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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課 加強主動（Piel）動詞結構                     2020. 04. 02. 

 

本課文法內容： 

23.1 單字表
23.2 希伯來文的七種動詞結構 

23.3 Piel 動詞結構的涵義
23.4 如何辨認 Piel 動詞結構  

23.5 Piel 動詞結構的特點

23.6 Piel 動詞結構的不同寫法 

23.7 Piel 動詞結構和省略動詞字型 

 

23.1 單字表 

因某緣故 

、為了 conj. 

!;[;m.l 衣服 m. ~yid"g.B（BE-ged）d<g,B 

-yed>giB（BE-ged）-d<g,B 

飢荒 m. b'['r 入口 m. （PE-tach）-x;t,P（PE-tach）x;t,P 

總是 adv. dyim'T 請 adv. h'v'Q;b.B 

命令、吩咐 v.    (Piel)  hwc 尋找、要求 v. (Piel) vqb 

打破 v. (Paal) rbv 祝福 v. (Piel) $rb 

毀壞、打碎 v. (Piel) rbv 曉諭、演說 v. (Piel) rbd 

伸、打發、傳送 v. (Paal) xlv 計算 v. (Paal) rps 

釋放、放走 v. (Piel) xlv 重數、敘述 v. (Piel) rps 
一、「入口」x;t,P（PE-tach）字根「打開」xtp，常被譯為「門口」，常以簾子當門。

二、「請」h'v'Q;b.B 是現代希伯來文用語，如同英文的 please，其動詞字根是 vqb。 

三、「祝福」$rb 另有同樣字根簡單主動用法的「下跪」，使人與祝福有屬靈的聯想。 

四、「曉諭」rbd 如同英文的 speak，從前學的「說」rma 如同英文的 say。

五、「計算」rps 的分詞 repAs 是「文士、書記」，名詞 r,pes（SE-fer）是「信、書」。 

六、「總是」dyim'T 被譯為「常」或「常常」，此字如同英文的 always。

 

23.2 希伯來文的七種動詞結構 

第五課介紹了希伯來動詞的七種結構，這七種結構的名稱是以希伯來文「動作、成就」

這個動詞的字根 l[p 寫成。 

簡單主動 pa-AL   l;['P 簡單被動 nif-AL l;[.pIn 

加強主動 pi-EL    le[iP 加強被動 pu-AL l;[uP 

使役主動 hif-IL lyi[.pih 使役被動 hof-AL l;[.p'h ('h 讀為 ho) 

反身主動 hit-pa-EL le[;P.tih 沒有反身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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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第五課到第二十二課所學的所有動詞都是屬於 Paal 結構，這種結構的動詞通常的

涵義都是「簡單」且「主動」的意思，在希伯來文聖經中這類動詞結構的字最多。從這

一課開始我們將要學習其他的動詞結構，如同 Paal 結構，每一種動詞結構都有「完成式」

Perfect（現代希伯來文的過去式）和「未完成式」Imperfect（現代希伯來文的未來式）

這兩種主要的動詞時態，另外也都有「分詞」Participle（現代希伯來文的現在式）、「命

令式」Imperative 和「不定詞」Infinitive。 

 

每個動詞結構的「完成式」和「未完成式」均有十種人稱，所附加在動詞之前或動詞之

後的字母與 Paal 結構的寫法相同。「分詞」Participle 同樣區分為四種寫法：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陽性複數和陰性複數。「命令式」也是去掉「未完成式」的字頭附加字母。「不

定詞」的寫法也非常接近，只有母音稍有不同。 

 

 

23.3 Piel 動詞結構的涵義 

當一個動詞同時有 Paal 和 Piel 兩種動詞結構時，它們的涵義通常是不一樣的。Paal 結構

經常用來表達「簡單」且「主動」的涵義，Piel 結構經常是表達「加強」、「重覆」、「故

意」且「主動」的涵義。 



le[iP Piel l;['P Paal 動詞字根

釋放、放走 伸、打發、傳送 xlv 

重數、敘述 計算 rps 

（故意）打碎、毀壞 （不小心）打破 rbv 



請注意，若這個動詞只有 Piel 結構時，則還是表達「簡單」且「主動」的涵義。如「演

說」rbd 這個字沒有 Paal 的寫法，因此 Piel 是簡單主動的涵義。 



過去本書介紹的動詞大多數是屬於 Paal 的動詞，其中很少有 Piel 的結構，本課新學的動

詞「演說」rbd、「祝福」$rb、「命令」hwc 和「尋找、要求」vqb 極少或完全沒有使

用 Paal 結構。 



在律法書中有許多段落是這樣開頭的

（和）耶和華曉諭摩西說And Adonai spoke to Moses to say. ̀ romael h,vom-l,a hwhy reB;d>y:w 

「曉諭」rbd 是 Piel 動詞，「說」rma 的不定詞 romael 則作為標點符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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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如何辨認 Piel 動詞結構 

