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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課  不定詞和簡單主動(Paal)動詞複習                  2022. 10. 24. 

 

本課文法內容： 

20.1 單字表
20.2 不定詞介紹 

20.3 不定詞組合字型帶著依附介詞
20.4 不定詞組合字型帶著代名詞所有格字尾 

20.5 不定詞組合字型的寫法

20.6不定詞絕對字型的強調用法 

20.7 不定詞 romael 

20.8 不規則動詞「能」lky 

20.9 Paal 動詞複習 

 

 

20.1 單字表 

能夠 v. lky 力量、財力、能幹 m. -lyex（CHA-yil）lIy;x 

生、分娩 v. dly 言說 m. -~ua>n ~ua>n 

佔有、繼承 v. vry 產業、遺產 f. （nacha-LAT）-t;l]x:n（nacha-LA）h'l]x:n 

躺臥 v. bkv 軍隊 m. -a'b.c tAa'b.c a'b'c 

請、求 interj. a"n 以撒 m. q'x.cIy 

或 conj. Aa 只 adv. q;r 

 

一、「力量」lIy;x（CHA-yil）通常使用單數名詞，撒母耳記上九 1 描述基士是 lIy;x rABIG，
可視為勇士或財主。rABIG 是強壯的男人，也可指有能力或財力的人。

二、「言說」~ua>n 是動詞「耳語」~an 被動分詞 ~Wa"n 的組合字，指耶和華的神諭：

hwhy ~ua>n，和合譯本仍然譯為「耶和華說」，思高譯本譯為「上主的斷語」。

三、「軍隊」的複數 tAa'b.c 常與耶和華連用：tAa'b.c hwhy 譯為「萬軍之耶和華」。  

四、「以撒」q'x.cIy 字根 qxc 是「笑」，指各種類型的笑，晚期用 qxf。

五、「只」q;r 還可以作為形容詞「乾瘦的」（創世記四十一 19, 20, 27）。

六、「佔有」vry 這個字在未完成式變化保留字母 y 沒有失落，與其他第一個字根字母

以 y 為首的動詞不同。 

七、「躺臥」bkv 這個字除了字面的意思外，常用來講不正當的性行為，如利未記十八

章 22-23 節言：不可與男人「苟合」、不可與獸「淫合」用的就是這個字。 

八、「請」a"n 是個不變化的感嘆詞（interjection），表示謙遜的請求，經常跟著命令式使

用，第十九課已經介紹。此字也可以跟著第三人稱未完成式（耶利米書十七 15）或

第二人稱完成式（創世記四十 14），都是表達懇求或要求，中文有時沒有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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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不定詞介紹 

「不定詞」是動詞的一種格式，不受人稱、陰陽性、單複數和動詞時態的限定，它不需

要配合句子中的其他字。「不定詞」也可以視為「動名詞」，即動詞當作名詞用。 

希伯來文的不定詞分成「絕對字型」和「組合字型」兩種。 

「絕對字型」不能夠與任何其他的字連用，經常被寫在「完成式」或「未完成式」動詞

之前，用來強調這個動詞，有時候被作為第二人稱「你」的「命令句」使用。 

「組合字型」能夠與其他的字組合，通常是與依附介詞或代名詞所有格字尾連用。 



不定詞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就如同動詞。

我走去看你。（I went to see you.）

這個句子中的第二個動作「看」（to see）希伯來文就是以不定詞表達。

在你走的時侯....（in your going ....） 

這個句子中的「你走」希伯來文是以加上代名詞所有格的不定詞「你的走」表達。 

 

20.3 不定詞組合字型帶著依附介詞 

不定詞組合字型經常帶著依附介詞使用，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帶著依附介詞 .l（to），另

外也可以帶著依附介詞 .B、.K 和介詞 !im 使用，以下分別介紹。

 

20.3.1 依附介詞 .l（to） 

不定詞許多時候與依附介詞 .l（to）連用，表達句子的第二個動詞，這是不定詞最普遍

的用法，學習現代希伯來文往往以這個型態背誦不定詞。

 

