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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課 使役主動（Hifil）規則變化動詞結構            2020. 04. 16. 

 

本課文法內容： 

24.1 單字表
24.2 Hifil 動詞結構的介紹 

24.3 Hifil 動詞結構的完成式
24.4 Hifil 動詞結構的未完成式 

24.5 Hifil 動詞結構的分詞

24.6 Hifil 動詞結構的命令式 

24.7 Hifil 動詞結構的不定詞 

24.8 Hifil 動詞結構的一覽表 

24.9 Hifil 動詞結構的用法 

24.10 聖經中的記號 

 

24.1 單字表 

是強壯的 v. (Paal)   qzx 抓緊、使堅固、使強壯 v. (Hifil)   qzx 

穿上 v. (Paal)  vbl 使穿上 v. (Hifil)  vbl 

統治、作王 v. (Paal)  $lm 使統治、立王 v. (Hifil)  $lm 

走過、越過 v. (Paal)  rb[ 讓走過、使越過、轉移 v. (Hifil)  rb[ 

站立 v. (Paal)  dm[ 使站立、豎立 v. (Hifil)  dm[ 

聽見 v. (Paal)  [mv 使聽見、宣布 v. (Hifil)  [mv 

丟擲 v. (Hifil)  $lv 安息日 f. -tAt.B;v -t;B;v tAt'B;v t'B;v 

死亡 m. （MA-vet）t<w'm 

-tAm 

其他的 adj. （a-CHE-ret）t,r,x;a rex;a 

tArex]a ~yirex]a 

數目 m. -r;P.sim r'P.sim 為什麼 

（疑問代名詞） 

（LA-ma）h'M'l

（ma-DUA）;[WD;m（原因）

一、qzx 在當作「抓緊」時，依附介詞 .B 要放在所抓緊的受詞之前，這個介詞中文不

會翻譯出來。當作「使堅固、使強壯」時，與確指的直接受詞連用。

這祭司抓緊這件衣服。    `（ba-BE-ged）d<g,B;B qyIz/x,h !ehoK;h 
這先知使這百姓堅固。           `~'['h t,a qyIz/x,h ayib"N;h 

二、「穿」vbl 在 Paal 有被動分詞「正被穿」vWb'l 或寫為 vub'l。 

三、「死亡」t<w'm（MA-vet）的組合字型 -tAm 常與介詞 yer]x;a 用為「在某人的死亡之後」。

在摩西的死亡之後  h,vom tAm yer]x;a （約書亞記一 1）

四、「為什麼」;[WD;m 四十 7 約瑟問法老的二臣面有愁容的原因。h'M'l 由 .l 和 h'm 組成，

「為了什麼」，說話者並非在問原因。創世記四 6 耶和華問該隱為何發怒？為何臉

下沉？創世記二十五 22 利百加因兩子在腹中相爭而說「我為什麼活著呢？」 



 

 

 2 

24.2 Hifil 動詞結構的介紹 

本書介紹過的動詞結構，l;['P Paal 結構的動詞通常是「簡單主動」的涵義，le[iP Piel

結構的動詞通常是加強了 Paal 結構的涵義，稱為「加強主動」。本課介紹的 lyi[.pih Hifil

是屬於「使役主動」，這類動詞的涵義是「使」或「讓」一個動作發生。 

 

動詞字根 l;['P Paal 涵義 lyi[.pih Hifil 涵義 

awb 來 使來、帶來、領來 

qzx 是強壯的 使強壯、使堅固、抓緊 

[dy 知道 使知道、宣告 

dly 分娩 使分娩、（父親）生 

acy 出來 使出來、帶出來、領出來 

dry 下來 使下來、讓下來、拿下來 

vbl 穿上 使穿上、給穿上 

twm 死亡 使死亡、治死、殺死 

$lm 統治、作王 使統治、立王 

rb[ 走過、越過 讓走過、使越過、轉移 

dm[ 站立 使站立、豎立 

~wq 起來 使起來、建立 

bwv 回來 使回來、帶回來、領回來 

[mv 聽見 使聽見、讓聽見、宣揚 

 

