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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Gary Pratico                                        聖經希伯來文   課程介紹                                                                   希伯

     
 

課程要求 
 
一、需要的研讀 
你將會被要求為每一週的課程，研讀由G. Pratico以及M. Van Pelt所著的Basics of Biblical Hebrew: 
Grammar（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2001）中的某一章。（中譯本為《聖經希伯來文基礎》：
文法書） 
 
二、記憶 
你將會被要求記下精選的字形變化表，如同課程進度表與這本文法書中所指定的。你也會被要求記下
《聖經希伯來文基礎》：文法書中每一章字彙章節中的每一個標準形式字彙。 
 
三、完成作業簿的練習題 
所有在課程進度標中標註的練習題都需要完成。 
所有需要完成的練習題都可以在由G. Pratico以及M. Van Pelt所著的《聖經希伯來文基礎》：作業簿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2004）中找到。 
 
 
四、考試以及測驗 
這個課程將會有兩個必要的測驗以及兩個必要的考試。 
 
測驗一：內容包含這本文法書的第一章到第六章。 

 
 
期中考：內容包含第一章到第十章。 
 
測驗二：內容包含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 
 
 
期末考：內容包含第一章第十七章。 
 
你必須在期末考中得到C以上的成績，才能通過這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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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進度 

 
這是一個為期二十週的課程，內容含括《聖經希伯來文基礎》中的十七章。這個課程的作業、測驗與考
試的進度，涵蓋了完整的二十週，最後有多留一週來預備期末考試。 
 
這本文法書的一章各需要一週來上。在合理的變動範圍內，請嘗試建立符合每週的研讀進度。在每週的
開始，先仔細地讀過一整章，並且開始熟記需要記憶的表格與字彙。在這一整週內，請將這些需要記憶
的形式分段練習幾次（十到十五分鐘）。 
 
要有耐心。要精通這些表格以及字彙是需要花時間的。有些很快並且容易地就可以精通了；但是其他的
則比較困難而需要花更多時間。 
 
花較長的時間，做完你需要做的練習作業（一個小時或者更多）。在整週內安排一些時間來做這些練
習。在週末的時候做練習測驗，並且留些時間來研讀那些你在測驗中犯錯，明顯還不熟練的形式或文法
概念。預記你在每一章上將要花四個小時左右（或許還要更多一點）。這包含了上課的時間。每一章不
要花少於四個小時，並且預備花一小段時間來預習其他章。 

 
除非你已經十分精通這週的內容，不要進行下一章。在這本文法書中的每一章，在標準的字彙段落前面
都有一個摘要的段落。當你準備要進到下一章時，請複習這個摘要段落。假如你對某些事物的理解還不
太熟悉或確定，請在繼續進行下一章之前再複習那部分的內容討論。 
 
每章大多會有一個進深資料的段落。這些段落並不需要，除非它們被列在後面的作業進度表中。進深資
料的段落是為了那些可能想要在一個特定的主題上更進一步瞭解細節的人。 
 
除了聖經經文之外，有為這本文法書的所有練習題預備了作答指引。請不要在你一開始做練習題時就使
用作答指引。不要習慣依賴使用作答指引。要謹慎地使用它，並且是在你認真地做完練習題之後，為了
解答你自己的疑問才用。倚賴作答指引會阻礙你精通這個語言。 
 
 
現在你已經準備好要開始研讀希伯來文了。我們一開始假設你已經看過這本文法書以及作業簿，並且也
假設你為了未來的參考，已經注意到文法書後面四個主要的附錄。後面的作業進度表會帶你走過這本文
法書的前面十七章。這個課程的第二部分才會讀到第十八章到第三十六章。 
 
當你做過作業以及文法的進度表，你會注意到我們沒有仔細讀過第十一章（希伯來文數字）。第十一章
會當作參考的一章。此外，第十六章會花兩週的時間來上。第十六章是關於Qal未完成式的弱變化動詞。
這是特別長的一章，所以我們決定延長研讀它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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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主題 作業 

一 第一章：希伯來文字母 完成作業簿第一到第四頁的練習題。 
選擇的練習題：第五頁的翻譯。 
記憶希伯來文字母：你會需要寫出希伯來文的子音字母（章節
1.1）、字母（1.5）以及喉音字母（1.6）。你也會需要能夠立即
地辨認出這三類希伯來文字母的每個子音（名稱以及聲音）。 

