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五課 使役主動（Hifil）不規則變化動詞結構            2021. 12. 07. 

 

本課文法內容： 

25.1 單字表
25.2 字根以 yod 開始的 Hifil 動詞結構 

25.3 字根以 nun 開始的 Hifil 動詞結構
25.4 希伯來文的動詞分析 

25.5 如何找出動詞的字根

25.6 如何找出不規則變化動詞的字根  

 

25.1 單字表 

知道 v. (Paal)   [dy 使知道、宣告 v. (Hifil)   [dy

分娩 v. (Paal)   dly 使分娩、（父親）生 v. (Hifil)   dly

出來 v. (Paal)   acy 使出來、帶出來 v. (Hifil)   acy

下來 v. (Paal)   dry 使下來、帶下來 v. (Hifil)   dry

倒下、落下 v. (Paal)   lpn 使落下、俯伏 v. (Hifil)   lpn

外面 m. tAcWx #Wx 敘述、告訴 v. (Hifil)   dgn

盟友、朋友 m. ~yi[er（REA）;[er 拯救、奪走 v. (Hifil)   lcn

書信、書 m. （SE-fer）-r,pes ~yir'p.s（SE-fer）r,pes 

 

一、「（父親）生」dly 這個涵義用在以男性名字記載的家譜中。

和塞特活到一百零五歲（五年和年的一百），和他生了以挪士。（創世記五 6）

          `vAn/a-t,a d,lAY:w h"n'v t;a.mW ~yIn'v vem'x tev-yix>y:w   
二、「敘述、告訴」dgn 這個動詞沒有 Paal, Nifal 和 Piel, Pual 的結構，此動詞習慣上在

後面的受詞前使用依附介詞 .l。

誰告訴你，你是赤裸的。（創世記三 11）  `h'T'a ~orye[ yiK ^.l dyIGih yim 
三、「拯救、奪走」lcn 這個動詞沒有 Paal的結構。

四、「朋友」;[er（REA）指同支派的親友，字根「牧養」h[r，顯示朋友對我們的幫助。

利未記十九 18「愛人如己」（a-HAV-ta le-re-a-CHA ka-MO-cha）^Am'K ^][er.l 'T.b;h'a
顯示這條誡命的「人」是自己的親友，馬可福音十二 31 主耶穌使用「近人」（plēsion）

將「人」推及所有在身旁的人，中文和合本譯為「鄰舍」。 

五、「書信」r,pes（SE-fer）字根 rps 是第二十三課所學的「計算」(Paal)和「重數」(Piel)。 

六、「外面」#Wx 可以與表明方向的 h' 連用，h'cWx;h（ha-HU-ca）意思是「向外面」，在

此情況的「外面」都是確指的，加上了定冠詞。

這男人向外面走出去。      `（ha-HU-ca）h'cWx;h a'c"y vyia'h 
「外面」#Wx 也可以與介詞連用。慣用語 .l #Wxim 意思是「在某某的外面」。

他坐在他的帳棚外面。    `Al|h'a.l #Wxim b'v"y aWh 



  



25.2 字根以 yod 開始的 Hifil 動詞結構 

如果動詞字根的第一個字母是 y（yod），在 Hifil 動詞結構的變化中會改寫為 w（vav）。

這種動詞的字根原來是長的 w（vav），因為 vav 被用來當作連接詞，而改成短的 y（yod）。

在 Hifil 動詞結構的變化中，這個動詞恢復原來的動詞字根 vav。這類的動詞很多，在判

斷動詞字根時，需要格外留意。 

 

本課所學的這類動詞有以下四個： 

使出來、帶出來 v. (Hifil)   acy使知道、宣告 v. (Hifil)   [dy

使下來、帶下來 v. (Hifil)   dry使分娩、（父親）生 v. (Hifil)   dly

 

以下表格以動詞「使下來」dry 為例，另外的三個動詞您能夠在課本後面的附錄中找到。

動詞「使下來」dry（Hifil）

 

