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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課  分詞（現在式）和母音拼字                   2020. 02. 27. 

 

本課文法內容： 

18.1 單字表
18.2 分詞介紹 

18.3 主動分詞
18.4 主動分詞的用法 

18.5 分詞成為名詞 

18.6被動分詞 

18.7 被動分詞的用法 

18.8 不規則動詞「給」 

18.9 希伯來文母音拼字 

 

 

18.1 單字表 

亞倫 m. （aha-RON）!or]h;a 民族 m.  -yEyAG ~IyAG yAG 

當、如同 adv. （kaa-SHER）r,v]a;K 迦南 m. f. （ke-NA-an）!;[:n.K 

利百加 f. h'q.bir 石頭、寶石 f. -yEn.b;a（E-ven）-!,b,a ~yIn'b]a（E-ven）!,b,a 

建造 v. hnb 營地 m. -tAn]x;m -hEn]x;m tAn]x;m（macha-NE）h<n]x;m 

給 v. !tn 行為 m. -yef][;m -hef][;m ~yif][;m（maa-SE）h,f][;m 

下來 v. dry 支派、棍子 m. -tAJ;m -heJ;m tAJ;m h,J;m 

喝 v. htv 公義的 adj. tAqyiD;c ~yiqyiD;c h'qyiD;c qyiD;c 

 

一、「民族」yAG 這個字可以指以色列人或外族人，若與同義的 ~;[ 連用，~;[ 指以色列

人，yAG 指外族人。

二、「迦南」!;[:n.K（ke-NA-an）是含的兒子（創世記九 18），後來成為地名。有時用為陽

性（何西阿書十二 8(7)指迦南化的以色列人），有時為陰性（以賽亞書二十三 11 指

迦南地）；此字也有「貿易」之意（以西結書十六 29 和十七 4、西番雅書一 11）。

三、「營地」h<n]x;m 的雙數字 ~Iy:n]x;m（ma-cha-NA-yim）在聖經中作為地名「馬哈念」使

用，創世記三十二 3 說明地名由來，意為兩營的軍兵。

四、「行為」h,f][;m 這個字是由動詞字根「作、製造」hf[ 而來。

五「公義的」qyiD;c 可作為名詞「義人」使用。

六、本課有些單字是 Sheva 的合併母音，位於非重音的短母音之後，合併母音不算一個

音節，如「營地」、「行為」、「亞倫」、「當、如同」，參看 3.3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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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分詞介紹 

希伯來文的分詞分成「主動分詞」和「被動分詞」，但是只有簡單主動 l;['P（Paal）的

動詞結構有這兩種分詞，其餘動詞結構「沒有被動分詞」。「主動分詞」和「被動分詞」

接近英文的「現在分詞」（動詞加 ing）和「過去分詞」（動詞加 ed）。現代希伯來文大量

使用主動分詞，作為「現在時態」。 

 

「主動分詞」和「被動分詞」作為「動詞」使用，表達一個動作「正在進行」，或是作

為故事敘述的場景，表達背景「一直的狀況」。主動分詞還可以作為「形容詞」和「名

詞」使用。聖經中有許多的分詞成為名詞使用。為了學習者明白，本書加上「正」來翻

譯分詞，但是實際的翻譯要看經文上下文表達。 

 

主動分詞當動詞：他「正在保衛」這個城市。          `ryi['h t,a remAv aWh 

主動分詞當形容詞：他是「正在保衛的」戰士。      `remAv h'm'x.lim vyia aWh 

主動分詞當名詞：這個「守衛」保衛了這個城市。     `ryi['h t,a r;m'v remAV;h 

 

被動分詞當動詞：這個國王「正在被保衛」。                   `rWm'v %,l,M;h 

被動分詞當形容詞：他是這個「正在被保衛的」國王。     `rWm'V;h %,l,M;h aWh 

被動分詞當名詞：這個「被保衛的人」是一個國王。            `%,l,m rWm'V;h 

 

