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二十九課 反身主動（Hitpael）、加強被動（Pual）和使役被動（Hofal）動詞結構 

                                                     2020. 05. 30. 

本課文法內容： 

29.1 單字表
29.2 反身主動 Hitpael 動詞結構的涵義 

29.3 反身主動 Hitpael 動詞結構
29.4 加強被動 Pual 動詞結構
29.5 使役被動 Hofal 動詞結構 

29.6 「忿怒」的說法 

 

 

29.1 單字表 

字根 動詞結構 涵義 

$lh Paal   走、行走 v.

$lh Hitpael   走來走去、自己繞行 v.

llh Piel 讚美 v. 

llh Hitpael 讚美自己、自誇 v. 

qzx Paal   是強壯的 v. 

qzx Piel 加強、變強、支持 v. 

qzx Hifil 加強、抓緊 v. 

qzx Hitpael 自己加強、自強 v.

hrx Paal  燃燒 v.

db[ Paal  工作、事奉 v. 

llp Hitpael 祈禱 v. 

vdq Piel 使某某成聖 v. 

vdq Hifil 使某某成聖 v.

vdq Hitpael 自己成聖、自潔 v. 

rbd Piel 說 v.

rbd Pual 被說 v. 

$lv Hifil 丟 v.

$lv Hofal 被丟 v. 

鼻子、鼻孔、怒氣 m. -yeP;a -@;a ~yiP;a（a-PA-yim）~Iy;P;a @;a 



一、動詞 qzx 和 vdq 在加強主動 Piel 和使役主動 Hifil 結構的意思有些是相同的。 

二、「哈利路亞」H"y-Wl.l;)h 或寫為 H"y Wl.l;)h（ha-le-lu 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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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中的「哈利路亞」（ha-le-lu YAH）1 

是由動詞「讚美」llh Piel 結構的命令式「你們要讚美」Wl.l;)h 加上代表「耶和華」的 H"y，
有時音譯「哈利路亞」，有時意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現代朗讀希伯來文聖經讀為

ha-le-lu YA。 

 

 

29.2 反身主動 Hitpael 動詞結構的涵義 

le[;P.tih（Hitpael）動詞結構的涵義均是「反身主動」（Reflexive Active），這個動詞結構

沒有被動的用法。「反身主動」是指「主詞」所作的動作是作在「主詞自己」。 

 

她讚美自己（她自誇）。  `（hit-ha-le-LA）h'l.L;h.tih ayih （動詞字根 讚美 llh）
上帝正在這園中走來走去。 `!"G;B %eL;h.tim ~yih{l/a（動詞字根 走 $lh）（創世記三 8）

 

有的動詞以 Hitpael 的結構來寫，但卻沒有反身的涵義。如：「禱告」llp。許多的動詞

沒有 Hitpael 的結構，您可以從字典看出每個動詞有哪些結構的用法。 

 

 

29.3 反身主動 Hitpael 動詞結構 

反身主動 Hitpael 動詞結構是在所有動詞結構中最特別的，這個結構的前置字母有兩個，

在完成式為 .tih（Hit），在未完成式為原來的人稱前置字母之後加上 .t，如 .t,a .tiT .tIy。

在分詞為 .tim，使它們很容易辨認。另外，字根的第二個字母有一點 Dagesh，但若第二

個字母是喉音字母就不加 Dagesh。以下的表格以動詞「禱告」llp 為例說明。建議您

為了以後的研讀，能熟讀這個動詞的變化，為了您能確認發音，在此標註發音。 

 

動詞 llp「禱告」（Hitpael）2 

 

 

完成式 

我禱告 你禱告 妳禱告 他禱告 她禱告 

yiT.l;L;P.tih 

hit-pa-LAL-ti 

'T.l;L;P.tih 

hit-pa-LAL-ta 

.T.l;L;P.tih 

hit-pa-LALT 

leL;P.tih 

hit-pa-LEL 

h'l.L;P.tih 

hit-pa-le-LA 

我們禱告 你們禱告 妳們禱告 他們禱告 她們禱告 

Wn.l;L;P.tih 

hit-pa-LAL-nu 

~,T.l;L;P.tih 

hit-pa-lal-TEM 

!,T.l;L;P.tih 

hit-pa-lal-TEN 

Wl.L;P.tih 

hit-pa-le-LU 

Wl.L;P.tih 

hit-pa-le-LU 

                                                 
1 「哈利路亞」llh 這個動詞的字根有 ll 兩個子音重複，因此 .l 帶有的 Sheva 必須發音。 
2 「禱告」llp 在 Hitpael 結構，第二個動詞字根加上「重複」的 Dagesh，如：「他們禱告」Wl.L;P.tih
（hit-pal-le-LU），表格所列是現代讀音 hit-pa-le-LU，聖經也如此朗讀，請參看 3.4.2 強音 Dagesh 的註

