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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失落字母的動詞                                 2019. 12. 03. 

 

本課文法內容： 

12.1 單字表
12.2 失落字母的動詞類型 

12.3 單獨失落字母的未完成式動詞「走」$lh 和「拿」xql 

12.4 部分變化失落字母的未完成式動詞 

12.5如何分析動詞

 

 

12.1 單字表：複習學過的動詞 

「動詞」往往是經文的重點，是研究聖經最重要的部分，教材中教導您的動詞都是聖經中

經常出現的，記住這些動詞，對您日後研經大有裨益。 

穿過、越過 v. rb[ 吃 v. lka 

上去、上升 v. hl[ 說 v. rma 

站立 v. dm[ 是、成為 v. hyh 

作、製造 v. hf[ 走 v.  $lh 

打開 v. xtp 記得、想念 v. rkz 

叫、稱、讀 v. arq 認識、知道、同房 v. [dy 

看見 v. har 坐、住 v. bvy 

打發、傳送 v. xlv 寫 v. btk 

聽見、聽從 v. [mv 拿、娶 v. xql 

保守、遵守 v. rmv 作王、統治 v. $lm 

  找到、遇見 v. acm 

 

 

12.2 失落字母的動詞類型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希伯來文動詞都是由三個字母的字根所組成，有些動詞的寫法會失落

字根的一個字母，甚至兩個字母。有五種失落字母的動詞類型，它們都有特定的某個字母

在動詞變化中失去，在此介紹這五種動詞類型。本課只是將這些類型的動詞作概略的介

紹，使您有個清楚的輪廓，有些沒有教過的動詞，在未來的課文中，會再詳細說明。在本

段落說明中僅以少數常用的人稱為例，您可以在本書附錄的表格中查到所有人稱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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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字根的第三個字母是 h（he）1

這類動詞是失落字母的動詞類型中出現最多的一類，失落字母 h。這類的動詞在第一和第

二人稱的「完成式」失落字母 h 之後，補上一個字母 y。在「未完成式」有的人稱失去 h，

有的人稱沒有失去 h，成為不規則的情況。



看見 har 作 hf[ 上去 hl[ 是 hyh

我看見 yityia'r 

ra-YI-ti 

我作 yityif'[ 

a-SI-ti 

我上去 yityil'[ 

a-LI-ti 

我是 yityIy'h 

ha-YI-ti 

他看見           h'a'r 他作          h'f'[ 他上去          h'l'[ 他是           h"y'h

他們看見         Wa'r 他們作        Wf'[ 他們上去         Wl'[ 他們是          Wy'h

我將看見       h,a.r,a 

er-E 

我將作      h,f/[,a 

e'e-SE 

我將上去       h,l/[,a 

e'e-LE

我將是        h<y.h,a

eh-YE 

他將看見       h,a.rIy 

yir-E 

他將作       h,f][:y 

ya'a-SE 

他將上去        h,l][:y 

ya'a-LE

他將是         h<y.hIy 

yih-YE 

他們將看見      Wa.rIy 

yir-U

他們將作      Wf][:y 

ya'a-SU 

他們將上去      Wl][:y 

ya'a-LU

他們將是       Wy.hIy 

yih-YU 

 

12.2.2 字根的第二個字母是 w（vav）或是 y（yod）2
這類動詞有兩種，字根的第二個字母是 w 的動詞比較多，第二個字母是 y 的動詞極少，本

書將在第二十一課介紹這類的動詞，在此以動詞「來」awb（字根讀為 bo）和「放」~yf

（字根讀為 sim）舉例說明。這類動詞字根以其「命令式」的發音來讀，即中間的 w 讀為

u 或 o，中間的 y 讀為 i，才容易從讀音知道這是字根中間字母會失落的「中空動詞」。



來 awb

我來 （BA-ti）yita'B 他來 a'B 他們來 Wa'B

我將來 aAb'a 他將來 aAb"y 他們將來 WaAb"y



放 ~yf

我放 （SAM-ti）yiT.m;f 他放 ~'f 他們放 Wm'f

我將放 ~yif'a 他將放 ~yif"y 他們將放 Wmyif"y

 