分詞不論是主動或被動，都沒有完成式和未完成式的十種代名詞寫法，只有區分為陽性

單數、陽性複數、陰性單數和陰性複數。因此，在聖經中使用分詞作為動詞的時候，通

常會寫出主詞代名詞，或是有很明顯的主詞。 

 

 

 

18.3 主動分詞

Paal 結構的主動分詞的特點是在字根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字母中間有個 A 或沒有寫出字

母 w 但是有 o 的發音記號。現代希伯來文為了清楚辨別，均寫出字母 w。

例如：「保守」的字根是 rmv，分詞就在字根的第一個字母 v 和第二個字母 m 中間加

上母音 A 或母音 o 的發音記號，成為 remAv 或 remov，這是陽性單數，陰性和複數的變

化非常接近名詞和形容詞的規則字尾變化，只有陰性單數有些許不同。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remov 或 remAv t,r,mov 或 t,r,mAv ~yir.mov 或 ~yir.mAv tAr.mov 或 tAr.mAv 

請注意，陰性單數 t,r,mov 和 t,r,mAv 的重音在倒數第二音節，讀為 sho-ME-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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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動詞寫為主動分詞時，除了在字根第一個和第二個字母中間的 o 不會改變外，其

餘的母音會有些微的不同。以下表格列舉幾個你學過的動詞供您參考。 



 聽見 [mv 看見 har 出去 acy 差遣 xlv 

陽性單數 （sho-MEa）;[emAv h,aAr aecAy （sho-LEach）;xelAv 

陰性單數 （sho-MA-at）t;[;mAv h'aAr taecAy （sho-LA-chat）t;x;lAv 

陽性複數 ~yi[.mAv ~yiaAr ~yia.cAy ~yix.lAv 

陰性複數 tA[.mAv tAaAr tAa.cAy tAx.lAv 

請注意，（sho-MEa）;[emAv 和（sho-LEach）;xelAv 喉音前的 Patach 發音，參看 3.6 說明。 





18.4 主動分詞的用法 

主動分詞在句子裡面可以作為動詞、形容詞和名詞使用。 

 

18.4.1 主動分詞當作動詞 

主動分詞在句子裡面當動詞用的時候，表示「正在作的動作」，包括現在正在作的動作、

即將要去作的動作、持續反覆在作的動作，也可以作為敘述的場景，表示一直持續的狀

況。主動分詞在聖經中按照上下文可以有現在、過去或將來的時態，在現代希伯來文則

視為現在時態。 

 

他正坐在耶路撒冷的城門。`（ye-ru-sha-LA-yim）i~;l'vWr>y（be-SHA-ar）r;[;v.B bevAy aWh 

摩西正在聽亞倫的聲音。                 `!or]h;a lAq t,a（sho-MEa） ;[emAv h,vom 

以上這兩個句子都可以表達「現在正在作」、「過去正在作」、「將來正在作」或「一直持

續作」這個動作。 

 

由於分詞沒有十種人稱，在書寫時以主詞的單複數和陰陽性配合使用即可。譬如以上的

兩個例句，主詞可以變更為其他的陽性單數名詞。 

 

我正坐在耶路撒冷的城門。`（ye-ru-sha-LA-yim）i~;l'vWr>y（be-SHA-ar）r;[;v.B bevAy yIn]a
你正在聽亞倫的聲音。                     `!or]h;a lAq t,a（sho-MEA）;[emAv h'T;a 

 

當主詞不是陽性單數名詞的時候，分詞的寫法就要改變了。 

拿俄米正坐在摩押的城門。 `b'aAm（be-SHA-ar）r;[;v.B（yo-SHE-vet）t,b,vAy yim\["n 

這些祭司們正在聽亞倫的聲音。                `!or]h;a lAq t,a ~yi[.mAv ~yIn]ho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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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否定一個分詞作為動詞的句子，不能使用否定字 a{l，必須使用 !yea。

