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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簡單主動（Paal）完成式動詞                 2022. 05. 04. 

 

本課文法內容： 

7.1 單字表 

7.2 主詞人稱代名詞 

7.3 簡單主動（Paal）完成式動詞 

7.4 造句 

7.5 否定句 

7.6 完成式動詞的語意 

 

 

7.1 單字表 

吃、吞噬 v. lka 我 m.或 f.sg. yikOn'a  yIn]a 

坐、住 v. bvy 你 m.sg. h'T;a 

說 v. rma 妳 f.sg. .T;a 

拿、娶 v. xql 我們 m.或 f.pl. （a-NACH-nu）Wn.x:n]a 

餅、糧食 m.sg. （LE-chem）~,x,l 你們 m.pl. ~,T;a 

在某某之前 prep. yEn.pil 妳們 f.pl. !,T;a 

在某某之上 prep. l;[ 不、沒有 adv. a{l 

 

一、「我」yikOn]a , yIn]a 這兩個字的意思和用法相同。 

二、「說」rma 如同英文的 say，創世記第一章用此字描述上帝的創造：說有就有。 

三、「吃」lka 也用於被火燒毀，因此有「吞噬」之意。

四、「拿」xql 這個字依照上下文也可以翻譯為「奪、娶、牽、帶、接受、揀選」等。

聖經希伯來文的單字數量很少，中文翻譯有更多選擇。 

五、「餅」~,x,l（LE-chem）這個字沒有複數型，單數也可用為複數，加上數字即可。 

 

 

 

7.2 主詞人稱代名詞 

希伯來文的「主詞人稱代名詞」不僅用於「人」，也用於所有的名詞。代名詞按照該名

詞的格位區分為主格、屬格（或稱所有格）、直接受格和間接受格。主格就是句子中支

配動詞的那一位格，通常稱為「主詞」，希伯來文有十個主詞人稱代名詞：單數的「我、

你、妳、他、她」，和複數的「我們、你們、妳們、他們、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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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 複數 單數 

第一人稱 我們 m.或 f. pl. （a-NACH-nu）Wn.x:n]a 我 m.或 f. sg. yikOn'a , yIn]a 

第二人稱 你們 m. pl. ~,T;a 你 m. sg. h'T;a 

第二人稱 妳們 f. pl. !,T;a 妳 f. sg. .T;a 

第三人稱 他們 m. pl. ~eh , h'Meh 他 m. sg. aWh 

第三人稱 她們 f. pl. （現代用）!eh , h"Neh 她 f. sg. ayih 

 

主詞人稱代名詞在使用上，第一人稱沒有區分陰陽性，第二和第三人稱必須區分陰陽

性，當主詞包括陰性和陽性兩種性別時，使用陽性代名詞，儘管若是有多數的陰性和一

個陽性，仍然使用陽性代名詞。 

 

在中文稱呼神祇的「祂」，或是稱呼動物的「牠」，或是稱呼無生命現象的「它」，或是

有些語言的虛主詞，如英文的 it，均使用同一個代名詞「他」aWh。對於「你」或「您」

的使用亦然，換句話說，在代名詞的使用是不分階級位分的，也沒有尊敬的稱謂。

 

「她們」：在現代希伯來文用 !eh 表示「她們」很普遍，但是聖經的 !eh 不是主格代名詞，

而是「看哪」hENih 的意思，或用來表達條件句「若」~ia。 

 

 

7.3 簡單主動（Paal）完成式動詞 

簡單主動的希伯來文名稱是 l;['P（Paal），也有的書籍用簡易的名稱 l;q（Qal），有興趣

學習探查名稱由來的同學請參看註腳說明1。這類動詞的涵義比較起同樣字根形成的「加

強主動」，是「簡單」的，如簡單主動的「保守」rmv，在加強主動的涵義是「保存」。

 

複數 單數 

nu 我們保守 （sha-MAR-nu）Wn.r;m'v Wn.x:n]a ti (i) 我保守 （sha-MAR-ti）yiT.r;m'v yikOn'a/yIn]a 

tem 你們保守 ~,T.r;m.v ~,T;a ta 你保守 （sha-MAR-ta）'T.r;m'v h'T;a 

ten 妳們保守 !,T.r;m.v !,T;a t 妳保守 （sha-MART）.T.r;m'v .T;a 

 他們保守 Wr.m'v h'Meh / ~eh  他保守 r;m'v aWh 

 她們保守 Wr.m'v h"Neh  她保守 h'r.m'v ayih 

                                                 

1 希伯來文的結構名稱是以「動作」這個動詞的字根 l[p 配合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即他）的動詞