                                                 
1 通常希伯來文以「動作」l[p（pe-ayin-lamed）這個動詞的三個字母代表一個動詞的字根，P（pe）代表字

根第一個字母，[（ayin）代表字根第二個字母，l（lamed）代表字根第三個字母。因此，失去第三個字

母 h 的動詞類型被稱為 h''l（lamed he），符號''是表示 l 是一個縮寫字母。
2 這類動詞被稱為 w''[（ayin vav）或是 y''[（ayin yod），符號''是表示 [ 是一個縮寫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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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字根的第一個字母是 y（yod）3
這類型的動詞在「完成式」寫法中沒有失落任何字母，但是在「未完成式」的寫法中失落

字根的第一個字母 y。字根字母可以失落，但是附加人稱記號不會失落。

知道 [dy

我知道 （ya-DA-ti） yiT.[;d"y 他知道 [;d"y 他們知道 W[.d"y

我將知道 [;dea 他將知道 [;dEy 他們將知道 W[.dEy



住 bvy

我住 （ya-SHAV-ti） yiT.b;v"y 他住 b;v"y 他們住 Wb.v"y

我將住 bevea 他將住 bevEy 他們將住 Wb.vEy





12.2.4 字根的第一個字母是 n（nun）4 

本書在第二十五課才會介紹這類的動詞，在此以動詞「倒下」lpn 舉例說明。

倒下 lpn

我倒下 （na-FAL-ti） yiT.l;p"n 他倒下 l;p"n 他們倒下 Wl.p"n

我將倒下 loP,a 他將倒下 loPIy 他們將倒下 Wl.PIy

「未完成式」的第一個字母 n 失去，在第二個字母加上一點 Dagesh 記念它！ 

 

 

12.2.5 字根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字母相同 

本書沒有介紹過這類的動詞，在此以動詞「是快的、是小的」llq舉例說明。

是快的 llq

我是快的 yit{L;q 

（ka-lo-TI）

他是快的 l;q 他們是快的 WL;q 

（KA-lu）

我將是快的 l;qea 他將是快的 l;qEy 他們將是快的 Wl'qEy 

（ye-KA-lu）

動詞「是快的」llq 在「完成式」和「未完成式」的寫法均失去一個相同的字母 l，聖經

中較少使用這個字，此字沒有被列在本書後面的附錄中。 

這類型的動詞寫法比較不規則，有些動詞沒有失去字母，有些僅在未完成式失去字母，有

些僅在命令式和不定詞的寫法失去字母。 

                                                 
3 這類動詞被稱為 y''P（pe yod），符號''是表示 P 是一個縮寫字母。 

4 這類動詞被稱為 n''P（pe nun），符號''是表示 P 是一個縮寫字母。 
5 字根 llq 另外有「咒詛」的意思，是使用 Piel 結構。「是快的、是小的」是 Paal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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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以上介紹的動詞表 

從下面的表格中，您可以看見以上介紹的五類動詞 

 

第三個字母 h 第二個字母 w 或 y 第一個字母 y 第一個字母 n 第二三字母相同 

看見  har 來   awb 住    bvy 倒下  lpn 是快的  llq 

作    hf[ 放   ~yf 知道  [dy   

上去  hl[     

是    hyh     

 

 

12.3 單獨失落字母的未完成式動詞「走」$lh 和「拿」xql 

「走」$lh 和「拿」xql 這兩個動詞在「完成式」沒有失落字母，但是在「未完成式」寫

法中失去第一個字母。它們是屬於單獨失落字母的動詞，沒有其他同樣類型的動詞。

 

走 $lh 拿 xql6 

我將走 %elea 我將拿 x;Q,a 

你將走 %eleT 你將拿 x;QiT 

妳將走 yik.leT 妳將拿 yix.qiT 

他將走 %elEy 他將拿 x;QIy 

她將走 %eleT 她將拿 x;QiT 

我們將走 %elEn 我們將拿 x;QIn 

你們將走 Wk.leT 你們將拿 Wx.qiT 

妳們將走 （te-LACH-na）h"n.k;leT 妳們將拿 （ti-KACH-na）h"n.x;QiT 

他們將走 Wk.lEy 他們將拿 Wx.qIy 

她們將走 （te-LACH-na）h"n.k;leT 她們將拿 （ti-KACH-na）h"n.x;QiT 



當您在經文中看見 xq 就一定是這個「拿」xql。但是若您看到 $l，除了「走」以外，

還有「為你」^.l 和「為妳」%'l 都是這兩個字母。 

 

創世記十二 1  （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去！為你 ....  

