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課  簡單主動（Paal）未完成式動詞                2022. 05. 24. 

 

本課文法內容： 

11.1 單字表
11.2 慣用語 

11.3 未完成式動詞的語意 

11.4 簡單主動（Paal）未完成式動詞 

11.5 未完成式動詞規則變化表

11.6 造句
11.7 否定句 

 

11.1 單字表 

以色列 m. lea'r.fIy 血 m. -yem.D -~;D ~yim'D ~'D 

叫、稱、讀 v. arq 銀子、錢 m. （KE-sef）-@,s,K（KE-sef）@,s,K 

打開 v. xtp 樹、木材 m. -yec][ -#e[ ~yice[ #e[ 

寫 v. btk 永遠、世界 m. -yem.lA[ -~;lA[ ~yim'lA[ ~'lA[ 

找到、遇見 v. acm 刀劍 f. （CHE-rev）-b,r,x（CHE-rev）b,r,x 

然後、後來 adv. z'a 伯利恆 m. （LE-chem）~,x,l tyeB 

如果、若 conj. ~ia 拿俄米 f. yim\["n 

 

一、「血」的複數 ~yim'D 用於指多人的血，如列王紀上二 33「這二人的血」。 

二、「銀子」@,s,K（KE-sef）在現代希伯來文指「錢」（money）。

三、「永遠、世界」~'lA[ 這個字指空間和時間的無限。單數組合字 -~;lA[ 是現代希伯

來文用法。現代另使用 tAm'lA[ 表達我們生活的世界（our own world）。

四、「刀劍」b,r,x（CHE-rev）這個字大多時候是作為集合名詞，單數也可用作複數。 

五、「拿俄米」yim\["n 發音讀為 no-o-MI，請參看第三課 Sheva 與母音合併之註腳說明。 

若在 "n 的母音左側有一垂直短豎 meteg（)）表明短暫停頓，yim\[("n 讀為 na-o-MI。

六、「以色列」lea'r.fIy 指人名、民族名稱或國家名稱，源自「較力、搏鬥」hrf（sin-resh-he），

出自創世記三十二 29(28) 雅各與神搏鬥。「王子」r;f 源自「治理」rrf

（sin-resh-resh），即「治理者」，聖經中譯為君王、元帥、官長等。有人解釋「以色

列」和「王子」相關，僅是因其字型相同，沒有聖經根據。 



11.2 慣用語 

到永遠      ~'lA[.l（.l 是介詞）

直到永遠        ~'lA[ d;[（d;[ 是介詞）



  

到永永遠遠（原意：到永遠和永遠）    d,["w ~'lA[.l 

（d,[ 是名詞，「永遠」之意，通常寫為 d;[）

 

11.3 未完成式動詞的語意 

聖經希伯來文有兩種主要的動詞時態，以動作是否完成作區別，動作已經完成的稱為「完

成式」，動作尚未完成的稱為「未完成式」。在第七課，課文說明了完成式動詞的語意，

本課將說明未完成式的語意。 

 

「未完成式」是表明一個動作「尚未作」，或是「作了，尚未完成，正在進行中」，未完

成式也可以表達一個過去開始的事件，後來持續進行或是後來造成的結果，甚至是一個

習慣。未完成式能夠表達「可以」（被允許）、「能夠」、「會」、「想要」、「必須」、「應該」

等語氣，也就是說未完成式可以表達一個願望、懇求或命令。第一人稱的未完成式能夠

表達「容讓」的語意，如同英文的 let me 和 let us。 

 

「妳為何哭泣，為何不吃飯，為何心裡愁悶呢」撒母耳記上一章八節，在這個句子裡，

「哭泣」hkb、「吃」lka 和「愁悶」（是壞的）[[r 都是表達作了，尚未完成，正在

進行中的動作。

「因此，大袞的祭司和一切進亞實突大袞廟的人都不踏大袞廟的門檻，直到今日」撒母

耳記上五章五節，在這個句子裡，「踏」$rd 表達過去的事件造成的結果。



「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創世記三章二節，在這個句子裡，「吃」lka 帶有「可

以」（被允許）的語意，中文加上「可以」翻譯。 

「妳和這人同去麼」創世記二十四章五十八節，在這個句子裡，「去」$lh 帶有願望的

語意，問利百加是否願意。

「耶和華說，猶大當先上去」士師記一章二節，在這個句子裡，「上去」hl[帶有命令

的語意，中文翻譯加上「當先」表達。

「願我生的那日，和說『懷了男胎』的那夜都滅沒」約伯記三章三節，在這個句子裡，

「滅沒」dba 帶有祈願的語意，中文加上「願」翻譯。

「求你容我們往約但河去」列王紀下六章二節，在這個句子裡，「去」$lh 帶有「容讓

我們」（let us）語意，中文加上「容」翻譯。





`rom.vIy aWh 這個句子可以表達以下數種情況：

「他將保守。」「他必須保守。」「願他保守。」「他會保守。」均是動作尚未作。

「他常常保守。」動作已經作了，但尚未完成。



  

