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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課 動詞的直接受詞字尾                          2022. 12. 22. 

 

本課文法內容： 

27.1 單字表
27.2 動詞的直接受詞字尾 

27.3 辨認動詞的直接受詞

27.4 動詞「使上來」hl[ 在 Hifil 結構的寫法
27.5 介詞「與」t,a 

 

27.1 單字表 

切、立（約）v. (Paal)   trk 毀滅、消滅 v. (Hifil)   trk 

上去、上升 v. (Paal)   hl[ 使上去、使上升 v. (Hifil)   hl[ 

聚集 v. (Paal)   @sa 繼續、再、又 v. (Hifil)   @sy 

生活 v. (Paal)   hyx 害怕 v. (Paal)   ary 

與 prep.  with t,a 抬、舉、背負 v. (Paal)   afn 

 

一、希伯來文表達「立約」使用動詞 trk。他立了一個約。`tyir.B t;r'K aWh 

二、「生活」hyx 與「是、存有」hyh 的變化在每一種時態都極為相像，只有字母 x（chet）

和 h（he）的差別，必須小心分辨。

三、「再、又」@sy 就是「約瑟」@esAy 的字根，拉結給他取此名字，說：「願耶和華再增

添我一個兒子。」（創世記三十 24）@sy 的某些變化容易看成「聚集」@sa。

四、「害怕」ary 與「看見」har 在句中很像，要仔細分辨。 

詩篇四十 4（中文 3）許多人必看見和害怕。   `Wa'ryIy>w ~yiB;r Wa.rIy 

五、「抬、舉、背負、拿」afn 字根的第二個字母是點在左邊的 f，請小心分辨，以免

和另一個動詞「借出」（Paal）、「迷惑、欺騙」（Hifil）avn 混淆。

詩篇一二一 1  我要向山舉目。   `~yir'h,h l,a y:nye[ a'F,a 

   afn 這個字有許多引申的涵義，如「赦免」（詩篇九十九 8）、「娶」（路得記一 4）。 





27.2 動詞的直接受詞字尾 

希伯來文動詞的直接受詞代名詞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是使用第十六課介紹的直接受詞

代名詞，如同英文的受詞代名詞「我 他 她」（me, him, her）等字。 

他保衛了我。                     `yitAa r;m'v aWh 

他們將保衛我們。     `（o-TA-nu）Wn'tAa Wr.m.vIy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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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把這個直接受詞代名詞和動詞連結成一個字，有時造成動詞的母音變化。 

他保衛了我。              `（she-ma-RA-ni）yIn;r'm.v aWh 

他們將保衛我們。          `（ish-me-RU-nu）WnWr.m.vIy ~eh 

這個連結於動詞的直接受詞代名詞和所有格字尾的寫法很接近，請留意在「我」yIn- 和 

「他」Wh- 的寫法與所有格不同。 

 

連結於動詞的直接受詞代名詞表 

我 你 妳 他 她 我們 你們 妳們 他們 她們 

yIn--- ^--- %--- Wh--- 'h--- Wn--- ~,k--- !,k--- ~--- !--- 

 

以下表格以動詞「保衛」rmv（Paal）加上直接受詞代名詞字尾

完成式「他們保衛」Wr.m'v（Paal） 

他們保衛我 他們保衛你 他們保衛妳 他們保衛他 他們保衛她 

yInWr'm.v 

she-ma-RU-ni 

^Wr'm.v 

she-ma-RU-cha 

%Wr'm.v 

she-ma-RUCH 

WhWr'm.v 

she-ma-RU-hu 

'hWr'm.v 

she-ma-RU-ha 

他們保衛我們 他們保衛你們 他們保衛妳們 他們保衛他們 他們保衛她們 

WnWr'm.v 

she-ma-RU-nu 

~,kWr'm.v 

she-ma-ru-CHEM 

!,kWr'm.v 

she-ma-ru-CHEN 

~Wr'm.v 

she-ma-RUM 

!Wr'm.v 

she-ma-RUN 

 

