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課  反轉「和」vav 和喉音動詞                      2022. 09. 27. 

 

本課文法內容： 

17.1 單字表
17.2 慣用語  

17.3 反轉 vav 介紹
17.4 反轉 vav 的省略動詞寫法 

17.5 反轉 vav 的敘述用法 

17.6喉音動詞 

 

 

17.1 單字表 

野獸、活物 f. tAY;x h"Y;x 有生命的 adj. tAY;x ~yIY;x h"Y;x y;x 

回答 v. hn[ 生命 m. -yEY;x ~yIY;x y;x 

時間 m. !'m>z 百 f. -t;a.m tAaem h'aem 

時候 f. -te[ te[ 神聖 m. -yev.d'q -v,doq ~yiv'd'q（KO-desh）v,doq 

嘴、口 m. -yiP h,P 神聖的 adj. tAvAd.q ~yivAd.q h'vAd.q vAd'q 

現在 adv. h'T;[ 祭壇 m. -x;B>zim tAx.B>zim（miz-BEACH）;xeB>zim 

如此 adv. !eK 使者 m. -yek]a.l;m -%;a.l;m ~yik'a.l;m %'a.l;m 

 

一、「有生命的」y;x 作為名詞使用：「野獸、活物」tAY;x h"Y;x、「生命」~yIY;x y;x（此字從

來不使用單數）。這些字的字根是「生活」hyx，在第二十七課介紹。

二、「神聖的」vAd'q 作為名詞意思是「聖者」，「以色列的聖者」lea'r.fIy vAd.q。 

「神聖」v,doq（KO-desh）表達「聖中之聖」~yiv'd\Q;h v,doq（KO-desh ha-ko-da-SHIM），

即「至聖（所）」。

三、「我的使者」yik'a.l;m 音譯為「瑪拉基」，就是瑪拉基書的名稱。

四、「時候」te[ 與「時間」!'m>z 相比，!'m>z 指較為確切的時間。

五、「口」h,P 也可用於指「開口」（井口、洞口）、刀鋒、邊緣（河邊）、份量。 

 

17.2 慣用語 

「一百」有用絕對字型和組合字型不同的表達方式，「百」均寫在名詞之前。 

一百年  h"n'v h'aem 或 ~yIn'v h'aem（絕對字型，可以用單數或複數的年）

h"n'v t;a.m（組合字型）
因此                     （al KEN）!eK-l;[ 

在此之後（此後）    （a-cha-re CHEN）!ek-yer]x;a 



 

   

 

 

17.3 反轉 vav 介紹 

字母 w（vav）在聖經中除了可以用作連接詞「和」之外，還可以將所帶著的動詞「完成

式」和「未完成式」相互轉換，將完成式改成未完成式，或將未完成式改成完成式，完

成式和未完成式的寫法不變，但是涵義改變，我們把這樣的用法稱為「反轉 vav」。當

vav 作為反轉用法時，連接詞「和」的涵義可以視上下文的情況保留或失去。現代希伯

來文的字母 w（vav）沒有這種反轉用法。



完成式轉為未完成式

我保守了。 yiT.r;m'v（sha-MAR-ti）加上 >w 成為 yiT.r;m'v>w（ve-sha-MAR-ti），yiT.r;m'v>w 除

了翻譯為「和我保守。」以外也可以翻譯為「我將保守。」或「和我將保守。」

完成式動詞轉為未完成式的情況，vav 可以有反轉作用，也可以沒有，看上下文決定。 

 

未完成式轉為完成式

未完成式加上 >w 成為反轉 vav 的用法時，vav 的母音改變為 :w，且除了少數例外情況（請

參看附錄表格），跟著 vav 的字母有一點 Dagesh。 

你將保守。  rom.viT 加上 >w 成為 rom.viT>w，沒有反轉用法，翻譯為「和你將保守。」

你將保守。如果 rom.viT 加上 >w 成為 rom.viT:w，>w 變音為 :w，就是有反轉作用，要以完成式

翻譯為「你保守了。」或「和你保守了。」



17.3.1 完成式轉為未完成式例句

在以下例句中的 vav 均是反轉用法。 

以色列的子民們遵守了這律法。     `h'rAT;h t,a lea'r.fIy yEn.B Wr.m'v 

（和）以色列的子民們將遵守這律法。     `h'rAT;h t,a lea'r.fIy yEn.B Wr.m'v>w 

 