變化形成，如「簡單主動」第三人稱陽性單數的母音是一個長音的 a 在第一個字母和一個短音的 a 在第

二個字母，如「他保守」r;m'v，把這兩個母音放置在 l[p，就成為 l;['P（Paal）。l;q（Qal）是簡易的說

法，由字根「是快的」llq 形成，涵義是「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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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的完成式動詞與主詞人稱代名詞有密切的關聯，第一和第二人稱的完成式動詞

字尾的發音與主詞人稱代名詞字尾的發音相同。每個動詞的字尾，因著不同的代名詞而

有不同的附加字母。代名詞「他」是惟一沒有任何附加字尾的動詞型態，因此我們用這

個代名詞發音的方式去讀出每個動詞的字根。 

 

「簡單主動」（Paal）的完成式動詞，也適用於另外六種結構的完成式（簡單被動、加強

主動、加強被動、使役主動、使役被動、反身主動）。牢牢記住以下表格，對未來研讀

極有幫助。為了使您能以正確發音牢記動詞變化，在此標記發音。 

 

 

複數 單數 

nu 我們 Wn--- Wn.r;m'v ti 我 yiT--- yiT.r;m'v 

                     sha-MAR-nu                      sha-MAR-ti 

tem 你們 ~,T--- ~,T.r;m.v ta 你 'T--- 'T.r;m'v 

                     she-mar-TEM                      sha-MAR-ta 

ten 妳們 !,T--- !,T.r;m.v t 妳 .T--- .T.r;m'v 

                     she-mar-TEN                     sha-MART 

u 他們 W--- Wr.m'v  他  --- r;m'v 

                  sham-RU                     sha-MAR 

u 她們 W--- Wr.m'v -a 她 h'--- h'r.m'v 

                  sham-RU                     sham-RA 

 

建議您先反覆背誦尾音變化：ti - ta - t - 嗯 - a ; nu - tem - ten - u - u。還可以站起來，編

個舞跳：踢－踏－特－en－阿；奴－天－天－嗚－嗚。 

再配上動詞字根背誦 shamarti - shamarta - shamart - shamar - shamra ; shamarnu - 

shemartem - shemarten - shamru - shamru。最好不用太多思想，就能流暢背出。 

 

動詞的母音在遇見五個喉音字母（rxh[a）時，會有不同的發音變化，有些動詞字根會

在文法變化中失落一個字母，甚至失落兩個字母，在後面的課文中會陸續介紹。本書附

錄的表格中，你可以看到這些動詞加上代名詞之後的變化，請善用表格寫作業和研究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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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同的代名詞字尾加在我們所學過的動詞，就能夠寫出不同代名詞的動詞了。 

以「我」為例，動詞字根加上 yiT 的字尾，就是「我....」。「我」和「我們」完成式動詞

的重音均在倒數第二音節，如：yiT.r;k"z 發音 za-CHAR-ti 

我吃 yiT.l;k'a 我聽見 yiT.[;m'v 我記得 yiT.r;k"z 

我坐 yiT.b;v"y 我保守 yiT.r;m'v 我作王 yiT.k;l'm 

我說 yiT.r;m'a 我穿過 yiT.r;b'[ 我行走 yiT.k;l'h 

我拿 yiT.x;q'l 我打發 yiT.x;l'v 我站立 yiT.d;m'[ 

 

 

動詞字根加上 W 的字尾，就是「他們╱她們」。「他們╱她們」完成式動詞的重音均在最

後一個音節。 

他們╱她們吃 Wl.k'a 他們╱她們聽見 W[.m'v 他們╱她們記得 Wr.k"z 

他們╱她們坐 Wb.v"y 他們╱她們保守 Wr.m'v 他們╱她們作王 Wk.l'm 

他們╱她們說 Wr.m'a 他們╱她們穿過 Wr.b'[ 他們╱她們行走 Wk.l'h 

他們╱她們拿 Wx.q'l 他們╱她們打發 Wx.l'v 他們╱她們站立 Wd.m'[ 

 

 

請留意「你們」和「妳們」這兩個代名詞造成動詞字根的第一個字母發音改變，但是當

遇到喉音字（rxh[a）的時候，發音又近似原來發音了。「你們」和「妳們」完成式動

詞的重音均在最後一個音節。 

你們吃 ~,T.l;k]a 你們聽見 ~,T.[;m.v 你們記得 ~,T.r;k>z 

你們坐 ~,T.b;v>y 你們保守 ~,T.r;m.v 你們作王 ~,T.k;l.m 

你們說 ~,T.r;m]a 你們穿過 ~,T.r;b][ 你們行走 ~,T.k;l]h 

你們拿 ~,T.x;q.l 你們打發 ~,T.x;l.v 你們站立 ~,T.d;m][ 

 

