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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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该书
第1章
1

大利乌 H1867 王 H4428 第二 H8147 年 H8141 六
H8345
月 H2320 初 H2320 一 H259 日 H3117 ，
(H1961)
雅伟 H3068 的话 H1697 借 H3027 先知
H5030
哈该 H2292 ，向 H413 犹大 H3063 省长
H6346
撒拉铁 H7597 的儿子 H1121 所罗巴伯
H2216
和(H413) 约撒答 H3087 的儿子 H1121 大
H1419
祭司 H3548 约书亚 H3091 说 H559 ：

In the secondH8147 yearH8141 of
KingH4428 DariusH1867 , on the firstH259
dayH3117 of the sixthH8345 monthH2320 ,
the wordH1697 of YahwehH3068
cameH1961 through H3027 the
prophetH5030 HaggaiH2292 toH413
ZerubbabelH2216 sonH1121 of
ShealtielH7597 , the governorH6346 of
JudahH3063 , and toH413 JoshuaH3091
sonH1121 of JehozadakH3087 , the
highH1419 priestH3548 :

2

万军之 H6635 雅伟 H3068 如此 H3541 说 H559
(H559)
：‚这 H2088 百姓 H5971 说 H559 ，建造
H1129
雅伟 H3068 殿 H1004 的时候 H6256 尚未
H3808 (H6256)
来到 H935 。‛

“YahwehH3068 of ArmiesH6635 saysH559
thisH3541 : TheseH2088 peopleH5971
sayH559 : The timeH6256 has notH3808
comeH935 for the houseH1004 of
YahwehH3068 to be rebuiltH1129 .”

3

(H1961)

那时雅伟 H3068 的话 H1697 临到(H3027)
H5030
先知
哈该 H2292 说 H559 ：

The wordH1697 of YahwehH3068
cameH1961 through H3027 the
prophetH5030 HaggaiH2292 :

4

‚这 H2088 殿 H1004 仍然荒凉 H2720 ，(H6256)
你们自己 H859 还住 H3427 天花板 H5603 的房屋
H1004
吗？

“Is it a timeH6256 for you yourselvesH859
to liveH3427 in your paneledH5603
housesH1004 , while thisH2088 houseH1004
lies in ruinsH2720 ? ”

5

现在 H6258 万军之 H6635 雅伟 H3068 如此 H3541
说 H559 ：你们要省察 H7760 H3824 (H5921) 自己
的行为 H1870 。

NowH6258 , YahwehH3068 of ArmiesH6635
saysH559 thisH3541 : “Think carefullyH7760
H3824
aboutH5921 your waysH1870 :

6

你们撒的 H2232 种多 H7235 ，收的 H935 却少
H4592
；你们吃 H398 ，却不 H369 得饱 H7654 ；
喝 H8354 ，却不 H369 得足 H7937 ；穿 H3847 衣
服，却不 H369 得暖 H2527 ；得工钱的 H7936 ，
将工钱 H7936 装在 H413 破漏的 H5344 囊中
H6872
。‛

You have plantedH2232 muchH7235 but
harvestedH935 littleH4592 . You eatH398
but neverH369 have enough to be
satisfiedH7654 . You drinkH8354 but
neverH369 have enough to be
happyH7937 . You put on clothesH3847
but neverH369 have enough to get
warmH2552 . The wage earnerH7936 puts
his wagesH7936 intoH413 a bagH6872 with
a hole in it.”

7

万军之 H6635 雅伟 H3068 如此 H3541 说 H559 ：
‚你们要省察 H7760 H3824 (H5921) 自己的行为
H1870
。

YahwehH3068 of ArmiesH6635 saysH559
thisH3541 : “Think carefullyH7760 H3824
aboutH5921 your waysH18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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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们要上 H5927 山 H2022 取 H935 木料 H6086 ，
建造 H1129 这殿 H1004 ，我就因此喜乐
H7521
，且得荣耀 H3513 。这是雅伟 H3068 说
H559
的。

Go upH5927 into the hillsH2022 , bring
downH935 lumberH6086 , and buildH1129
the houseH1004 ; and I will be
pleasedH7521 with it and be
glorifiedH3513 ,” saysH559 YahwehH3068 .

9

你们盼望 H6437 (H413) 多得 H7235 ，(H2009) 所得
的却少 H4592 ；你们收到 H935 家中 H1004 ，我
就吹去 H5301 。这是为 H3282 什么 H4100 呢？
因为 H3282 我的殿 H1004 (H834) (H1931) 荒凉
H2720
，你们 H859 各人 H376 却顾〔原文是奔
H7323
〕自己的房屋 H1004 。这是万军之 H6635
H3068
雅伟
说的 H5002 。

“You expectedH6437 muchH7235 , but
thenH2009 it amounted to littleH4592 .
When you broughtH935 the harvest to
your houseH1004 , I ruinedH5301 it .
WhyH3282 H4100 ? ” This is the
declarationH5002 of YahwehH3068 of
ArmiesH6635 . “BecauseH3282 my
houseH1004 still lies in ruinsH2720 , while
eachH376 of youH859 is busyH7323 with
his own houseH1004 .