你喜歡過這個女人。        `taOZ;h h'Via'h t,a（a-HAV-ta） 'T.b;h'a 

（和）你將喜歡這個女人。     `taOZ;h h'Via'h t,a（ve-a-HAV-ta）'T.b;h'a>w 

大衛找到了這金子。     `b'h"Z;h t,a dIw'D a'c'm 

（和）大衛將找到這金子。或譯為：願大衛找到這金子。    `b'h"Z;h t,a dIw'D a'c'mW

 

17.3.2 未完成式轉為完成式例句 

以色列的子民們將遵守摩西的話。     `h,vom yer.biD t,a lea'r.fIy yEn.B Wr.m.vIy 

（和）以色列的子民們遵守了摩西的話。     `h,vom yer.biD t,a lea'r.fIy yEn.B Wr.m.vIy:w
你將想念你的兒子。     `^>niB t,a roK>ziT 

（和）你想念你的兒子。     ` >̂niB t,a roK>ziT:w





 

   

 

 

這個國王將審判他的百姓。     `AM;[ t,a（ha-ME-lech）%,l,M;h joP.vIy 

（和）這個國王審判了他的百姓。     `AM;[ t,a（ha-ME-lech）%,l,M;h joP.vIy:w



反轉 vav 有時會出現例外，沒有改變這個動詞的未完成式為完成式。 

 

在經文的一開始，經常出現未完成式加反轉 vav 的寫法，就一定是轉為完成式。 

如利未記第一章第一節： 

和他呼叫摩西....    h,vom-l,a a'r.qIY:w 




17.3.3 未完成式轉為完成式表格 

未完成式轉為完成式的時候，vav 的母音改變，以下表格可看出其母音的不同。 

 

保守  rmv 

我們將保守。 rom.vIn 我將保守。 rom.v,a 

我們保守了。 rom.vIN:w 我保守了。 rom.v,a"w 

你們將保守。 Wr.m.viT 你將保守。 rom.viT 

你們保守了。 Wr.m.viT:w 你保守了。 rom.viT:w 

妳們將保守。 （tish-MOR-na）h"n.rom.viT 妳將保守。 yir.m.viT 

妳們保守了。 （va-tish-MOR-na）h"n.rom.viT:w 妳保守了。 yir.m.viT:w 

他們將保守。 Wr.m.vIy 他將保守。 rom.vIy 

他們保守了。 Wr.m.vIY:w 他保守了。 rom.vIYI:w 

她們將保守。 （tish-MOR-na）h"n.rom.viT 她將保守。 rom.viT 

她們保守了。 （va-tish-MOR-na）h"n.rom.viT:w 她保守了。 rom.viT:w 

「我保守了」rom.v,a"w 由於 a 屬五喉音字母，不能加 dagesh，造成 vav 變音為 "w。 

 

17.4 反轉 vav 的省略動詞寫法 

省略動詞是指未完成式第三人稱單數「他」（偶爾也有「她」）的動詞，加上反轉 vav 的

時候，失去了字根的一個字母。聖經中經常使用省略動詞。 

如：他將是 h<y.hIy 加上 vav 變成了 yih>y:w，動詞失去字根的第三個字母 h。

 

將有平安在那塊地。           `ayih;h（ba-A-rec）#,r'a'B ~Al'v h<y.hIy 

（和）有了平安在那塊地。     `ayih;h（ba-A-rec）#,r'a'B ~Al'v yih>y:w 

約瑟將看見他的父親。                     `wyib'a t,a @esAy h,a.rIy 

（和）約瑟看見了他的父親。                `wyib'a t,a @esAy a.r:Y:w



 

   

 

 