（lech le-CHA）^.l-%,l ~'r.b;a-l,a hwhy r,maOY:w 

r,maOY:w 是「（和）他說」反轉 vav（第十七課說明）+ Paal 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 

%,l 是「你要去！」$lh 的命令式，原是%el，在 Makef（-）之前變為 -%,l 

                                                 
6 「拿」xql 的現代寫法，在未完成式字根第二個字母 q 均有 Dagesh，寫為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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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部分變化失落字母的動詞 

除了以上介紹的五類動詞外，有些動詞在變化中遇見了與附加的人稱字母相同，或是發音

相同時，也會失落某個字母。 

 

12.4.1 字根後面字母的與人稱字母相同 

動詞字根的最後一個字母是 t 與完成式「我」yiT、「你」 'T、「妳」.T、「你們」~,T 和「妳

們」!,T 的 t 發音相同，省略字根最後一個字母 t。請注意，字根字母可以被省略，但是作

為人稱的字母絕對不會被省略。以下用動詞「切」trk 和「死」twm 說明。您可以在本書

後面的附錄中找到這兩個動詞的所有人稱寫法。



切 trk

我切 （ka-RA-ti）yiT;r'K 你切 （ka-RA-ta） 'T;r'K 你們切 ~,T;r'K

我將切 tor.k,a 你將切 tor.kiT 你們將切 Wt.r.kiT

完成式人稱附加的與第三個字母相同，省略字根。



死 twm

我死 （MA-ti）yiT;m 你死 （MA-ta）'T;m 你們死 ~,T;m

我將死 tWm'a 你將死 tWm'T 你們將死 WtWm'T

完成式人稱附加的 t 與 twm 第三個字母相同，省略字根 t。這個字正好又屬於字根的第二

個字母 w 失去的動詞，因此有的完成式只剩下字根的第一個字母 m。 

 

12.4.2 前面的字根與人稱字母相同 

「吃」lka 和「說」rma 這兩個動詞在未完成式「我將吃」和「我將說」的寫法前面加上

的人稱字母 a 與字根的第一個字母相同，因此字根的 a 省略。請注意，字根字母可以被省

略，但是作為人稱的字母絕對不會被省略。 

 

吃 lka 說 rma 

我將吃 l;koa 我們將吃 l;kaOn 我將說 r;moa 我們將說 r;maOn 

你將吃 l;kaoT 你們將吃 Wl.kaoT 你將說 r;maoT 你們將說 Wr.maoT 

妳將吃 yil.kaoT 妳們將吃 h"n.l;kaoT 妳將說 yir.maoT 妳們將說 h"n.r;maoT 

他將吃 l;kaOy 他們將吃 Wl.kaOy 他將說 r;maOy 他們將說 Wr.maOy 

她將吃 l;kaoT 她們將吃 h"n.l;kaoT 她將說 r;maoT 她們將說 h"n.r;maoT 

請注意，妳們／她們將說（to-MAR-na）h"n.r;maoT、妳們／她們將吃（to-CHAL-na）h"n.l;kaoT

的重音在倒數第二音節，其餘人稱的動詞均在最後一個音節發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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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如何分析動詞

當您看見一個動詞的時候，首先從這個動詞前面和後面附加的人稱字母判斷這個動詞是

「完成式」還是「未完成式」。因此，您要對於附加的人稱字母非常熟悉，建議您可以牢

記 rmv 動詞變化，熟悉兩種時態的寫法和發音。



 完成式及其字尾附加字母 未完成式及其首尾附加字母

我 yit--- （sha-MAR-ti）yiT.r;m'v ---a rom.v,a 

你 't--- （sha-MAR-ta）'T.r;m'v ---t rom.viT 

妳 .t--- .T.r;m'v y---t yir.m.viT 

他 --- r;m'v ---y rom.vIy 

她 h'--- h'r.m'v ---t rom.viT 

我們 Wn--- （sha-MAR-nu）Wn.r;m'v ---n rom.vIn 

你們 ~,t--- ~,T.r;m.v W---t Wr.m.viT 

妳們 !,t--- !,T.r;m.v h"n---t （tish-MOR-na）h"n.rom.viT 

他們 W--- Wr.m'v W---y Wr.m.vIy 

她們 W--- Wr.m'v h"n---t （tish-MOR-na）h"n.rom.viT 



如果一個動詞前面「沒有」前置人稱字母，就一定是「完成」式；「有」前置人稱字母，

就一定是「未完成式」。先判斷動詞是完成式或是未完成式，再依照人稱字母判斷這個動

詞隱含的代名詞（哪個人稱）。然後，除去附加的字母，看出字根，有時候字根只有兩個

字母，甚至剩下一個字母。從字根得知動詞涵義，翻譯此字。

 