未完成式「他們將保衛」Wr.m.vIy（Paal） 

他們將保衛我 他們將保衛你 他們將保衛妳 他們將保衛他 他們將保衛她 

yInWr.m.vIy 

ish-me-RU-ni 

^Wr.m.vIy 

ish-me-RU-cha 

%Wr.m.vIy 

ish-me-RUCH 

WhWr.m.vIy 

ish-me-RU-hu 

'hWr.m.vIy 

ish-me-RU-ha 

他們將保衛我們 他們將保衛你們 他們將保衛妳們 他們將保衛他們 他們將保衛她們 

WnWr.m.vIy 

ish-me-RU-nu 

~,kWr.m.vIy 

ish-me-ru-CHEM 

!,kWr.m.vIy 

ish-me-ru-CHEN 

~Wr.m.vIy 

ish-me-RUM 

!Wr.m.vIy 

ish-me-RUN 

從以上兩個表格可以看出，重音大都在 RU 那個音節。 

 

命令式動詞也可以加上直接受詞代名詞字尾 

你要保衛我 妳要保衛我 你們要保衛我 

yIner.m'v 

shom-RE-ni 

yInyir.miv 

shim-RI-ni 

yInWr.miv 

shim-RU-ni 

 

除了簡單主動（Paal）的結構外，加強主動（Piel）和使役主動（Hifil）也可以加上直接

受詞代名詞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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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辨認動詞的直接受詞字尾 

當您看到一個動詞特別的長，就要想到它很可能是帶著直接受詞代名詞的字尾，辨認這

個直接受詞代名詞的字尾必須對於字尾附加的寫法很清楚，就非常容易了。 

 

舉例說明 

yInWa'c.m 從後面的字尾 yIn 看出附加的直接受詞代名詞「我」 動詞 Wa'c.m 字根 acm 

（me-ca-U-ni） Paal 結構  Perfect  3 m. 或 f. pl.  翻譯：他們（她們）找到了我 



^.r'm.vIy 從後面的字尾 ^ 看出附加的直接受詞代名詞「你」 動詞 .r'm.vIy 字根 rmv 

（ish-mar-CHA） Paal 結構  Imperfect  3 m. sg.  翻譯：他將保衛你 



WhWtyim>y 從後面的字尾 Wh 看出附加的直接受詞代名詞「他」 動詞 Wtyim>y 字根 twm 

（ye-mi-TU-hu） Hifil 結構  Imperfect  3 m. pl.  翻譯：他們將殺死他 

 

Wn"Wic 從後面的字尾 Wn 看出附加的直接受詞代名詞「我們」 動詞 "Wic (h"Wic) 字根 hwc 

（ci-VA-nu） Piel 結構  Perfect  3 m. sg.  翻譯：他命令了我們


~'T.b;t.K 從後面的字尾 ~ 看出附加的直接受詞代名詞「他們」 動詞 'T.b;t.K 字根 btk 

（ke-tav-TAM） Paal 結構  Perfect  2 m. sg.  翻譯：你寫了它們



27.4 動詞「使上來」hl[ 在 Hifil 結構的寫法 

動詞 hl[ 有 Paal 和 Hifil 結構，兩個結構的意思不同，Paal 結構是「上去、上升」，Hifil

結構是「使上去、使上升」。然而這個動詞在未完成式的寫法，除了「我」這個人稱之

外，Paal 和 Hifil 兩個結構完全相同。現代希伯來文有的字寫法不同。 

 

動詞 hl[「上去」（Paal）「使上去」（Hifil） 

Paal 完成式 

 

我上去 你上去 妳上去 他上去 她上去 

yityil'[ 

a-LI-ti 

'tyil'[ 

a-LI-ta 

tyil'[ 

a-LIT 

h'l'[ 

a-LA 

h't.l'[ 

al-TA 

Hifil 完成式 

 

我使上去 你使上去 妳使上去 他使上去 她使上去 

yityel/[,h 

he'e-LE-ti 

'tyil/[,h 

he'e-LI-ta 

tyil/[,h 

he'e-LIT 

h'l/[,h 

he'e-LA 

h't.l/[,h 

he'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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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al 完成式 

 

我們上去 你們上去 妳們上去 他們上去 她們上去 

Wnyil'[ 

a-LI-nu 

~,tyil][ 

a-li-TEM 

!,tyil][ 

a-li-TEN 

Wl'[ 

a-LU 

Wl'[ 

a-LU 

Hifil 完成式 

 