 

代名詞「妳」的情況相似，字根有喉音字母的情況下會造成發音改變。規則變化時，字

尾的兩個 Sheva 都不發音。「妳」完成式動詞的重音均在最後一個音節。 

妳吃 .T.l;;k'a 妳聽見 .T;[;m'v 妳記得 .T.r;k"z 

妳坐 .T.b;v"y 妳保守 .T.r;m'v 妳作王 .T.k;l'm 

妳說 .T.r;m'a 妳穿過 .T.r;b'[ 妳行走 .T.k;l'h 

妳拿 .T;x;q'l 妳打發 .T;x;l'v 妳站立 .T.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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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研讀聖經時，熟悉這些字尾附加代名詞的寫法，可以幫助我們很快的辨認出動詞

字根。試試看，是否能夠很快看出下列動詞的字根。 

作王 $lm （ma-LACH-ta）'T.k;l'm 吃 lka l;k'a 

穿過 rb[ ~,T.r;b][ 說 rma Wr.m'a 

站立 dm[ d;m'[ 行走 $lh （ha-LACHT）.T.k;l'h 

打發 xlv !,T.x;l.v 記得 rkz （za-CHAR-ti）yiT.r;k"z 

聽見 [mv h'[.m'v 坐 bvy （ya-SHAV-nu）Wn.b;v"y 

保守 rmv （sha-MAR-nu）Wn.r;m'v 拿 xql Wx.q'l 

 

 

7.4 造句 

在一個句子裡面的主詞和動詞必須在「第一二三人稱」、「陰陽性」和「單複數」上配合，

通常在讀經的時候，首先分析動詞，再由動詞的陰陽性和單複數判斷主詞是哪個字，如

果沒有合適的名詞作為主詞，那麼主詞就是這個動詞本身所帶有的代名詞。請留意，前

面帶有介詞的名詞不能夠作為句子的主詞。 

 

亞伯拉罕打發僕人們到耶路撒冷。`（ye-ru-sha-LA-yim）i~;l'vWr>y l,a ~yid'b][ x;l'v ~'h'r.b;a 

 

上面這個句子動詞是 x;l'v，分析得知是第三人稱陽性單數的「他打發」，然後從句子中

找尋能夠配合「他」的主詞，看出名詞 ~'h'r.b;a 是這個動詞的主詞，名詞 ~yid'b][ 是複

數字，不能配合動詞，因此不是主詞，而是受詞，名詞 i~;l'vWr>y 前有介詞 l,a，不能作

主詞。萬一有兩個名詞都能夠配合動詞的代名詞，那麼，就由句子的內容去判定主詞。



若句子是這樣  `（ye-ru-sha-LA-yim）i~;l'vWr>y l,a %;l'h

句子中沒有可以配合「他行走」%;l'h 的主詞，主詞就是動詞 %;l'h 本身帶有的代名詞

「他」。翻譯為「他走到耶路撒冷。」

 

 

7.5 否定句 

完成式動詞的否定句，只要在動詞前面寫表示否定的 a{l，就否定了動詞。 

亞伯拉罕沒有打發僕人們到耶路撒冷。   `i~;l'vWr>y l,a ~yid'b][ x;l'v a{l ~'h'r.b;a 

他沒有走到耶路撒冷。            `（ye-ru-sha-LA-yim）i~;l'vWr>y l,a %;l'h a{l 

我們沒有站立在這座山上。                    `r'h'B（a-MAD-nu）Wn.d;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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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看更多的句子，從中明白它們的動詞用法： 