有些本課介紹過的動詞有 Paal和 Piel兩種結構，但沒有Hifil結構，有些動詞雖然有 Hifil

結構，但是極少使用，也不需要現在學習。Hifil 結構的寫法有比較多的不規則情況，本

書將以三課的篇幅介紹所有 Hifil 的動詞。Hifil 動詞結構在聖經中經常被使用，必須很

清楚它們的用法，研經時才能夠迅速地辨認它們。 

 

極少數的動詞雖然是 Hifil 結構，但是涵義上卻沒有「使役」的意思，而是「簡單主動」

的意思，本課介紹的動詞「丟擲」$lv 就是這樣的動詞。 

 

24.3 Hifil 動詞結構的完成式 

Hifil 動詞結構的完成式在前面均有多一個字母 ih，這個前置字母會因著動詞第一個字根

的喉音字母而變音為 ,h，遇見動詞第一個字母是 y 變音為 Ah（第二十五課介紹），有少

數中空動詞變音為 ]h 或 eh（第二十六課介紹）。本課介紹規則變化的 Hifil 動詞結構，

以下以動詞「立王」$lm 為例，建議您為了以後的研讀，背誦這個動詞變化表，為了您

能確認發音，在此標註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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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立王」$lm（Hifil）完成式

我立王 你立王 妳立王 他立王 她立王 

yiT.k;l.mih 'T.k;l.mih .T.k;l.mih %yil.mih h'kyil.mih 

him-LACH-ti him-LACH-ta him-LACHT him-LICH him-LI-cha 

我們立王 你們立王 妳們立王 他們立王 她們立王 

Wn.k;l.mih ~,T.k;l.mih !,T.k;l.mih Wkyil.mih Wkyil.mih 

him-LACH-nu him-lach-TEM him-lach-TEN him-LI-chu him-LI-chu 



一、所有 Hifil 完成式動詞字尾的人稱寫法與 Paal 相同。 

二、所有 Hifil 完成式動詞前面均有前置字母 h。

三、Hifil 完成式動詞第三人稱（他、她、他們、她們）出現 lyi[.pih Hifil 的 y 字母，就

是在字根第二和第三個字母之間出現的 y。





24.4 Hifil 動詞結構的未完成式 

動詞「立王」$lm（Hifil）未完成式

我將立王 你將立王 妳將立王 他將立王 她將立王 

%yil.m;a %yil.m;T yikyil.m;T %yil.m:y %yil.m;T 

am-LICH tam-LICH tam-LI-chi yam-LICH tam-LICH 

我們將立王 你們將立王 妳們將立王 他們將立王 她們將立王 

%yil.m:n Wkyil.m;T h"n.kel.m;T Wkyil.m:y h"n.kel.m;T 

nam-LICH tam-LI-chu tam-LECH-na yam-LI-chu tam-LECH-na 



一、所有 Hifil 未完成式動詞沒有 Hifil 的前置字母 h。 

二、所有 Hifil 未完成式動詞前後所附加的人稱寫法與 Paal 相同。

三、Hifil 未完成式動詞均有 Hifil 結構的字母 y，惟有「妳們、她們」兩個人稱沒有。

請注意，「妳們、她們」沒有字母 y，前面一個字母的母音由 i（yil）改變為 e（el）。 

 

 

24.5 Hifil 動詞結構的分詞 

除了簡單主動 Paal 和簡單被動 Nifal 結構以外，加強主動 Piel、加強被動 Pual、使役主

動 Hifil 和使役被動 Hofal 結構的分詞均帶有前置字母 m。下面的表格是 Hifil 動詞結構

的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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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立王」$lm（Hifil）分詞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yil.m;m h'kyil.m;m ~yikyil.m;m tAkyil.m;m 

mam-LICH mam-li-CHA mam-li-CHIM mam-li-CHOT 

一、所有 Hifil 的分詞沒有 Hifil 的前置字母 h。 

二、所有 Hifil 的分詞均帶有前置字母 m。

三、Hifil 的分詞中間均有 Hifil 結構的字母 y。





24.6 Hifil 動詞結構的命令式 

Hifil 動詞結構的命令式也是從未完成式去掉前置人稱字母變化而來，但是在前面加上了

Hifil 的特殊前置字母 h，有些母音稍有改變。

 