我走去看。（I went to see.）     `tAa.ril（ha-LACH-ti）yiT.k;l'h yIn]a 

「看」（to see）tAa.ril 就是依附介詞 .l（to）與動詞「看」har 合成的不定詞。

他要記得保衛這個房子。  `（ha-BA-yit）tIy;B;h t,a rom.vil roK>zIy aWh 

我們喜歡記得這律法。  `h'rAT;h t,a roK>zil（a-HAV-nu）Wn.b;h'a（a-NACH-nu）Wn.x:n]a 

你將出去統治這地。                  `（ha-A-rec）#,r'a'h l;[ %{l.mil aeceT h'T;a 

以上例句的第二個動作「保衛」、「記得」和「統治」必須以不定詞表達。

 

現代會話常用動詞「想要」hcr 的主動分詞（tAcAr ~yicAr h'cAr h,cAr）當現在式與不

定詞連用，造出許多句子。此動詞未列入單字表和附錄動詞表內。



我（m.）想要吃這個餅。        `（ha-LE-chem）~,x,L;h t,a lok/a,l h,cAr yIn]a 

我們想要生一個兒子。        `!eB（la-LE-det）t,d,l'l ~yicAr（a-NACH-nu）Wn.x: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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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 依附介詞 .B（in）和 .K（when）

不定詞組合字型與依附介詞「在」.B（in）或「當」.K（when）連用，通常表達「在某動

作的時候」或「當某動作的時候」。



在繼承這房子的時候     （ha-BA-yit）tIy;B;h t,a（be-RE-shet）t,v,r.B 

在娶這妻子的時候                  h'Via'h t,a（be-KA-chat）t;x;q.B

當居住在摩押的時候         b'aAm.B（be-SHE-vet）t,b,v.K 

當製造這餅的時候      （ha-LE-chem）~,x,L;h t,a tAf][;K 

 

20.3.3 介詞 !im（from, away from）

介詞「從、遠離」!im（from, away from）可以用依附的方式與不定詞組合字型連用，表

達「從」或「遠離」的意思，翻譯的時候要按上下文採用合適的意思。

 

從（遠離）知道這律法    h'rAT;h t,a（mi-DA-at）t;[;Dim 

從（遠離）統治這地       （ha-A-rec）#,r'a'h l;[ %{l.Mim 

 

 

20.4 不定詞組合字型帶著代名詞所有格字尾 

不定詞組合字型可以加上代名詞所有格字尾，與依附介詞 .B、.K 連用，表達「在某人做

某動作的時候」、「當某人做某動作的時候」。 

 

在你走的時候（在你的走）  ^.T.k,l.B 

這個字由依附介詞 .B 和代名詞所有格字尾「你的」^ 與「走」$lh 的不定詞 t,k,l 連

成一個字，表達與這個動作相關的意思。

在你走在這路上的時候你吃了餅。`%,r,D;B ^.T.k,l.B ~,x,l 'T.l;k'a 

                 （a-CHAL-ta  LE-chem  be-lech-te-CHA  ba-DE-rech） 

在我們想念耶路撒冷的時候我們喊叫。      `i~;l'vWr>y t,a Wner.k"z.B Wna'r'q 

                       （ka-RA-nu  be-zach-RE-nu  ET  ye-ru-sha-LA-im） 

當你聽見他的聲音的時候你將會站立。    `AlAq t,a ^][.m'v.K（taa-MOD）dom][;T h'T;a 

 

 

20.5 不定詞組合字型的寫法 

不定詞組合字型依照動詞的字根不同，有四種寫法。另外還有少數動詞有其他的寫法，

您可以參考課本後面附錄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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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1 第一種不定詞組合字型：動詞字根的三個字母是完整不失落的 

加介詞 !im 加介詞 .K 加介詞 .B 加介詞 .l 不定詞組合字型 動詞字根 

roK>Zim roK>ziK roK>ziB roK>zil rok>z rkz 記得

%{l.Mim %{l.miK %{l.miB %{l.mil %{l.m $lm 統治

aAc.Mim aoc.miK aoc.miB aoc.mil aoc.m acm 找到

rob][em rob][;K rob][;B rob][;l rob][ rb[ 越過

dom][em dom][;K dom][;B dom][;l dom][ dm[ 站立

aor.Qim aor.qiK aor.qiB aor.qil aor.q arq 喊叫

;x{l.Vim ;x{l.viK ;x{l.viB ;x{l.vil ;x{l.v xlv 打發

;[om.Vim ;[om.viK ;[om.viB ;[om.vil ;[om.v [mv 聽見

rom.Vim rom.viK rom.viB rom.vil rom.v rmv 保守

joP.Vim joP.viK joP.viB joP.vil jop.v jpv 審判

註：有些字因喉音的緣故發音稍微改變了。 

 

