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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課  數字和命令式                             2020. 03. 05. 

 

本課文法內容： 

19.1 一到十數字表及其使用
19.2 十一以上數字表及其使用 

19.3 數字百和千的寫法 

19.4 序數的寫法 

19.5 年齡的寫法 

19.6 命令式介紹 

19.7 否定的命令句 

19.8 命令式的語意 

 

 

19.1 一到十數字表及其使用 

19.1.1 一到十數字表 

數字 陰性組合字型 陽性組合字型 陰性絕對字型 陽性絕對字型 

一 -t;x;a -d;x;a t;x;a d'x,a 

二 (SHTE)-yeT.v (SHNE)-yEn.v (SHTA-yim)~Iy;T.v (SHNA-yim)~Iy:n.v 

三 -v{l.v (she-LO-shet)-t,v{l.v v{l'v h'v{l.v 

四 -[;B.r;a (ar-BA-at)-t;[;B.r;a [;B.r;a h'['B.r;a 

五 -vem]x (cha-ME-shet)-t,vem]x vem'x h'Vim]x 

六 -vev (SHE-shet)-t,vev vev h'Viv 

七 -[;b.v -t;[.biv (SHE-va)[;b,v h'[.biv 

八 -h<nom.v -t:nom.v h<nom.v h"nom.v 

九 -[;v.T -t;[.viT (TE-sha)[;veT h'[.viT 

十 (E-ser)-r,f,[ (a-SE-ret)-t,r,f][ (E-ser)r,f,[ h'r'f][ 

 

一、「零、虛無、結束」（m.）-yes.p;a -s,p,a（E-fes）~yis'p]a s,p,a（E-fes），聖經中沒有「零」。

現代希伯來文有形容詞「零的、無的」tAYis.p;a ~yIYis.p;a tyis.p;a yis.p;a。 

二、希伯來文三到十的數字用法陰陽顛倒，以陽性數字描述陰性名詞，陰性數字描述陽

性名詞。現在的希伯來文教學就乾脆在數字表格就陰陽換位，以上表格就是如此編

排，有些教材數字的位置還是使用早期的寫法，因此有陰陽不同的情況。

三、通常猶太人數數字是念「陰性絕對字型」的那一欄，建議您把這一欄背好，就能夠

看懂經文中的數目了。

四、「二」的四種寫法，位於字首的.v 只有發 SH，Sheva 不發音，是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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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數字一到十的使用 

個位數字有陰陽性的區分，使用的時候要配合名詞的陰陽性。 

個位數字「一」以「形容詞」的方式使用，放在所形容名詞之後，也可以用組合字表達，

此字也有「獨一」或「第一」的含意；若修飾確指名詞時，加上定冠詞。 

一個男人            d'x,a vyia  (one man)（數字陽性絕對字型） 

這一座山          d'x,a'h r'h'h  (the one mountain) （數字陽性絕對字型） 

這群山的這一座    ~yir'h,h d;x;a  (the one of the mountains) （數字陽性組合字型） 

耶和華是獨一的。（申命記六 4） `d'x,a h"wh>y (The Lord is one.) （數字陽性絕對字型） 

 

雅各的兩個兒子    boq][:y yEn.B yEn.v （數字陽性組合字型）

 

個位數字「三到十」通常放在所描述的名詞之前，也可以用組合字表達，但組合字通常

是與「確指名詞」連用。數字表達了複數的概念，因此所描述的名詞可以使用單數名詞。 

三個使者        ~yik'a.l;m h'v{l.v  （數字陽性絕對字型）
三個女兒            v{l'v tAn'B  （數字陰性絕對字型）
三個男人           vyia h'v{l.v  （數字陽性絕對字型） 

這五個國王             ~yik'l.M;h（cha-ME-shet）t,vem]x  （數字陽性組合字型）
在亞撒王第三年     （ME-lech）%,l,m a's'a.l v{l'v t:n.viB  （數字陰性絕對字型）

 

數字「十」的寫法與個位數字規則相同，要配合名詞的陰陽性。 

十天             ~yim"y h'r'f][  （數字陽性絕對字型）
十天（組合字）   ~yim"y（a-SE-ret）t,r,f][  （數字陽性組合字型）
這十誡（原文意思：這十話）   ~yir'b.D;h（a-SE-ret）t,r,f][  （數字陽性組合字型）

 