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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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式 

我將禱告 你將禱告 妳將禱告 他將禱告 她將禱告 

leL;P.t,a 

et-pa-LEL 

leL;P.tiT 

tit-pa-LEL 

yil.L;P.tiT 

tit-pa-le-LI 

leL;P.tIy 

yit-pa-LEL 

leL;P.tiT 

tit-pa-LEL 

我們將禱告 你們將禱告 妳們將禱告 他們將禱告 她們將禱告 

leL;P.tIn 

nit-pa-LEL 

Wl.L;P.tiT 

tit-pa-le-LU 

h"n.leL;P.tiT 

tit-pa-LEL-na 

Wl.L;P.tIy 

yit-pa-le-LU 

h"n.leL;P.tiT 

tit-pa-LEL-na 
請注意，完成式前置字母和未完成式前置字母的區別。



分詞

正禱告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leL;P.tim 
mit-pa-LEL 

t,l,L;P.tim 
mit-pa-LE-let 

~yil.L;P.tim 
mit-pa-le-LIM 

tAl.L;P.tim 
mit-pa-le-LOT 

命令式 你要禱告 妳要禱告 你們要禱告 妳們要禱告

leL;P.tih 
hit-pa-LEL 

yil.L;P.tih 
hit-pa-le-LI 

Wl.L;P.tih 
hit-pa-le-LU 

h"n.leL;P.tih 
hit-pa-LEL-na 

不定詞禱告 組合字型 leL;P.tih(.l) 

(le) hit-pa-LEL 

絕對字型 無

請注意，分詞的前置字母是 .tim。命令式和不定詞的前置字母與完成式相同，命令式的

字尾與未完成式相同。 

 



29.4 加強被動 Pual 動詞結構 

加強被動 l;[uP（Pual）是加強主動 le[iP（Piel）結構的被動寫法，Pual 結構聖經較少用。 

 

這件事情正被說。      `r'Bud.m h<Z;h r'b'D;h 
 

我們該作什麼為我們的姊妹，關於她在它將被說（被提親）的日子？ （雅歌八 8b） 

`H'B  r;Bud>Y,v    ~AY;B（la-a-cho-TE-nu）Wnetox]a;l   h,f][:N  h;m 

在她 它將被說（關代） 在這日子       為我們的姊妹 我們該作 什麼

句中 r;Bud>Y,v 的 ,v 是關係代名詞 r,v]a 依附縮寫。 

「它將被說」r;Bud>Y 是 Pual Imperfect 3. m. sg. 

 

加強被動 Pual 的特點與加強主動 Piel 一樣：在字根的第二個字母有一點 Dagesh，但如

果這個字母是喉音字母，就不加 Dagesh。斜三點的母音 u ( u  ) 在這個結構和後面介紹

的使役被動 Hofal 結構出現，是辨認這兩個結構的依據。 

以下表格以動詞「被說」rbd 為例說明其完成式、未完成式和分詞的寫法，這個結構沒

有使用命令式和不定詞。建議參考 23.4 加強主動 Piel 的寫法，比較兩者音韻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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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 rbd「被說」（Pual） 

 

完成式 

我被說 你被說 妳被說 他被說 她被說 

yiT.r;BuD 

du-BAR-ti 

'T.r;BuD 

du-BAR-ta 

.T.r;BuD 

du-BART 

r;BuD 

du-BAR 

h'r.BuD 

dub-RA 

我們被說 你們被說 妳們被說 他們被說 她們被說 

Wn.r;BuD 

du-BAR-nu 

~,T.r;BuD 

du-bar-TEM 

!,T.r;BuD 

du-bar-TEN 

Wr.BuD 

dub-RU 

Wr.BuD 

dub-RU 


 

