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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動詞句子                                    2019. 10. 19. 

 

本課文法內容： 

5.1 單字表 

5.2 定冠詞 

5.3 專有名詞 

5.4 介詞 

5.5 動詞結構 

5.6 動詞分析和造句 

 

5.1 單字表 

記得、想念 v. rkz 大衛 m.sg. dIw'D 

作王、統治 v. $lm 亞伯拉罕 m. sg. ~'h'r.b;a 

行走、去 v. $lh 國王 m.sg. （ME-lech）%,l,m 

站立 v. dm[ 家族、家庭 f.sg. h'x'P.vim 

聽見、聽從 v. [mv ◎耶路撒冷 f. sg. （ye-ru-sha-LA-yim）i~;l'vWr>y 

保守、遵守 v. rmv 埃及 f. sg. （mic-RA-yim）~Iy;r.cim 

從、遠離 prep. !im 撒拉 f. sg. h'r'f 

對、到 prep. l,a 路得 f. sg. tWr 

 

一、v.是英文「動詞」verb 的縮寫。prep.是英文「介繫詞」preposition 的縮寫。 

請記住這些縮寫用法，以後的課文中會常常使用，不再說明。 

二、所有動詞均在以長母音 a 和短母音 a 分別放在字根第一個和第二個字母讀出，如 rkz

讀為 r;k"z za-char，課文中再作說明。 

三、「耶路撒冷」i~;l'vWr>y 這個字乃是按照現代希伯來文的發音 ~Iy;l'vWr>y，發為

ye-ru-sha-LA-yim。 

四、「大衛」dIw'D 和「亞伯拉罕」~'h'r.b;a 是男子名，「路得」tWr 和「撒拉」h'r'f 是女

子名，「耶路撒冷 i~;l'vWr>y 和「埃及」~Iy;r.cim 是地名，地名通常均是陰性。 

五、「撒拉」h'r'f 源於「治理」rrf（sin-resh-resh），意為「女治理者」，陽性的 r;f 即

「治理者」，以治理的所在被譯為君王、王子、元帥、官長等，r;f 現在用為以色列

的各部部長。 

六、「聽」 [mv 可以直接使用受詞，也有在受詞前加入介詞 .B（在）、 .l（對）、l,a（對、

關於）、l;[（對、關於）或 !im（從），指聽見、聽從，或聽見什麼，其受詞常與組

合字型「的聲音」-lAq 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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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定冠詞 

希伯來文名詞最重要的區分就是「性」、「數」、「格」和「確」，分別定位這個名詞的性

別（陰性或陽性）、數量（單數、雙數或複數）、格位（主格、屬格、間接受格或直接受

格）和是否為確指名詞。在辨認一個名詞是「確指名詞」或「不確指名詞」時，要知道

以下三種名詞都是「確指名詞」： 

一是有定冠詞的名詞，二是專有名詞，三是帶有屬格﹝所有格﹞的名詞。 

首先，這裡介紹帶有定冠詞的名詞。 

 

定冠詞用來表示一個名詞是「確指名詞」，就是說話的雙方都知道所說的名詞是確定的

那或這一個，如同英文的 the。中文往往沒有翻譯出來，或按照上下文的需求用「這」

或「那」翻譯，但是這並非英文的 this 或 that。希伯來文另有相對於 this 或 that 的用字，

是屬於指示詞。本書統一以「這」翻譯定冠詞。 

 

希伯來文的定冠詞不能單獨書寫，必須與所確指的名詞相連，寫在這個名詞前面，用字

母 h 加上一橫的母音 a 表明，並在確指名詞的第一個字母中央加一點。 

定冠詞 ‧;h 放在 兒子 !eB 之前，就成為 !eB;h 

加上定冠詞的規則變化單字 

這女兒 f. sg. t;B;h 這兒子 m. sg. !eB;h 

這少女 f. sg. （ha-naa-RA）h'r][:N;h 這少年人 m. sg. （ha-NA-ar）r;[:N;h 

這牲畜 f. sg. h'meh.B;h 這話 m. sg. r'b'D;h 

這家族 f.sg. h'x'P.viM;h 這房子 m. sg. （ha-BA-yit） tIy;B;h 

  這國王 m.sg. （ha-ME-lech）%,l,M;h 

 

兒子 !eB、話 r'b'D、房子 tIy;B、女兒 t;B 和牲畜 h'meh.B 是由「被給的可怕得」(TPKDGB) 這

六個字母起首，原來在字母中央均有一點 Dagesh（參 3.4.1.1 說明），在加入定冠詞後，

這個點消失，但是定冠詞又帶給它一點，因此加上定冠詞的這幾個字第一個字母還是帶

有一個點。少男 r;[:n、少女 h'r][:n、國王 %,l,m 和家族 h'x'P.vim 則必須在加上定冠詞時放

一個點在第一個字母 n 和 m 中央。

 