19.2 十一以上數字表及其使用 

19.2.1 數字十一到十九的表格和使用 

數字 陰性 陽性 數字 陰性 陽性 

十一 her.f,[ t;x;a r'f'[ d;x;a 十六 her.f,[ vev r'f'[ h'Viv 

十二 her.f,[ ~yeT.v r'f'[ ~yEn.v 十七 her.f,[ [;b.v r'f'[ h'[.biv 

十三 her.f,[ v{l.v r'f'[ h'v{l.v 十八 her.f,[ h<nom.v r'f'[ h"nom.v 

十四 her.f,[ [;B.r;a r'f'[ h'['B.r;a 十九 her.f,[ [;v.T r'f'[ h'[.viT 

十五 her.f,[ vem]x r'f'[ h'Vim]x 二十 ~yir.f,[ ~yir.f,[ 

數字十一到十九的寫法是在個位數後面加上「十」，如同中文的寫法，但位置相反。有

些個位數的寫法與單獨使用的母音有些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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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十一到十九的使用與個位數字規則相同。 

十二個男人     ~yiv"n]a r'f'[ ~yEn.v （數字陽性絕對字型）
十七年          h"n'v her.f,[ [;b.v （數字陰性絕對字型）
十八個妻子    her.f,[ h<nAm.v ~yiv"n （數字陰性絕對字型）


 

19.2.2 數字二十到九十整數表及其使用 

十位數整數沒有陰陽性的區分，也無組合字型，下表是十位數整數的寫法。 

數字 陰性和陽性相同 數字 陰性和陽性相同 

二十 ~yir.f,[ 六十 ~yiViv 

三十 ~yiv{l.v 七十 ~yi[.biv 

四十 ~yi['B.r;a 八十 ~yInom.v 

五十 ~yiVim]x 九十 ~yi[.viT 

 

二十天                    ~Ay ~yir.f,[ 

銀子七十舍克勒    （SHE-kel）l,q,v ~yi[.biv（KE-sef）@,s,K 

註：「舍克勒」（SHE-kel）l,q,v 是古代計算重量的單位，11.2-12.2 公克，現在是以色列

貨幣的單位。 

 

 

19.2.3 數字二十一到九十九的寫法和使用 

二十一到九十九的寫法是以十位數整數用連接詞 vav 加上個位數，個位數可以放在十位

數的前面或後面均可。通常十位數的數字所形容的名詞使用「單數」，按照所形容的名

詞是陰性或陽性配合使用同樣性別的個位數字。名詞可以放在數字的前面或後面。 

 

數字 陰性 陽性 

二十和一 

一和二十 

t;x;a>w ~yir.f,[ 

~yir.f,[>w t;x;a 

d'x,a>w ~yir.f,[ 

~yir.f,[>w d'x,a 

二十和二 

二和二十 

（u-SHTA-yim）~Iy;T.vW ~yir.f,[ 

~yir.f,[>w（SHTA-yim）~Iy;T.v 

 （u-SHNA-yim）~Iy:n.vW ~yir.f,[ 

~yir.f,[.w（SHNA-yim）~Iy:n.v 

九十和九 

九和九十 

（va-TE-sha）[;veT"w ~yi[.viT 

~yi[.viT>w（TE-sha）[;veT 

h'[.viT>w ~yi[.viT 

~yi[.viT>w h'[.viT 

依此類推，您就可以寫出二十三到九十八了。 

請注意，「六」（SHESH）vev、「七」（SHE-va）[;b,v 和「九」（TE-sha）[;veT 前面的連

接詞 vav，寫為 "w（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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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個男人      vyia d'x,a>w ~yir.f,[ 或  vyia ~yir.f,[>w d'x,a 

二十一個女人      h'Via t;x;a>w ~yir.f,[ 或  h'Via ~yir.f,[>w t;x;a 

九十九句話      r'b'D h'[.viT>w ~yi[.viT 或  r'b'D ~yi[.viT>w h'[.viT 

九十九座城       ryi[（va-TE-sha）[;veT"w ~yi[.viT 或  ryi[ ~yi[.viT>w（TE-sha）[;veT 

以上例子的數目均是絕對字型，所修飾的名詞可以放在數字的前面或後面。 

 

經文中有時會把所描述的名詞重複書寫，也可以使用複數名詞。 

七十五年（五年和七十年）      h"n'v ~yi[.biv>w ~yIn'v vem'x （數字陰性絕對字型）
三十一（三十和一）個男人     d'x,a>w ~yiv{l.v ~yiv"n]a （數字陽性絕對字型）
二十八（二十和八）個兒子     ~yIn'B h"nAm.vW ~yir.f,[ （數字陽性絕對字型）

 

 

19.3 數字百和千的寫法 

「百」-t;a.m tAaem h'aem(f.)  

