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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圣经是犹太人的文献典籍，成书前后历时一千五百多年。圣经是
由四十位不同的作者，在神的感动下，以当时通用的文字、语法
书写而成的。圣经包含两个部分：旧约和新约。旧约（39 书卷）
主要是用希伯来语写的，新约（27 书卷）则是用希腊语写的。
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依据，我们需要认真、仔细地研读，好使我
们的信仰能有根有基地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随着华人教会的发
展，近数十年来已有许多圣经汉语译本诞生，但至今最普及的仍
然是和合本。
为帮助信徒能更正确及有效地明白圣经，我们特意制作了一部附
带原文编号的和合本电子版圣经。这部电子版圣经做了以下的修
订：
1 希伯来文圣经（旧约）中的神的名字是 （יהוהYHWH），原文
编号是 H3068（例：创 2:4）(H3069 是同字的变化型)。
YHWH 的正确读音为 Yahweh（雅伟）。和合本当年采用了错
误的英语音译 Jehovah（耶和华），本修订版采用现今学者公
认更正确的音译：雅伟。

神的名字的缩写形式是 （יהYah，原文编号 H3050），也一律
修订为＂雅伟 H3050＂（例：出 15:2）。
2 原文含＂雅伟＂一字，却在和合本中未被译出，现以灰字 H0 及[ ]
修正。例：我 H0 [雅伟 H3068]（原文含＂雅伟＂一 字，并无＂
我＂字，参看出 24:1）。
3 新约年代的犹太人因为避讳直称神的名字，就以＂主 G2962＂字
来代替神的名字。但希腊语＂主＂字用途广泛，除了指主雅伟
神，也可指主耶稣，亦可指奴隶的主人或位高权重的人。这就
导致了信徒无法区分主（耶稣）和神（雅伟），甚至产生将两
者混为一谈的乱象。故此，本修订版做了以下的修正：
 凡以＂主 G2962＂意指雅伟的，现修订为＂主 G2962[雅伟]＂
（例：太 1:22）。
 以＂主 G2962＂称呼耶稣的，除直接称＂主耶稣＂外（例：可
16:19），都一律修订为＂主* G2962＂（例：太 7:21）。
 但凡指基督的＂主 G2962＂，都修订为＂主# G2962＂（例：太
22:43, 44, 45）。
 若文意不明显，无法明确区分，可指主雅伟神或主耶稣，则
不加标示（例：太 21:3）。
 无原文支持的＂主＂字，则标示为灰字 ＂主 G0＂（例：太
2:12, 22）。
 若指人、主人、财主等，则不加标示（例：太 6:24；
10:24）。
4 和合本 1919 年出版，参考了 1885 出版的英语译本 Revised
Version（简称 RV，或称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ERV】），并以当时最新编辑的 Westcott-Hort 1881（简称
WH）作为翻译新约的希腊语文本（text type）。
英语钦译本（King James Version，KJV 1611）是采用了＂公
认文本＂（Textus Receptus TR 1550、Beza 1588 等，简称

TR）作为翻译新约的希腊语文本。WH 和 TR 是属于不同体系
的希腊语文本，两者有出入和差异是在所难免的。简单地说，
WH 与 TR 是文本编者根据不同的希腊语手抄本辑录而成的
（已知的希腊语手抄本共有 5800 本之多）。
WH 与 TR 的差异，导致和合本与钦译本产生诸多的差异。现
今网上所流传附带着原文编号的和合本新约，都是直接把英语
钦译本的编号导入其中，并没有经过全面校对，结果导致多处
文字与编号不能吻合。所以网上流传的版本是不适合用来作严
谨的词字查考（word study）之用。
WH 是当今最可靠的 Nestle-Aland（NA28）2012 文本的前
身，可说是已经功成身退，但因为它跟和合本的关系密切，应
给予重视。我们现在提供的附带原文编号、文法编码的和合
本，就是参照 WH 修订的。希望这个修订版本能为大家提供一
个可靠的原文和翻译的对照，并借用原文编号作为词字查考的
查经平台，以补充汉语翻译上的缺欠。
至于旧约，我们是以 Westminster Leningrad Codex（LC）作
为修订的参考。
原文编号是源自史特朗（James Strong）1890 年出版的《史
特朗经文汇编》。史特朗按原文字根逐字排序，并配上编号：
希伯来语由 H1-H8674，希腊语由 G1-G5624。之后有学者再
附加 H8675-H8853 及 G5625-G5942 作为原文动词的文法分
析（Tense Voice & Mood【TVM】）编码。
5 鉴于中文与圣经原文上存有文法差异，许多原文无法翻译出
来，有些则被意译，这些原文编号现以( )标示（例：太 4:13
拿撒勒(G3588) G3478 ）。
没有原文编号的中文词字，是中文圣经译者在翻译时为了使文
意通顺而加上的。
6 凡指女性的，及拟人化下的＂他＂一律改为＂她＂字（例：太
1:19）。