若是單字的起首字母是屬於五喉音字母 (rxh[a) 因為這些字母不能加上一點

Dagesh，因此造成加上定冠詞時變音，定冠詞和名詞都可能改變母音。 

這女人 f. sg. h'Via'h 這男人 m.sg. vyia'h 

這母親 f. sg. ~ea'h 這父親 m. sg. b'a'h 

這城市 f. sg. ry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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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冠詞的變音規則很繁複，初學者不需要學習，想要進一步學習的人請參看註腳1。 

 

5.3 專有名詞 

專有名詞是指人名、地名和某些專屬的名詞，這些名詞不能夠加定冠詞，就已經是「確

指名詞」，說話的雙方都知道這個特殊的名稱。 

 

本課所學的專有名詞 

亞伯拉罕m. sg. ~'h'r.b;a 大衛 m.sg. dIw'D 

撒拉 f. sg. h'r'f 路得 f. sg. tWr 

埃及 f. sg. （mic-RA-yim）~Iy;r.cim 耶路撒冷 f. sg. （ye-ru-sha-LA-yim）i~;l'vWr>y 

 

專有名詞屬於確指名詞，以後的課程中，對於確指名詞的形容詞用法或受詞記號等文法

規則都適用於專有名詞，專有名詞如同一個隱藏了定冠詞的名詞。 

 

5.4 介詞 

介詞是介於名詞或名詞相等用詞之前的一個字，以表示該名詞或名詞相等用詞和句子中

其它字之間的關係。介詞通常放在它描述的名詞之前，這個名詞就成為介詞的受詞。 

 

希伯來文的介詞有「獨立介詞」和「依附介詞」，獨立介詞就是單獨書寫的介詞，依附

介詞則不能單獨書寫，而要與後方的受詞連接。當句子各詞位置變動時，獨立介詞必須

                                                      
1 定冠詞在五喉音字母(rxh[a)前，會造成變音。 

定冠詞在 a 和 r 前，變成 'h ha 的音。

如：vyia 男人  vyia'h 這男人    頭 vaor   這頭 vaor'h 

定冠詞在 [ 前，通常都是變成 'h ha 的音。但是，若這個字首的 [ 帶有母音 '[，且不是重音節，則變

成 ,h he 的音。

如：ryi[ 城市   ryi['h 這城市   ~yir'[ 諸城市  ~yir'[,h 這諸城市（重音節在 ~yir） 

定冠詞在 h h 和 x ch 前，通常定冠詞還是 ;h ha，接續的喉音不必加上一點 Dagesh。 

如：b,r,x（CHE-rev）刀劍  b,r,x;h（ha-CHE-rev）這刀劍    例外：~eh'h 那些（加定冠詞）

但是，若是接續定冠詞的喉音字母 h h 帶有非重音節的長音 'h ha，定冠詞變為 ,h he。 

如：~yir'h 群山     ~yir'h,h 這群山（重音節在 ~yir) 

接續定冠詞的喉音字母 x ch 帶有重音節或不是重音節的長音 'x cha，會使定冠詞成為,h he 的音。

如：~'k'x 智者   ~'k'x,h 這智者（重音節在 ~'k) 

有些字加上定冠詞之後，會造成母音改變，其中也有非喉音起首的字。

如：#,r,a 地   #,r'a'h（ha-A-rec）這地   r;h 山   r'h'h 這山    ~;[ 百姓  ~'['h 這百姓 

!:G 園子   !"G;h 這園子      r;P 公牛  r'P;h 這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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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它的受詞一同搬動位置，以免影響原意。 

在此先介紹獨立介詞，本課學了兩個獨立介詞 

從、遠離 prep. !im 對、到 prep. l,a 

 

「從」!im(from) 這個字指從某種物件或情況中出來，希伯來文會造句「我吃從這果子

們」，就是指我從這些果子中間拿果子吃。因此，有些時候「從」是指離開某種情境，

就成為「遠離」(away from)的涵義，如「他救了我從海」。「從」!im 也可以作為依附介詞

使用，將在第六課介紹。 

「對、到」l,a (to)這個字用於「對」某人說話，或「到」某個地方，有時此字也可以

譯為「對於」、「關於」（about）。

 

用這兩個介詞可表達「從某地到某地」、「到某人那裡」。 

從埃及到耶路撒冷         i~;l'vWr>y l,a ~Iy;r.cim !im 

到這父親那裡﹝對於這父親﹞           b'a'h l,a 

 