我站立在這國王面前。                `%,l,M;h yEn.pil（a-MAD-ti）yiT.d;m'[ yIn]a 

我們站立在這座山前。              `r'h'h yEn.pil（a-MAD-nu）Wn.d;m'[ Wn.x:n]a 

你今天坐在這隻牲畜上面。          `~AY;h h'meh.B;h l;[（ya-SHAV-ta） 'T.b;v"y 

這女人吃了餅。                                     `~,x,l h'Via'h h'l.k'a 

我們保守了從耶路撒冷到埃及的道路。  

（DE-rech）%,r,D（sha-MAR-nu）Wn.r;m'v （a-NACH-nu）Wn.x:n]a 

 `（le-mic-RA-yim）~Iy;r.cim.l（mi-ru-sha-LA-yim）i i~;l'vWryim 

他娶了一個少女為妻子。                           `h'Via.l h'r][:n x;q'l aWh 

這個句子若譯為「他拿一個少女到一個女人。」也不算錯誤，但經文用為娶妻。





7.6 完成式動詞的語意 

完成式動詞常用來表達已經發生的事情，如同英文的過去式。除此之外，完成式可以表

達一種常態的情況、品質、身體的或精神的情況或感覺，也可以表達此刻的行為。有時，

完成式在先知類型的話語中，表達一個雖然尚未發生，但是說話者已經確信必然會發生

的事情。 

以下經文都是以完成式表達的： 

「烏斯地有一個人」（一個人是在烏斯地）約伯記一章一節，在這個句子裡，動詞「是」

hyh 表達過去的事件。

「你的工作何其大，耶和華，你的心思極其深。」詩篇九十二篇第五節（希伯來聖經為

第六節），在這個句子裡，動詞「是大的」ldg 和「是深的」qm[均是表達耶和華常態

的情況。 

「我如今老了」創世記二十七章二節，在這個句子裡，動詞「是老的」!qz 是表達身體

的狀況。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以賽亞書四十章七節，在這個句子裡，動詞「枯乾」vby 和「凋

殘」lbn 都是表達大自然的常態。 

「我便指著自己起誓」創世記二十二章十六節，在這個句子裡，動詞「起誓」[bv 是表

達此刻的動作。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以賽亞書九章二節（希伯來聖經為第一節），在這

個句子裡，動詞「看見」har 表達尚未發生，但說話者確信會發生的事情。

「耶和華將他們交在我們手裡了」撒母耳記上十四章十節，在這個句子裡，動詞「交」

（給）!tn 是表達說話者確信將會發生的事情。

「我已將那地交在他手中了」士師記一章二節，在這個句子裡，動詞「交」（給）!tn 也

是表達在說話者（耶和華）已經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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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請翻譯下列的動詞

yiT.b;v"y 4. yiT.r;b'[ 3. yiT.r;k"z 2. yiT.k;l'h 1. 

'T.x;l'v 8. 'T.r;m'v 7. 'T.d;m'[ 6. 'T.k;l'm 5. 

r;b'[ 12. l;k'a 11. x;q'l 10. x;l'v 9. 

~,T.r;m]a 16. ~,T.x;l.v 15. ~,T.k;l]h 14. ~,T.[;m.v 13. 

Wn.[;m'v 20. Wn.x;q'l 19. Wn.r;m'a 18. Wn.l;k'a 17. 

Wk.l'm 24. Wr.b'[ 23. Wd.m'[ 22. Wk.l'h 21. 



練習二 請翻譯下列的動詞

~,T.k;l]h 4. yiT.k;l'h 3. Wk.l'h 2. %;l'h 1. 

'T.x;q'l 8. Wx.q'l 7. Wn.x;q'l 6. x;q'l 5. 

.T;[;m'v 12. W[.m'v 11. ~,T.[;m.v 10. [;m'v 9. 

h'l.k'a 16. Wl.k'a 15. yiT.l;k'a 14. l;k'a 13. 

'T.r;m'a 20. ~,T.r;m]a 19. Wr.m'a 18. r;m'a 17. 

yiT.b;v"y 24. Wn.b;v"y 23. Wb.v"y 22. b;v"y 21. 



練習三 請翻譯下列的句子

`tIy;B;B Wn.b;v"y Wn.x:n]a:w b'a'l Wn.[;m'v 1. 

`~Iy;r.cim l,a h'k.l'h ayih>w b'aAMim h'r.b'[ h'x'P.viM;h 2. 

`i~;l'vWryil ~yid'b][ Wx;l'v ~eh>w #,r'a'h l;[ Wk.l'm tAb'a'h 3. 

`~'v.l .T.k;l'h .T;a>w #,r'a'B r;[:n .T.r;k"z .T;a 4. 

`r'h'l %,r,D;B ~,T.k;l]h ~,T;a>w tIy;B;h !im ~,x,l ~,T.x;q.l ~,T;a 5. 

`ryi['B ~yiv"n]a yiT.r;k"z yIn]a:w ~yir'h,B %,r,D;h l;[ yiT.d;m'[ yIn]a 6. 

`~'v ~,T.b;v"y a{l>w ~AY;h ~Iy;r.cim l,a i~;l'vWryim ~,T.r;b][ ~,T;a 7. 

`#,r'a'h l;[ yiT.k;l'm yIn]a b'aAm.B ~yIn'B;h l,a ~'h'r.b;a r;m'a 8. 

                 `~yid'b]['h !im ~,x,l yiT.x;q'l a{l ~'['h l,a yiT.r;m'a yIn]a 9. 

`tAn'B ~,T.x;l'v ~,T;a>w dIw'd.l ~,T.[;m.v ~,T;a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