動詞「立王」$lm（Hifil）命令式 

你要立王 妳要立王 你們要立王 妳們要立王 

%el.m;h yikyil.m;h Wkyil.m;h h"n.kel.m;h 

ham-LECH ham-LI-chi ham-LI-chu ham-LECH-na 

請注意，當 Hifil 的 y 沒有加入時，前面一個字母的母音由 i（yil）變為 e（el）。 

 

24.7 Hifil 動詞結構的不定詞 

Hifil 動詞結構的前置字母 h 出現在不定詞的寫法中。在不定詞組合字型出現 Hifil 動詞

結構的字母 y，但是不定詞絕對字型沒有此字母。每個依附介詞均能夠與組合字型連

用，在此以最常使用的 .l 舉例。

 

動詞「立王」$lm（Hifil）不定詞 

組合字型 組合字型＋ .l 絕對字型 

%yil.m;h %yil.m;h( .l) %el.m;h 

ham-LICH (le)ham-LICH ham-LECH 

 

不同結構的動詞，有其不同的音韻，您可以參看以下表格： 

 完成式（他） 未完成式（他） 分詞（m.sg.） 命令式（你） 不定詞 +.l 

Paal rmv sha-MAR yish-MOR sho-MER she-MOR (li)sh-MOR 

Piel rbd di-BER ye-da-BER me-da-BER da-BER (le)da-BER 

Hifil $lm him-LICH yam-LICH mam-LICH ham-LECH (le)ham-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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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Hifil 動詞結構的一覽表 

動詞「丟擲」$lv（Hifil） 

 

完成式 

我丟擲 你丟擲 妳丟擲 他丟擲 她丟擲 

yiT.k;l.vih 

hish-LACH-ti 

'T.k;l.vih 

hish-LACH-ta 

.T.k;l.vih 

hish-LACHT 

%yil.vih 

hish-LICH 

h'kyil.vih 

hish-LI-cha 

我們丟擲 你們丟擲 妳們丟擲 他們丟擲 她們丟擲 

Wn.k;l.vih 

hish-LACH-nu 

~,T.k;l.vih 

hish-lach-TEM 

!,T.k;l.vih 

hish-lach-TEN 

Wkyil.vih 

hish-LI-chu 

Wkyil.vih 

hish-LI-chu 

 

未完成式 

我將丟擲 你將丟擲 妳將丟擲 他將丟擲 她將丟擲 

%yil.v;a 

ash-LICH 

%yil.v;T 

tash-LICH 

yikyil.v;T 

tash-LI-chi 

%yil.v:y 

yash-LICH 

%yil.v;T 

tash-LICH 

我們將丟擲 你們將丟擲 妳們將丟擲 他們將丟擲 她們將丟擲 

%yil.v:n 

nash-LICH 

Wkyil.v;T 

tash-LI-chu 

h"n.kel.v;T 

tash-LECH-na 

Wkyil.v:y 

yash-LI-chu 

h"n.kel.v;T 

tash-LECH-na 



分詞

正丟擲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yil.v;m 
mash-LICH 

h'kyil.v;m 
mash-li-CHA 

~yikyil.v;m 
mash-li-CHIM 

tAkyil.v;m 
mash-li-CHOT 

命令式 你要丟擲 妳要丟擲 你們要丟擲 妳們要丟擲

%el.v;h 
hash-LECH 

yikyil.v;h 
hash-LI-chi 

Wkyil.v;h 
hash-LI-chu 

h"n.kel.v;h 
hash-LECH-na 

不定詞丟擲 組合字型 %yil.v;h(.l) 

(le)hash-LICH 

絕對字型 %el.v;h 
hash-LECH 

 

 