未完成式可以表達一個命令的口氣：他必須保守！

未完成式也可以表達一個願望：願他保守。



在希伯來文敘述故事時，若敘述者開始使用帶有「連接詞」w 的「未完成式」動詞，後

面跟隨的句子使用「完成式」動詞，那麼，整個敘述要以「完成式」翻譯。反之，若敘

述者開始使用帶有「連接詞」w 的「完成式」動詞，後面跟隨的句子使用「未完成式」

動詞，那麼整個敘述要以「未完成式」翻譯。這種以「連接詞」w 把完成式改成未完成

式語意、把未完成式改成完成式語意的用法稱為「反轉 w」，將在第十七課說明。

以完成式翻譯：.... 完成式動詞  .... 完成式動詞  .... 未完成式動詞 + :w  

以未完成式翻譯：.... 未完成式動詞  .... 未完成式動詞  .... 完成式動詞 + >w  



另外，希伯來文的命令式僅表達「肯定」的命令，「否定」的命令（禁令）以未完成式

與否定字連用表達「永久的禁令」或「暫時的禁令」，將在第十九課說明。

未完成式的翻譯必須和上下文配合，才能正確翻譯。未完成式在現代希伯來文作為「未

來式」使用，與聖經的用法只著重「動作未完成」差異很大。本書為說明方便，統一在

所有未完成式的翻譯加上「將」字，與完成式作區別。 





11.4 簡單主動（Paal）未完成式動詞 

未完成式動詞與完成式動詞相同有十種不同的人稱，完成式動詞的人稱字母都是放在字

尾，未完成式的人稱字母在字頭都有，有些在字尾也有。 

以下表格以「保守」rmv 作例子，為了使您能以正確的發音背誦，在此標注發音。



中文翻譯 人稱字母 動詞寫法 中文翻譯 人稱字母 動詞寫法 

我們將保守 --- n rom.vIn 我將保守 --- a rom.v,a 

                     nish-MOR                      esh-MOR 

你們將保守 W --- T Wr.m.viT 你將保守 --- T rom.viT 

                     tish-me-RU                      tish-MOR 

妳們將保守 h"n --- T h"n.rom.viT 妳將保守 y --- T yir.m.viT 

                       tish-MOR-na                       tish-me-RI 

他們將保守 W --- y Wr.m.vIy 他將保守 --- y rom.vIy 

                       yish-me-RU                       yish-MOR 

她們將保守 h"n --- T h"n.rom.viT 她將保守 --- T rom.viT 

                       tish-MOR-na                       tish-MOR 

 



  

建議您反覆背誦 eshmor - tishmor - tishmeri - yishmor - tishmor ; nishmor - tishmeru - 

tishmorna - yishmeru - tishmorna，最好不用太多思想，就能流暢背出。 

「你」和「她」寫法相同：rom.viT。
「妳們」和「她們」寫法相同：h"n.rom.viT，翻譯時以上下文判斷主詞。 

 

 

聖經中，「他」和「他們」的寫法最多，務必要熟悉。 

他們將保守 W --- y Wr.m.vIy 他將保守 --- y rom.vIy 

他們將記得 W --- y Wr.K>zIy 他將記得 --- y roK>zIy 

他們將統治 W --- y Wk.l.mIy 他將統治 --- y %{l.mIy 

 

以同樣的造字邏輯看「你」和「你們」的寫法，這是聖經出現次多的。 

你們將保守 W --- T Wr.m.viT 你將保守 --- T rom.viT 

你們將打開 W --- T Wx.T.piT 你將打開 --- T x;T.piT 

你們將寫 W --- T Wb.T.kiT 你將寫 --- T boT.kiT 

以上「你」和「她」的寫法相同，大聲說「男的你，女的她」三次。 

 

「我」和「我們」的寫法，這兩種寫法比較特殊，沒有附加字尾的人稱字母。 

我們將保守 --- n rom.vIn 我將保守 --- a rom.v,a 

我們將聽見 --- n [;m.vIn 我將聽見 --- a [;m.v,a 

我們將叫 --- n a'r.qIn 我將叫 --- a a'r.q,a 

 