我們使上去 你們使上去 妳們使上去 他們使上去 她們使上去 

Wnyil/[,h 

he'e-LI-nu 

~,tyil/[,h 

he'e-li-TEM 

!,tyil/[,h 

he'e-li-TEN 

Wl/[,h 

he'e-LU 

Wl/[,h 

he'e-LU 

 

 

動詞 hl[「上去」（Paal）「使上去」（Hifil） 

Paal 

未完成式 

 

我將上去 你將上去 妳將上去 他將上去 她將上去 

h,l/[,a 

e'e-LE 

h,l][;T 

ta'a-LE 

yil][;T 

ta'a-LI 

h,l][:y 

ya'a-LE 

h,l][;T 

ta'a-LE 

Hifil 

未完成式 

 

我將使上去 你將使上去 妳將使上去 他將使上去 她將使上去 

h,l][;a 

a'a-LE 

h,l][;T 

ta'a-LE 

yil][;T 

ta'a-LI 

h,l][:y 

ya'a-LE 

h,l][;T 

ta'a-LE 



Paal 

未完成式 

我們將上去 你們將上去 妳們將上去 他們將上去 她們將上去 

h,l][:n 

na'a-LE 

Wl][;T 

ta'a-LU 

h"ny,l][;T 

ta'a-LE-na 

Wl][:y 

ya'a-LU 

h"ny,l][;T 

ta'a-LE-na 

Hifil 

未完成式 

我們將使上去 你們將使上去 妳們將使上去 他們將使上去 她們將使上去 

h,l][:n 

na'a-LE 

Wl][;T 

ta'a-LU 

h"ny,l][;T 

ta'a-LE-na 

Wl][:y 

ya'a-LU 

h"ny,l][;T 

ta'a-LE-na 

請仔細比較未完成式，只有「我將上去」h,l/[,a（e'e-LE）和「我將使上去」h,l][;a（a'a-LE）

兩個字寫法稍微不同，其他的人稱寫法都一模一樣。 

 

在翻譯時，必須留意 Paal 結構後面會直接跟著一個介詞，Hifil 結構則會有一個被使役

動詞支配的直接受詞。 

這個男人將上去到這山。                  `r'h'h l,a h,l][:y vyia'h 

這個男人將使我上去到這山。         `r'h'h l,a yitAa h,l][:y vyia'h 




動詞 hl[「上去」（Paal）「使上去」（Hifil） 

Paal 命令式 

 

你要上去 妳要上去 你們要上去 妳們要上去 

hel][ 

a-LE 

yil][ 

a-LI 

Wl][ 

a-LU 

h"ny,l][ 

a-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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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fil 命令式 

 

你要使上去 妳要使上去 你們要使上去 妳們要使上去 

hel][;h 

ha'a-LE 

yil][;h 

ha'a-LI 

Wl][;h 

ha'a-LU 

h"ny,l][;h 

ha'a-LE-na 

 

以下分詞和不定詞的表格，不論是 Paal 或 Hifil，重音都在最後一個音節。 

動詞 hl[「上去」（Paal）「使上去」（Hifil） 

Paal 分詞 

正上去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h,lA[ 

o-LE 

h'lA[ 

o-LA 

~yilA[ 

o-LIM 

tAlA[ 

o-LOT 

在現代希伯來文使用上面這個字指回歸以色列居住的猶太人（名詞：上來者）

Hifil 分詞 

正使上去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h,l][;m 

ma'a-LE 

h'l][;m 

ma'a-LA 

~yil][;m 

ma'a-LIM 

tAl][;m 

ma'a-LOT 

 

 

動詞 hl[「上去」（Paal）「使上去」（Hifil） 

Paal 不定詞 

上去 

組合字型 組合字型＋.l 絕對字型 

tAl][ 

a-LOT 

tAl][(;l) 

(la) a-LOT 

h{l'[ 

a-LO 

Hifil 不定詞 

使上去 

組合字型 組合字型＋.l 絕對字型 

tAl][;h 

ha'a-LOT 

tAl][;h(.l) 

(le) ha'a-LOT 

hel][;h 

ha'a-LE 




27.5 介詞「與」t,a 
第八課介紹了一個確指的直接受詞記號 t,a，在這裡介紹一個與它寫法相同的介詞

「與」。這個介詞「與」t,a 和另一個介詞「與」~i[ 意思相同，都是英文 with 的涵義。

介詞「與」t,a 可以獨立使用，也可以加上代名詞字尾，加上了字尾造成發音的改變，

就很容易和確指的直接受詞記號區分了。下表是加上代名詞字尾的寫法。 

 