二 第二章：希伯來文母音 完成作業簿第七到第九頁的練習題。 
記下每個希伯來母音以及它的發音、類型以及類別。你會需要用希
伯來文寫出2.3-2.6中所讀過的每個母音。 
你會需要能夠立即地辨認出上述每一類的希伯來文母音（名稱以及
聲音）。 
你也會需要能夠立即地辨認出2.11中短寫法的三個類型。 

三 第三章：分音節以及發音 完成作業簿第十一到第十三頁的練習題。 
請注意你只能從希伯來文來分音節，那就是說，要直接將希伯來文
單字分成音節。 
記下第三章中的字彙。 

四 第四章：希伯來文名詞 完成作業簿第十五到第十九頁的練習題。 
要特別注意進深的練習題：第一部份（除了十五到十七題）以及第
二部份。 
你需要用希伯來文寫出4.4中不同的名詞字尾。 
你要能夠以希伯來文辨認出4.7.5中陰性複數名詞字尾的短拼法。 
你要能夠以希伯來文寫出在4.8所讀過名詞的複數。 
記下第四章中的字彙。 

五 第五章：定冠詞與連結詞
Waw 

完成作業簿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三頁的練習題。 
你要能夠以希伯來文辨認出各種不同的定冠詞（5.2-5.5）以及連
接詞（5.7）的拼寫法。 
記下第五章中的字彙。 

六 第六章：希伯來文介系詞 完成作業簿第二十五到第二十八頁的練習題，除了用希伯來文寫的
部分以外。 
所有介系詞的作業只要做出辨認即可。 
你要能夠用希伯來文寫出限定的直接受詞記號（6.7）。 
記下第六章中的字彙。 

七 第七章：希伯來文形容詞 完成以下作業簿的練習題： 
第二十九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二十題）。 
第三十頁的翻譯（第一到第十五題） 
第三十一到三十二頁的字尾變化（第一到第三、第七到第九題） 
第三十二頁到第三十三頁的聖經翻譯（第一到第十四題） 

你要能夠用希伯來文寫出形容詞的字尾變化（7.2）以及你在7.10
中所讀過形容詞的各種不同形式。 
你要能夠辨認出形容詞的各種不同用法（7.4）也要能夠認出名詞
的指向性字尾（7.6）。 
記下第七章中的字彙。 
預備第一次的測驗。 

 進行測驗一 測驗一的內容包含第一章到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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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見課程大綱 

八 第八章：希伯來文代名詞 記下獨立人稱代名詞以及指示代名詞與形容詞的變化表（8.3以及
8.6）。 
完成以下的作業簿練習題： 
第三十五頁的翻譯一（第一到第十題）。 
第三十六頁的翻譯二（第一到第十題） 
第三十六到三十七頁的翻譯三（第一到第五題） 
第三十七頁的聖經翻譯（第一到第七題） 

你要能夠用希伯來文寫出獨立人稱代名詞的變化表（8.3）以及指
定詞的變化表（8.6）。 
你要能夠辨認與識別出在本章所讀到代名詞的各種不同用法。 
記下第八章中的字彙。 

九 第九章：希伯來文人稱代
名詞字尾 

完成以下的作業簿練習題： 
第三十九到四十二頁的翻譯與識別一（第一到第十五題）。 
第四十三頁到第四十四頁的翻譯與識別二（只要做奇數題） 
第四十五到四十六頁的翻譯與識別三（只要做奇數題） 
第四十七頁的聖經翻譯（第三、第五題） 

本章中所有的內容只要能辨認出來即可。 
請細心地注意9.2、9.3、 9.4、 9.6以及 9.10中的變化表。其他的
也很重要，但是這五個是本章的精華。 
記下第九章中的字彙。 

十 第十章：希伯來文組合附
屬詞 

完成以下作業簿的練習題： 
第四十九到第五十頁的翻譯（第一到第二十五題）。 
第五十一到第五十二頁的聖經翻譯（第一到第十二題） 
第五十三到第五十四頁的附屬組合詞一（只要做偶數題）。 
第五十五頁的附屬組合詞二（自由選擇） 