「妳」和「妳們」這兩種寫法較難，聖經很少出現。 

「妳們」＝「她們」重音在倒數第二音節，如（tish-MOR-na）h"n.rom.viT。 

妳們將保守 h"n --- T h"n.rom.viT 妳將保守 y --- T yir.m.viT 

妳們將找到 h"n --- T h"na,c.miT 妳將找到 y --- T yia.c.miT 

以上「妳們」和「她們」的寫法相同，大聲說「女妳們，女她們」三次。 

 

在分析動詞時，必須能看出來附加的人稱字母，才能判別動詞字根。 

W --- y 他們 --- y 他 

W --- T 你們 --- T 你＝她 

--- n 我們 --- a 我 

h"n --- T 妳們＝她們 y --- T 妳 

 



  

 

11.5 未完成式動詞規則變化表 

簡單主動（Paal）未完成式動詞有三種規則的母音變化，在此用「保守」rmv、「打發」

xlv 和「叫」arq 三個動詞作為例子。請大聲讀出來，並分辨其中母音的不同，你若

熟記了以「保守」rmv 作例子的變化，就很容易知道這些動詞是屬於未完成式的哪個人

稱，並判斷出動詞的字根。 

 

叫  arq 打發  xlv 保守  rmv 字根 / 代名詞 

a'r.q,a x;l.v,a rom.v,a yikOn'a yIn]a 我 

a'r.qiT x;l.viT rom.viT h'T;a 你 

yia.r.qiT yix.l.viT yir.m.viT .T;a 妳 

a'r.qIy x;l.vIy rom.vIy aWh 他 

a'r.qiT x;l.viT rom.viT ayih 她 

a'r.qIn x;l.vIn rom.vIn Wn.x:n]a 我們 

Wa.r.qiT Wx.l.viT Wr.m.viT ~,T;a 你們 

（tik-RE-na）h"na,r.qiT  （tish-LACH-na）h"n.x;l.viT h"n.rom.viT !,T;a 妳們 

Wa.r.qIy Wx.l.vIy Wr.m.vIy h'Meh ~eh 他們 

（tik-RE-na）h"na,r.qiT （tish-LACH-na）h"n.x;l.viT h"n.rom.viT h"Neh 她們 

本書中使用的完成式和未完成式動詞在書後均有附錄表格供你作作業或查考聖經使

用，可以多多利用。

 

 

11.6造句

因為希伯來文的動詞都帶有一個代名詞，在造句的時候，這個動詞代名詞的「第一二三

人稱」、「陰陽性」和「單複數」和句子的主詞必須配合一致。在造句的時候，主詞如果

是「這國王」，動詞就必須使用帶有代名詞「他」的動詞寫法。





這國王將保衛。   `rom.vIy（ha-ME-lech）%,l,M;h 

「這國王」%,l,M;h 是第三人稱、陽性、單數，因此動詞必須使用帶有「他」的代名詞的

動詞「他將保衛」rom.vIy，在翻譯的時候，代名詞「他」不需要翻譯出來。



如果這個句子沒有寫出主詞：

他將保衛。    `rom.vIy 

翻譯的時候就必須把動詞帶有的代名詞「他」翻譯出來，作為句子的主詞。



  

這個祭司將對這個國王的這兒子叫。 `（ha-ME-lech）%,l,M;h !,B l,a a'r.qIy !ehoK;h 

拿俄米將打開這個房子的這大門（複數）。

`（ha-BA-yit）tIy;B;h（shaa-RE）yer][;v t,a x;T.piT（no-o-MI）yim\["n 

我們將找到這世界的這平安。     `~'lA['h ~Al.v t,a a'c.mIn（a-NACH-nu）Wn.x:n]a 





11.7 否定句

未完成式的否定句只要在動詞前面加上否定字 a{l。同樣的，這樣的句子依照情況可以

有許多不同的翻譯，用來表達「不可以」、「不能」、「不要」、「不會」、「不願意」、「不需

要」、「不必」、「不應該」等語意。本書課文統一以「將不」翻譯。



他將不保衛。                                     `rom.vIy a{l 

這國王將不保衛。         `rom.vIy a{l（ha-ME-lech）%,l,M;h 

這個祭司將不對這個國王的這兒子叫。 `（ha-ME-lech）%,l,M;h !,B l,a a'r.qIy a{l !ehoK;h 

拿俄米將不打開這個房子的這大門（複數）。

`（ha-BA-yit）tIy;B;h（shaa-RE）yer][;v t,a x;T.piT a{l（no-o-MI）yim\["n 

我們將找不到這世界的這平安。     `~'lA[;h ~Al.v t,a a'c.mIn a{l（a-NACH-nu）Wn.x:n]a













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的動詞 

yiT.x;q'l 4. boT.k,a 3. x;T.p,a 2. %{l.m,a 1. 