5.5 動詞結構 

5.5.1 字根 

希伯來文的詞通常是以三個字母組成的「字根」，演變出不同的詞，包括名詞、動詞、

介詞、形容詞等。用同一個字根造出來的詞都會具有與字根涵義相關的意思。如字根

rmv 是「保守、遵守」的涵義，造出了名詞 r'm.vim 是「守衛、監獄」，造出了另一個名

詞 t,r,m.vim（mish-ME-ret）是「看守職務」，這些詞的意思和字根基本涵義均有關連。 

 

動詞和字根的關係最為顯著，每個動詞都是以字根為基礎，加上前後其它的字母拼寫成

不同結構和人稱的動詞變化，如：「我保守（了）。」yiT.r;m'v（sha-MAR-ti）是字根加上 yiT

（ti）、「你保守（了）。」 'T.r;m'v（sha-MAR-ta）是字根加上 'T（ta）。 

華文的動詞和人稱代名詞是分開的，動詞無須變化，但希伯來文的動詞都帶有一個人稱

代名詞，動詞隨人稱變化寫法。 

 

單字表中的動詞，是以字根的方式寫出，沒有標注母音記號。「保守、遵守」的字根 rmv，

可用字母名稱從右到左一一讀出是 shin mem resh。除了讀出字母名稱表達字根外，也

可以用兩個 a 的母音放在字根的第一和第二個字母底下，讀出字根。如：字根 rmv 讀

作 r;m'v sha-MAR，這個加上母音的 r;m'v，意思是「他保守」。人稱代名詞「他」的完

成式動詞變化沒有另外加上別的字母，因此以完成式「他」的寫法來讀出字根，有的希

伯來文字典就是如此表達動詞字根，即印刷 r;m'v 作為字根 r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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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動詞的七種結構 

同一個字根可以形成許多近似但不同意思的動詞，這些不同意思的動詞有主動，也有被

動，有的加強了原本字根的涵義，有的是使受詞去做某個動作的使役行為，有的則是把

動作作在自己身上的反身模式。這些不同涵義的字根用法，使希伯來文的動詞分成了七

種結構，但是幾乎沒有一個字根同時擁有這七種結構的用法，多數的字根擁有三到五種

結構。這七種結構的希伯來文名稱是從字根「動作」l[p（pe-ayin-lamed）變化而來。 

 

希伯來文的動詞分成七種結構 

簡單主動 

l;['P pa-AL 

加強主動 

le[iP pi-EL 

使役主動 

lyi[.pih hif-IL 

反身主動 

le[;P.tih hit-pa-EL 

簡單被動 

l;[.pIn nif-AL 

加強被動 

l;[uP pu-AL 

使役被動 

l;[.p'h hof-AL 

'h 讀為 ho（參 1.3.1 註腳） 

沒有反身被動

 

以字根 rmv「保守、遵守」為例，「保守、遵守」是「簡單主動」的涵義。 

同樣的字根 rmv 在「簡單被動」就是「被保守、被遵守」；在「加強主動」就是「保存」，

在「加強被動」就是「被保存」；「反身主動」就成了「保護自己」。這個字根沒有「使

役主動」和「使役被動」的結構。 

絕大多數的動詞都有「簡單主動」的結構，我們學的動詞也是以簡單主動的結構為主。 

 

 

5.6 動詞分析和造句 

每一種動詞結構中，都包含了動詞的幾個基本分析，就是「時態」和「人稱代名詞」，「人

稱代名詞」裡面包含了「陰陽性」和「單複數」。 

加上母音的 r;m'v 這個動詞，就不是一個「字根」了。它的分析如下：

結構是「簡單主動」、時態是「完成式」、人稱代名詞是「他」、字根是 rmv 

這個動詞翻譯為「他保守了。」

「他」就說明了這個動詞的主詞是第三人稱、陽性、單數。主詞「他」作出動詞「保守」

這個動作，「了」只是表達動作完成的中文語助詞，視情況選用。

 

5.6.1 動詞時態 

希伯來文正式的動詞只有兩種時態，「完成式」（perfect）和「未完成式」（imperfect）而

且這兩種時態是表達動作是否完成，而不是表達時間性。因此，在時間上，這兩種時態

均必須依靠上下文來看出其時間。如「完成式」可以表達以下不同的情況： 

現在做到了這個動作、現在做完了這個動作，或是過去已經完成這個動作，或是將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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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這個動作。 

 

r;m'v「他保守了。」可以解釋為「過去他沒有保守，現在他保守了」，或「他保守完了，

現在不保守了」，或「他過去保守過」，或「他將來完成保守」。

 

現代希伯來文配合其他語言的時態，把「完成式」當成「過去式」，把「未完成式」當

成「未來式」使用，與聖經只是表達「動作是否完成」的概念完全不同。 

 

5.6.2 動詞人稱代名詞 

希伯來文的動詞內含有十個人稱代名詞，分別是 

我 你 妳 他 她 我們 你們 妳們 他們 她們 

 