H5921 H3651
为你们的缘故 H5921 ，天
10 所以
H8064
就不降 H3607 甘露 H2919 ，地 H776 也不
出 H3607 土产 H2981 。

SoH5921 H3651 on your accountH5921 , the
skiesH8064 have withheldH3607 the
dewH2919 and the landH776 its
cropsH2981 .

H7121
干旱 H2721 临到 H5921 地土 H776 、
11 我命
(H5921)
山冈 H2022 、(H5921) 五谷 H1715 、(H5921)
新酒 H8492 和(H5921) 油 H3323 ，(H5921) 并地上
H127
的(H834) 出产 H3318 、(H5921) 人民 H120 、
(H5921)
牲畜 H929 ，(H5921) 以及人手 H3709 一切
H3605
劳碌得来的 H3018 。‛

I have summonedH7121 a drought
onH5921 the fieldsH776 and the hillsH2022 ,
onH5921 the grainH1715 , new wineH8492 ,
fresh oilH3323 , and whateverH834 the
groundH127 yieldsH3318 , onH5921
manH120 and animalH929 , and onH5921
allH3605 that your handsH3709
produceH3018 .”

H7597
的儿子 H1121 所罗巴伯
12 那时，撒拉铁
H2216
H3087
和约撒答
的儿子 H1121 大 H1419 祭
司 H3548 约书亚 H3091 ，并(H3605) 剩下的 H7611
百姓 H5971 ，都听从 H8085 雅伟 H3068 他们神
H430
的话 H6963 和(H5921) 先知 H5030 哈该 H2292
奉雅伟 H3068 他们神 H430 差来 H7971 所 H834
说的话 H1697 ；百姓 H5971 也在雅伟 H3068 面
前 H6440 存敬畏 H3372 的心。

Then ZerubbabelH2216 sonH1121 of
ShealtielH7597 , the highH1419 priestH3548
JoshuaH3091 sonH1121 of
JehozadakH3087 , and the entireH3605
remnantH7611 of the peopleH5971
obeyedH8085 YahwehH3068 their GodH430
and the wordsH1697 of the prophetH5030
HaggaiH2292 , because H834
YahwehH3068 their GodH430 had
sentH7971 him . So the peopleH5971
fearedH3372 YahwehH3068 .

H3068
的使者 H4397 哈该 H2292 奉雅伟
13 雅伟
H3068
差遣 H4400 (H559) 对百姓 H5971 说 H559 ，
‚雅伟 H3068 说 H5002 ：我 H589 与你们 H854
同在。‛

Then HaggaiH2292 , the Lord ‟s
messengerH4397 , deliveredH559 the
Lord ‟s messageH4400 to the
peopleH5971 : “IH589 am withH854 you —
this is the Lord ‟s declarationH5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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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068
激动 H5782 (H853) (H7307) 犹大 H3063
14 雅伟
省长 H6346 撒拉铁 H7597 的儿子 H1121 所罗巴
伯 H2216 和(H853) (H7307) 约撒答 H3087 的儿子
H1121
大 H1419 祭司 H3548 约书亚 H3091 ，并
(H853) (H3605)
剩下之 H7611 百姓 H5971 的心
H7307
，他们就来 H935 为万军之 H6635 雅伟
H3068
他们神 H430 的殿 H1004 做 H6213 工
H4399
。

YahwehH3068 rousedH5782 the spiritH7307
of ZerubbabelH2216 sonH1121 of
ShealtielH7597 , governorH6346 of
JudahH3063 , the spiritH7307 of the
highH1419 priestH3548 JoshuaH3091
sonH1121 of JehozadakH3087 , and the
spiritH7307 of allH3605 the remnantH7611
of the peopleH5971 . They beganH935
workH6213 H4399 on the houseH1004 of
YahwehH3068 of ArmiesH6635 , their
GodH430 ,

H1867
王 H4428 第二 H8147 年
15 这是在大利乌
H8141
六 H8345 月 H2320 二十 H6242 四 H702 日
H3117
。

on the twenty-fourthH6242 H702 dayH3117
of the sixthH8345 monthH2320 , in the
secondH8147 yearH8141 of KingH4428
DariusH1867 .

