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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課  練習解答                               2015. 05. 04.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4.  3.  2.  1. 

我將述說  我將說  我命令  我尋找  

 8.  7.  6.  5. 

你（她）將尋找  你（她）將祝福  你釋放  你（故意）打破  

12. 11. 10.  9. 

妳將（故意）打破 妳將述說  妳說  妳命令  

16. 15. 14. 13. 

他下去  他製造  他命令  他祝福  

20. 19. 18. 17. 

他將是  他將命令  他將尋找  他將說  

24. 23. 22. 21. 

她（你）將釋放  她（你）將故意打破 她（故意）打破 她述說  

28. 27. 26. 25. 

我們將祝福  我們將尋找  我們說  我們命令  

32. 31. 30. 29. 

你們將祝福  你們將釋放  你們故意打破  你們述說  

36. 35. 34. 33. 

他們建造  他們（故意）打破 他們命令  他們說  

40. 39. 38. 37. 

他們將知道  他們將釋放  他們將述說  他們將祝福  

44. 43. 42. 41. 

正尋找  正說  正說  正祝福  

48. 47. 46. 45. 

說  述說  你們要尋找  你要釋放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亞伯拉罕釋放了這奴隸們，但是他沒有差遣他的兒子與他們一起。  

 2. 

法老的女兒打破了他的心，和她也故意打破了他全部的器皿。  

 3. 

我們將尋找我們的父親們，為了他們將祝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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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以撒總是從會幕的入口對以色列的子民演說。  

 5. 

雅各命令他的百姓作這誡命。  

 6. 

和摩西對亞倫和他的兒子們說：願平安歸與你們。  

 7. 

我數算了這牲畜們，然後我告訴大衛，有二十隻牲畜。  

 8. 

在每個早晨我的父親命令他的兒子們在晚上之前回家。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1. 

這父親祝福他的兒子們，和他放走他們去找他們在這世界的地方。  

 2. 

這先知們演說這真理，和他們總是要求和平。  

 3. 

我將放餅和酒在你的帳棚的入口，且你將祝福我。  

 4. 

和有飢荒在摩押地，和我的兒子們行走到埃及找尋食物。  

 5. 

和摩西對他的兄弟們說：你們要起來在這早晨，且你們要與我一起回到會幕。  

 6. 

你們不可釋放這山的公羊們到這曠野，因為牠們將因飢荒死在那裡。  

 7. 

這軍隊將來到我們的地，且他也將命令我們釋放這奴隸們。  

 8. 

這祭司們命令我們全部的兒子們，為了他們的先祖們遵守這律法的誡命。  

 9. 

這老人將打碎許多石頭，為了他將找到這金子。  

 10. 

在這晚上我們行走到這水旁，且這在天上的光找到恩惠在我們的雙眼中。

（指我們喜歡這天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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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請劃出下列句子中的分詞，並翻譯這些句子 

 1. 

我的僕人們知道，我現在正釋放他們。  

 2. 

這差遣你們到以色列的摩西他也將釋放你們。  

 3. 

這營地的壞審判者正坐在他的座位上，且他正從每個家族要求供物。  

 4. 

亞伯拉罕總是坐在帳棚的入口，且對他的兒子們述說關於他的行為（pl.）。  

 5. 

在飢荒的時候，我的兄弟們他們是糧食的尋找者，也是水的看守者。  

 6. 

摩押的軍隊正要求戰爭，為了他的地。  

 7. 

看哪，我正對你說，正命令你，但是你沒有回答我。  

 8. 

我放置了我的好衣服在我之上（指穿上好衣服），且行走到妳的家。  





練習五請參考所提示的單字，翻譯《創世記》第七章 1-10 節

閃  陰性、女性  挪亞 

含  四十  方舟 

雅弗  洪水  潔淨的 

與他們  與他  鳥 

  雨  陽性、男性 







創七 1 




和耶和華對挪亞說，你要來，和你的全家到這方舟，因為我看你是一個義人

在我面前，在這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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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七 2


 （她）

從所有潔淨的牲畜中，你要為你拿七（對），七隻公的，和牠的妻子，和從這牲畜

就是她不潔淨的，兩（隻），一公和牠的妻子。

創七 3

（存活）
也要從這天的鳥（拿）七，七隻公的和母的，為了存活種，在全地的表面上。

 創七4

（正降雨）
（活物）（和我要滅絕）

因為到再七天，我正降雨在這地上，四十晝和四十夜

和我要滅絕所有活物，就是我製造在這地的表面上的。

 創七5

 （他命令他）
和挪亞作了，如同所有耶和華命令他的。

創七 6

 
和挪亞是六百歲，和有洪水，水在這地上。

創七 7


和挪亞來，和他的兒子們和他的妻子，和他兒子們的妻子們與他一起到這方舟，

在這洪水的水的表面上。

 創七 8


 （爬行的）

從這潔淨的牲畜，和從這牲畜，就是她不是潔淨的，和從這鳥，和所有在這地上爬行的。



創七 9


兩（隻）、兩（隻）他們來到挪亞，到這方舟，公的和母的，如同上帝命令挪亞的。



 創七 10

 
和就是到這七天，和這洪水的水是在這地上。 

 

本課附錄的表格必須兩頁合併來看，就是第五頁在左邊，第六頁在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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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式（Piel Imperfect） 

號 省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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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詞、命令式、分詞（P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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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7.  ()        .. 

8.  ()        .. 

9.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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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式（Piel Perfect） 

他們/她們 妳們/你們 我們 她 他 妳 你 我 字根 字義 號 

 /       .. 尋找 1. 

 /       .. 祝福 2. 

 /       .. 說 3. 

 /       .. 讚美 4. 

 /       .. 堅強 5. 

 /       .. 述說 6. 

 /       .. 命令 7. 

 /       .. 使成聖 8. 

 /       .. 擊碎 9. 

 /       .. 釋放 10. 

 

 

不定詞、命令式、分詞（P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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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