完成式 

我使下來 你使下來 妳使下來 他使下來 她使下來 

yiT.d;rAh 

ho-RAD-ti 

'T.d;rAh 

ho-RAD-ta 

.T.d;rAh 

ho-RADT 

dyirAh 

ho-RID 

h'dyirAh 

ho-RI-da 

我們使下來 你們使下來 妳們使下來 他們使下來 她們使下來 

Wn.d;rAh 

ho-RAD-nu 

~,T.d;rAh 

ho-rad-TEM 

!,T.d;rAh 

ho-rad-TEN 

WdyirAh 

ho-RI-du 

WdyirAh 

ho-RI-du 

 

未完成式 

我將使下來 你將使下來 妳將使下來 他將使下來 她將使下來 

dyirAa 

o-RID 

dyirAT 

to-RID 

yidyirAT 

to-RI-di 

dyirAy 

yo-RID 

dyirAT 

to-RID 

我們將使下來 你們將使下來 妳們將使下來 他們將使下來 她們將使下來 

dyirAn 

no-RID 

WdyirAT 

to-RI-du 

h"n.derAT 

to-RED-na 

WdyirAy 

yo-RI-du 

h"n.derAT 

to-RED-na 


分詞

正使下來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dyirAm 
mo-RID 

h'dyirAm 
mo-ri-DA 

~yidyirAm 
mo-ri-DIM 

tAdyirAm 
mo-ri-DOT 

命令式

使下來

你要使下來 妳要使下來 你們要使下來 妳們要使下來

derAh 
ho-RED 

yidyirAh 
ho-RI-di 

WdyirAh 
ho-RI-du 

h"n.derAh 
ho-RED-na 

不定詞使下來 組合字型 dyirAh( .l) 

（le）ho-RID 

絕對字型 無

 

請留意，以上 Hifil 表格中的第二個字母 A 都是由字根 y（yod）變化而來。您如果看見



  

動詞以 Ah 開始寫，字尾是完成式動詞人稱，它就可能是 Hifil 動詞結構。 

耶和華指示。      `hwhy（ho-DIA）;[yidAh（動詞字根 [dy）

 

如果您看見動詞的開始是未完成式的前置人稱字母，後面緊跟著 A，這個動詞就很可能

是 Hifil 動詞結構的未完成式。Hifil 動詞結構的未完成式沒有前置字母 h。

他將帶她出來。    `H'tAa ayicAy aWh （動詞字根 acy） 

 

因此，在找尋這類動詞的字根時，需要留意把 A 改成 y，才能找到正確的字根。

你們生了大衛。                     `dIw'D t,a ~,T.d;lAh（動詞字根 dly）
他使他的女兒從一棵樹下來。     `#e[ !im ATiB t,a dyirAh（動詞字根 dry）
妳們將宣告這盟約。     `tyir.B;h t,a（to-DA-na）h"n.[;dAT（動詞字根 [dy）
 

25.3 字根以 nun 開始的 Hifil 動詞結構 

動詞字根的第一個字母是 n（nun）的 Hifil 結構會失落了這個字根 nun。然後，在字根

的第二個字母加上一個 dagesh 點，「紀念」這個失去的字根 nun。在判斷動詞字根的時

候，您必須在字根僅存的兩個字母前面加回這個失去的 nun，就是動詞原來的模樣。 

本課介紹的這類動詞有三個： 

使落下、俯伏 v. (Hifil)   lpn

敘述、告訴 v. (Hifil)   dgn

拯救、奪走 v. (Hifil)   lcn

 

以下表格以動詞「告訴」dgn 為例，另外的兩個動詞您能夠在課本後面的附錄中找到。

動詞「告訴」dgn（Hifil）

 

完成式 

我告訴 你告訴 妳告訴 他告訴 她告訴 

yiT.d:Gih 

hi-GAD-ti 

'T.d:Gih 

hi-GAD-ta 

.T.d:Gih 

hi-GADT 

dyIGih 

hi-GID 

h'dyIGih 

hi-GI-da 

我們告訴 你們告訴 妳們告訴 他們告訴 她們告訴 

Wn.d:Gih 

hi-GAD-nu 

~,T.d:Gih 

hi-gad-TEM 

!,T.d:Gih 

hi-gad-TEN 

WdyIGih 

hi-GI-du 

WdyIGih 

hi-GI-du 

 