17.4.1 省略動詞的表格 

以下列出幾個省略動詞，都是你學過的動詞。 

省略動詞 未完成式 動詞字根 

（和）他是 yih>y:w 他將是 h<y.hIy hyh 

（和）他看 a.r:Y:w 他將看 h,a.rIy har 

（和）他作 （va-YA-as）f;[:Y:w 他將作 h,f][:y hf[ 

（和）他上去 （va-YA-al）l;[:Y:w 他將上去 h,l][:y hl[ 

（和）他回答 （va-YA-an）!;[:Y:w 他將回答 h<n][:y hn[ 

（和）她是 yih.T:w 她將是 h<y.hiT hyh 

（和）她回答 （va-TA-an）!;[;T:w 她將回答 h<n][;T hn[ 

 

有時這類動詞不使用反轉 vav 的時候，也沒有變為原來應有的未完成式寫法。以下是兩

個在聖經中出現的寫法。 

願他是。            `yih>y 

願他是如此。     `!ek yih>y
這兩個句子都使用未完成式表達願望的口氣，祈願事情如此成就。 

 

願有光，就有光。   `rAa yih>y:w rAa yih>y  （創世記一 3） 

願他的名到永遠。   `~'lA[.l Am.v yih>y   （詩篇七十二 17）

 

 

17.5 反轉 vav 的敘述用法 

希伯來文使用反轉 vav 作為敘述，有幾種方式表達。 

 

17.5.1 敘述的開始使用反轉 vav 未完成式 

絕大多數聖經中敘述過去發生的事情，都是使用反轉 vav 未完成式開始。 

約拿書第一章第一節這樣開始： 

（和）耶和華的話是臨到約拿....    h"nAy-l,a hwhy-r;b.D yih>y:w 

 

聖經中有許多的敘述都是以 yih>y:w 這個字開始寫。yih>y:w 被放在句子的第一個字，表達「發

生了的事情就是....」，如英文的 it happened，中文通常不需要翻譯，或者可以譯為「那

就是」。 

如創世記第二十二章開始寫道： 

（和）在這些事以後....     h,Lea'h ~yir'b.D;h（A-char）r;x;a yih>y:w 

在這句話中的 yih>y:w 這個字就沒有翻譯出來。 



 

   

 

 

17.5.2 敘述的動詞都是使用反轉 vav 未完成式 

有的敘述中出現的動詞都是使用反轉 vav 未完成式。 

創世記二十一章二十一節 

!'ra'P  r;B.dim.B   b,vEY:w 

                                   巴蘭  在 的曠野  和他住 

`（mic-RA-yim）~Iy'r.cim（me-E-rec）#,r,aem  h'Via   AMia   Al-x;QiT:w 

         埃及       從 地 一個妻子 他的母親  為他 和她娶 

（和）他住在巴蘭的曠野，他母親為他娶了一個妻子從埃及地。 

 

17.5.3 敘述的第一個動詞使用反轉 vav 未完成式，繼續寫的動詞使用完成式。這樣的情

況是因著敘述的需要，把 vav 和未完成式分開了，未完成式改為完成式書寫。 

創世記一章五節 

（和）上帝對這光叫白天，和對這黑暗（%,vox）他叫夜晚....     

~Ay  rAa'l  ~yih{l/a  a'r.qIY:w 

                    白天  對這光   上帝   和他叫 

...（LAY-la）h'l>y'l  a'r'q（ve-la-CHO-shech） %,vox;l>w 

         夜晚   他叫           和對這黑暗 

這兩個動詞 a'r.qIY:w 和 a'r'q 都是以完成式翻譯。 

 

17.5.4 敘述的第一個動詞使用完成式，繼續寫的動詞使用反轉 vav 未完成式。 

創世記四章一節： 

!Iy;q-t,a   d,leT:w  r;h;T:w  AT.via  h"W;x-t,a   [;d"y  ~'d'a'h>w 

該隱 受詞記號  和她生 和她懷孕 他的妻子 夏娃 受詞記號 他認識  和那人 

（和）那人認識了（指同房）他的妻子夏娃，和她懷孕，和她生了該隱 

（認識、同房 [dy  懷孕 hrh  生產 dly） 

第一個動詞 [;d"y 是完成式以外，接續的動詞均以反轉 vav 未完成式書寫。 

 

 