20.5.2 第二種不定詞組合字型：動詞字根的第三個字母是會失落的 h 

加介詞 !im 加介詞 .K 加介詞 .B 加介詞 .l 不定詞組合字型 動詞字根 

tAn.Bim tAn.biK tAn.biB tAn.bil tAn.B hnb 建造

tAy.him tAy.hiK tAy.hiB tAy.hil tAy/h hyh 是

tAy.xim tAy.xiK tAy.xiB tAy.xil tAy/x hyx 活

tAl][em tAl][;K tAl][;B tAl][;l tAl][ hl[ 上去

tAf][em tAf][;K tAf][;B tAf][;l tAf][ hf[ 製造

tAa.rem tAa.riK tAa.riB tAa.ril tAa.r har 看見

tAT.Vim tAT.viK tAT.viB tAT.vil tAt.v htv 喝

從以上表格，您可以看出當字母 h 失落之後，不定詞以 tA- 結尾。

tAy.him 和 tAy.xim 雖然 h 和 x 是喉音字不加 Dagesh，但是介詞 m 的母音沒有變為 em。

 

20.5.3 第三種不定詞組合字型：動詞字根的第一個字母是會失落的字母 

這類型的不定詞重音均在倒數第二音節，如 t;[;D 發 DA-at。 

加介詞 !im 加介詞 .K 加介詞 .B 加介詞 .l 不定詞組合字型 動詞字根 

t;[;Dim t;[;d.K t;[;d.B t;[;d'l t;[;D [dy 知道

t,d,Lim t,d,l.K t,d,l.B t,d,l'l t,d,l dly 分娩

t,d,rem t,d,r.K t,d,r.B t,d,r'l t,d,r dry 下去

t,v,rem t,v,r.K t,v,r.B t,v,r'l t,v,r vry 繼承

t,b,Vim t,b,v.K t,b,v.B t,b,v'l t,b,v bvy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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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Lim t,k,l.K t,k,l.B t,k,l'l t,k,l $lh 行走

t;x;Qim t;x;q.K t;x;q.B t;x;q'l t;x;q xql 拿

從以上表格，您可以看出當動詞字根失落字母時，字尾均以 t- 結尾。 

 

20.5.4 第四種不定詞組合字型：特別變化的不定詞 

加介詞 !im 加介詞 .K 加介詞 .B 加介詞 .l 不定詞組合字型 動詞字根 

lok/aem lok/a,K lok]a;B lok/a,l lok]a lka 吃

rom/aem rom/a,K rom/a,B romael rom]a rma 說

b;K.Vim b;K.viK b;K.viB b;K.vil b;k.v bkv 躺臥

taeCim taec.K taec.B taec'l taec acy 出去

teTim tet.K tet.B tet'l tet !tn 給

從以上第二、第三和第四種不定詞表格，您可以看出只要動詞字根失落字母，不定詞均

加上 t 結尾，因此研經時要找出不定詞的字根，請記得刪去這個 t，才容易辨明原來

的動詞字根。



20.6不定詞絕對字型的強調用法 

不定詞的「絕對字型」可以用作強調完成式和未完成式動詞，不定詞絕對字型寫在前面，

完成式或未完成式緊跟這個不定詞書寫。中文翻譯的時候，沒有翻譯兩次動詞意思，而

用另外一個副詞來加強動詞的涵義，「大大、務必、一定、必定、確實」都是中文常用

來加強的字眼。 

 