未完成式 

我將告訴 你將告訴 妳將告訴 他將告訴 她將告訴 

dyIG;a 

a-GID 

dyIG;T 

ta-GID 

yidyIG;T 

ta-GI-di 

dyIG:y 

ya-GID 

dyIG;T 

ta-GID 

我們將告訴 你們將告訴 妳們將告訴 他們將告訴 她們將告訴 

dyIG:n 

na-GID 

WdyIG;T 

ta-GI-du 

h"n.dEG;T 

ta-GED-na 

WdyIG:y 

ya-GI-du 

h"n.dEG;T 

ta-GED-na 



  



分詞

正告訴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dyIG;m 
ma-GID 

t,d<G;m 
ma-GE-det 

~yidyIG;m 
ma-gi-DIM 

tAdyIG;m 
ma-gi-DOT 

命令式

告訴

你要告訴 妳要告訴 你們要告訴 妳們要告訴

dEG;h 
ha-GED 

yidyIG;h 
ha-GI-di 

WdyIG;h 
ha-GI-du 

h"n.dEG;h 
ha-GED-na 

不定詞告訴 組合字型 dyIG;h(.l) 

（le）ha-GID

絕對字型 dEG;h 
ha-GED 



請留意，動詞字根的第一個字母 n（nun）不見了，第二個字母 G（gimel）裡面多了一

個點。不過，這樣判斷的時候要注意 Piel 動詞字根的第二個字母也會有一個點（五喉音

字母除外）。 

 

在找尋動詞字根時，字根剩下的兩個字母必須加入失去的 n（nun），即字根的三個字母。

我拯救了他。   `AtAa（hi-CAL-ti）yiT.l;Cih（動詞字根 lcn）
你們將丟下你們的刀。     `~,k.B.r;x t,a（ta-PI-lu）WlyiP;T（動詞字根 lpn）

他告訴你這個命令。      `h"w.ciM;h t,a ^.l（hi-GID）dyIGih（動詞字根 dgn）



25.4 希伯來文的動詞分析 

在研讀希伯來文聖經的時候，「動詞」往往是解釋經文最重要的關鍵，對於一個動詞的

分析，必須看出來它的以下文法內涵： 

 

1. 動詞結構（structure）：簡單主動、簡單被動、加強主動、加強被動、使役主動、 

使役被動、反身主動（Paal, Nifal, Piel, Pual, Hifil, Hofal, Hitpael） 

2. 時態（tense）：完成式、未完成式、分詞、命令式、不定詞 

（Perfect, Imperfect, Participle, Imperative, Infinitive） 

3. 人稱：第一（我 我們）、第二（你 妳 你們 妳們）、第三（他 她 他們 她們） 

（first person, second person, third person） 

4. 陰陽性（gender）：陽性、陰性（masculine, feminine） 

5. 單複數（number）：單數、複數（singular, plural） 

6. 字根（root）：通常是三個，偶而會有四個字母 

7. 翻譯（translation） 

 

 



  

舉例說明 

對於一般動詞，就是「完成式」和「未完成式」 

'T.b;h'a  Paal 動詞結構 完成式 第二人稱 陽性 單數 字根 bha（喜愛）

（a-HAV-ta）翻譯：你喜愛 

 

對於「分詞」，Paal 動詞結構分成主動分詞、被動分詞（active, passive）沒有區分人稱 

bevAy  Paal 動詞結構  主動分詞 陽性 單數 字根 bvy（居住）
（yo-SHEV）翻譯：正居住（可以依照上下文使用我、你、他等陽性單數人稱）



對於「命令式」僅有第二人稱

Wr.miv  Paal 動詞結構  命令式第二人稱  陽性  複數 字根 rmv（保守）

（shim-RU）翻譯：你們要保守 

 

對於「不定詞」沒有時態 沒有人稱 沒有陰陽性 也沒有單複數 前面常有依附介詞 

aor.qil  依附介詞 .l + Paal 動詞結構  不定詞  字根 arq（喊叫） 

（lik-RO）翻譯：叫（to call）通常是句子出現的第二個動詞，to 中文沒有譯出 

 