7 凡不是指人的，一律采用＂它＂字（例：太 5:13）。
8 本 2019 修订目前发布三套电子书(pdf)：
 纯文字：
旧、新约汉英对照：和合本(雅伟版)对照英语 Lexham
English Bible © 2012（LEB）；
LEB 经文中含有大量翻译资料，以 {Note: …}显示；其中为使文
意通顺而加上的词字，他们以[

]显示。

汉语方面我们并没有对和合本进行修订删改，唯对相关雅
伟名字若需补充注明，会以灰字或[ ] 显示 (例：代上
29:21）。
 附原文编号（1）：
新约 汉语/希腊语对照：和合本(雅伟版) 对照希腊语
Westcott-Hort (WH)。
旧约 汉语/希伯来语对照：和合本(雅伟版) 对照希伯来语
Leningrad Codex (LC)。
都附带原文编号、原文编码以作比较。
 附原文编号（2）:
和合本(雅伟版) 对照英语 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 2009 (HCSB)。
HCSB 也在经文中含带大量翻译资料。处理方式与上述
LEB 相同。
9 我们提供 LEB 及 HCSB 有 3 个因素：
(1)

它们都是近代英语版本；新约都是采用最近期编纂的希腊文
版本，与 WH 属同一文本。LEB 采用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SBL edition (SBLGNT)，HSCB 采用 the 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27 edition (NA27)。

(2)

二者都在旧约文中采用 Yahweh(雅伟)。使用数量分别是
LEB--5776 节， HCSB--451 节，对比雅伟版--5929 节。使
用的数量不同，反映出翻译原则上的差异。这是近代英语圣
经重要出版商所开的先河。显示出教会意识到圣经应把神的
名字阐明的重要性。

(3)

经文中含带大量翻译、串珠资料，我们提供只作参考用途，
并不代表我们认同他们的立场或意见。读者需要细心思考。

若有反馈或发现错误，请电邮 yahwehdehua@gmail.com。特此感谢
曾参与文字校对、提供计算机技术支持的弟兄姐妹及众同工。

孙树民
2019 年 6 月 1 日

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诗 119: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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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底亚 H5662 得了(H136) 雅伟 H3068 的默示
H2377
。论 H3541 以东 H123 说 H559 ：我从(H853)
雅伟 H3069 那里听见 H8085 信息 H8052 ，并有
使者 H6735 被差 H7971 往列国 H1471 去，说：
“起来 H6965 吧，一同起来 H6965 与以东争战
H5921 H4421
！”

The visionH2377 of ObadiahH5662 .This
is whatH3541 the LordH136 YahwehH3069
has saidH559 about EdomH123 : We
have heardH8085 a message fromH4480
H854
YahwehH3068 ; an envoyH6735 has
been sentH7971 among the
nationsH1471 : “Rise upH6965 , and let us
goH6965 to warH4421 againstH5921 her .”

2

(H2009)

我使 H5414 你 H859 以东在列国中 H1471
为最小的 H6996 ，被人大大 H3966 藐视 H959 。

LookH2009 , I will makeH5414 you
insignificantH6996 among the
nationsH1471 ; youH859 will be
deeplyH3966 despisedH959 .

3

住在 H7931 山 H5553 穴中 H2288 、居所在 H7674
高处的啊 H4791 ，你因狂傲 H2087 自欺 H3820
H5377
，心里 H3820 说 H559 ：“谁 H4310 能将
我拉下 H3381 地 H776 去呢？”

Your arrogantH2087 heartH3820 has
deceivedH5377 you , you who liveH7931
in cleftsH2288 of the rockH5553 in your
homeH7675 on the heightsH4791 , who
sayH559 to yourselfH3820 , “WhoH4310 can
bring me downH3381 to the
groundH776 ? ”

4

你虽 H518 如大鹰 H5404 高飞 H1361 ，(H518) 在
星宿 H3556 之间 H996 搭 H7760 窝 H7064 ，我必
从那里 H8033 拉下你来 H3381 。这是雅伟 H3068
说的 H5002 。

ThoughH518 you seem to soarH1361 like
an eagleH5404 and makeH7760 your
nestH7064 amongH996 the starsH3556 ,
even fromH4480 thereH8033 I will bring
you downH3381 . This is the Lord ’s
declaration.