未完成式 

我將被說 你將被說 妳將被說 他將被說 她將被說 

r;Bud]a 

a-du-BAR 

r;Bud.T 

te-du-BAR 

yir.Bud.T 

te-dub-RI 

r;Bud>y 

ye-du-BAR 

r;Bud.T 

te-du-BAR 

我們將被說 你們將被說 妳們將被說 他們將被說 她們將被說 

r;Bud>n 

ne-du-BAR 

Wr.Bud.T 

te-dub-RU 

h"n.r;Bud.T 

te-du-BAR-na 

Wr.Bud>y 

ye-dub-RU 

h"n.r;Bud.T 

te-du-BAR-na 


請注意，完成式和未完成式均有母音 u。未完成式的前置寫法和 Piel 未完成式相同。



分詞

正被說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r'Bud.m 
me-du-BAR 

t,r,Bud.m 
me-du-BE-ret 

~yir'Bud.m 
me-du-ba-RIM 

tAr'Bud.m 
me-du-ba-ROT 

請注意，分詞均有母音 u。前置寫法 .m 和 Piel 的分詞相同。



29.5 使役被動 Hofal 動詞結構 

使役被動 l;[.p'h（Hofal）是使役主動 lyi[.pih（Hifil）結構的被動寫法，Hofal 動詞結構

在聖經中較少出現。現代希伯來文把這種結構叫做 l;[.pWh（Hufal），發音也略有改變。 

 

她（指葡萄樹）被丟在地上。   `h'k'l.vuh（la-A-rec）#,r'a'l  （以西結書十九 12）

看哪，他（指示巴）的首級正被丟給你。 

`（e-LE-cha）^y,lea %'l.vum Avaor hENih（撒母耳記下二十 21）

 

使役被動 Hofal 與使役主動一樣，有前置字母 h。Hofal 的前置字母 'h 發音變化為 ho，

有的人稱寫為 uh（hu），現代希伯來文的 Hufal 結構全部都成為 uh（hu）。 

以下表格以動詞 $lv「被丟」為例說明其完成式、未完成式和分詞的寫法，這個結構

沒有使用命令式和不定詞。建議參考 24.8 使役主動 Hifil 的寫法，比較兩者音韻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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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 $lv「被丟」（Hofal） 

 

完成式 

我被丟 你被丟 妳被丟 他被丟 她被丟 

yiT.k;l.v'h 

hosh-LACH-ti 

'T.k;l.v'h 

hosh-LACH-ta 

.T.k;l.vuh 

hush-LACHT 

%;l.vuh 

hush-LACH 

h'k.l.vuh 

hush-le-CHA 

我們被丟 你們被丟 妳們被丟 他們被丟 她們被丟 

Wn.k;l.vuh 

hush-LACH-nu 

~,T.k;l.vuh 

hush-lach-TEM 

!,T.k;l.vuh 

hush-lach-TEN 

Wk.l.vuh 

hush-le-CHU 

Wk.l.vuh 

hush-le-CHU 

現代 Hufal 結構寫法：「我被丟」yiT.k;l.vuh 或 ytklXwh（hush-LACH-ti）、「你被丟」'T.k;l.vuh

或 tklXwh（hush-LACH-ta）。 



 

未完成式 

我將被丟 你將被丟 妳將被丟 他將被丟 她將被丟 

%;l.vua 

ush-LACH 

%;l.vuT 

tush-LACH 

yik.l.vuT 

tush-le-CHI 

%;l.vUy 

yush-LACH 

%;l.vuT 

tush-LACH 

我們將被丟 你們將被丟 妳們將被丟 他們將被丟 她們將被丟 

%;l.vUn 

nush-LACH 

Wk.l.vuT 

tush-le-CHU 

h"n.k;l.vuT 

tush-LACH-na 

Wk.l.vUy 

yush-le-CHU 

h"n.k;l.vuT 

tush-LACH-na 
請注意，這個結構的未完成式與 Hifil 相同，沒有前置字母 h。人稱字母均是母音 u。 



分詞

正被丟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l.vum 
mush-LACH 

t,k,l.vum 
mush-LE-chet 

~yik'l.vum 
mush-la-CHIM 

tAk'l.vum 
mush-la-CHOT 

請注意，這個結構的分詞與 Hifil 相同，沒有前置字母 h。分詞前置字母均是 um。 

 

 

29.6「忿怒」的說法 

「鼻子」@;a 這個字用來指人或動物的鼻子。

 

因為壓牛奶將使奶油出來，壓鼻子將使血出來。  （箴言三十 33） 

`~'d  ayicAy  @;a #yimW  h'a.m,x  ayicAy  b'l'x  #yim yiK 
 血  它將使出來 鼻子 和的壓  奶油  它將使出來  牛奶  的壓  因為 