下表以「演說」rbd 為例，說明 Piel 結構的寫法，建議您為了以後的研讀，能背誦這個

動詞的變化，為了您能確認發音，在此標註發音。 

 

 

 

完成式 

 

我演說 你演說 妳演說 他演說 她演說 

yiT.r;BiD 'T.r;BiD .T.r;BiD r,BiD h'r.BiD 

di-BAR-ti di-BAR-ta di-BART di-BER dib-RA 

我們演說 你們演說 妳們演說 他們演說 她們演說 

Wn.r;BiD ~,T.r;BiD !,T.r;BiD Wr.BiD Wr.BiD 

di-BAR-nu di-bar-TEM di-bar-TEN dib-RU dib-RU 

 

 

未完成式 

 

我將演說 你將演說 妳將演說 他將演說 她將演說 

reB;d]a reB;d.T yir.B;d.T reB;d>y reB;d.T 

a-da-BER te-da-BER te-dab-RI ye-da-BER te-da-BER 

我們將演說 你們將演說 妳們將演說 他們將演說 她們將演說 

reB;d>n Wr.B;d.T h"n.reB;d.T Wr.B;d>y h"n.reB;d.T 

ne-da-BER te-dab-RU te-da-BER-na ye-dab-RU te-da-BER-na 



分詞



正演說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reB;d.m t,r,B;d.m ~yir.B;d.m tAr.B;d.m 

me-da-BER me-da-BE-ret me-dab-RIM me-dab-ROT 

命令式

要演說

你要演說 妳要演說 你們要演說 妳們要演說

reB;D yir.B;D Wr.B;D h"n.reB;D 

da-BER dab-RI dab-RU da-BER-na 

不定詞

演說

組合字型 reB;d(.l) 絕對字型 reB;D 

(le)da-BER da-BER 



動詞「重數、敘述」rps 和「尋找、要求」vqb 的 Piel 結構寫法與以上表格相同，只

有母音有些微改變，您可以在後面的附錄中查到它們的寫法。 

 

 

 

23.5 Piel 動詞結構的特點 

辨認希伯來動詞結構時，要留意這個動詞結構特殊的寫法，Piel 動詞結構的特點如下： 

一、動詞中間的字根有一點 Dagesh。若遇見有不能加上 Dagesh 的五喉音字母，則造成

此喉音字母前面一個字母改變母音。例如：「我祝福」（be-RACH-ti）yiT.k;r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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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詞發音的音韻和 Paal 不同。 

完成式動詞第一個字根均有母音 i 的音，例如：「他演說」r,BiD 

未完成式和分詞的字首母音均有上下兩點的 sheva，惟有第一人稱所帶的是 sheva 的合

併母音，其他的人稱均只有 sheva，例如：「我將演說」reB;d]a、「你將演說」reB;d.T 

不定詞組合字型所加的介詞也帶有 sheva 的音，例如：「演說」（to speak）reB;d( .l) 

命令式和不定詞均以 a 的音開始，例如：「你要演說」reB;D、「演說」reB;D 

三、留意分詞的寫法字首多了一個 .m（音 me）。除了簡單主動 Paal 和簡單被動 Nifal 結

構以外的加強主動 Piel、加強被動 Pual、使役主動 Hifil 和使役被動 Hofal 結構的分詞均

帶有前置字母 m。反身主動 Hitpael 的分詞帶有兩個前置字母 tm。

Piel 結構沒有被動分詞。 

 

23.6 Piel 動詞結構的不同寫法 

動詞「命令」hwc 和「祝福」$rb 的寫法不同，其他動詞請參看課本後面的附錄表。 

動詞「命令」hwc

 