拿俄米沒有正坐在摩押的城門。`b'aAm（be-SHA-ar）r;[;v.B（yo-SHE-vet）t,b,vAy !yea yim\["n
這些祭司們沒有正在聽亞倫的聲音。            `!or]h;a lAq t,a ~yi[.mAv !yea ~yIn]hoK;h 

 

18.4.2 主動分詞當作形容詞 

主動分詞當作形容詞用的時候除了要配合所形容名詞的陰陽性和單複數以外，還要遵守

所有形容詞的規則。 

正坐著的人們      ~yib.vAy ~yiv"n]a 

正坐著的女人們     tAb.vAy ~yiv"n 

 

主動分詞形容確指的名詞（帶有定冠詞、代名詞所有格字尾或專有名詞）要加定冠詞。 

這正在聽的這人們               ~yi[.mAV;h ~yiv"n]a'h 

這正在聽的我父親      （ha-sho-MEa）;[emAV;h yib'a 

這正在聽的利百加  （ha-sho-MA-at）t;[;mAV;h h'q.bir 

 

18.4.3 主動分詞當作名詞 

分詞在句子裡也可以當作名詞，分詞當作名詞的時候，可以加定冠詞，也可以加代名詞

所有格的字尾，也可以與其他名詞組合為組合字，要按照名詞的文法規則使用。在翻譯

一個句子的時候請分析這個句子的寫法，是否有其他的動詞，分詞若帶有定冠詞就可能

是形容詞或名詞。要留意句子也可能是沒有動詞的名詞句子。 

主動分詞當名詞： 

正在聽的（人們）         ~yi[.mAv 

正在製造的（人）或寫為     h,fo[ 或寫為 h,fA[   （有些經文 ,f 被寫為 ef） 

通常分詞所表達的是「人」，在文法上也可以指「非人」。 

 

帶有定冠詞的主動分詞當名詞： 

這正在聽的（人們）、聽眾        ~yi[.mAV;h 

這正在製造的（人）或譯為：這個製造者    h,fo['h 或寫為 h,fA['h

這個好的製造者     bAJ;h h,fA['h 

 

帶有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主動分詞當名詞： 

你的製造者       （o-SE-cha）^,fA[      （組合字型 -hefA[，現代使用 -h,fA[） 

我的聽眾們                  y;[.mAv     （組合字型 -ye[.mAv） 

（複數名詞加上人稱代名詞所有格字尾的寫法在第二十二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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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分詞當名詞的組合字： 

戰爭的製造者          h'm'x.lim hefA[     （組合字型 -hefA[，現代使用 -h,fA[） 

這戰爭的這製造者     h'm'x.liM;h hefA[ 

 

主動分詞當名詞的句子： 

這正在聽的人們是公義的。              `~yiqyiD;c ~yi[.mAV;h 

這正在聽的人們正在說。                `~yir.mAa ~yi[.mAV;h 

大衛對這正在聽的人們正在說。     `~yi[.mAV;h l,a remAa dIw'D 

 

 

18.5 主動分詞成為名詞 

有些分詞經常被當成名詞使用，後來就成為名詞了。 

「正居住的人」成為「居民」                     bevAy 

耶路撒冷的居民們     （ye-ru-sha-LA-yim）i~;l'vWr>y yeb.vAy 

「正審判的人」成為「審判者」或譯為：士師、民長    jepAv 

士師記的希伯來文名稱就是「士師們」   ~yij.pAv 

 

 

18.6被動分詞 

被動分詞在希伯來文中只有簡單主動 l;['P（Paal）結構才有，表示一個動作正在被作，

或持續被作，或一直處於被作的情況。被動分詞除了作為動詞外，也能夠作為形容詞或

名詞使用。 

 