人稱代名詞「我」和「我們」沒有陰陽性的差別，也就是陽性和陰性的主詞所用的動詞

相同。其它的人稱代名詞均有陰陽性的不同，但是當主詞包括了陰陽兩方面時，採用陽

性的人稱代名詞。如主詞是男男女女許多人，就用男的「他們」表達，只要主詞中有一

個是男性，儘管大多數是女性，還是要用男性的「他們」表達。 

 

本課我們學的動詞有 

記得、想念 v. rkz 站立 v. dm[ 

行走、去 v. $lh 作王、統治 v. $lm 

保守、遵守 v. rmv 聽見、聽從 v. [mv 

 

 

5.6.3 動詞人稱代名詞「他」和「她」 

動詞內含的人稱代名詞是由字根為基礎加以變化，完成式動詞均是在字根的「末尾」加

上字母以表明人稱代名詞，惟有人稱代名詞「他」的寫法沒有加上別的字母。 

 

5.6.3.1 動詞人稱代名詞「他」 

完成式動詞人稱代名詞「他」的寫法只要在字根的三個字母加上母音即可，通常母音是

兩個 a 的音，一長一短，分別放在字根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字母。在少數不規則變化的動

詞，母音會變成兩個均是 a 的長音。 

r ;m 'v 他保守了讀音為 sha-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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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所學的動詞都是規則變化，加上母音成為代名詞「他」 

他記得 v. r;k"z 他站立 v. d;m'[ 

他行走 v. %;l'h 他統治 v. %;l'm 

他保守 v. r;m'v 他聽見 v. [;m'v 

%;l'm 和 %;l'h 這兩個動詞字根的第三個字母是個例外，帶有不發音的 Sheva。 



5.6.3.2 動詞人稱代名詞「她」

動詞人稱代名詞「她」的寫法是在字尾加上字母 h 表示長母音a 的尾音，也使前面的

音有些變化。長母音a 的尾音是許多陰性動詞或名詞的特點。

h 'r .m 'v 她保守了讀音為 sham-RA

本課所學的動詞加上母音成為人稱代名詞「她」

她記得 v. h'r.k"z 她站立 v. h'd.m'[ 

她行走 v. h'k.l'h 她統治 v. h'k.l'm 

她保守 v. h'r.m'v 她聽見 v. h'[.m'v 





5.6.4 主詞和動詞的配合 

希伯來文的主詞和動詞在造句時必須配合一致，也就是說主詞是陽性單數的名詞時，使

用人稱代名詞「他」。主詞是陰性單數的名詞時，使用人稱代名詞「她」。單獨寫出的人

稱代名詞也必須與動詞內含的人稱代名詞配合，人稱代名詞「他」配合動詞人稱代名詞

「他」，人稱代名詞「她」配合動詞人稱代名詞「她」。 

如：撒拉記得。  `h'r.k"z h'r'f    大衛統治。  `%;l'm dIw'D 

她行走     `h'k.l'h ayih      他聽見。   `[;m'v aWh 

 

「他聽見。」和「她行走。」這樣的句子在現代希伯來文都會寫出人稱代名詞，使句子

的主詞更清楚，然而在聖經中，僅在強調這個人稱的情況才會寫出人稱代名詞。如： 

出埃及記七 3 我 我要使法老的心剛硬 

 

希伯來文的句子可以將主詞、動詞、受詞等格位放在不同的先後位置。 

如：撒拉記得。  `h'r'f h'r.k"z     大衛統治。   `dIw'D %;l'm 

但是中文翻譯還是必須把主詞放在前面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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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請將下列單字加上定冠詞 

tIy;B 2. h'Via 1. 

r;[:n 4. r'b'D 3. 

t;B 6. ryi[ 5. 

b'a 8. ~ea 7. 

vyia 10. h'meh.B 9. 

h'x'P.vim 12. %,l,m 11.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動詞 

h'r.k"z 2. r;k"z 1. 

h'k.l'm 4. %;l'm 3. 

h'k.l'h 6. %;l'h 5. 

h'[.m'v 8. [;m'v 7. 

h'r.m'v 10. r;m'v 9. 

 

練習三  請翻譯以下的句子 

`h'd.m'[ tWr  1. 

`h'r.k"z h'Via 2. 

`%;l'm aWh 3. 

`d;m'[ b'a'h 4. 

`ryi[ h'Via'h h'r.m'v 5. 

`tIy;B r;m'v r;[:N;h 6. 

`h'meh.B vyia'h r;m'v 7. 

`!eB !im [;m'v dIw'D 8. 

`~Iy;r.cim l,a %;l'h vyia'h 9. 

`i~;l'vWr>y !im h'k.l'h h'r][:N;h 10. 

`t;B;h l,a r'b'D h'[.m'v ~ea'h 11. 

`%,l,M;h l,a r'b'D r;k"z ~'h'r.b;a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