17.6喉音動詞 

動詞的三個字根中的任何一個字根如果是五喉音字母 a [ h x r，這些喉音字母經常

會造成動詞寫法的母音改變，還好這些喉音字母很少失落，因此在辨認上還不至於太困

難。完成式的母音變化比較少，未完成式的母音變化比較大。有的字在現代希伯來文有

不同寫法，趨近與無喉音動詞變化一致。

妳找到   ta'c'm     妳聽見 （sha-MA-at）.T;[;m'v （現代 sha-MAT） .T.[;m'v 

與規則的動詞變化「妳保守」 .T.r;m'v 比較，可看出母音些微的改變。



 

   

 

 



看見 har 製造 hf[ 上去 hl[ 回答 hn[ 站立 dm[ 走過 rb[ 

h,a.r,a h,f/[,a h,l/[,a h<n/[,a dom/[,a rob/[,a 我

h,a.riT h,f][;T h,l][;T h<n][;T dom][;T rob][;T 你

yia.riT yif][;T yil][;T yIn][;T yid.m;[;T yir.b;[;T 妳

h,a.rIy h,f][:y h,l][:y h<n][:y dom][:y rob][:y 他

h,a.riT h,f][;T h,l][;T h<n][;T dom][;T rob][;T 她

h,a.rIn h,f][:n h,l][:n h<n][:n dom][:n rob][:n 我們

Wa.riT Wf][;T Wl][;T Wn][;T Wd.m;[;T Wr.b;[;T 你們

h"ny,a.riT h"ny,f][;T h"ny,l][;T h"ny<n][;T h"n.dom][;T h"n.rob][;T 妳們

Wa.rIy Wf][:y Wl][:y Wn][:y Wd.m;[:y Wr.b;[:y 他們

h"ny,a.riT h"ny,f][;T h"ny,l][;T h"ny<n][;T h"n.dom][;T h"n.rob][;T 她們

請注意，第二和第三人稱陰性複數 h"n 結尾的字重音在倒數第二音節， 

如 h"n.rob][;T 讀音為 taa-VOR-na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h,a.r,a 4. h,f/[,a 3. %elea 2. rob/[,a 1. 

h,f][;T 8. rom.viT 7. x;l.viT 6. [;deT 5. 

yir.b;[;T 12. yik.l.miT 11. yid.m][;T 10. yil][;T 9. 

h,l][:y 16. aecEy 15. h,f][:y 14. x;T.pIy 13. 

dom][;T 20. l;kaoT 19. h<y.hiT 18. h,f][;T 17. 

a'r.qIn 24. h<n][:n 23. x;QIn 22. h,l][:n 21. 

Wb.T.kiT 28. Wa.riT 27. Wf][;T 26. Wr.maoT 25. 

Wn][:y 32. Wr.b;[:y 31. Wr.K>zIy 30. W[.m.vIy 29.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ayih;h te['B lea'r.fIy yEn.B l,a h,vom r;m'a 1. 

`ayih;h te['B lea'r.fIy yEn.B l,a h,vom r,maOY:w 2. 

`h"n'v h'aem yer]x;a !eq"z vyia'h h<y.hIy 3. 

`h"n'v h'aem yer]x;a !eq"z vyia'h yih>y:w 4. 

`~yiB;r ~yir'b.diB %,l,M;h %;a.l;m t,a h"n'[ aWh 5. 

`~yiB;r ~yir'b.diB %,l,M;h %;a.l;m t,a h<n][:y 6. 

`Av.d'q x;B>zim t,a ~yIn]hoK;h Wa.rIY:w 7. 

`Av.d'q x;B>zim t,a Wa'r ~yIn]hoK;h 8.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l,hoa'B r'f'B;h loK t,a Wl.k'a %'a.l;m h'aem ayih;h te['B yih>y:w 1. 

`!ehoK;h t,a a'r'q>w v,doQ;h x;B>zim t,a h'a'r>w AK.r;d.B @esAy %,lEY:w 2. 

`;xeB>ziM;h l;[ r,v]a r'f'B;h t,a joP.vIy yim h,vom l,a dIw'D a'r.qIY:w 3. 

