們正過去那裡要承受她的。 

申六 2 

（害怕、敬畏）
 （他的律例） 

（它們將延長） 
為了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上帝，遵守

所有他的律例和他的誡命就是我正命令你，你和你的兒子，和你兒子的兒子，

所有你生命的日子，且為了你的日子們將延長。 

申六 3 

（它是好的、享福）
（你們將增多）

（和蜜）（奶）（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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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要聽，以色列，和你保守去做，它對你是好的 

且你們將非常增多，如同耶和華你列祖的上帝對妳所說的，流奶與蜜的地。 

 

申六 4 


你要聽，以色列，耶和華我們的上帝，耶和華是一。 

 

申六 5 

（你的力量）
和你要喜愛耶和華你的上帝，以你心的全部，和以你心靈的全部，和以你力量的全部。 

 

申六 6 


和這些話，就是我今日在你的心命令你。 

 

申六 7 

（和你將教誨它們）


和你將教誨它們對你的兒子們，和你將用它們說，在你的家你坐的時候， 

和在路上你行走的時候，和在你躺臥的時候，和在你起來的時候。 

 

申六 8 

（為象徵）（為記號）（你要綁它們）


這個字原意不詳，可能是戴在手上頭上的裝飾物品，            

主耶穌的時代仍有，後來在羅馬帝國統治下就隱藏起來了。

和你要綁它們為記號，在你的手臂，和它們為象徵在你的雙眼之間。



申六 9 

（門柱）

和你要寫它們在你的房子的眾門柱上，和在你的眾城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