與我 與你 與妳 與他 與她 與我們 與你們 與妳們 與他們 與她們 

yiTia ^.Tia %'Tia ATia H'Tia Wn'Tia（i-TA-nu） ~,k.Tia !,k.Tia ~'Tia !'Tia 
您可以用「一起」來記憶這個 i 的發音，與受詞人稱代名詞區別（參 16.3）。 

如：「與我」（with me） yiTia   受詞人稱代名詞「我」（me） yit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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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詞「與」t,a 和確指的直接受詞記號 t,a，這兩個字在經文中的區分必須看上下文決

定，有時候並不容易。 

大衛看見了拉結。        `lex'r t,a h'a'r dIw'D 

大衛與拉結一起走了。    `lex'r t,a %;l'h dIw'D 

 

 

請看看以下由創世記四 1 摘錄的經文，分辨介詞「與」和受詞記號。 

 

 （KA-yin）!Iy;q-t,a（va-TE-l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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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h>y-t,a  vyia（ka-NI-ti）yityIn'q  r,maoT:w 

       耶和華 與  一個男人    我造了   和她說 



直譯：和那人認識了（[dy 也指同房）他的妻子夏娃，和她懷孕了（hrh），和她生了

（dly）該隱，和她說（rma）：「我與耶和華造了（hnq 造、得、買）一個男人。」



經文顯示夏娃的喜悅，上帝造了她的男人和她，而她與神同工也可以造「一個男人」。

和合本：「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和合本修訂版：「我靠耶和華得了一個男的。」

天主教思高譯本：「我賴上主獲得了一個人。」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帶著直接受詞代名詞的動詞 

^Wa'ryIy 4. ~el.kaOy 3. ^yiT;t>n 2. yInex'QIy 1. 

Whef][:y 8. yIn;ayib/h 7. ~'T.b;t.K 6. yInWa'c.m 5. 

^yita'r.q 12. ~W['d>y 11. ^.k,r'b>y 10. WhWayib>y 9. 

yInW['m.v 16. yIne[yidAh 15. Wh'Kih 14. Wn"Wic 13. 

~yitAbyiv]h 20. yIneayicAy 19. WhWtyim>y 18. yIn;x'l.v 17. 



練習二 請找出與練習一相同意思的動詞和受詞，並在空格內填入練習一的題碼

~'tAa l;kaOy  ^.tAa yita'r'q  Atoa h'Kih  ~'tAa 'T.b;t'K  

Atoa h,f][:y  yitoa Wa.c'm  ^.toa Wa.ryIy  yitAa x;QIy  

Atoa Wayib"y  ^.tAa yiT;t"n  yitoa W[.miv  yitoa [;dAh  

yitAa ayibeh  ~'tAa W[.d"y  AtAa Wtyim"y  ^.tAa %er'b>y  

Wn'toa h"Wic  ~'toa yitAbyiv]h  yitoa ayicAy  yitAa x;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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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動詞 

a'ryia 4. @yisAa 3. yitaer"y 2. yiT.p;sAh 1. 

a'FiT 8. tyir.k;T 7. 'ta'f"n 6. 'T;r'K 5. 

yip.s;a;T 12. yIy.xiT 11. .T.p;s'a 10. tyIy'x 9. 

aer"y 16. @yisAh 15. @;s'a 14. h'l/[,h 13. 

a'ryIy 20. @yisAy 19. @os/a<y 18. h,l][:y 17. 

h"y.xiT 24. a'ryiT 23. h'a.f"n 22. h'p.s'a 21. 

tor.kIn 28. a'ryIn 27. WnyIy'x 26. Wn.p;s'a 25. 

Wl][;T 32. Wtyir.k;T 31. ~,T.p;s]a 30. ~,tyel/[,h 29. 

Wa.f"n 36. Wl/[,h 35. Wt.r'K 34. Wy'x 33. 

Wp.s;a:y 40. Wl][:y 39. Wa.FIy 38. Wy.xIy 37. 

h'a.rIy.l 44. tor.kil 43. tyir.k;h.l 42. tAl][;h.l 41. 