「百」在第十七課介紹過，h'aem 即「一百」，「數百」是把一個「組合字型的個位數目」

放在「百」的前面，「百」用複數。由於「百」是陰性字，因此個位數字也用陰性。所

形容的名詞可使用單數或複數，名詞可以放在數字的前面或後面。 

 

五百（百的五）年     h"n'v tAaem vem]x （數字陰性組合字型）
八百（百的八）人     tAaem h<nom.v v,p<n （數字陰性組合字型）
例外：「二百」以雙數 （ma-TA-yim）~Iy;ta'm 表達 

 

「千」-yep.l;a ~yip'l]a（E-lef）@,l,a  (m.)  

@,l,a 就是「一千」，「數千」的寫法把一個「組合字型的個位數目」放在「千」的前面，

「千」用複數。由於「千」是陽性字，因此個位數字也用陽性。所形容的名詞可使用單

數或複數，名詞可以放在數字的前面或後面。 

 

三千（千的三）    ~yip'l]a （she-LO-shet）t,v{l.v （數字陽性組合字型） 

七千（千的七）    ~yip'l]a t;[.biv （數字陽性組合字型）
例外：「二千」以雙數 （al-PA-yim）~Iy;P.l;a 表達。 

 

以下是聖經中大數字的寫法，「萬」以上的表達用「千」為單位。 

八百三十二人（八百三十和二） 

（u-SHNA-yim）~Iy:n.vW ~yiv{l.v tAaem h<nom.v（NE-fesh）v,p<n 



 

 

 

5 

九百六十二年（二和六十年和九百年）h"n'v tAaem [;v.tW h"n'v ~yiViv>w（SHTA-yim）~Iy;T.v 

共四千六百人（四千和六百）tAaem vev>w ~yip'l]a（ar-BA-at）t;[;B.r;a（NE-fesh）v,p<n l'K 

 

五萬七千四百（七和五十千和四百）   tAaem [;B.r;a>w（E-lef）@,l,a ~yiVim]x:w h'[.biv 

六十萬三千五百五十（六百千和三千和五百和五十）

~yiVim]x:w tAaem vem]x:w ~yip'l]a（u-she-LO-shet）t,v{l.vW（E-lef）@,l,a tAaem vev 

 

 

19.4 序數的寫法 

「第一到第十」有序數的寫法，「第十一」起基數可以作為序數使用。 

第十五天     ~Ay r'f'[ h'Vim]x 

 

19.4.1 第一到第十的序數表

 陰性 陽性  陰性 陽性 

第一 h"nAvair !Avair 第六 tyiViv yiViv 

第二 （現代）h"YIn.v tyInev yInev 第七 tyi[yib.v yi[yib.v 

第三 tyivyil.v yivyil.v 第八 tyInyim.v yInyim.v 

第四 tyi[yib.r yi[yib.r 第九 tyi[yiv.T yi[yiv.T 

第五 tyivyim]x yivyim]x 第十 tyiryif][ yiryif][ 

「第一」是由字根 var 變化而來，與名詞「頭、首」vaor 相關。 



19.4.2 序數的使用 

星期的寫法除了星期六是安息日以外，都用序數表達，希伯來文的「第一天」是指「星

期天」，因此與華人日常說法相差一天，括弧中為華人的日子。 

 

第一天（星期天） !Avair ~Ay 第四天（星期三） yi[yib.r ~Ay 

第二天（星期一） yInev ~Ay 第五天（星期四） yivyim]x ~Ay 

第三天（星期二） yivyil.v ~Ay 第六天（星期五） yiViv ~Ay 

安息日（星期六）             t'B;v 

我耶和華是首先的。（以賽亞書四十一 4）      `!Avair h"wh>y yIn]a 

在第八天                 yInyim.V;h ~AY;B 

 

星期、週（m.）（複數有兩種寫法）-tA[ub.v tA[ub'v ~yi[ub'v -;[ub.v ;[Wb'v 兩星期 ~Iy;[ub.v 

七七節（五旬節）在希伯來文稱為「週節」tA[ub'v 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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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年齡的寫法

希伯來文用組合字「的兒子」-!,B 和「的女兒」-t;B 表達年齡為「多少年的兒子」、「多

少年的女兒」。

亞伯拉罕一百歲。（亞伯拉罕是一百年的兒子）    `h"n'v h'aem !,B ~'h'r.b;a 

撒拉七歲。（撒拉是七年的女兒）        `~yIn'v（SHE-va）[;b,v t;B h'r'f 

 

