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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課  簡單被動（Nifal）動詞結構                      2020. 12. 19. 

 

本課文法內容： 

28.1 單字表
28.2  主動和被動的動詞結構 

28.3  Nifal 動詞結構的涵義
28.4  規則的 Nifal 動詞結構
28.5  字根以 yod 開始的 Nifal 動詞結構 

28.6  被動句的表達方式 

28.7  雙數字尾 

 

28.1 單字表 

打仗 v. (Nifal)  ~xl 鳥 m. -@A[ @A[ 

公牛 m. -r;P ~yir'P r;P 耳朵 f. （oz-NA-yim）~Iy:n>z'a（O-zen）!<zoa 

（oz-NE）-yEn>z'a（O-zen）-!<zoa 

母牛 f. tAr'P h'r'P 罪、過犯 f. tAa'J;x ta'J;x 

-taoJ;x -twaoJ;x -ta;J;x 

公義 m. （CE-dek）q,d,c 力量、勢力 m. （KOACH）-;xoK（KOACH）;xoK 

公義 f. tAq'd.c h'q'd.c 

-tAq.dic -t;q.dic 

翅膀 f. tAp>n;K（ke-na-FA-yim）~Iy;p"n.K @"n'K 

-yep>n;K -@:n.K 

太陽 m. f. （SHE-mesh）v,m,v 終年有水河 m. -r;h>n tAr'h>n r'h"n 

河谷、旱季無水的河 m. （NA-chal）l;x:n 

嘴唇、語言 f. 邊緣、岸 m. -yet.pif -t;p.f tAt.pif（se-fa-TA-yim）~Iy;t'p.f h'p'f 

 

一、「鳥」@A[ 這個字是集合名詞，指所有的鳥類，沒有陰性字。

二、「耳朵」~Iy:n>z'a（oz-NA-yim）、「翅膀」~Iy;p"n.K（ke-na-FA-yim）和「嘴唇」~Iy;t'p.f

（se-fa-TA-yim）均是雙數字型，現代希伯來文以雙數作為複數使用。「耳朵」在聖

經中沒有用複數。

三、「嘴唇」h'p'f 這個字作為「邊緣、岸」的意思使用時，是陽性單數，不用複數。 

四、「罪」ta'J;x 也可寫為 h'a'J;x，「罪」還有 a.jex、h'a'j]x，均由字根「犯罪」ajx 演

變而來。「罪」ta'J;x 也有「贖罪祭」的意思。

五、「打仗」~xl 這個字後面跟著依附介詞 .B 表達「與誰打」、「用什麼武器打」、「在何

時或在何地打」。

六、「公義」q,d,c（CE-dek）與「慈愛、恩典」d,s,x（CHE-sed）是耶和華神的重要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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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主動和被動的動詞結構 

中文很少使用被動的說法，往往把被動說成主動，例如「這個蘋果是誰買的？」 

希伯來文的被動用法非常明顯，在七種動詞結構中有三種被動的結構，分別與三種主動

結構對應，唯有反身主動沒有被動結構。這些被動的動詞描述主詞「被作」的動作。 

主動句：上帝看見了。              `~yih{l/a'h a.r:Y:w（字根 har）
被動句：耶和華對他被看見了。    `hwhy（e-LAV）wy'lea a'rEY:w（字根 har）

（中文翻譯為：耶和華向他顯現） 

 

三種主動和被動對應的動詞結構 

簡單主動  l;['P Paal 加強主動  le[iP Piel 使役主動  lyi[.pih Hifil 

簡單被動  l;[.pIn Nifal 加強被動  l;[uP Pual 使役被動  l;[.p'h Hofal 

使役被動 l;[.p'h 的 'h 發 ho 的音，發音變化規則請看第一課講義 1.3.1 註腳說明。

這些結構的名稱均是用動詞字根「動作、成就」l[p 按著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拼寫。 

 