完成式 

我命令 你命令 妳命令 他命令 她命令 

yityIWic 'tyIWic tyIWic h"Wic h't>Wic 

ci-VI-ti ci-VI-ta ci-VIT ci-VA civ-TA 

我們命令 你們命令 妳們命令 他們命令 她們命令 

WnyIWic ~,tyIWic !,tyIWic WWic WWic 

ci-VI-nu ci-vi-TEM ci-vi-TEN ci-VU ci-VU 

 

未完成式 

我將命令 你將命令 妳將命令 他將命令 她將命令 

h<W;c]a h<W;c.T yIW;c.T h<W;c>y h<W;c.T 

a-ca-VE te-ca-VE te-ca-VI ye-ca-VE te-ca-VE 

我們將命令 你們將命令 妳們將命令 他們將命令 她們將命令 

h<W;c>n WW;c.T h"ny<W;c.T WW;c>y h"ny<W;c.T 

ne-ca-VE te-ca-VU te-ca-VE-na ye-ca-VU te-ca-VE-na 



分詞

正命令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h<W;c.m h"W;c.m ~yIW;c.m tAW;c.m 

me-ca-VE me-ca-VA me-ca-VIM me-ca-VOT 

命令式 你要命令 妳要命令 你們要命令 妳們要命令

w;c yIW;c WW;c h"ny<W;c 

CAV ca-VI ca-VU ca-VE-na 

不定詞命令 組合字型 tOW;c tAW;c(.l) (le)ca-VOT ca-VOT 絕對字型 無



請注意，字根的第二個字母 w 加上 Dagesh 的 W 仍是子音，如 yIW 發 vi 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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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祝福」$rb 

 

完成式 

我祝福 你祝福 妳祝福 他祝福 她祝福 

yiT.k;reB 

be-RACH-ti 

'T.k;reB 

be-RACH-ta 

.T.k;reB 

be-RACHT 

%;reB h'k.reB 

我們祝福 你們祝福 妳們祝福 他們祝福 她們祝福 

Wn.k;reB 

be-RACH-nu 

~,T.k;reB !,T.k;reB Wk.reB Wk.reB 

 

未完成式 

我將祝福 你將祝福 妳將祝福 他將祝福 她將祝福 

%er'b]a %er'b.T yik.r'b.T %er'b>y %er'b.T 

我們將祝福 你們將祝福 妳們將祝福 他們將祝福 她們將祝福 

%er'b>n Wk.r'b.T h"n.ker'b.T 

te-va-RECH-na 

Wk.r'b>y h"n.ker'b.T 

te-va-RECH-na 

 

分詞

正祝福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陽性複數 陰性複數

%er'b.m t,k,r'b.m 
me-va-RE-chet 

~yik.r'b.m tAk.r'b.m 

命令式 你要祝福 妳要祝福 你們要祝福 妳們要祝福

%er'B yik.r'B Wk.r'B h"n.ker'B 
ba-RECH-na

不定詞祝福 組合字型 %er'b( .l) 絕對字型 %er'B 

「祝福」這個字按照 Paal 的被動分詞寫法有「被祝福的」%Wr'B，這個字在猶太的祈禱

書 rWdis 中使用很多，往往放在一段禱告詞的第一個字，猶太禱告常用的句首是：



上主你是可稱頌的，我們的上帝，這世界的君王

                 ...... r,v]a ~'lA['h %,l,m Wnyeh{l/a "y>y h'T;a %Wr'B 

  （ba-RUCH  a-TA  a-do-NAI  e-lo-HE-nu  ME-lech  ha-o-LAM  a-SHER） 

"y>y 是禱告書中對上主的稱呼，如同中文翻譯的耶和華，讀為 a-do-NAI。

當 %Wr'B 用來描述上帝的時候，翻譯為「可稱頌的」。關係代名詞 r,v]a 之後講述感謝稱

頌的內容，關係代名詞可寫為 ,v 以依附方式使用，也可以省略不寫。



上主你是可稱頌的，我們的上帝，這世界的君王，他沒有造我為外邦人／奴隸／女人。

    `yir.k"n yIn;f'[ a{L,v ~'lA['h %,l,m Wnyeh{l/a "y>y h'T;a %Wr'B 

    `d,b'[ yIn;f'[ a{L,v ~'lA['h %,l,m Wnyeh{l/a "y>y h'T;a %Wr'B 

    `h'Via yIn;f'[ a{L,v ~'lA['h %,l,m Wnyeh{l/a "y>y h'T;a %Wr'B 

yIn;f'[（a-SA-ni）「他造我」，動詞「造」hf[，字尾的 yIn 是受詞「我」，第二十七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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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歡迎光臨」a'B;h %Wr'B 意思是「這來者是蒙福的」（The comer is blessed）。