你們確實聽見了我的話（複數）。             `y;r'b.D t,a ~,T.[;m.v（sha-MOa）;[Am'v 

你一定要認識你兄弟的臉。        `（a-CHI-cha）^yix'a yEn.P t,a [;deT（ya-DOa）;[od"y 

我必定說過我去過那裡。 `~'v（ha-LACH-ti）yiT.k;l'h yIn]a yiK（a-MAR-ti）yiT.r;m'a rom'a 

我確實看見了你的妻子。                     `^.T.via t,a（ra-I-ti）yityia'r hoa'r yIn]a 

 

不定詞絕對字型的寫法，通常在第二個字根有 o 的母音，有時是長母音 A，有時是短母

音符號，或兩者均可，有些動詞在聖經中沒有使用絕對字型強調用法。 

絕對字型 動詞字根 絕對字型 動詞字根 絕對字型 動詞字根 

rok"z rkz 記得 Ay'h hOy'h hyh 是 bov"y bvy 居住

%{l'm $lm 統治 Ay'x hOy'x hyx 活 %Al'h %{l'h $lh 行走

rAb'[ rb[ 越過 h{l'[ hl[ 上去 ;xAq'l ;xoq'l xql 拿

dom'[ dm[ 站立 Af'[ hof'[ hf[ 製造 ;xAt'P ;xot'P xtp 打開

;xAl'v ;x{l'v xlv 打發 Aa'r hoa'r har 看見 lAk'a lok'a lka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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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v ;[om'v [mv 聽見 At'v hot'v htv 喝 rAm'a rma 說

rAm'v rom'v rmv 保守 ;[Ad"y ;[od"y [dy 知道 bok'v bkv 躺臥

jAp'v jpv 審判 d{l"y dly 分娩 aAc"y aoc"y acy 出去

hOn'B hnb 建造 dor"y dry 下去 !At"n !ot"n !tn 給

 

不定詞的絕對字型非常簡短，有時被用來當作命令式「你要....」使用。 

撒迦利亞書六 10 使用 ;xAq'l 作為命令式「你要取」而不用原本的命令式 x;q。 

 

 

20.7 不定詞組合字型 romael 

動詞「說」rma 的不定詞 romael（to say）在沒有標點符號分隔句子的希伯來聖經中可

以分隔所說的話，如中文的引號「」使用，中文通常不需要翻譯出來。

和摩西對以色列的子民說....    .... romael lea'r.fIy yEn.B l,a h,vom r,maOY:w 

她叫他的名字約瑟說....              .... romael @esAy Am.v t,a a'r.qiT:w 

 

 

20.8 不規則動詞「能」lky 

「能」lky 這個字如同英文的 can，但是用法與英文不同，在英文是助動詞，後面接著

的動詞用原型動詞，然而在希伯來文「能」是個動詞，因此後面出現的動詞要使用帶有

依附介詞 .l 的不定詞。「能」這個字的動詞變化也不規則。 

 

我們能給他們餅。（̀LE-chem）~,x,l ~,h'l tet'l（ya-CHOL-nu）Wn.lok"y（a-NACH-nu）Wn.x:n]a 

這長老們將能審判這年輕人。           `（ha-NA-ar）r;[:N;h t,a joP.vil Wl.kWy ~yIneq>Z;h 

以上這兩個例句的第二個動詞「給」和「審判」必須使用不定詞。 

 

 

20.8.1 不規則動詞「能」的變化表 

動詞「能」沒有命令式的寫法，分詞僅在現代使用，完成式和未完成式也是不規則變化。 

 

 

完成式 

我能 你能 妳能 他能 她能 

yiT.lok"y 

ya-CHOL-ti 

'T.lok"y 

ya-CHOL-ta 

.T.lok"y 

ya-CHOLT 

lok"y 

ya-CHOL 

h'l.k"y 

yach-LA 

我們能 你們能 妳們能 他們能 她們能 

Wn.lok"y 

ya-CHOL-nu 

~,T.l'k>y 

ye-chol-TEM 

!,T.l'k>y 

ye-chol-TEN 

Wl.k"y 

yach-LU 

Wl.k"y 

yach-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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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式 