28.3  Nifal 動詞結構的涵義 

簡單被動 l;[.pIn Nifal 是與簡單主動對應的說法。 

動詞字根 簡單主動的涵義 簡單被動的涵義 

rma 說 被說 

@sa 聚集 被聚集 

hnb 建造 被建造 

rkz 記得、想起 被記得、被想起 

[dy 知道、認識 被知道、被認識 

dly 分娩 被生 

trk 切割、立（約） 被切割、（約）被立 

acm 找到、遇見 被找到、被遇見 

afn 抬、舉、背負 被抬、被舉、被背負 

!tn 給 被給 

hf[ 作、製造 被作、被製造 

arq 喊叫、稱呼 被喊叫、被稱呼 

har 看見 被看見 

rbv 打破 被打破 

[mv 聽見 被聽見 

rmv 保衛、保守 被保衛、被保守 

※不是所有的動詞都有被動用法，如「走」$lh 就沒有被動用法。 

本課單字表介紹了一個特別的動詞「打仗」~xl，這個動詞使用簡單被動 Nifal 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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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沒有被動的意思。未來在研讀聖經的時候，您會發現還有一些字，它們使用簡單被

動 Nifal，卻沒有「被動」涵義，而有「反身主動」的意思，即所作的動作是作在主詞

自己身上。 

申命記二 4   （和）你們要分外謹慎。   `doa.m ~,T.r;m.vIn>w 

簡單被動 Nifal Perfect 2 m. pl 動詞「保守」rmv 的動作乃是作在主詞自身。 



28.4 規則的 Nifal 動詞結構 

這裡以動詞「被保守」rmv 來介紹規則變化的「簡單被動」Nifal 的寫法，其他的動詞

您可以在課本後面的附錄中找到，有些寫法並不相同。 



完成式「被保守」rmv（Nifal） 

我被保守 你被保守 妳被保守 他被保守 她被保守 

yiT.r;m.vIn 

nish-MAR-ti 

'T.r;m.vIn 

nish-MAR-ta 

.T.r;m.vIn 

nish-MART 

r;m.vIn 

nish-MAR 

h'r.m.vIn 

nish-me-RA 

我們被保守 你們被保守 妳們被保守 他們被保守 她們被保守 

Wn.r;m.vIn 

nish-MAR-nu 

~,T.r;m.vIn 

nish-mar-TEM 

!,T.r;m.vIn 

nish-mar-TEN 

Wr.m.vIn 

nish-me-RU 

Wr.m.vIn 

nish-me-RU 
請注意，在每一個完成式的寫法前面都多了一個 Nifal 的 n。



未完成式「將被保守」rmv（Nifal）

我將被保守 你將被保守 妳將被保守 他將被保守 她將被保守 

rem'V,a 

e-sha-MER 

rem'ViT 

ti-sha-MER 

yir.m'ViT 

ti-sham-RI 

rem'VIy 

i-sha-MER 

rem'ViT 

ti-sha-MER 

我們將被保守 你們將被保守 妳們將被保守 他們將被保守 她們將被保守 

rem'VIn 

ni-sha-MER 

Wr.m'ViT 

ti-sham-RU 

h"n.r;m'ViT 

ti-sha-MAR-na 

Wr.m'VIy 

i-sham-RU 

h"n.r;m'ViT 

ti-sha-MAR-na 
請注意，未完成式沒有前置的 n，在字根的第一個字母多一點 Dagesh「紀念」失落的字

母。字根的第一個字母經常帶有 a 的母音，可以幫助辨認，但不總是如此。您也可以從

句子的意思來辨認，Nifal 結構的主詞常常是 Paal 結構的受詞。 



「被保守」rmv（Nifal）

分詞

正被保守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r'm.vIn 
nish-MAR 

t,r,m.vIn 
nish-ME-ret 

~yir'm.vIn 
nish-ma-RIM 

tAr'm.vIn 
nish-ma-ROT 

命令式 你要被保守 妳要被保守 你們要被保守 妳們要被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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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Vih 
hi-sha-MER 

yir.m'Vih 
hi-sham-RI 

Wr.m'Vih 
hi-sham-RU 

h"n.r;m'Vih 
hi-sha-MAR-na 

不定詞被保守 組合字型 rem'Vih(.l) 

(le) hi-sha-MER 

絕對字型 rom.vIn 
nish-MOR 

請注意，分詞和不定詞的絕對字型帶有 Nifal 結構的前置字母 n。命令式和不定詞的組

合字型居然帶著前置字母 ih，沒有前置字母 n，因此在字根的第一個字母多一點 Dagesh

「紀念」失落的字母。 



28.5 字根以 yod 開始的 Nifal 動詞結構 

字根的第一個字母是 y（yod），在 Nifal 動詞結構的寫法如同在 Hifil 結構，會把這個短

的 y（yod）改寫成長的 w（vav）。以下表格以動詞「被生」dly 介紹。在聖經中沒有使

用命令式，表格乃是按照現代希伯來文的寫法。



動詞「被生」dly（Nifal） 

 