被動分詞的寫法是在字根的第二個字母和第三個字母中間加上字母 W 或是不寫出 w，但

是有斜三點發 u 的母音記號。以動詞「保衛」rmv 為例，「被保衛」就是在字根的第二

個字母 m 和第三個字母 r 中間加入 W 或母音記號 u，成為 rWm'v 或 rum'v，這是陽性

單數。陰性和複數的寫法近似形容詞和名詞的規則變化。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rum'v 或 rWm'v h'rum'v 或 h'rWm'v ~yirum'v 或 ~yirWm'v tArum'v 或 tArWm'v

 

以下列舉幾個動詞的寫法 

 寫 btk 差遣 xlv 作 hf[ 打開 xtp 愛 bha 

陽性單數 bWt'K ;xWl'v yWf'[ ;xWt'P bWh'a 

陰性單數 h'bWt.K h'xWl.v h"yWf][ h'xWt.P h'b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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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複數 ~yibWt.K ~yixWl.v ~yIyWf][ ~yixWt.P ~yibWh]a 

陰性複數 tAbWt.K tAxWl.v tAyWf][ tAxWt.P tAbWh]a 

註：「愛」的陰性單數又可寫為 t;BWh]a 

 

 

18.7 被動分詞的用法 

被動分詞能作為動詞、形容詞或名詞使用。 

 

18.7.1 被動分詞當作動詞 

這使者正被差遣從摩押。     `b'aAm !im（sha-LUach）;xWl'v %'a.l;M;h 

這話正被寫在這律法中。         `h'rAT;B bWt'K r'b'D;h 

 

18.7.2 被動分詞當作形容詞 

這正被差遣的使者走到以色列。 

 `lea'r.fIy l,a %;l'h（ha-sha-LUach）;xWl'V;h %'a.l;M;h 

這正被寫的話是公義的。                  `qyiD;c bWt'K;h r'b'D;h 

 

18.7.3 被動分詞當作名詞 

這被差遣的人站立在耶路撒冷。 

`（bi-ru-sha-LA-yim）i~;l'vWryiB d;m'[（ha-sha-LUach）;xWl'V;h 

他們知道這被寫的。                `bWt'K;h t,a W[.d"y（HE-ma）h'Meh 

 

希伯來聖經被分成「律法」h'rAT、「先知們」~yiayib>n（單數 ayib"n）和「著作」~yibWt.K

（單數 bWt'K）三大類，其中「著作」就是陽性複數分詞「被寫的」。現代希伯來文以這

三個字的字首造了一個新字「聖經」（Bible）（ta-NACH）%" :n;T（"表示這是個縮寫字）。

 

另一個常用字是由動詞「祝福」$rb（通常使用 Piel 第二十三課）的被動分詞 %Wr'B 表

達上帝是「可稱頌的」或某人是「被祝福的」。

許多猶太人的禱告都是這樣起頭：  

 

 ....r,v]a ~'lA['h（ME-lech）%,l,m（e-lo-HE-nu）Wnyeh{l/a "y>y h'T;a %Wr'B 

你是可稱頌的，耶和華我們的上帝，這世界的王，就是.... 

"y>y 是禱告書中用來稱呼耶和華的名字，唸為 y"nod]a（Adonai），請參看第十課介紹。 







 

 7 

18.8 不規則動詞「給」 

「給」!tn 這個動詞在聖經經常使用，都是 Paal 的結構居多，按照上下文被翻譯為「交

付」、「報應」、「設立」等字，這個字的寫法是不規則的。

 

完成式

我給 你給 妳給 他給 她給 

（na-TA-ti）yiT;t"n （na-TA-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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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A-n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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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E-na）h"NeTiT Wn.TIy （ti-TE-na）h"NeTiT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主動分詞 !etOn 或 !etAn t<n,tOn 或 t<n<tAn ~yIn.tOn 或 ~yIn.tAn tAn.tOn 或 tAn.tAn 