我將能 你將能 妳將能 他將能 她將能 

l;kWa 

u-CHAL 

l;kWT 

tu-CHAL 

yil.kWT 

tuch-LI 

l;kWy 

yu-CHAL 

l;kWT 

tu-CHAL 

我們將能 你們將能 妳們將能 他們將能 她們將能 

l;kWn 

nu-CHAL 

Wl.kWT 

tuch-LU 

h"n.l;kWT 

tu-CHAL-na 

Wl.kWy 

yuch-LU 

h"n.l;kWT 

tu-CHAL-na 

 

主動分詞

正能、能者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lAk"y  h'lAk>y ~yilAk>y tAlAk>y 
不定詞 組合字型 （ye-CHO-let）t,lok>y 絕對字型 lAk"y  lok"y 

分詞乃是現代希伯來文的用法，這個字聖經沒有使用分詞。 

 

 

20.9 Paal 動詞複習（重音標注請參看過去教導）

恭喜您，您已經學完了所有簡單主動 l;['P（Paal）的動詞變化，這種結構的動詞是聖經

中出現最多的一種字型，能夠掌握它的變化，您已經可以開始研讀許多經文了。另外六

種結構變化的邏輯與這個結構相同，您可以很容易學會它們。

以下是一系列簡單主動 l;['P（Paal）的動詞變化表，供您複習使用。



20.9.1 規則變化的動詞 保守 rmv 

 

完成式 

我保守 你保守 妳保守 他保守 她保守 

yiT.r;m'v 'T.r;m'v .T.r;m'v r;m'v h'r.m'v 

我們保守 你們保守 妳們保守 他們保守 她們保守 

Wn.r;m'v ~,T.r;m.v !,T.r;m.v Wr.m'v Wr.m'v 

 

未完成式 

我將保守 你將保守 妳將保守 他將保守 她將保守 

rom.v,a rom.viT yir.m.viT rom.vIy rom.viT 

我們將保守 你們將保守 妳們將保守 他們將保守 她們將保守 

rom.vIn Wr.m.viT h"n.rom.viT Wr.m.vIy h"n.rom.viT 


主動分詞

正保守、保守者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remAv t,r,mAv ~yir.mAv tAr.mAv 
被動分詞

正被保守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rWm'v h'rWm.v ~yirWm.v tArWm.v 
命令式 你要保守 妳要保守 你們要保守 妳們要保守

rom.v yir.miv Wr.miv h"n.rom.v 
不定詞保守 組合字型 rom.v(il) 絕對字型 rA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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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2 字根第三個字母是 h 的動詞 建造 hnb（有些變化失落字母 h）

 

完成式 

我建造 你建造 妳建造 他建造 她建造 

yityIn'B 'tyIn'B tyIn'B h"n'B h't>n'B 

我們建造 你們建造 妳們建造 他們建造 她們建造 

WnyIn'B ~,tyIn.B !,tyIn.B Wn'B Wn'B 

 

未完成式 

我將建造 你將建造 妳將建造 他將建造 她將建造 

h<n.b,a h<n.biT yIn.biT h<n.bIy h<n.biT 

我們將建造 你們將建造 妳們將建造 他們將建造 她們將建造 

h<n.bIn Wn.biT h"ny<n.biT Wn.bIy h"ny<n.biT 


主動分詞

正建造、建造者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h<nAB h"nAB ~yInAB tAnAB 
被動分詞

正被建造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yWn'B h"yWn.B ~IyWn.B ~yIyWn.B tAWn.B tAyWn.B 
命令式 你要建造 妳要建造 你們要建造 妳們要建造

hEn.B yIn.B Wn.B h"ny<n.B 
不定詞建造 組合字型 tAn.b(il) 絕對字型 hOn'B 
註：被動分詞的 ~yIyWn.B 和 tAyWn.B 是現代希伯來文的寫法。





20.9.3 字根第一個字母是 y 的動詞 居住 bvy（有些變化失落字母 y）

 

完成式 

我居住 你居住 妳居住 他居住 她居住 

yiT.b;v"y 'T.b;v"y .T.b;v"y b;v"y h'b.v"y 

我們居住 你們居住 妳們居住 他們居住 她們居住 

Wn.b;v"y ~,T.b;v>y !,T.b;v>y Wb.v"y Wb.v"y 

 