24.9 Hifil 動詞結構的用法 

Hifil 動詞結構在句子裡的用法與 Paal 和 Piel 相同，由於 Hifil 動詞是「使役主動」的涵

義，使某個對象作出動作，因此大多數的 Hifil 動詞均跟著一個直接受詞。 

 

他丟了一個石頭。                             `（E-ven）!,b,a %yil.vih aWh 
他們正丟石頭（複數）在他身上。 `（a-LAV）wy'l'[ ~yIn'b]a ~yikyil.v;m（HE-ma）h'Meh 
 

他們將立大衛為王。           `dIw'D t,a（yam-LI-chu）Wkyil.m:y（HE-ma）h'Meh 
他們將以這國王的衣服使大衛穿上。 

`（ha-ME-lech）%,l,M;h yEd"g.biB dIw'D t,a（yal-BI-shu）WvyiB.l:y 
我將宣告這國王的話。              `（ha-ME-lech）%,l,M;h r;b.D t,a ;[yim.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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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聖經中的記號 

在希伯來聖經原文中有許多記號，經文中的標點符號基本上分成兩類。一類是作為分隔

音節用，拉丁文稱為 Distinctivi，使人可以區別句子的段落；另一類是連接音節用，拉

丁文稱為 Conjunctivi，把兩個邏輯上互屬的字連在一起。 

 

這些符號本來是為了歌唱經文而加上的，多數對我們閱讀和翻譯經文沒有影響，而且符

號很多，在詩篇、箴言、約伯記中又有為詩歌文體使用的特殊符號，學習不易。這些符

號通常放在該字的重音節，因此能夠幫助我們閱讀經文時，知道重音的位置。 

本書僅介紹其中最重要的符號，此外介紹每節末尾書寫的記號 s 和 p。 

 

24.10.1 標點符號 qWLis（Silluk）和 qWs'P @As（Sof Pasuk） 

qWLis（sil-LUK）是一條豎著的小直線（ * ），放在這節經文最後一個字的重音節母音左

側，這個符號總是與 qWs'P @As（SOF pa-SUK）一起使用，標示一節經文的結束。 

qWs'P @As 意思是「一節的結束」，是由「的結束」@As（SOF）和「節」qWs'P（pa-SUK）

組合而成。這個符號是上下兩個並列的小菱形，有點像中文的冒號（`），放在一節經文

的末尾。 

 

這兩個符號是表示一節經文結束，但不代表整個句子的結束，有些聖經的句子不只是一

節經文。現代希伯來文已經改為使用英文的標點符號，逗點、句點等。本書因使用的字

型沒有搭配英文標點符號，因此均以這個兩個小菱形的符號作為句子結束的記號。 

請留意，一個句子的最後一個字，很可能產生母音些微的改變。 

 

路得記三 5 

（和）她對她說，所有妳將說的我將會作。  

 `h,(f/[,a yir.maoT r,v]a loK（e-LE-ha）'hy,lea r,maoT:w 

本句經文的 Silluk 放在字母 f 的下方，緊靠母音 , 的左側。

 

24.10.2 標點符號 a'T.x:n.t,a（Etnachta） 

a'T.x:n.t,a（et-NACH-ta）或寫為 x"n.t;a（at-NACH），意思是「停頓」（pause）、「分號」

（semicolon）。聖經的每一節經文都會由 Etnachta 分為兩個段落，顯示重要的分段。

Etnachta 看起來像是一個小小的 v 的顛倒（^），放在第一個段落結束的最後一個字重音

節母音左側，在朗讀經文時，讀完這個段落要停頓一下。 

 

路得記三 5 

（和）她對她說，所有妳將說的我將會作。`h,(f/[,a yir.maoT r,v]a loK 'hy,=lea r,maoT:w

本句經文的 Etnachta 放在（e-LE-ha）'hy,lea 字母 l 的下方，緊靠母音 , 的左邊。

請留意，一個段落的最後一個字，很可能產生母音些微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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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書經常有上下兩句對應的寫法，Etnachta 可以幫助讀者清楚辨別上下句。 

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 （和合本） 

（詩篇一三零 3） `do*m][:y yim y"nod]a Hy+"-r'm.viT tAnA][-~ia 
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主阿，誰能站得住呢？（和合本修訂版） 