'T.x;t'P 8. a'r.qiT 7. a'c.miT 6. rom.viT 5. 

tyIy'h 12. yix.T.piT 11. yia.r.qiT 10. yib.T.kiT 9. 

h'a'r 16. a'r.qIy 15. x;T.pIy 14. roK>zIy 13. 

h'[.d"y 20. h,a.riT 19. Wk.l'h 18. %{l.miT 17. 

Wnyif'[ 24. a'c.mIn 23. x;T.pIn 22. boT.kIn 21. 

~,tyil][ 28. Wa.r.qiT 27. W[.m.viT 26. Wb.T.kiT 25. 

!,ta'r.q 32. h"n.x;l.viT 31. h"n.boT.kiT 30. h"n.k{l.miT 29. 

Wb.t'K 36. Wb.T.kIy 35. Wr.K>zIy 34. Wa.r.qIy 33.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vyia'h !,B t,a h'r.k"z tWr t;B 1. 

`h'Via'h !,B t,a roK>ziT tWr t;B 2. 

`r'B.diM;h !yebW ~yice['h !yeB ~Iy;M;h lAq t,a yiT.[;m'v yIn]a 3. 

`r'h'h !yebW ~yice['h !yeB ~Iy;M;h lAq t,a [;m.v,a yIn]a 4. 

`b'aAm.B r;[;V;h l;[ r'b'D Wn.b;t'K Wn.x:n]a 5. 

`r;[;V;h l;[ r'b'D boT.kIn Wn.x:n]a 6. 

`~Aq'M;h yer][;v t,a h'x.t'P l,x'r 7. 

`~,x,l tyeB yer][;v t,a x;T.piT l,x'r 8. 

`h'r'f t;B;h ~ev t,a yia.r.qiT .T;a 9. 

`yim\["n t;B;h ~ev t,a ta'r'q .T;a 10.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h,d'F;B ~Al'v a'c.miT h'T;a h'x'P.viM;h t;m/h,B t,a rom.viT h'T;a ~ia 1. 

`b'aAm yer'h.B @,s,K a'c.mIy dIw'D yiK [;d"y dIw'D d,b,[ 2. 

`~'v ~,x,l h'l.k'a ayih>w ~yice['h !yeB h'b.v"y yim\["n 3. 

`r'B.diM;B ~yiT'bW ~yik'r.D Wnyif'[ #,r'a'h yel.K t,a Wn.x;q'l Wn.x:n]a 4. 

`h'r][:N;h bel t,a x;T.pIy aWh z'a>w h'r][:n.l boT.kIy r;[:N;h ~ia 5. 

`boq][:y b,r,x t,a a'c.mIy aWh>w l,hoa'h t,a x;T.pIy boq][:y !,B 6. 

`~'v Wr.m'v r,v]a ~yiv"n]a l,a a'r.qiT ayih z'a>w ~Iy;M;h t,a a'c.miT !ehoK;h ~ea 7. 

`~'lA[.l r'B.diM;B %{l.mIn Wr.m'a hoK>w r'B.diM;B b'h"z Wa.c'm ~,x,l tyeB yev>n;a 8. 

 

練習四  請試著翻譯下列的經文 

創三十二 30（希 31） `~yIn'P-l,a ~yIn'P ~yih{l/a yityia'r 1. 

出十五 18 `d,["w ~'lo[.l %{l.mIy hwhy 2. 

書九 3 

 

`y'['l>w Axyiryil ;[uvAh>y h'f'[ r,v]a tea W[.m'v 
y'[ 艾  Axyir>y 耶利哥  ;[uvAh>y 約書亞 

3. 

傳一 12 `i~'l'vWriB lea'r.fIy-l;[ %,l,m yityIy'h t,l,hoq yIn]a 
t,l,hoq 傳道者

4. 

撒上二 12 `hwhy-t,a W[.d"y a{l l;["Yil.b yEn.B yile[ yEn.bW 
l;["Yil.b 惡劣（音譯彼列）yile[ 以利

5. 

詩十四 4 `Wa'r'q a{l hwhy 6. 

 

註：有些聖經的中文和希伯來文的經節編排不同，詩篇尤其顯著，因為詩篇的標題語（即

中文以小字印刷的經文）在希伯來經文算為一節。本書以（希）加上阿拉伯數字表達希

伯來文的經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