19.6 命令式介紹 

希伯來文的命令式僅用於第二人稱的「你、妳、你們、妳們」，而且命令式僅表達「肯

定」的命令。否定的命令以否定詞和未完成式表達。命令式的寫法以未完成式的型態去

掉前置字母 iT 就是命令式了，本課介紹的是簡單主動 l;['P（Paal）動詞結構的命令式，

請參考以下表格比較。



Paal 未完成式 Paal 命令式

你將保守 rom.viT 你要保守！ rom.v 

妳將保守 yir.m.viT 妳要保守！ yir.miv 

你們將保守 Wr.m.viT 你們要保守！ Wr.miv 

妳們將保守 （tish-MOR-na）h"n.rom.viT 妳們要保守！ （she-MOR-na）h"n.rom.v 

注意，有些字的母音稍微變化。

 

你要聽我們的聲音！          `（ko-LE-nu）WnelAq t,a [;m.v 

你們要打開這城門（複數）！           `~yir'[.V;h t,a Wx.TiP 

 

失落字母的動詞所形成的命令式寫法相同，因此字數減少。 

你要拿這餅！        `（ha-LE-chem）~,x,L;h t,a x;q 

你們要住在這地！         `（ba-A-rec）#,r'a'B Wb.v 

中文翻譯經常沒有把人稱翻譯出來。 

 

 

19.7 否定的命令句 

否定的命令以否定詞和未完成式表達，否定詞 a{l 表達「永久的禁令」，《聖經》中的十

誡都是這樣表達，否定詞 l;a 表達「暫時的禁令」。

用 a{l 表達的命令句有時無法很明確地判別是否定的未完成式，還是永久禁令。

你將不可製造戰爭。     `h'm'x.lim h,f][;T a{l 

或譯為：你不可製造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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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表達的命令句就很清楚是「暫時的禁令」。

你不要打開這扇門！      `（ha-SHA-ar）r;[;V;h t,a x;T.piT l;a 

 

 

19.8 命令式的語意 

希伯來文的命令式除了表達「命令」的語意，也有「請求」的語意，常加上 a"n- 加強，

可譯為「請」。



以色列你要聽！     `lea'r.fIy [;m.v（指申命記六 4-8 這段經文）
耶和華求你聽！       `[;m.v hwhy 

請（妳）說！              `a"n-yir.mia 

請（你）作！               `a"n-hef][ 

請（你）不要走過！     `rob][;T a"n-l;a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命令式動詞 

lok/a 4. hEY/h 3. rom/a 2. dom][ 1. 

rok>z 8. [;m.v 7. hel][ 6. hef][ 5. 

x;q 12. aec 11. !eT 10. bev 9. 

Wx.liv 16. Wr.bi[ 15. Wr.miv 14. Wd.mi[ 13. 

Wa.r 20. Wf][ 19. Wt.v 18. Wk.l 17. 

yib.v 24. yia.r 23. yi[.D 22. yi[.miv 21. 

h,f][;T a{l 28. x;QiT l;a 27. %eleT l;a 26. r;maoT l;a 25.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數字描述的名詞

tAx.B>ziM;h yEn.v 3. tAx'P.vim vem'x 2. r;[:n h'Viv 1. 

~yileK;h t,vev 6. t;x;a h'm'x.lim 5. ~'d'a h'v{l.v 4. 

d'x,a ~yiv'd|Q;h v,doq 9. ~yiM;[ h'r'f][ 8. d'x,a h,P 7. 

~yil'hoa'h t,v{l.v 12. ~iy;l>g;r [;b,v 11. ~IyAG h"nAm.v 10. 

~yir'f h'['B.r;a 15. h,d'f h'[.viT 14. ~yiv"n yeT.v 13. 

~yIN;j.q ~yir'b.D h'v{l.v 18. !aoc vev 17. ~yim"y h'[.biv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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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數字

h'['B.r;a = ~Iy:n.v + ~Iy:n.v 1. 

r'f'[ ~yEn.v = h'v{l.v + h'[.viT 2. 

r'f'[ h'['B.r;a = r'f'[ ~yEn.v + ~Iy:n.v 3. 

h'Viv = h'Vim]x － r'f'[ d;x;a 4. 

her.f,[ [;B.r;a = ~Iy;T.v － her.f,[ vev 5. 