 

 

24.10.3 段落關閉和段落打開的記號 

希伯來聖經在一節的結束，有時會出現字母 s 或 p，這是以涵義分段落的記號。 

s 代表 h'mWt.s h'v'r'P（Parasha Setuma）意思是「段落關閉」，這記號寫在 qWs'P @As（`）
後面，表示本段落結束。p 代表 h'xWt.P h'v'r'P（Parasha Petucha）意思是「段落打開」，

就是新起一行，開始下一個段落。 

h'v'r'P 即「段落」，字根「區分」vrp，在聖經指確切區分的部分（以斯帖四 7、十 2）。 

h'mWt.s 是「關閉」，字根「關閉」~ts，被動分詞陰性單數，作為名詞使用。 

h'xWt.P 是「打開」，字根「打開」xtp，被動分詞陰性單數，作為名詞使用。 

以申命記為例，在三十三章每個支派祝福的結束（6, 7, 11, 12, 17 等節）都有 s，表示此

段落結束，而在三十二章的結束（52 節）有 p，新起一行，開啟新的段落。許多聖經版

本均省略了這兩個記號，沒有印刷出來。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yim.v;a 4. %yil.v;a 3. yiT.[;m.vih 2. yiT.k;l.vih 1. 

qyIz]x;T 8. ryib][;T 7. 'T.q:z/x,h 6. 'T.r;b/[,h 5. 

yikyil.m;T 12. yivyiB.l;T 11. .T.k;l.mih 10. .T.v;B.lih 9. 

qyIz/x,h 16. dyim/[,h 15. ;[yim.vih 14. %yil.vih 13. 

qyIz]x:y 20. dyim][:y 19. ;[yim.v:y 18. %yil.v:y 17. 

%yil.m;T 24. %yil.v;T 23. h'qyIz/x,h 22. h'kyil.mih 21. 

ryib][:n 28. %yil.m:n 27. Wn.d;m/[,h 26. Wn.r;b/[,h 25. 

WvyiB.l;T 32. WqyIz]x;T 31. ~,T.v;B.lih 30. ~,T.q:z/x,h 29. 

Wkyil.vih 36. Wryib/[,h 35. W[yim.vih 34. Wdyim/[,h 33. 

Wkyil.v:y 40. Wryib][:y 39. W[yim.v:y 38. Wdyim][:y 37. 

%yil.m;h.l 44. ryib][;h.l 43. qyIz]x;h.l 42. dyim][;h.l 41.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rex;a h,d'f l,a Anaoc t,a ryib/[,h b'a'h 1. 

`wy'l'[ ~yIn'b]a %yil.vih wyix'a h'M'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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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h t,a ~yir'F;h WqyIz]x:y h'M'l 3. 

`~Iy;T.vW ~yir.f,[ dIw'D %;l'm r,v]a ~yIn'V;h r;P.sim 4. 

`!'j'Q;h An.biB qyIz]x;m vyia'h 5. 

`%,r,D;h t,a rob][;l lIy;a'h t,a ryib/[,h boq][:y 6. 

`rex;a r;f Wkyil.m:y a'b'C;h yev>n;a h'm'x.liM;h te[.B 7. 

`r'B.diM;h b,r,q.B ~yil'hoa'h t,a Wdyim][:y ~yik'a.l;M;h 8.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hy,d"g.biB 'hy,tAn.B t,a vyiB.l;T h'Via'h>w wy'd"g.biB wy"n'B t,a vyiB.lih vyia'h 1. 

`~IyAG;h l,a AtAm t,a W[yim.v:y h'Meh ho[.r;P tAm l;[ W[.m.vIy ~Iy;r.cim yEnAd]a ~ia 2. 

`~'tAa b;t'K ~:g>w tA.ciM;h yer.biD t,a ;[yim.vih ayib"N;h 3. 

`~'LuK ~yiv"n]a'l wy'j'P.vim t,a ;[yim.vih aWh>w de[Am l,hoa x;t,p.B b;v"y dyim'T h,vom 4. 