完成式 

我被生 你被生 妳被生 他被生 她被生 

yiT.d;lAn 

no-LAD-ti 

'T.d;lAn 

no-LAD-ta 

.T.d;lAn 

no-LADT 

d;lAn 

no-LAD 

h'd.lAn 

nol-DA 

我們被生 你們被生 妳們被生 他們被生 她們被生 

Wn.d;lAn 

no-LAD-nu 

~,T.d;lAn 

no-lad-TEM 

!,T.d;lAn 

no-lad-TEN 

Wd.lAn 

nol-DU 

Wd.lAn 

nol-DU 

 

未完成式 

我將被生 你將被生 妳將被生 他將被生 她將被生 

del"Wia 

i-va-LED 

del"WiT 

ti-va-LED 

yid.l"WiT 

ti-val-DI 

del"WIy 

yi-va-LED 

del"WiT 

ti-va-LED 

我們將被生 你們將被生 妳們將被生 他們將被生 她們將被生 

del"WIn 

ni-va-LED 

Wd.l"WiT 

ti-val-DU 

h"n.d;l"WiT 

ti-va-LAD-na 

Wd.l"WIy 

yi-val-DU 

h"n.d;l"WiT 

ti-va-LAD-na 
請注意，未完成式的 "W 發 va 的音，W 裡面的一點表示它是子音，與下面的母音 a 拼音。 



分詞

正被生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d'lAn 
no-LAD 

t,d,lAn 
no-LE-det 

~yid'lAn 
no-la-DIM 

tAd'lAn 
no-la-DOT 

命令式 你要被生 妳要被生 你們要被生 妳們要被生

del"Wih 
hi-va-LED 

yid.l"Wih 
hi-val-DI 

Wd.l"Wih 
hi-val-DU 

h"n.d;l"Wih 
hi-va-LAD-na 

不定詞被生 組合字型 d,l"Wih(.l) 

(le) hi-va-LED 

絕對字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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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被動句的表達方式 

到現在介紹了兩種被動句的表達方式，一種是以簡單主動 Paal 的被動分詞表達，另一種

是以簡單被動 Nifal 動詞結構表達。被動分詞在現代希伯來文當作「現在式」使用，在

聖經中則可以表達各種不同的時態。 

這本書正被寫。（簡單主動 Paal 的被動分詞）       `bWt'K（ha-SE-fer）r,peS;h 

被動分詞只有在 Paal 結構才有，其他的動詞結構沒有被動分詞。請注意，被動分詞的特

點是在字根的第二和第三個字母中間加入字母 W。

這本書被寫了。（簡單被動 Nifal 完成式）     `b;T.kIn（ha-SE-fer）r,peS;h 

這本書將被寫。（簡單被動 Nifal 未完成式）   `bet'KIy（ha-SE-fer）r,peS;h 

 

28.7 雙數字尾 

閃族語言的名詞在數目上有單數（一個）、雙數（兩個）和複數（三個和三個以上）。希

伯來文的雙數字隨著時間逐漸減少。雙數名詞的字尾發音是 ~Iy; ，重音均在倒數第二音

節。雙數可以用於陽性和陰性名詞，然而「成雙成對」的名詞，如雙手，均為陰性。 

 

單數 雙數 複數 

一天 m. ~Ay 兩天 m. （yo-MA-yim）~Iy;mAy 日子 m. ~yim"y 

一次 f. （PA-am）~;[;P 兩次 f. （pa'a-MA-yim）~Iy;m][;P 次數 f. ~yim'[.P 

一年 f. h"n'v 兩年 f. （she-na-TA-yim）~Iy;t"n.v 年 f. ~yIn'v 

一千 m. （E-lef）@,l,a 兩千 m. （al-PA-yim）~Iy;P.l;a 千 m. ~yip'l]a 

一百 f. h'aem 兩百 f. （ma-TA-yim）~Iy;ta'm 百 f. tAaem 

 