;[om.viB  依附介詞 .B + Paal 動詞結構  不定詞  字根 [mv（聽見）
（bish-MOA）翻譯：在聽見的時候（in hear）

依附介詞 .B .K 通常表達「在（當）....的時候」

 

25.5 如何找出動詞的字根 

分析動詞的時候，找出動詞的字根是研讀希伯來文最困難的地方，按照以下介紹的步

驟，幫助您可以找到每個動詞的字根。建議您不要立即去翻查分析字典（Analytical 

Hebrew-Chaldee Lexicon），或尋求電腦資源的協助，自己練習判斷字根，您才能夠進步。 

 

當您看見一個希伯來文字，且判斷出它是個動詞。動詞經常位於句首，常常是帶有反轉

vav 的未完成式，旁邊有主詞或有受詞。帶有受詞記號的字都不會是動詞。希伯來文句

子的每個字可以調動擺放位置，有時候會把要強調的受詞放在動詞前面，有時候把主詞

放在句尾，要留心判斷。除非是省略動詞的句子，否則一個句子一定有一個動詞。 

一、判斷時，除去附加的連接詞、介詞、疑問句記號和定冠詞。 

二、挪開所有在前面、後面的人稱記號字母，以及分詞加在中間的 A 或 W，還有可能是

Hifil 結構加在中間的 y。

三、若這個動詞很長，可能後面接著代名詞受詞字尾（這部分文法第二十七課會介紹），

要拿開。不定詞後面也可能有所有格代名詞字尾，也要拿開，就能看出字根了。 



  



舉例說明

rom.v,a  Paal 動詞結構  未完成式第一人稱單數字首 a 字根 rmv（保守）
（esh-MOR）翻譯：我將保守



reB;d.l  依附介詞 .l + Piel 動詞結構  不定詞  字根 rbd（說） 

（le-da-BER）從音韻和字根的第二字母有 dagesh，判斷出它是 Piel 結構  

翻譯：說（to speak） 

 

remAV;h  定冠詞 ;h + Paal 動詞結構主動分詞中間的 A 字根 rmv（保衛）
（ha-sho-MER）翻譯：這保衛的

（因為有定冠詞，這個分詞可當作名詞或形容詞使用）

 

WvyiB.lih>w  連接詞 >w(可反轉或不反轉) + Hifil 動詞結構的 h 和 y 

（ve-hil-BI-shu）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或陰性複數字尾 W 字根 vbl（穿）

翻譯：和他們（她們）使穿上  或 （和）他們（她們）將使穿上



Ad.m'[.bW  連接詞 W 介詞 .B 字尾所有格代名詞 A「他的」 + Paal 動詞結構不定詞

（uv-am-DO, u-ve-am-DO）字根 dm[（站立）   翻譯：和在他站立的時候 



^.r'm.vIy  字尾受詞代名詞 ^「你」 + Paal 動詞結構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字首 y 

（yish-mar-CHA）字根 rmv（保衛）   翻譯：他將保衛你

 

 

25.6 如何找出不規則變化動詞字根的三個字母  

當這樣做了上面介紹的步驟，發現餘下的字根只有兩個字母，這個時候，就要補上可能

失落的字母，再查考字典看看是否就是這個字了。希伯來文失落字母的字群有五類，本

書第十二課已經介紹過。您可以在此作個複習： 

1. 字根第三個字母是 h 

2. 字根第二個字母是 w 或 y 

3. 字根第一個字母是 y 

4. 字根第一個字母是 n 

5. 字根第二個和第三個字母相同  

 

 



  

舉例說明

Wf'[>w  連接詞 >w（可反轉或不反轉）+ Paal 動詞結構 完成式第三人稱複數字尾 W 

（ve-a-SU）加入字根的第三個字母 h 成為 hf[（製造）

翻譯：和他們（她們）製造 或 （和）他們（她們）將製造



yiT.m;q  Paal 動詞結構 完成式第一人稱單數字尾 yiT
（KAM-ti）加入字根的第二個字母 w 成為 ~wq（起來） 翻譯：我起來了



[;dea  Paal 動詞結構 未完成式第一人稱單數字首 ea
（e-DA）加入字根的第一個字母 y 成為 [dy（知道） 翻譯：我將知道

 

loPIy  Paal 動詞結構 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字首 Iy 

（yi-POL）加入字根的第一個字母 n 成為 lpn（倒下）  翻譯：他將倒下 

 