5

盗贼 H1590 若 H518 来 H935 在你那里，或 H518
强盗 H7703 夜间 H3915 而来，（你何竟 H349 被
剪除 H1820 ）岂不 H3808 偷窃 H1589 直到够了
H1767
呢？摘葡萄的 H1219 若到 H518 来 H935 你
那里，岂不 H3808 剩下些 H7604 葡萄 H5955
呢？

IfH518 thievesH1590 cameH935 to you ,
ifH518 maraudersH7703 by nightH3915 —
howH349 ravagedH1820 you would be! —
wouldn’t they stealH1589 only what they
wantedH1767 ? IfH518 grape pickersH1219
cameH935 to you , wouldn’t they
leaveH7604 some grapesH5955 ?

6

以扫 H6215 的隐密处何竟 H349 被搜寻 H2664 ？
他隐藏的宝物 H4710 何竟被查出 H1158 ？

HowH349 EsauH6215 will be
pillagedH2664 , his hidden
treasuresH4710 searched outH1158 !

7

与你结盟 H1285 的(H582) 都 H3605 送你上路
H7971
，直到 H5704 交界 H1366 ；与你和好
H7965
的(H582) 欺骗你 H5377 ，且胜过 H3201
你；与你一同吃饭的 H3899 设下 H7760 网罗
H4204
陷害你 H8478 ；在你心里毫无 H369 聪明
H8394
。

EveryoneH3605 H376 who has a treaty
with you will driveH7971 you toH5704 the
borderH1366 ; everyoneH376 at
peaceH7965 with you will deceiveH5377
and conquerH3201 you . Those who eat
your breadH3899 will setH7760 a trap
forH8478 you . He will be unawareH369
H8394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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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雅伟 H3068 说 H5002 ：到那 H1931 日 H3117 ，我
岂不 H3808 从以东 H123 除灭 H6 智慧人
H2450
？从以扫 H6215 山 H2022 除灭聪明人
H8394
？

In thatH1931 dayH3117 — this is the
Lord ’s declaration — will I notH3808
eliminateH6 the wiseH2450 ones ofH4480
EdomH123 and those who
understandH8394 fromH4480 the hill
countryH2022 of EsauH6215 ?

9

提幔哪 H8487 ，你的勇士 H1368 必惊惶
H2865
，甚至 H4616 以扫 H6215 山 H2022 的人
H376
都被杀戮 H6993 剪除 H3772 。

TemanH8487 , your warriorsH1368 will be
terrifiedH2865 so thatH4616 everyoneH376
fromH4480 the hill countryH2022 of
EsauH6215 will be destroyedH3772
byH4480 slaughterH6993 .

H251
雅各 H3290 行强暴 H2555 ，羞
10 因你向兄弟
愧 H955 必遮盖你 H3680 ，你也必永远 H5769 断
绝 H3772 。

You will be coveredH3680 with
shameH955 and destroyedH3772 forever
H5769
because ofH4480 violenceH2555
done to your brotherH251 JacobH3290 .

(H3117)
外人 H2114 掳掠 H7617 雅各的财物
11 当
H2428
，外邦人 H5237 进入 H935 他的城门
H8179
，为 H5921 耶路撒冷 H3389 拈 H3032 阄
H1486
的日子 H3117 ，你 H859 竟 H1571 站 H5975
在一旁 H5048 ，像与他们 H1992 同伙 H259 。

On the dayH3117 you stoodH5975
aloofH4480 H5048 , on the dayH3117
strangersH2114 capturedH7617 his
wealthH2428 , while foreignersH5237
enteredH935 his city gateH8179 and
castH3032 lotsH1486 forH5921
JerusalemH3389 , youH859 were just like
oneH259 ofH4480 them .

H251
遭难 H5237 的日子 H3117 ，你不当
12 你兄弟
H408
瞪眼看着 H7200 (H3117) ；犹大 H3063 人
H1121
被灭 H6 的日子 H3117 ，你不当 H408 因
此欢乐 H8055 ；他们遭难 H6869 的日子
H3117
，你不当 H408 说狂傲 H1431 的话
H6310
。

Do notH408 gloatH7200 over your
brotherH251 in the dayH3117 of his
calamityH5235 ; do notH408 rejoiceH8055
over the peopleH1121 of JudahH3063 in
the dayH3117 of their destructionH6 ; do
notH408 boastfully mockH1431 H6310 in the
dayH3117 of distressH6869 .

H5971
遭灾 H343 的日子 H3117 ，你不当
13 我民
H408
进 H935 他们的城门 H8179 ；他们遭灾
H343
的日子 H3117 ，(H1571) 你 H859 不当 H408
瞪眼看着 H7200 他们受苦 H7451 ；他们遭灾
H343
的日子 H3117 ，你不当 H408 伸手抢 H7971
他们的财物 H2428 ；

Do notH408 enterH935 my people’s city
gate in the dayH3117 of their
disasterH343 . YesH1571 , youH859 — do
notH408 gloatH7200 over their miseryH7451
in the dayH3117 of their disasterH343 ,
and do notH408 appropriateH7971 their
possessionsH2428 in the dayH3117 of
their disasterH343 .