以下表格是「成雙成對」的名詞，全都是陰性字，現代希伯來文以雙數作為複數使用。 

單數  雙數 / 複數 雙數 複數 

一隻手 f. d"y 一雙手 / 手 pl.  （ya-DA-yim）~Iy;d"y tAd"y 

一個翅膀 f. @"n'K 一對翅膀 / 翅膀 pl. （ke-na-FA-yim）~Iy;p"n.K tAp>n;K 

一個耳朵 f. （O-zen）!<zoa 一對耳朵 / 耳朵 pl. （oz-NA-yim）~Iy:n>z'a （同前）~Iy:n>z'a 

一個眼睛 f. （A-yin）!Iy;[ 雙眼 / 眼睛 pl. （e-NA-yim）~Iy:nye[ （同前）~Iy:nye[ 

一隻腳 f. （RE-gel）l<g,r 雙腳 / 腳 pl. （rag-LA-yim）~Iy;l>g;r ~yil"g.r 

一片嘴唇 f. h'p'f 兩片嘴唇 / 嘴唇 pl. （se-fa-TA-yim）~Iy;t'p.f tAt.pif 

一掌 f. @;K 兩掌 / 掌 pl. （ka-PA-yim）~Iy;P;K tAP;K 

鼻子/孔 m. @;a 兩鼻孔 （a-PA-yim）~Iy;P;a （現代）~yiP;a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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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L,a 4. reb'V,a 3. yiT.m;x.lIn 2. yiT.r;B.vIn 1. 

h,f'[eT 8. aec'MiT 7. 'tyef][:n 6. 'taec.mIn 5. 

yir.k"ZiT 12. yia'reT 11. tyea.rIn 10. taer.qIn 9. 

r;B.vIn 16. [;m.vIn 15. r;m.vIn 14. h'f][:n 13. 

t;r.kIn 20. !;TIn 19. d'lAn 18. ['dAn 17. 

~ex'LIy 24. aeC'MIy 23. aer'QIy 22. h,a'rEy 21. 

ter'KIy 28. !eT"NIy 27. del"WIy 26. h<n'BIy 25. 

rem'aeT 32. del"WiT 31. h'd.lAn 30. h"n.TIn 29. 

[;m'VIn 36. aec'MIn 35. Wn.[;dAn 34. Wn.p;s/a<n 33. 

Wn.t"NiT 40. Wa.f"NiT 39. ~,T;TIn 38. ~,tyea.rIn 37. 

Wa.r.qIn 44. Wm]x.lIn 43. Wt.r.kIn 42. Wr.B.vIn 41. 

Wa'rEy 48. Wf'[Ey 47. Wn.t"NIy 46. W[.d"WIy 45.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動詞 

Wt.r'KIy 4. yir.k"ZiT 3. W[.d"WiT 2. Wp.s,a<n 1. 

h,f'[Ey 8. taer.qIn 7. h,a'rEy 6. reb'VIy 5. 

yiT.m;x.lIn 12. [;m'V,a 11. Wa.rIn 10. ~yi['dAn 9. 

'taec.mIn 16. Wnaec.mIn 15. !et"NIy 14. a'c.mIn 13. 

rem'VIy 20. h<n'BiT 19. r;m/a<n 18. ~ex'Lih.l 17.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句子 

`r'h"n yem WT.vIy !;[;m.l r'h"N;h l,a ~yir'P dyirAh r;[:N;h 1. 

`b,r,['B ~Iy;m][;pW r,qoB;B ~Iy;m][;P yih>y:w ~Ay l'K ~yim'[.P [;B.r;a ~edirAY:w 2. 

`tAn'B yet.v lex'r d,leT:w ~Iy;t"n.v r;x;a yih>y:w 3. 

`tyir.B;h reb'ViT:w ta'J;x h't.f,[<n %;a h'q'd.c tyir.B Wn'Tia ^y,tAb]a Wmyiq"Y:w 4. 

`AtAa Wtyir.k:Y:w ho[.r;P lyex.B b'aAm yer'f Wm]x'lIY:w 5. 

`ayib"n.K [;d"WIY:w q'x.cIy Am.v aer'QIY:w ~'h'r.b;a.l !eB del"WIY:w 6. 

`dAb'K;h r,pes.l Wp.s'aEY:w ~yIn]hoK;l Wn.TIn>w W[.d"WIy ~yibut.K;h 7.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b,aemW #e[em h"n.bIn v,doQ;h !Ar]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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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yetArAd.B Wr.k"ZIy ~:g>w W[.d"WIy h'q'd.c yer.biD 2. 

`~"Y;h t;p.f l;[ W[.m.vIn @A['h yep>n;k>w derAy v,m,V;h ayih;h te['B 3. 

`yita'J;x t,a dyIGih yipW W[.m'v y:n>z'a>w Wa'r y:nye[ 4. 

`~'LuK t,a tyir.B tor.kIY:w byib's ~IyAG;B ~;x.lIn dIw'D 5. 