~,toD;m  Paal 動詞結構 完成式第二人稱陽性複數字尾 ~,t 

（ma-do-TEM）字根的第二和第三個字母相同 ddm（測量） 翻譯：你們測量了





除了這五類的字群外，還有少數的字是單獨不規則變化的字，就只能夠靠經驗和記憶了。

「拿」xql、「行走」$lh、「給」!tn、「擊打」hkn 是很常出現的不規則單字。



舉例說明

!eT  Paal 動詞結構  命令式 第二人稱陽性單數 加上字根的第一個字母 n 

（TEN）字根 !tn（給） 翻譯：你要給



%:Y:w  連接詞 :w（反轉）+ Hifil 動詞結構  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字首 Y 

（va-YACH）加上字根第一和第三個字母，分別是 n 和 h  字根 hkn（擊打）

翻譯：和他擊打了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lyiC;a 4. lyiP;a 3. yiT.l;Cih 2. yiT.l;Pih 1. 

dyirAT 8. ayicAT 7. 'T.d;rAh 6. 'TaecAh 5. 

yikyil.v;T 12. yidyIG;T 11. .T.k;l.vih 10. .T.d:Gih 9. 

%yil.vih 16. lyiPih 15. ;[yidAh 14. dyilAh 13. 

%yil.v:y 20. dyIG:y 19. lyiC:y 18. ayicAy 17. 

lyiC;T 24. ;[yidAT 23. h'dyIGih 22. h'dyirAh 21. 

dyIG:n 28. lyiP:n 27. Wn.l;Cih 26. Wn.l;Pih 25. 

WdyirAT 32. W[yidAT 31. ~,T.d;rAh 30. ~,T.[;dAh 29. 

WdyilAh 36. WayicAh 35. WlyiCih 34. Wkyil.vih 33. 

W[yidAy 40. WdyirAy 39. WdyIG:y 38. WlyiP:y 37. 

dyirAh.l 44. ayicAh.l 43. lyiP;h.l 42. dyIG;h.l 41. 



練習二 請分析並翻譯下列的動詞

ayicAM;h 4. .T.vEY:w 3. Wn.m;f>w 2. ~,k]aAb.B 1. 

h<y.hIy 8. l;kWa"w 7. tAxWt.P;h 6. yiT.d:Gih 5. 

dyIG;M;h 12. t,d,l'l 11. Wn.d;m/[,h 10. ;x{l.vil>w 9. 

%yil.v;h.l 16. ~,T.m;q 15. WW;c>Y:w 14. ~yiqyIz]x;M;h>w 13. 

Wb.K.viT 20. ^.T.k,l.bW 19. t'm"Y:w 18. ^.T.biv.B 17. 

roB.vIn 24. x;L;v.l 23. WdyirAy 22. tet'l 21.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Av.p:n t,a lyiC:y t,m/a'h t,a dyIG:y ^][er ~ia 1. 

`boq][:y t,a dyilAh q'x.cIy>w q'x.cIy t,a dyilAh ~'h'r.b;a 2. 

`AtAa WlyiC;T !;[;m.l h,J;M;h t,a WayicAT z'a>w b'['r'h t,a W[yidAT ~,T;a 3. 

`de[Am l,hoa.B ~Al'v ;[yim.v;mW ~'['l ;[yidAm dyIG;M;h 4. 

`Whe[er AtAa lyiC:Y:w wy"n'P l;[ loPIY:w %,r,D;h t,a h'a'r a{l !eq"Z;h 5. 

`h'm'x.lim h<y.hiT yiK W[yidAY:w ~'lyex t,a WqyIz/x,h ~yir'F;h 6.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留意有些非常相像的動詞 

`~'v Wb.vEY:w ~,x,l tyeB l,a ~yik'a.l;M;h Wbuv"Y:w 1. 

`~,x,l l;koa ~'T.x;t>w r'f'B Aa yir.P lok/a,l l;kWa a{l  2. 

`Whe[er.l ~,hyel][ reP;s.l b;h'a a{l %;a wy'j'P.vim l'K t,a roP.sil b;h'a jepoV;h 3. 