23.7 Piel 動詞結構和省略動詞字型 

Piel 動詞結構中使用省略動詞字型的字很少，本課所教導的動詞只有「命令」hwc 有省

略動詞的寫法，當這個字的未完成式與反轉 vav 合用時，省略了字根第三個字母 h。



未完成式動詞  他將命令    h<W;c>y 
省略動詞字型 （和）他命令   w;c>y:w（發音 vai-CAV）這個字在聖經使用頻繁



摩西命令了這百姓。   `~'['h t,a h,vom w;c>y:w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動詞 

reP;s]a 4. reB;d]a 3. yityIWic 2. yiT.v;QiB 1. 

veQ;b.T 8. %er'b.T 7. 'T.x;Liv 6. 'T.r;Biv 5. 

yir.B;v.T 12. yir.P;s.T 11. .T.r;BiD 10. tyIWic 9. 

d;r"y 16. h'f'[ 15. h"Wic 14. %;reB 13. 

h<y.hIy 20. h<W;c>y 19. veQ;b>y 18. reB;d>y 17. 

x;L;v.T 24. reB;v.T 23. h'r.Biv 22. h'r.Pis 21. 

%er'b>n 28. veQ;b>n 27. Wn.r;BiD 26. WnyIWic 25. 

Wk.r'b.T 32. Wx.L;v.T 31. ~,T.r;Biv 30. ~,T.r;Pis 29. 

Wn'B 36. Wr.Biv 35. WWic 34. Wr.BiD 33. 

W[.dEy 40. Wx.L;v>y 39. Wr.P;s>y 38. Wk.r'b>y 37. 

~yiv.Q;b.m 44. t,r,B;d.m 43. reB;d.m 42. %er'b.m 41. 

reB;d.l 48. reP;s.l 47. Wv.Q;B 46. x;L;v 45.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Mi[ An.B t,a x;l'v a{l %;a ~yid'b]['h t,a x;Liv ~'h'r.b;a 1. 

`~'LuK wy'leK t,a h'r.Biv ~:g>w Ab'b.l t,a h'r.b'v ho[.r;P t;B 2. 

`Wn'tAa Wk.r'b>y !;[;m.l WnyetAb]a t,a veQ;b>n 3. 

`de[Am l,hoa x;t,Pim lea'r.fIy yEn.B l,a reB;d>y dyim'T q'x.cI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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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iM;h t,a tAf][;l AM;[ t,a h"Wic boq][:y 5. 

`~,kyel][ ~Al'v romael wy"n'bW !or]h;a l,a h,vom reB;d>y:w 6. 

`tAmeh.B ~yir.f,[ vEy yiK dIw'd.l yiT.r;Pis z'a>w tAmeh.B;h t,a yiT.r;p's 7. 

`b,r,[ yEn.pil h't>y;B;h bWv'l wy"n'B t,a h"Wic yib'a r,qoB l'k.B 8.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lA['B ~'mAq.m t,a aoc.mil ~'tAa x;;L;v>y:w wy"n'B t,a %;reB b'a'h 1. 

`~Al'v Wv.QiB dyim'T>w t,m/a'h t,a Wr.BiD ~yiayib>N;h 2. 

`yitAa %er'b.T h'T;a>w ^.l|h'a x;t,p.B !Iy:y>w ~,x,l ~yif'a yIn]a 3. 

`~,x,l veQ;b.l ~Iy;r.cim l,a y:n'B Wk.l'h>w b'aAm #,r,a.B b'['r yih>y:w 4. 

`yiMi[ de[Am l,hoa l,a WbWv>w r,qoB;B WmWq romael wy'x,a l,a h,vom reB;d>y:w 5. 

`b'['rem ~'v WtWm"y yiK r'B.diM;h l,a r'h'h yelyea t,a Wx.L;v.T l;a 6. 

`~yid'b][;h t,a x;L;v.l Wn'tAa h<W;c>y ~:g>w Wnec.r;a.l aAb"y a'b'C;h 7. 

`~,hyetAb]a !;[;m.l h'rAT;h tA.cim t,a rom.vil ~'LuK WnyEn'B t,a WWic ~yIn]hoK;h 8. 