`wyix'a t,a tyimeh r,v]a d;[ bAj vyia.K %{l.mIY:w lIy;x vyia.K %,l,M;h [;d"WIY:w 6. 

`Wr.b'VIY:w ~'v Wm]x'LIY:w r'h"N;h t,a Wr.b'[ ho[.r;P yer'f 7. 

`t'B;v yed>gib.B AtAa veB.l:Y:w ~'['h l;[ bAj %,l,m ayib"N;h %el.m:Y:w 8. 



練習五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有的動詞非常相像，請仔細辨認 

`AtAa a'ryIy r,v]a r;[:N;h t,a h,a.rIy aWh>w h,d'F;B h,a'rEy r'P;h 1. 

`yitAa tyir.k:y aWh>w yiM;[em ter'K,a !,P y;x;a ~i[ tyir.B tor.k,a 2. 

`h,f'[Ey ~:g>w [;m'VIy Ar'b.dW r'b'D ;[yim.v:y ayib"N;h 3. 

`ayib"N;h t;p.fiB ~:G Whea'c.mIy ~'['h>w t,m/a j;P.vim.B aec'MIy h'q'd.c ;xoK 4. 

`;xeB>ziM;h l;[ r;P h,l][:y ~Iy;t"n.v l'k>w h"n'v l'K h|m;l'vWr>y h,l][:y !ehoK;h 5. 

~yim'[.P v{l'v 'h,f][;T !,P ~Iy;m][;P ta'J;x h,f][;T l;a 6. 

`tAB;r ~yim'[.P dA[ h,f'[eT ayih z'a>w  



練習六 請翻譯以下摘錄自利未記的經文 

利七 11 

`h"why;l（他將獻）byir.q:y r,v]a（這平安）~yim'l.V;h（的祭牲）x;b<z t;rAT taOz>w 
 

利七 12 

h'dAT;h x;b<z-l;[（他使靠近）byir.qih>w（他將獻牠）WN,byir.q:y（感謝）h'dAT-l;[ ~ia 
 

（用油）!,m,V;B（被調和的）t{lWl.B（無酵餅）tAC;m（的厚餅 pl.）tAL;x 
 

!,m'V;B（被抹的）~yixuv.m tAC;m（的薄餅）yeqyiq.rW 
 

`!,m'V;B t{lWl.B（的厚餅 pl.）t{L;x（被攪拌的）t,k,B.rum（細麵粉）t,los>w 
 

利七 13 

An'B.r'q（他將獻）byir.q:y（有酵的）#em'x ~,x,l（的厚餅 pl.）t{L;x-l;[ 
 

`（他的平安）wy'm'l.v（的感謝）t;dAT（的祭牲）x;b<z-l;[ 
 

利七 14 

h"why;l（舉祭）h'mWr.T（供物）!'B.r'q-l'Kim d'x,a WN,Mim（他使靠近）byir.qi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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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hIy Al（這平安）~yim'l.V;h ~;D-t,a（這灑的）qerOZ;h !ehoK;l 
 

利七 15 

（他的獻）An'B.r'q ~Ay.B（他的平安）wy'm'l.v（的感謝）t;dAT（的祭牲）x;b<z r;f.bW 
 

`r,qoB-d;[ WN,Mim（他讓放置） ;xyIN:y-a{l lek'aEy 
 

利七 16 

（他的獻）An'B.r'q（的祭牲）x;b<z（甘心）h'b'd>n Aa（誓願）r,d<n-~ia>w 
 

（和在隔天）t'r|x'MimW lek'aEy（他的祭）Ax.bIz-t,a（他的獻）Abyir.q;h ~Ay.B 
 

`lek'aEy WN,Mim（這餘下的）r'tAN;h>w 
 

利七 17 

`（牠將被燒）@er'FIy vea'B yivyil.V;h ~AY;B（這祭牲）x;b"Z;h r;f.Bim（這餘下的）r'tAN;h>w 
 

利七 18 

yivyil.V;h ~AY;B（他的平安）wy'm'l.v（這祭牲）x;b<z-r;f.Bim lek'aEy lok'aeh ~ia>w 
 

Atoa（這獻的）byir.q;M;h（他將被喜悅）h,c'rEy a{l 
 

h<y.hIy（不潔淨的肉）lWGiP Al（牠將被計算）bev'xEy a{l 
 

`a'FiT H"nA][ WN,Mim t,l,koa'h v,p<N;h>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