你要能夠用希伯來文寫出在10.5中所讀到名詞的附屬形式。這是一
個很長的段落，必須要仔細地研讀。 
記下第十章中的字彙。 

十一 用功預備並進行期中考 期中考的範圍涵蓋第一到第十章 
詳情請見課程大綱 

十二 第十二章：希伯來文動詞
導論 

完成作業簿第五十九到第六十二頁的練習題，閱讀作業簿第六十三
道第六十六頁的「如何選擇以及使用一本希伯來文字典」。 
這一章，你不需要用希伯來文寫出什麼，但是你要確實知道如何正
確地拼出12.6中衍生字幹的名稱。 
記下第十一以及第十二章中的字彙。 

十三 第十三章：Qal完成式—強
變化動詞 

完成以下作業簿的練習題： 
第六十七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十題）。 
第六十八頁的翻譯（第一到第十題） 
第六十九到第七十頁的聖經翻譯（第一到第二題、第四到第六

題） 
第七十一頁的字尾變化（第一到第十題） 

你要能夠用希伯來文寫出13.5以及13.7中的變化表與字尾構形。其
他的只要辨認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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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下第十三章中的字彙。 

十四 第十四章：Qal完成式—弱
變化動詞 

完成作業簿14a中的練習題： 
第七十三到第七十四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二十題）。 
第七十四到第七十五頁的翻譯（只要做奇數題） 
第七十六頁的聖經翻譯（第一、三、四題） 
第七十八到第七十九頁的動詞字尾變化（第一到第二十五題） 

完成作業簿14b中的練習題： 
第八十一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十五題）。 
第八十三到第八十四頁的聖經翻譯（第一、四題） 

你要能夠用希伯來文寫出以下段落中的變化表：14.2、14.4、
14.6、14.8以及14.12。字首構形。其他的變化表包含14.18中的，
只要辨認出即可。 
記下第十四章中的字彙。 

十五 第十五章：Qal未完成式—
強變化動詞 

完成以下的作業簿練習題： 
第八十九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十五題）。 
第九十到九十一頁的翻譯（只要做奇數題） 
第九十一到第九十二頁的聖經翻譯（第一到第三題、第九題） 
第九十二到第九十三頁的字尾變化（第一到第十五題） 

你要能夠用希伯來文寫出15.3以及15.5中的變化表與字尾構形。其
他的只要辨認出即可。 
記下第十五章中的字彙。 

十六 第十六章：Qal未完成式—
弱變化動詞（一） 

完成作業簿16a中的練習題： 
第九十五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十題） 
第九十六頁的翻譯（第一到第十題） 
第九十八到第九十九頁的聖經翻譯（第八到第十題） 

完成作業簿16b中的練習題： 
第一○一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十題）。 
第一○二頁的翻譯（第一到第五題） 
第一○四頁的聖經翻譯（第七、十題） 

你要能夠用希伯來文寫出以下段落中的變化表：16.2、16.4、
16.6、16.8、16.14以及16.16。其他包含16.18中所有的變化表，
只要辨認出即可。 
記下第十六章中的字彙。 
用功準備測業二。 

 進行測驗二 測驗二的範圍涵蓋第十二到第十五章 
詳情請見課程大綱 

十七 第十六章：Qal未完成式—
弱變化動詞（二） 

完成作業簿16c中的練習題： 
第一○七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十五題） 
第一○八頁的翻譯（第一到第五題） 
第一○九頁的聖經翻譯（第一、三、四題） 

完成作業簿16d中的練習題： 
第一一一到第一一二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十五題）。 
第一一三到第一一四頁的聖經翻譯（第二、五題） 

完成作業簿16e中的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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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五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十五題） 
第一一六頁的聖經翻譯（第一到第三題） 

完成作業簿16f中的練習題： 
第一一九到第一二○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十五題）。 

記下第十六章中的字彙。 

十八 第十七章：反轉性Waw 完成以下的作業簿練習題： 
第一二五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十題）。 
第一二六到第一二八頁的聖經翻譯（第一到第三題、第十、十

一、十三題） 
第一三○頁的詞性分析（第一到第十題） 
第一三一頁的聖經翻譯（第二到第三題） 

記下第十七章中的字彙。 
本課中的所有內容只要辨認出即可。 

十九 複習第一章到第十七章 複習所有要求做的作業。 
研讀所有動詞與非動詞的變化表，直到能用希伯來文寫出。 
複習第三章到第十七章中的字彙。 
複習你曾經學過的觀念。 

二十 進行期末考 期末考的範圍涵蓋第一章到第十七章，包括第三章到第十七章中
的字彙。 
詳情請見課程大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