未完成式 

我將居住 你將居住 妳將居住 他將居住 她將居住 

bevea beveT yib.veT bevEy beveT 

我們將居住 你們將居住 妳們將居住 他們將居住 她們將居住 

bevEn Wb.veT h"n.b;veT Wb.vEy h"n.b;veT 


主動分詞

正居住、居民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bevAy t,b,vAy ~yib.vAy tAb.vAy 
命令式 你要居住 妳要居住 你們要居住 妳們要居住

bev yib.v Wb.v h"n.bev 
不定詞居住 組合字型 t,b,v('l) 絕對字型 bo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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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4 不規則變化的動詞  給 !tn 

 

完成式 

我給 你給 妳給 他給 她給 

yiT;t"n 'T;t"n .T;t"n !;t"n h"n.t"n 

我們給 你們給 妳們給 他們給 她們給 

WN;t"n ~,T;t>n !,T;t>n Wn.t"n Wn.t"n 

 

未完成式 

我將給 你將給 妳將給 他將給 她將給 

!eT,a !eTiT yIn.TiT !eTIy !eTiT 

我們將給 你們將給 妳們將給 他們將給 她們將給 

!eTIn Wn.TiT h"NeTiT Wn.TIy h"NeTiT 


主動分詞

正給、給予者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etAn t<n,tAn ~yIn.tAn tAn.tAn 
被動分詞

正被給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Wt"n h"nWt>n ~yInWt>n tAnWt>n 
命令式 你要給 妳要給 你們要給 妳們要給

!eT yin.T Wn.T h"NeT 
不定詞給 組合字型 tet('l) 絕對字型 !ot"n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l;kWa 4. b;K.v,a 3. yiT.v;r"y 2. yiT.d;l"y 1. 

b;K.viT l;a 8. b;k.v 7. 'T.b;k'v 6. 'T.lok"y 5. 

yil.kWT 12. .T.lok"y 11. yiv.ryiT 10. .T.v;r"y 9. 

deleT 16. v;ryIy 15. l;kWy 14. lAk"y 13. 

l;kWT 20. h'b.k'v 19. deleT 18. b;K.viT 17. 

WN;t"n 24. Wn.d;l"y 23. l;kWn 22. Wn.lok"y 21. 

Wb.K.viT 28. ~,T.b;k.v 27. ~,T.l'k>y 26. Wv.ryiT 25. 

Wd.lEy 32. Wd.l"y 31. Wl.kWy 30. Wl.k"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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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不定詞

~'l.k'a.B 3. ^.T.biv.B 2. ^.tAf][;B 1. 

AtAy.hiB 6. yiTiTim 5. AtAa.riK 4. 

A[.m'v.K 9. ~,k.r.b'[.B 8. Ak.l'm.B 7. 

Wner.k"z.B 12. AtAl][;B 11. ^.T.k,l.B 10. 

yiT.[;Dim 15. AT.biv.K 14. yia.r'q.B 13. 

^.taec.B 18. ~'d.m'[.B 17. AT.x;q.B 16.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yiB.r;x t,a Aa AB.r;x t,a Al tet'l l;kWa 1. 

`h<Z;h r;[;V;h>w taOZ;h ryi['h t,a tAn.bil a"n Wa.c 2. 

`@esAy t;l]x:n t,a Aa dIw'D t;l]x:n t,a t;x;q'l d;r"y a'b'C;h 3. 

`^yib'a #,r,a t,a t,v,r'l a"n hel][ 4. 

`~'['h l;[ rom.vil H"n.B t,a x;l.viT lIy;x t,vea 5. 

`h'm'x.lim tAf][;l a'c"y a'b'C;h lyex 6. 

`tAa.ril>w tAT.vil>w lok/a,l yityeB l,a a"n Wk.l 7. 

`tAT.vil %eleT l;a romael wyix'a l,a q'x.cIy remaOY:w 8. 

`yit'l]x:n t,a 'T.r;m'v>w yilAq.B [;m.viT ;[Am'v 9. 

`lAd"G h<y.hiT ^.m.x;l l'K t,a l;kaoT lAk'a ~ia 10.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句子

`h'rAT;B bWt'K hoK yiK q'x.cIy yEn.bil loK;h t,a h,f][:n hof'[ 1. 