以下舉幾個例子，給您參考如何分析動詞： 

Wn.x;l'v（sha-LACH-nu） 
一、動詞前面「沒有」人稱字母，因此是「完成式」。

二、後面的人稱字母是 Wn，是「我們」。

三、除掉 Wn 之後，可看出來動詞字根 xlv，涵義是「打發」。

四、這個動詞的意思是「我們打發」。



r;maOy 
一、動詞前面「有」人稱字母，因此是「未完成式」。

二、前面的人稱字母是 y，是「他」。

三、除掉 y 之後，可看出來動詞字根 rma，涵義是「說」。 

四、這個動詞的意思是「他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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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K>ziT 
一、動詞前面「有」人稱字母，因此是「未完成式」。

二、前面的人稱字母是 t，是「你」或「她」。

三、除掉 t 後，可看出來動詞字根 rkz，涵義是「記得」。 

四、這個動詞的意思是「你將記得」或「她將記得」。

五、再按句子的上下文判斷人稱。 



W[.deT 
一、動詞前面的 t 通常是人稱字母，只有極少數的字以 t 作為字根的第一個字母。先把 t

視為人稱字母，前面「有」人稱字母，因此是「未完成式」。

二、前面的人稱字母是 t，後面的人稱字母是 W，就是「你們」。

三、除掉 t 和 W 後，可看出來只剩下字根的兩個字母 [d。 

四、按照五類失落字母的動詞類型把失去的字母套進去，查字典 h[d（加入 h）、[wd、[yd
（加入 w 和 y）、[dy（加入 y），找到了！[dy。這是「最慢」的找法，但是對自己幫助很

大。經驗累積後就能夠由字根的兩個字母 [d 認出這個字失落的字母是 y，字根是 [dy，
涵義是「知道」。

五、這個動詞的意思是「你們將知道」。



Wk.lEy 

一、這個動詞比較難，因為前面的 y 可能是動詞字根，也可能是人稱附加字母。但是 y 帶

有的母音和一般 Paal 動詞是 a 的長音不同，因此 y 是人稱附加字母，這個動詞字首「有」

人稱字母，是「未完成式」動詞。 

二、人稱字母：前面的 y 和後面的 W 正好是未完成式人稱代名詞「他們」。 

三、除掉前面的 y 和後面的 W，看出來字根只剩下兩個字母 kl。

四、從對失落字母的動詞記憶中，認出字根失落的字母是 h，動詞是 $lh，意思是「走」。

這個動詞無法從五種失落字母的動詞類型中去找，必須用頭腦記住它。

五、這個動詞的意思是「他們將走」。 

 

開始學習判斷動詞是比較吃力的，但是隨著經驗的累積，您會愈來愈快地認出一個動詞。

多作練習對於希伯來文的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幫助您靈活應用所學的文法，快速地分

析句子。若使用網路資源，能節省大量分析動詞的時間，但自己會失去獨立分析動詞的能

力，萬一網路資源有誤，無法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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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請按照提示的字根翻譯下列動詞 

（rma）r;moa 4. （hl[）Wl'[ 3. （lka）l;koa 2. （hf[）Wf][:y 1. 

（$lh）%elEy 8. （$lh）Wk.lEy 7. （bvy）beveT 6. （hyh）yityIy'h 5. 

（bvy）bevEn 12. （hl[）Wl][:y 11. （[dy）[;deT 10. （$lh）yik.leT 9. 

（[dy）[;dEy 16. （hf[）Wf'[ 15. （xql）yix.qiT 14. （har）Wa'r 13. 

（hf[） 'tyif'[ 20. （lka）l;kaoT 19. （hf[）h,f][:n 18. （har）h,a.rIy 17.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動詞，並寫出字根 

r;moa 4. yiT.r;m'a 3. l;koa 2. yiT.l;k'a 1. 

%elEy 8. %;l'h 7. h"y'h 6. yityIy'h 5. 

bevEn 12. Wn.b;v"y 11. [;deT 10. 'T.[;d"y 9. 

Wf][:y 16. Wf'[ 15. yix.qiT 14. .T;x;q'l 13. 

Wl][:y 20. Wl'[ 19. a'r.qiT 18. h'a.r'q 17. 

h"n.x;l.viT 24. !,T.x;l.v 23. h,a.r,a 22. yityia'r 21. 