練習四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b'aAm x;B>zim t,a tyir.k;h.l ~yiT.x;l.vW lea'r.fIy tAJ;m t,a @os/a,a 1. 

`~'tyim/h<w ~eK:y ho[.r;P yiK dA[ Wy.xIy a{l r'B.diM;hem ~IyAG;h 2. 

`^Wa'ryIy !,P ^y<n'B l;[ %{l.miT l;a 3. 

`ATia Anaoc t,a l;[:Y:w h'r'h'h ayib"N;h l;[:Y:w 4. 

`^.tAa tyir.k;a !eK l;[ yiTia tyir.B 'T;r'K a{l 5. 

`r,peS;B ~'T.b;t.kW ^y,r'b.D t,a dyIG;h.l @yisAT 6. 

`tAB;r ~yim'[.P 'h,K:Y:w !,b,a'h t,a h,vom %:Y:w 7. 

`a'b'C;h t,a @os/a,l WhEW;c>y:w r;F;h l,a wy"nye[ t,a %,l,M;h a'fIY:w 8. 



練習五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Tia ~,hyEn.B t,a Wl][:Y:w h|m;l'vWr>y ~yiv"n]a'h Wl][:Y:w 1. 

`h"n'v h'aem ~'d'a yix>y:w ~eh'h ~yim"Y;B yih>y:w 2. 

`WhWl.kaOy z'a>w AtAa a'F,a y:n'B yEn.pil>w ~,x,l h,f/[,a 3. 

%,l,M;h l,a %'a.l;M;h r;m'a hoK 4. 

`h'm'x.liM.l ~'d"w r'f'B x;l.viT l;a>w r'p'[,B ^.B.r;x t,a %yil.v;T  

`AtAa Wa.r"y a{l %;a ~,hyix]a lyex t,a boq][:y yEn.B Wa.rIY:w 5. 

`~yibAJ;h ~,hyef][;m l;[ ~:G yiT.r;Pis %;a yix;a tAnA][ t,a yiT.r;p's 6. 

`~yir'[.F;h yEn.pil AtAa Wl/[,h>w h'rAT;h !Ar]a t,a Wa.fIy ~yiqyiD;c yEn.v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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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六請譯下列出自創世記第五章的經文



創五 25

 h"n'v t;a.mW h"n'v ~yInom.vW [;b,v（瑪土撒拉）x;l,vWt.m yix>y:w 
 

`（拉麥）%,m'l-t,a d,lAY:w 
 

創五 26

h"n'v ~yInAm.vW ~Iy;T.v（拉麥）%,m,l-t,a AdyilAh yer]x;a（瑪土撒拉）x;l,vWt.m yix>y:w 
 

`tAn'bW ~yIn'B d,lAY:w h"n'v tAaem [;b.vW 
 

創五 27

`tom"Y:w h"n'v tAaem [;v.tW h"n'v ~yiViv>w [;veT（瑪土撒拉）x;l,vWt.m yem>y-l'K Wy.hIY:w 
 

創五 28

 `!eB d,lAY:w h"n'v t;a.mW h"n'v ~yInom.vW ~Iy;T.v（拉麥）%,m,l-yix>y:w 
 

創五 29

Wnef][;Mim（他將安慰我們）Wnem]x:n>y h<z romael（挪亞）;xOn Am.v-t,a a'r.qIY:w 
 

 `h"wh>y（他咒詛她）H'r.rea r,v]a h'm'd]a'h-!im Wnyed"y（勞苦）!Ab.Ci[emW 
 

創五 30

h"n'v ~yi[.vit>w vem'x（挪亞） ;xOn-t,a AdyilAh yer]x;a（拉麥）%,m,l-yix>y:w 
 

`tAn'bW ~yIn'B d,lAY:w h"n'v toaem vem]x:w 


創五 31

`tom"Y:w h"n'v tAaem [;b.vW h"n'v ~yi[.biv>w [;b,v（拉麥）%,m,l-yem>y-l'K yih>y:w 
 

創五 32

 h"n'v tAaem vem]x-!,B（挪亞）;xOn-yih>y:w 
 

`（雅弗）t,p"y-t,a>w（含）~'x-t,a（閃）~ev-t,a（挪亞） ;xOn d,lAY: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