`b'h"Z;h t,a a'c.mIy !;[;m.l tAB;r ~yIn'b]a reB;v>y !eq"Z;h 9. 

`WnyEnye[.B !ex a'c'm ~Iy;m'V;B rAa'h>w ~Iy;M;h d:y l;[ Wn.k;l'h Wn.x:n]a b,r,['B 10. 



練習四 請劃出下列句子中的分詞，並翻譯這些句子 

`h'T;[ ~'tAa ;xeL;v.m yIn]a yiK ~yi[.dAy y;d'b][  

`~,k.t,a x;L;v>y ~:G aWh lea'r.fIy.l ~,k.t,a ;xelAV;h h,vom 2. 

`h'x'P.vim l'Kim h'x>nim veQ;b.mW Aa.siK.B bevAy [;r'h h<n]x;M;h jepAv 3. 

`wy"n'b.l wy'f][;m l;[ reP;s.mW l,hoa'h x;t,p.B bevAy dyim'T ~'h'r.b;a 4. 

`~Iy;m yer.mov ~:g>w ~,x,l yev.Q;b.m ~eh y;x;a b'['r te[.B 5. 

`Ac.r;a !;[;m.l h'm'x.lim veQ;b.m b'aAm lyex 6. 

`yitAa h<nA[ ^>nyea %;a ^.tAa h<W;c.mW ^y,lea reB;d.m yIn>Nih 7. 

`%etyeB l,a %elAh>w y;l'[ ~yibAJ;h y;d"g.B t,a ~'f yIn]a 8. 



練習五請參考所提示的單字，翻譯創世記第七章 1-10 節

閃 ~ev 陰性、女性 h'beq>n 挪亞 ;xOn 

含 ~'x 四十 ~yi['B.r;a 方舟 h'beT 

雅弗（YE-fet）t,p<y 洪水 lWB;m 潔淨的 h'rAh.j 

與他們 ~'Tia 與他 ATia 鳥 @A[ 

  雨（GE-shem）~,v<G 陽性、男性 r'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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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七 1 

h'beT;h-l,a ^.tyeB-l'k>w h'T;a-aoB ;xOn.l h"wh>y r,maOY:w 
 

`h<Z;h rAD;B y:n'p.l qyiD;c yityia'r ^.toa-yiK 
 

創七 2 

h'meh.B;h-!imW AT.via>w vyia h'[.biv h'[.biv ^.l-x;QiT h'rAh.J;h h'meh.B;h loKim 
 

 `AT.via>w vyia ~Iy:n.v（她）awih h'roh.j a{l r,v]a 
 

創七 3

`#,r'a'h-l'k yEn.P-l;[ [;r<z（存活）tAY;x.l h'beq>nW r'k"z h'[.biv h'[.biv ~Iy;m'V;h @A[em ~:G 
 

 創七4

#,r'a'h-l;[（正降雨）ryij.m;m yikOn'a h'[.biv dA[ ~yim"y.l yiK 
 

（活物）~Wq>y;h-l'K-t,a（和我要滅絕）yityix'mW h'l>y;l ~yi['B.r;a>w ~Ay ~yi['B.r;a 
 

`h'm'd]a'h yEn.P l;[em yityif'[ r,v]a 
 

 創七5

 `h"wh>y（他命令他）Wh"Wic-r,v]a lok.K ;xOn f;[:Y:w 


創七 6

`#,r'a'h-l;[ ~Iy;m h"y'h lWB;M;h>w h"n'v tAaem vev-!,B ;xOn>w 
 

創七 7

`lWB;M;h yem yEn.Pim h'beT;h-l,a ATia wy"n'b-yev>nW AT.via>w wy"n'bW ;xOn aob"Y:w 
 

 創七 8 

@A['h-!imW h'roh.j h"N<nyea r,v]a h'meh.B;h-!imW h'rAh.J;h h'meh.B;h-!im 
 

`h'm'd]a'h-l;[（爬行的）femor-r,v]a lok>w


創七 9

`;xOn-t,a ~yih{l/a h"Wic r,v]a;K h'beq>nW r'k"z h'beT;h-l,a ;xOn-l,a Wa'B ~Iy:n.v ~Iy:n.v 
 

 創七 10 

`#,r'a'h-l;[ Wy'h lWB;M;h yemW ~yim"Y;h t;[.biv.l yih>y: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