`Wnyel'[ %{l.miT %{l'm yiK yiT.[;d"y hENih 2. 

`^,t'l]x:n lWb>giB a'b'C;l ^.lyex l'K t,a !eTiT !At"n 3. 

`@esAy yEnye[ t,a>w @esAy yEn.P t,a tAa.ril ~yir'h,hem dereT lex'r 4. 

`r'f'B t,a l;kaoT lAk'a>w ;xWt'P;h yil.K;h !im ~Iy;M;h l'K t,a h,T.viT At'v 5. 

`qyID;c aWh yiK tAlyeL;h l'k.B ~Al'v.B b;K.vil lok"y aWh 6. 

`yilAq.B [;m'v bAJ;h yIn.B romael ~eh'h ~yim"Y;B ~ea'h h'r.m'a hoK 7. 

`~'k'x !eBW h'bAj h'Via>w lAd"G lIy;x>w h'B;r h'l]x:n Al vE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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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五請翻譯下列的經文

創二十七 32 `w'fe[ ^.rok.b ^>niB yIn]a r,maOY:w h'T;a-iym wyib'a q'x.cIy Al r,maOY:w 

以掃 w'fe[ 長子 rok.B

1. 

出九 29 hwhy-l,a y;P;K-t,a for.p,a ryi['h-t,a yitaec.K h,vom wy'lea r,maOY:w 

我的手掌 y;P;K 我將打開 for.p,a 

dA[-h<y.hIy a{l d'r'B;h>w tAloQ;h 

冰雹 d'r'B 它們將停止 !Wl'D.x<y 雷聲 tAloq 

`#,r'a'h hwhy;l yiK [:deT !;[;m.l 

為了 !;[;m.l 

2. 

詩二十四 10 `dAb'K;h %,l,m aWh tAa'b.c hwhy dAb'K;h %,l,m h<z aWh yim 3. 

該二 8 `tAa'b.c hwhy ~ua>n b'h"Z;h yil>w @,s,K;h yil 4. 

該二 9 r;m'a !Avair'h-!im !Ar]x;a'h h<Z;h tIy;B;h dAb.K h<y.hIy lAd"G 

後來的  !Ar]x;a 

`tAa'b.c hwhy ~ua>n ~Al'v !eT,a h<Z;h ~Aq'M;bW 

5. 

王上十八 15 tAa'b.c hwhy y;x Wh"Yilea r,maOY:w 

活的，指永活的（發誓用語）y;x 以利亞 Wh"Yilea 

`wy'lea h,a'rea ~AY;h yiK wy"n'p.l yiT.d;m'[ r,v]a 

我將被看見 h,a'rea 

6. 

王上十八 16 b'a.x;a ta;r.qil Wh"y.d;bo[ %,lEY:w 

亞哈 b'a.x;a 迎（不定詞）ta;r.qil 俄巴底亞 Wh"y.d;bo[
`Wh"Yilea ta;r.qil b'a.x;a %,lEY:w Al-d<G:Y:w 

亞哈 b'a.x;a 和他通知 d<G:Y:w

7. 

王上十八 17 wy'lea b'a.x;a r,maOY:w Wh"Yilea-t,a b'a.x;a tAa.riK yih>y:w 

亞哈 b'a.x;a 以利亞 Wh"Yilea 

`lea'r.fIy reko[ h<z h'T;a;h 

使遭災難的人 reko[

8. 

亞四 6 romael l,b'Bur>z-l,a hwhy-r;b.D h<z romael y;lea r,maOY:w 

所羅巴伯 l,b'Bur>z

`tAa'b.c hwhy r;m'a yixWr.B-~ia yiK ;xok.b a{l>w lIy;x.b a{l 

乃是（表示後面的句子與前句涵義相反）~ia yiK 力量 ;xoK 

9. 

撒上一 18 ^y<nye[.B !ex ^.t'x.piv a'c.miT r,maoT:w 

恩惠 !ex 你的婢女 ^.t'x.piv 

`dA[ H'l-Wy'h-a{l 'hy<n'pW l;kaoT:w H'K.r;d.l h'Via'h %,leT:w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