H408
站 H5975 在 H5921 岔路口 H6563 剪
14 你不当
除 H3772 (H853) 他们中间逃脱的 H6412 ；他们遭
难 H6869 的日子 H3117 ，你不当 H408 将他们剩
下的人 H8300 交付 H5462 仇敌。

Do notH408 standH5975 atH5921 the
crossroadsH6563 to cut offH3772 their
fugitivesH6412 , and do notH408 hand
overH5462 their survivorsH8300 in the
dayH3117 of distressH6869 .

15

(H3588)

雅伟 H3068 降罚的日子 H3117 临近 H7138
(H5921)
万 H3605 国 H1471 。你怎样 H834 行
H6213
，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H6213 ；你的报应
H1576
必归 H7725 到你头上 H7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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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H3588 the dayH3117 of YahwehH3068 is
nearH7138 , againstH5921 allH3605 the
nationsH1471 . As H834 you have
doneH6213 , it will be doneH6213 to you ;
what you deserveH1576 will returnH7725
on your own headH7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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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3588)

你们犹大人在 H5921 我圣 H6944 山 H2022
怎样 H834 喝了 H8354 苦杯，万 H3605 国 H1471
也必照样常常地 H8548 喝 H8354 ；且喝 H8354
且咽 H3886 ，他们就归于 H1961 无 H3808 有
H1961
。

As H834 you have drunkH8354 onH5921 my
holyH6944 mountainH2022 , so allH3605 the
nationsH1471 will drinkH8354
continuallyH8548 . They will drinkH8354
and gulp downH3216 and beH1961 as
though they had neverH3808 beenH1961 .

H6726
山 H2022 必有 H1961 逃脱的人
17 在锡安
H6413
，那山也必成 H1961 圣 H6944 ；雅各
H3290
家 H1004 必得 H3423 (H853) 原有的产业
H4180
。

But there will beH1961 a deliverance on
MountH2022 ZionH6726 , and it will
beH1961 holyH6944 ; the houseH1004 of
JacobH3290 will dispossessH3423 those
who dispossessedH4180 them .

H3290
家 H1004 必成为 H1961 大火 H784 ；
18 雅各
约瑟 H3130 家 H1004 必为火焰 H3852 ；以扫
H6215
家 H1004 必如碎秸 H7179 ；火必将他烧着
H1814
吞灭 H398 。以扫 H6215 家 H1004 必无
H3808 H1961
余剩的 H8300 。这是 H3588 雅伟
H3068
说的 H1696 。

Then the houseH1004 of JacobH3290 will
beH1961 a blazing fire, and the
houseH1004 of JosephH3130 , a burning
flame, but the houseH1004 of EsauH6215
will be stubbleH7179 ; Jacob will set
them on fireH784 and consumeH398
Edom . Therefore noH3808 survivorH8300
will remainH1961 of the houseH1004 of
EsauH6215 , forH3588 YahwehH3068 has
spokenH1696 .

H5045
的人必得 H3423 (H853) 以扫 H6215 山
19 南地
H2022
；高原 H8219 的人必得(H853) 非利士 H6430
地，也得 H3423 (H853) 以法莲 H669 地 H7704 和
(H853)
撒玛利亚 H8111 地 H7704 ；便雅悯人
H1144
必得(H853) 基列 H1568 。

People from the NegevH5045 will
possessH3423 the hill countryH2022 of
EsauH6215 ; those from the Judean
foothillsH8219 will possess the land of
the PhilistinesH6430 . They will
possessH3423 the territoriesH7704 of
EphraimH669 and SamariaH8111 , while
BenjaminH1144 will possess
GileadH1568 .

20

(H834)

在迦南人 H3669 中被掳的 H1546 以色列
H3478
众 H2426 (H2088) 人 H1121 必得地直到
H5704
撒勒法 H6886 ；(H834) 在西法拉 H5614 中
被掳的 H1546 耶路撒冷人 H3389 必得 H3423
(H853)
南地 H5045 的城邑 H5892 。

H3467
上到 H5927 锡安 H6726 山
21 必有拯救者
H2022
，审判 H8199 (H853) 以扫 H6215 山
H2022
；国度 H4410 就归 H1961 雅伟 H3068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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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ilesH1546 of the IsraelitesH1121
H3478
who are in Halah and whoH834
are among the CanaanitesH3669 as far
asH5704 ZarephathH6886 as well as the
exilesH1546 of JerusalemH3389 whoH834
are in SepharadH5614 will possessH3423
the citiesH5892 of the NegevH5045 .
SaviorsH3467 will ascendH5927
MountH2022 ZionH6726 to rule overH8199
the hill countryH2022 of EsauH6215 , but
the kingdomH4410 will beH1961 the
Lor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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