被動分詞 !Wt"n h"nWt>n ~yInut>n 或 ~yInWt>n tAnut>n 或 tAnWt>n 

請注意，t<n,tOn 和 t<n<tAn 發音均為 no-TE-net。 





18.9 希伯來文母音拼字 

古代的希伯來文是屬於閃族語系，這個語系的語言對於母音的書寫，只有寫出長母音，

短母音沒有字母，用發音記號表達。聖經使用的文字經歷了多年的演變，與古代用法已

經差異甚多，在聖經中的有些字會出現寫成長母音或寫成短母音都可以的情況。現代希

伯來文因為完全不使用發音記號，因此初學者對於不認識的單字很難發音，慢慢熟悉後

會發覺有些母音的寫法有辨別的方式。 

 

18.9.1 母音 a 

在一個字起頭或中間的母音 a 沒有字母表示，在字尾的母音 a 經常以字母 a 或 h 表示，

現代希伯來文也如此使用。發音 a 以字母 h 結尾的字通常是陰性單數字。 

軍隊  a'b'c   女人  h'Via 

父親（現代希伯來文） aba 標音是 a'B;a（A-ba） 

母親（現代希伯來文） ama 標音是 a'Mia（I-ma 或 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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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 母音 e 

母音 e 在字的起頭或中間沒有字母表示，在字尾的母音 e 有時以字母 a 或 h 表示。這

種古時的表達方式在目前使用的單字中已經很少了，現代希伯來文使用字母 h 表達這

個發音。 

椅子 aeSiK  田地 h,d'f  嘴 h,P 

茶（現代希伯來文） ht 標音是 heT 

咖啡（現代希伯來文） hpq 標音是 h,p'q 

 

18.9.3 母音 i 

母音 i 不論在字的起頭、中間或結尾均用字母 y 表達，在現代希伯來文尤其普遍。在拼

字中間的字母 y 在聖經中有時被省略為一點在下的母音記號。 

椅子 aeSiK 現代希伯來文的寫法是 asyk 

女人 h'Via 現代希伯來文的寫法是 hXya 

大衛可寫成 dIw'D 或 dyIw'D 

維他命（現代希伯來文） !ymjyw 標音是 !yim'jyIw 

 

18.9.4 母音 o 和母音 u 

母音 o 和母音 u 不論在字的起頭、中間或結尾均用字母 w 表達，在現代希伯來文也非常

普遍，但是必須認得這個字才知道是 o 還是 u。在拼字中間的字母 w 在聖經中有時被省

略為母音記號。

永遠 ~'lA[ 有時被寫成 ~'lo[ 

再 dA[ 有時被寫成 do[ 

被寫的（複數）~yibWt.K 有時被寫成 ~yibut.K 

音樂（現代希伯來文） hqyzwm 標音是 h'qyIzWm（MU-zi-ka） 

收音機（現代希伯來文） wydr 標音是 Ay.d;r（RAD-yo）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derea 4. yiT;t"n 3. yityit'v 2. yiT.[;d"y 1. 

!eTiT 8. r;maoT 7. 'T.d;r"y 6. 'T;t"n 5. 

yiT.viT 12. yIn.biT 11. tyIn'B 10. tyit'v 9. 

h<n.bIy 16. d;r"y 15. derEy 14. !eTIy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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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iT 20. h,T.vIy 19. !;t"n 18. h"n'B 17. 

Wn.biT 24. Wnyit'v 23. WN;t"n 22. h,T.vIn 21. 

Wd.m;[;T 28. h"n.x;QiT 27. ~,T.d;r>y 26. ~,T.r;k>z 25. 

Wr.b;[:y 32. h"ny,l][;T 31. Wt'v 30. WT.vIy 29.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yIn'b]aem tIy;B h<nAB dIw'D 1. 

`r'h'B h<n]x;M;h t,a Wn'B ~yInAB;h 2. 

`~AY;h ~yibAj ~yif][;m h'fA[ h'q.bir 3. 