[;m.viT 28. 'T.[;m'v 27. rom.vIy 26. r;m'v 25.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s,K;h b,r,x t,a 'tyif'[ h'T;a 1. 

`b'h"Z;h b,r,x t,a h,f][;T h'T;a 2. 

`h'r'h'h Wl'[ h'Meh>w tIy;B;h !im Wk.l'h h'Meh 3. 

`h\m;l'vWr>y Wl][:y h'Meh>w tIy;B;h !im Wk.lEy h'Meh 4. 

`ryi['h yer][;v t,a r;[:N;h x;t'P 5. 

`~,x,l tyeB yer][;v t,a r;[:N;h x;T.pIy 6. 

`~Al'V;h yemyiB ~Iy;r.cim #,r,a.B Wb.v"y lea'r.fIy yEn.B 7. 

`h'm'x.liM;h yemyiB ~Iy;r.cim #,r,a.B Wb.vEy a{l lea'r.fIy yEn.B 8. 

`b,r,x;h t,a Wn.x;q'l z'a>w ~yir'F;h lAq t,a Wn.[;m'v 9. 

`~yiv"n x;QIn z'a>w ~yir'F;h lAq t,a [;m.vIn 10.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b'h"z a'c.mIy ~'v>w ~yir'h,h l,a dIw'D %elEy 1. 

`~yiv"n]a'h l'K t,a [;deT z'a>w ~Aq'M;h yer][;v t,a x;T.piT h'T;a ~ia 2. 

`r'h'h vaor.B h"y'h r,v]a b'h"Z;h t,a r;m'v dIw'D 3. 

`!ehoK;h !,b.l %eleT h'T;a>w ryi['h r;f.l %elea yikOn]a 4. 

`~'h'r.b;a l,hoa.B h'x'P.viM;h ~i[ r'B.diM;h yev>n;a Wb.vEy 5. 



 9 

`!Ad'a'h yEn.P t,a ~:g>w d,b,['h ~ev t,a W[.deT ~,T;a 6. 

`h,vom d:y l;[ ~Iy;mW ~,x,l l;kaoT lex'r  7. 

`b'aAm hed.f l,a tIy;B;h yel.K t,a x;QIn Wn.x:n]a 8. 

`r;[;V;B tAmeV;h t,a boT.k,a yiK #,r'a'B ~yir'[,h tAm.v t,a yikOn'a roK>z,a 9. 

`~'v Wd.m'[>w h'r'h'h Wl'[>w ~Iy;M;h t,a Wr.b'[ h'Meh 10. 

 

練習五  請試著翻譯下列的經文 

撒上二 22 `lea'r.fIy-l'k.l wy"n'B !Wf][:y r,v]a-l'K tea [;m'v>w 
他的兒子們  wy"n'B  Wf][:y 即!Wf][:y 

1. 

撒上二 23 `h,Lea'h ~yir'b.D;K !Wf][;t h'M'l ~,h'l r,maOY:w 
這些 h,Lea'h  Wf][;t 即 !Wf][;t  為什麼 h'M'l  和他說 r,maOY:w

2. 

士三 6 `~yiv"n.l ~,h'l ~,hyetA"n.B-t,a Wx.qIY:w 
屬他們 ~,h'l  他們的女兒們 ~,hyetA"n.B  和他們娶 Wx.qIY:w

3. 

王上八 39 `~'d'a'h yEn.B-l'K b;b.l-t,a ^.D;b.l 'T.[;d"y h'T;a-yiK Ab'b.l-t,a [;deT 
人 ~'d'a  唯有你 ^.D;b.l 

4. 

王上八 43 !W[.dEy !;[;m.l yir.k"N;h ^y,lea a'r.qIy-r,v]a lok.K 'tyif'[>w 
`^,m.v-t,a #,r'a'h yeM;[-l'K 

W[.dEy 即 !W[.dEy  為了 !;[;m.l  這陌生人 yir.k"N;h 對你 ^y,lea

你的名字 ^,m.v  這地的所有民族 #,r'a'h yeM;[-l'K 

5. 

王上九 4 `b'bel-~'t.B ^yib'a dIw'D %;l'h r,v]a;K y:n'p.l %eleT-~ia h'T;a>w 
以心的完全 `b'bel-~'t.B  你的父親 ^yib'a  在我面前 y:n'p.l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