`ryi['h b,r,q.B ;xeB>zim Wdyim][;T l;a %;a ~yiT'B ~'v Wn.biT ~"g>w i~;l'vWr>y l,a WaAb'T 4. 



  

`%,l,M;l AtAa ~yi[yidAm ~"nyea>w ~'Vim AtAa ~yiayicAm ~yir'h,B b'h"z ~yia.cAM;h 5. 

`~,h'B yi[er t,a vyiB.l;a a{l %;a v;B.l,a ~'tAa>w yiMia yed>giB l'K t,a v;ryia 6. 

`loPIy r,v]a;K WN,Mim lAd"G vyia lyiP:y !or]h;a 7. 

`b;h'a r,v]a d'x,a'h t,a lyiC;h.l lok"y a{l %;a ~yiB;r ~yIn'B dyilAh boq][:y 8. 





練習五請翻譯下列出自出埃及記第六章的經文

出六 1 

r,v]a h,a.rit h'T;[ h,vom-l,a h"wh>y r,maOY:w 


 （他將放走他們）~ex.L;v>y（強壯的）h'q"z]x d"y.b yiK ho[.r;p.l h,f/[,a 


`Ac.r;aem（他將趕出他們）~ev.r"g>y（強壯的）h'q"z]x d"y.bW 
 

出六:2 

`h"wh>y yIn]a wy'lea r,maOY:w h,vom-l,a ~yih{l/a reB;d>y:w 


出六 3 

（全能）y'D;v lea.B boq][:y-l,a>w q'x.cIy-l,a ~'h'r.b;a-l,a（我被看見）a'rea"w 
 

 `~,h'l（我被知道）yiT.[;dAn a{l h"wh>y yim.vW 


出六 4 

!;["n.K #,r,a-t,a ~,h'l tet'l ~'Tia yityir.B-t,a（我堅立）yitomiq]h ~:g>w 
 

 `H'b（他們暫居）Wr"G-r,v]a（他們的暫居地）~,hyerug.m #,r,a tea 
 

出六 5 

lea'r.fIy yEn.B（的哀聲）t;q]a:n-t,a yiT.[;m'v yIn]a ~:g>w 
 

 `yityir.B-t,a roK>z,a"w ~'toa（使工作）~yidib][;m ~Iy;r.cim r,v]a 
 

出六 6 

~,k.t,a yitaecAh>w h"wh>y yIn]a lea'r.fIy-yEn.bil rom/a（因此）!ek'l 
 

~,k.t,a（我買贖）yiT.l;a"g>w ~'t'dob][em ~,k.t,a yiT.l;Cih>w ~Iy;r.cim（的重擔）t{l.bis t;x;Tim
 

 `~yilod>G（以刑罰）~yij'p.vibW（被伸出的）h"yWj>n（以膀臂） ;[Ar>ziB  



  

 

出六 7 

~,T.[;dyIw ~yih{lael ~,k'l yityIy'h>w ~'[.l yil ~,k.t,a yiT.x;q'l>w 
 

 `~Iy'r.cim（的重擔）tAl.bis t;x;Tim ~,k.t,a ayicAM;h ~,kyeh{l/a h"wh>y yIn]a yiK 
 

出六 8 

H'toa tet'l yid"y-t,a（我舉）yita'f"n r,v]a #,r'a'h-l,a ~,k.t,a（我領出來）yitaebeh>w 
 

`h"wh>y yIn]a（產業）h'v'rAm ~,k'l H'toa yiT;t"n>w boq][:y.lW q'x.cIy.l ~'h'r.b;a.l 
 

出六 9 

lea'r.fIy yEn.B-l,a !eK h,vom reB;d>y:w 
 

 `（困難的）h'v'q h'dob][emW（由於靈的短） ;xWr r,coQim h,vom-l,a W[.m'v a{l>w 
 

出六 10 

 `romaeL h,vom-l,a h"wh>y reB;d>y:w 
 

出六 11 

 `Ac.r;aem lea'r.fIy-yEn.B-t,a x;L;vyIw ~Iy'r.cim %,l,m ho[.r;P-l,a reB;d ao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