奶油 f. -t;a.m,x h'a.m,x  牛奶 m. -bel]x b'l'x  壓、果汁 m. -#yim #yim 
 

「鼻子」@;a這個字在聖經中經常用來指「怒氣」。 

怒氣很大。                     `@;a lA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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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兄弟的怒氣將從你回來（指對你的怒氣止息）。 `^.Mim bWv"y（a-CHI-cha）^yix'a @;a 
智慧人將使怒氣回來（指使怒氣止息）。  `@')a Wbyiv"y ~yim'k]x （箴言二十九 8） 

 

聖經中用「燃燒」hrx「鼻子」@;a表達「忿怒」，與華人說「氣得鼻孔冒煙」頗為相似。 

我生氣了。                        `yiP;a h'r'x
他非常忿怒。     `doa.m AP;a（va-YI-char）r;xIY:w 
大衛對你們發怒。          `~,k'B dIw'D @;a h'r'x 

「鼻子」@;a 的雙數字是「兩個鼻孔」~Iy;P;a，聖經以「兩鼻孔的長」描述「不輕易發怒」。

不輕易發怒  （E-rech  a-PA-yim）~Iy;P;a %,r,a    （尼希米記九 17） 

長的（形容詞）  （E-rech）-%,r,a %or'a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yiT.q:Z;x.tih 4. yiT.q:z/x,h 3. yiT.q:Zix 2. yiT.q:z'x 1. 

qEZ;x.t,a 8. qyIz]x;a 7. qEZ;x]a 6. q:z/x,a 5. 

leL;h.tiT 12. leL;h.T 11. 'T.l;L;h.tih 10. 'T.l;Lih 9. 

%eL;h.tih 16. vyiD.qih 15. veD;q.tih 14. v;Diq 13. 

%eL;h.tIy 20. vyiD.q:y 19. veD;q.tIy 18. veD;q>y 17. 

Wl.L;P.tIy 24. Wn.l;L;P.tih 23. leL;P.tIy 22. leL;P.tih 21. 

Wk.leT 28. Wd.b;[;T 27. ~,T.k;l]h 26. ~,T.d;b][ 25. 

Wv.Diq 32. Wv.D;q.tih 31. WvyiD.qih 30. Wk.L;h.tih 29. 

Wq>Z;x.tIy 36. Wl.L;h.tIy 35. WvyiD.q:y 34. Wk.L;h.tIy 33. 

%;l.vUy 40. r;Bud>y 39. qyIz]x;h.l 38. veD;q.tih.l 37.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句子 

`tAB;r ~yIn'v r'B.diM;B Wk.L;h.tIY:w ~"Y;h t,a Wr.b][:Y:w ~Iy;r.ciMim lea'r.fIy yEn.B Wk.lEY:w 1. 

`~'lA[ d;[ dIw'D heJ;m qEZ;x.tIY:w An.B t,a qyIz]x;h.l lok"y !eK l;[>w q:z'x dIw'D 2. 

`H"yWl.l;h Wn.r;m'a>w Wn.v;D;q.tih>w Wn.l;L;P.tih>w 3. 

`h't.f,[<n a{l tIy;B;h t;dAb][ yiK AT.via.B @esAy @;a h'r'x 4. 

`h'rAT yer.bid.B ~'tAa qEZ;x.l WpyisAY:w bAj tAf][;l ~yir'[>N;h t,a ~yIn]hoK;h WvyiD.q:Y:w 5. 

`Wd.b'[ a{l AtAa yiK lea'r.fIy yEn.biB ho[.r;P @;a h'r'x 6. 

`~yiB;r ~yiv"n]a ;xok.B q:z'x ~'h'r.b;a 7. 

`!Iy:y.bW ~,x,l.B qEZ;x.t,a"w r'h"N;h yem.B yiT.v;D;q.ti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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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nye[.B !ex a'c.m,a:w %,l,M;h yEn.pil yiT.k;L;h.tih yIn]a 9. 

`leL;P.tIY:w #Wx;B %eL;h.tIY:w yim|["n tyeB l,a q'x.cIy %,lEY:w 10. 



練習三 請試著分析下列的動詞，有的動詞非常相像，請仔細辨認 

%el.v:Y:w 4. yInelyiC;h 3. t,v,r'l 2. %el 1. 

a.r:Y:w 8. %eL;h.tim 7. bWv"y 6. dob][;l 5. 