`dAb'K;h aeSiK l;[ b;v"y r,v]a ~'k'x,h yim yim\["n l,a h'ael h'r.m'a 4. 

`~,x,l tyeb.B .T.b;h'a h;m h'ael.l @esAy r;m'a hoK 5. 

`h'T;[ ~yiv'd\Q;h v,doq d:y l;[ dom][:y yim b'aAm !Ad]a r,maOY:w  6. 

`!ek yer]x;a ~'h'r.b;a !;[:Y:w ayih;h te['B ~'h'r.b;a.l yita'r'q 7. 

`b'h"z t;m/h,B Wf][:Y:w ;xeB>ziM;h yEn.pil ~'['h tAb]a h'aem Wd.m;[:Y:w 8. 





練習四請翻譯下列的經文

民二十六 1 `romael !ehoK;h !or]h;a-!,B r"z'[.l,a l,a>w h,vom-l,a hwhy r,maOY:w 

說 romael 亞倫 !or]h;a 以利亞撒 r"z'[.l,a

1. 

民二十六 2 h"n'v ~yir.f,[ !,Bim lea'r.fIy-yEn.B t;d][-l'K vaor-t,a Wa.f 

二十 ~yir.f,[ 的會眾 t;d][ 你們要抬 Wa.f 

`lea'r.fIy.B a'b'c aecOy-l'K ~'tob]a tyeb.l h'l.[;m"w 

軍隊的出去者 a'b'c aecOy 向上 h'l.[;m 

2. 

民二十六 3 ~'toa !ehoK;h r"z'[.l,a>w h,vom reB;d>y:w 

以利亞撒 r"z'[.l,a （對）他們 ~'toa   和他說 reB;d>y:w

`romael Axer>y !eD.r:y-l;[ b'aAm tob.r;[.B 

說 romael 耶利哥 Axer>y 約但河 !eD.r:y 的平原 tob.r;[ 

3. 



 

   

 

 

民二十六 4 h,fom-t,a hwhy h"Wic r,v]a;K h'l.['m"w h"n'v ~yir.f,[ !,Bim 

他命令 h"Wic 如同 r,v]a;K 向上 h'l.['m 二十 ~yir.f,[

`~Iy'r.cim #,r,aem ~yia.cOY;h lea'r.fIy yEn.bW 

出來者 ~yia.cOY 

4. 

撒上一 8 yil.kaot a{l h,m'l>w yiK.bit h,m'l h"N;x H'vyia h"n'q.l,a H'l r,maOY:w 

妳哭 yiK.bit 為什麼 h,m'l 哈拿 h"N;x 以利加拿 h"n'q.l,a

`~yIn'B h'r'f][em %'l bAj yikOn'a aAl]h %eb'b.l [;rEy h,m'l>w 

比十（個）h'r'f][em 豈不 aAl]h 它是壞的 [;rEy

5. 

撒上一 22 r;[:N;h lem"GIy d;[ H'vyia.l h'r.m'a-yiK h't'l'[ a{l h"N;x>w 

他將斷奶 lem"GIy 哈拿 h"N;x

`~'lA[-d;[ ~'v b;v"y>w hwhy yEn.P-t,a h'a.rIn>w wyitoaib]h:w 

和他將被看見 h'a.rIn>w 我將使他來 wyitoaib]h:w

6. 

撒下十二 7 lea'r.fIy yeh{l/a hwhy r;m'a-hoK vyia'h h'T;a dIw'D-l,a !'t"n r,maOY:w 

的上帝 yeh{l/a 拿單 !'t"n

`lWa'v d:Yim ^yiT.l;Cih yikOn'a lea'r.fIy-l;[ %,l,m.l ^yiT.x;v.m yikOn'a 

掃羅 lWa'v 我拯救你 ^yiT.l;Cih 我膏抹你 ^yiT.x;v.m

7. 

撒下十二 12 r,t'S;b 'tyif'[ h'T;a yiK 

在隱藏中 r,t'S;b

`v,m'V;h d<g<n>w lea'r.fIy-l'K d<g<n h<Z;h r'b'D;h-t,a h,f/[,a yIn]a:w 

這太陽 v,m'V;h 在某某之前、對著 d<g<n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