~yir.f,[ = r,f,[ + r,f,[ 6. 

r'f'[ h'v{l.v = h'[.biv － ~yir.f,[ 7. 

h'['B.r;a = h"nom.v － r'f'[ ~yEn.v 8. 

her.f,[ [;B.r;a = vem'x + [;veT 9. 

r'f'[ h'[.biv = h'[.viT + h"nom.v 10.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句子

`!aoc [;B.r;a>w tAmeh.B v{l'v Wx.q 1. 

`!aoc her.f,[ vev>w h'meh.B vem'x x;QiT l;a 2. 

`tAn]x;M;h %AT.B ~yik'l.m h'Viv hea.r 3. 

`r'B.diM;B d;x,a'h r'h'h vaor d;[ hel][ 4. 

`d,b,[ r'f'[ ~yEn.v l,a h<Z;h r'b'D;h t,a rom/a 5. 

`tAmAq.m h'Vim]x l;[ tAx.B>zim ^.l hef][  6. 

`~Iy;r.cim.B tAx.B>zim Wf][;T a{l 7. 

`~yik'a.l;M;h t,vev lAq.B yi[.miv 8. 

練習五請翻譯下列的經文 

創二十二 2 ^.dyix>y-t,a ^>niB-t,a a"n-x;q r,maOY:w 

你的惟一的 ^.dyix>y

h"YiroM;h #,r,a-l,a ^.l-%,l>w q'x.cIy-t,a 'T.b;h'a-r,v]a 

摩利亞 h"YiroM;h 

`^y,lea r;moa r,v]a ~yir'h,h d;x;a l;[ h'lo[.l ~'v Whel][;h>w 

燔祭 h'lo[ 你要獻上他 Whel][;h

1. 

創二十二 12 h'MWa.m Al f;[;T-l;a>w r;[:N;h-l,a ^.d"y x;l.viT-l;a r,maOY:w 

任何事 h'MWa.m 

h'T;a ~yih{l/a aer>y-yiK yiT.[;d"y h'T;[ yiK 

上帝的懼怕者 ~yih{l/a aer>y 通常譯為敬畏上帝的 

`yIN,Mim ^.dyix>y-t,a ^>niB-t,a 'T.k;f'x a{l>w 

你的惟一的 ^.dyix>y 你留下 'T.k;f'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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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四十一 41 `~Iy'r.cim #,r,a-l'K l;[ ^.toa yiT;t"n hea.r @esAy-l,a ho[.r;P r,maOY:w 

法老 ho[.r;P 

3. 

民十一 19 ~Iy'mAy a{l>w !Wl.kaoT d'x,a ~Ay a{l 

兩天 ~Iy'mAy 你們將吃 !Wl.kaoT

`~Ay ~yir.f,[ a{l>w ~yim"y h'r'f][ a{l>w ~yim"y h'Vim]x a{l>w 

4. 

撒上一 2 h"NIn.P tyIneV;h ~ev>w h"N;x t;x;a ~ev ~yiv"n yeT.v Al>w 

毘尼拿 h"NIn.P 哈拿 h"N;x 

`~yid'l>y !yea h"N;x.lW ~yid'l>y h"NIn.pil yih>y:w 

男孩們 ~yid'l>y 

5. 

撒上二 11 AtyeB-l;[ h't'm'r'h h"n'q.l,a %,lEY:w 

往拉瑪 h't'm'r'h 以利加拿 h"n'q.l,a 

`!ehoK;h yile[ yEn.P-t,a hwhy-t,a t,r'v.m h"y'h r;[:N;h>w 

以利 yile[ 幫手 t,r'v.m

6. 

耶三十六 8 ayib"N;h Wh"y.m.rIy Wh"Wic r,v]a lok.K h"YirEn !,B %Wr'B f;[:Y:w 

耶利米 Wh"y.m.rIy 他命令他 Wh"Wic 尼利亞 h"YirEn 巴錄 %Wr'B 

`hwhy tyeB hwhy yer.biD r,peS;b aor.qil 

在這書 r,peS;b 讀（to read）aor.qil

7. 

耶三十六 9 h'dWh>y %,l,m Wh"YivaOy !,B ~yiq"yAhyil tyivim]x;h h"n'V;b yih>y:w 

猶大 h'dWh>y 約西亞 Wh"YivaOy 約雅敬 ~yiq"yAh>y 

i~'l'vWryiB ~'['h l'K hwhy yEn.pil ~Ac Wa.r'q yi[iv.T;h v,dox;B 

禁食 ~Ac 在這月 v,dox;B 

`i~'l'vWryiB h'dWh>y yer'[em ~yia'B;h ~'['h l'k>w 

猶大 h'dWh>y 這來的（adj.）~yia'B;h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