Wr.B.vIn 12. W[yim.v;h 11. [;dAn 10. r,m'Vih 9. 

yiT.r;b'v 16. @yisAy 15. !yikeh 14. h"Wic 13. 

r,maOY:w 20. dyim/[,h>w 19. aAb"y 18. yiT.r;BuD 17. 

b,vEY:w 24. Wp.s;a:Y:w 23. t;r'K 22. ~'q"Y:w 21. 

b;K.vIY:w 28. ryib/[,h 27. [;m.vIY:w 26. q:z]x 25. 

Wp.s,a<n 32. tAl][;h.l 31. yitAmyiq]h:w 30. aer'QIy 29. 

rebA[ 36. yiT;r.kih>w 35. a'r.qIY:w 34. ~'f 33. 

yitaebeh 40. dyilAh 39. tAT.vil 38. h'a.rIn 37. 

d,leT:w 44. veB.l:Y:w 43. 'T.b;h'a>w 42. joP.vIy 41. 

WhWl.l;h 48. yitaecAh 47. ~ex'Lih.l 46. h"y'h 45. 

~yibWt.K 52. rom.vil 51. WdyirAY:w 50. a'ryiT 49. 

^.k,r'b>y 56. ;xetAP 55. yita'c'm 54. r;Biv 53. 

reP;s>y:w 60. leL;P.tIY:w 59. reB;d>y:w 58. h'l.k'a 57. 

dyIG;h.l 64. x;l.vIY:w 63. Wtum"y 62. rek"ZIy 61. 

'T.v;Diq>w 68. WqyIz/x,h 67. roP.sIY:w 66. byiv'a 65. 

%:Y:w 72. x;L;v>y:w 71. yIne[yidAh 70. rem'aEy 69. 

aAb"Y:w 76. qEZ;x.tIY:w 75. Wkyil.m:Y:w 74. h<y.xIy 73. 

Wl][:Y:w 80. bevAy 79. !eTIY:w 78. tAf][;l 77. 



練習四 請翻譯以下摘錄自約伯記的經文 

伯一 6 

h"wh>y-l;[（侍立）beC:y.tih.l ~yih{l/a'h yEn.B Waob"Y:w ~AY;h yih>y:w 
 

`~'kAt.B（撒但）!'j'F;h-~:g aAb"Y:w 
 

伯一 7 

aob'T（從哪裡）!Iy;aem（撒但）!'j'F;h-l,a h"wh>y r,maOY:w 
 

`H'B %eL;h.tihemW #,r'a'B（從漫遊）jWVim r;maOY:w h"wh>y-t,a（撒但）!'j'F;h !;[: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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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一 8 

（約伯）bAYia yiD.b;[-l;[ ^.Bil 'T.m;f]h（撒但）!'j'F;h-l,a h"wh>y r,maOY:w 
 

`['rem r's>w ~yih{l/a aer>y（正直的）r'v"y>w（完全的）~'T vyia #,r'a'B Whom'K !yea yiK 
 

伯一 9 

`~yih{l/a bAYia aer"y（豈是無故的）~"Nix;h r;maOY:w h"wh>y-t,a（撒但）!'j'F;h !;[:Y:w 
 

伯一 10 

Al-r,v]a-l'K d;[.bW AtyeB-d;[.bW（在直到他）Ad][;b（你築籬） 'T.k;f〔h'T;a〕 .T;a-a{l]h 
 

`#,r'a'B（撕裂，指增多）#;r'P（他的畜產）WhEn.qimW 'T.k;reB wy'd"y hef][;m byib'Sim 
 

伯一 11 

（和你要觸碰，指攻擊）[:g>w .̂d"y a"n-x;l.v（表示反意，中文無法譯出）~'lWa>w 
 

`（他將祝福你，指咒詛） '&,k]r'b>y ^y<n'P-l;[ a{l-~ia Al-r,v]a-l'k.B 
 

伯一 12 

^,d"y.B Al-r,v]a-l'k hENih（撒但）!'j'F;h-l,a h"wh>y r,maOY:w 
 

`h"wh>y yEn.P ~i[em（撒但）!'j'F;h aecEY:w ^,d"y x;l.viT-l;a wy'lea q;r 
 

 

備註：約伯記一章 10 節〔h'T;a〕.T;a 的寫法是表示聖經出現的字是 .T;a，然而正確的寫

法應該是 h'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