`~IyAG;h yEn.pil AtAa Wdyim][:y ~:g>w !or]h;a t,a Wkyil.m:y b'aAm yEn]hoK 5. 

`h'lAd>G h'meh.B l,a H'tAa %yil.v;m z'a>w Ad"y.B !,b,a'B qyIz]x;m lIy;x vyia 6. 

`tAT.vil>w lok/a,l AMi[ b;v"y z'a>w AtAa vyiB.lih wy'd"y.B An.B yed>gib.B @esAy qyIz/x,h 7. 

`!Iy:y WN,Mim Wf][:y z'a>w #e['hem yir.P;h t,a Wx.qIy boq][:y yed.b;[ 8.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問句 

`h'x>niM;h !;[;m.l h,d'F;h yelyea l'K t,a 'T.r;p's]h 1. 

`byib's ~yir'h,h t,a a'b'C;h r;b'[]h 2. 

`Ac.r;aem ~yid'b]['h t,a x;Liv ho[.r;P h'M'l 3. 

`AtAa dyim/[,h a{l>w t,b,v'l AtAa h"Wic h'M'l 4. 

`~'lWb>G l;[ AtAa Wdyim/[,h ~eh ;[WD;m 5. 



練習五請翻譯下列出自利未記第一章的經文

利一 1

`romael de[Am l,hoaem wy'lea h"wh>y reB;d>y:w h,vom-l,a a'r.qIY:w 

 

利一 2 

~,Kim（他將獻）byir.q:y-yiK ~'d'a ~,hel]a 'T.r;m'a>w lea'r.fIy yEn.B-l,a reB;D 

 

r'q'B;h-!im h'meh.B;h-!im h"why;l（供物）!'B.r'q 

 

（你們的供物）~,k>n;B.r'q-t,a（你們要獻）Wbyir.q;T !aoC;h-!i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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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一 3 

（無瑕疵的）~yim'T（公的）r'k"z r'q'B;h-!im（他的供物）An'B.r'q（燔祭）h'lo[-~ia 


Atoa（他將獻）byir.q:y de[Am l,hoa x;t,P-l,a（他要帶牠來）WN,byir.q:y 

 

`h"wh>y yEn.pil（為他的喜悅）Anoc.ril 

 

利一 4

`wy'l'[（為遮蓋）reP;k.l Al（他被喜悅）h'c.rIn>w h'lo['h vaor l;[ Ad"y（和他按）%;m's>w 


利一 5

h<wh>y yEn.pil r'q'B;h !,B-t,a（和他殺）j;x'v>w 


（這血）~'D;h-t,a ~yIn]hoK;h !or]h;a yEn.B（和他們獻）Wbyir.qih>w 


`de[Am l,hoa x;t,P-r,v]a byib's ;xeB>ziM;h-l;[ ~'D;h-t,a（和他們灑）Wq.r"z>w 
 

利一 6 

`（成為她的小塊 pl.） 'hy,x't>nil H'toa（和他切塊）x;TIn>w h'lo['h-t,a（和他剝皮）jyiv.pih>w 


利一 7 

`（這火）vea'h-l;[ ~yice[ Wk.r'[>w ;xeB>ziM;h-l;[（火）vea !ehoK;h !or]h;a yEn.B Wn.t"n>w 


利一 8

vaor'h-t,a（小塊 pl.）~yix't>N;h t,a ~yIn]hoK;h !or]h;a yEn.B（和他們擺列）Wk.r'[>w 


`;xeBIziM;h-l;[ r,v]a（這火）vea'h-l;[ r,v]a ~yice['h-l;[（脂油）r,d'P;h-t,a>w 


利一 9

~Iy'M;B（他將洗）#;x.rIy（和他的兩小腿）wy'['r.kW（他的內臟）AB.riq>w 


h'lo[ h'xeB>ziM;h loK;h-t,a !ehoK;h（和他使成煙上升）ryij.qih>w 



`h"why;l（馨香的氣味）;xAxyIn-;xyer（火祭）heV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