`qyiD;c aWh bAj h,fo['h vyia'h 4. 

`h'm>y;r.cim derOy lAd"G;h yAG;h 5. 

`Wr.m'a r,v]a;K Wk.l'h ~yid.rAY;h 6. 

`AMia.l h'x>nim !etAn !or]h;a 7. 

`~yiB;r ~Iy;m ~yitAv h,Lea'h tAJ;M;h 8.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h<n]x;M;B bevAy qyiD;c;h 1. 

`;xeB>zim h<n.bIy h<n]x;M;B bevOY;h h,J;M;h  

`tAn]x;m Wn'B ~yib.vAY;h  

`!or]h;a h,J;Mim h<n]x;M;h yeb.vOy  

`h'm>y;r.cim h'x'P.viM;h ~i[ derAy boq][:y 2. 

`~Iy;r.cim.B h'b.v"y t,d,rOY;h h'x'P.viM;h  

`~Iy;r.cim l,a tAd.rOy tAx.P.vim  

`dIw'D t;x;P.viMim ~yid.rAY;h  



`h'bWt.K h'rAT;h 3. 

`h'rAT;B bWt'K h'q.bir hef][;m  

`h'rAT;B ~yibut.K !or]h;a yef][;m  

`~yibut.K h'rAT;bW ~yIyWf][ ~yif][;M;h  

`h<nAB;l ~Iy;m !etAn qyiD;c 4. 

`h<nAB;l ~yInut>n ~Iy;M;h  

`~yiqyiD;c ~Iy;M;h yEn.tAn  

`h<nAB;l !Wt"n yil.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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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請翻譯下列的經文

出六 1 ho[.r;p.l h,f/[,a r,v]a h,a.rit h'T;[ h,vom-l,a hwhy r,maOY:w 

法老 ho[.r;P 

`Ac.r;aem ~ev.r"g>y h'q"z]x d"y.bW ~ex.L;v>y h'q"z]x d"y.b yiK 

他將趕出他們 ~ev.r"g>y 強壯的 h'q"z]x 他將放走他們 ~ex.L;v>y

1. 

利十八 3 Wf][;t a{l H'B-~,T.b;v>y r,v]a ~Iy;r.cim-#,r,a hef][;m.K 

h'M'v ~,kt,a ayibem yIn]a r,v]a !;[:n.K-#,r,a hef][;m.kW 

你們（受詞）~,kt,a 正帶領 ayibem

`Wkelet a{l ~,hyetoQux.bW Wf][;t a{l 

他們的律例 ~,hyetoQux

2. 

王上一 20 ~,h'l dyIG;h.l ^y,l'[ lea'r.fIy-l'k yEnye[ %,l,M;h yInod]a h'T;a>w 

通告（不定詞）dyIG;h.l

`wy'r]x;a %,l,M;h-yInod]a aeS.K-l;[ bevEy a{l 

3. 

伯一 21 h'm'v bWv'a ~or'[>w yiMia !,j,Bim yita'c"y ~or'[ r,maOY:w 

我將回去 bWv'a 赤裸地 ~or'[ 我母親的肚腹 yiMia !,j,B

`%'rob.m hwhy ~ev yih>y x'q'l hwhy:w !;t"n hwhy 

被稱頌的 %'rob.m

4. 

結十八 5 `h'q'd.cW j'P.vim h'f'[>w qyiD;c h<y.hIy-yiK vyia>w 

公義 h'q'd.c 如果 yiK

5. 

撒下十五 23 lAd"G lAq ~yikAB #,r'a'h-l'k>w 

正哭泣 ~yikAB

!Ar.diq l;x:n.B rebo[ %,l,M;h>w ~yir.bo[ ~'['h-l'k>w 

在汲淪溪 !Ar.diq l;x:n.B

`r'B.diM;h-t,a %,r,d-yEn.P-l;[ ~yir.bo[ ~'['h-l'k>w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