第2章
1

七 H7637 月 H2320 二十 H6242 一 H259 日，(H1961)
雅伟 H3068 的话 H1697 临到 H3027 先知 H5030 哈
该 H2292 说 H559 ：

On the twenty-firstH6242 H259 day of the
seventhH7637 monthH2320 , the
wordH1697 of YahwehH3068 cameH1961
through H3027 the prophetH5030
HaggaiH2292 :

2

‚你要 H4994 晓谕 H559 (H413) 犹大 H3063 省长
H6346
撒拉铁 H7597 的儿子 H1121 所罗巴伯
H2216
和(H413) 约撒答 H3087 的儿子 H1121 大
H1419
祭司 H3548 约书亚 H3091 ，并(H413) 剩下
H7611
的
百姓 H5971 ，说 H559 ：

“SpeakH559 toH413 ZerubbabelH2216
sonH1121 of ShealtielH7597 ,
governorH6346 of JudahH3063 , toH413 the
highH1419 priestH3548 JoshuaH3091
sonH1121 of JehozadakH3087 , and toH413
the remnantH7611 of the peopleH5971 :

3

‘你们中间存留的 H7604 ，(H834) 有谁 H4310 见
过 H7200 这 H2088 殿(H853) H1004 从前 H7223 的
荣耀 H3519 呢？现在 H6258 你们 H859 看着
H7200 (H853)
如何 H4100 ？岂不 H3808 在眼中
H5869
看如 H3644 无有 H369 吗？’ ‛

„WhoH4310 is leftH7604 among you
whoH834 sawH7200 thisH2088 houseH1004
in its formerH7223 gloryH3519 ? HowH4100
does it lookH7200 to youH859 nowH6258 ?
Doesn‟t it seem H5869 to you like
nothingH369 by comparison?

4

雅伟 H3068 说 H5002 ：‚所罗巴伯 H2216 啊，
虽然如此(H6258) ，你当刚强 H2388 ！约撒答
H3087
的儿子 H1121 大 H1419 祭司 H3548 约书亚
H3091
啊，你也当刚强 H2388 ！这地 H776 的百
姓 H5971 ，〔原文有‚雅伟(H3068) 说
(H5002)
，‛〕你们都 H3605 当刚强 H2388 作工
H6213
，因为 H3588 我 H589 与你们 H854 同在。
这是万军之 H6635 雅伟 H3068 说的 H5002 。

Even soH6258 , be strongH2388 ,
ZerubbabelH2216 — this is
YahwehH3068 ‟s declarationH5002 . Be
strongH2388 , JoshuaH3091 sonH1121 of
JehozadakH3087 , highH1419 priestH3548 .
Be strongH2388 , allH3605 you
peopleH5971 of the landH776 — this is
the Lord ‟s declarationH5002 .
WorkH6213 ! ForH3588 IH589 am withH854
you — the declarationH5002 of the Lord
of ArmiesH6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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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照着 H834 你们出 H3318 埃及 H4714 我与你
们 H854 立约 H3772 的话(H853) H1697 。那时，
我的灵 H7307 住在 H5975 你们中间 H8432 ，你
们不要 H408 惧怕 H3372 。‛

This is the promiseH1697 I madeH3772
toH854 you when you came outH3318
ofH4480 EgyptH4714 , and my SpiritH7307
is presentH5975 among H8432 you ; don‟t
be afraidH3372 .‟ ”

6

(H3588)

万军之 H6635 雅伟 H3068 如此 H3541 说
H559
：‚(H1931) 过不多时 H4592 ，我 H589 必
再 H5750 一次 H259 震动 H7493 天(H853) H8064 地
(H853) H776
、沧海(H853) H3220 与旱地(H853)
H2724
。

ForH3588 YahwehH3068 of ArmiesH6635
saysH559 thisH3541 : “OnceH259
moreH5750 , in a little whileH4592 , IH589
am going to shakeH7493 the
heavensH8064 and the earthH776 , the
seaH3220 and the dry landH2724 .

7

我必震动 H7493 万(H853) H3605 国 H1471 。万
H3605
国 H1471 的珍宝必都运来〔或译：万国
所羡慕的 H2532 必来到 H935 〕，我就使这
H2088
殿(H853) H1004 满了 H4390 荣耀 H3519 。这
是万军之 H6635 雅伟 H3068 说的 H559 。‛

I will shakeH7493 allH3605 the
nationsH1471 so that the treasuresH2532
of allH3605 the nationsH1471 will
comeH935 , and I will fillH4390 thisH2088
houseH1004 with gloryH3519 ,” saysH559
YahwehH3068 of ArmiesH6635 .

8

万军之 H6635 雅伟 H3068 说 H5002 ：‚银子
H3701
是我的，金子 H2091 也是我的。

“The silverH3701 and goldH2091 belong
to me ” — this is the declarationH5002 of
YahwehH3068 of ArmiesH6635 .

9

这 H2088 殿 H1004 后来 H314 的荣耀 H3519 必
H1961
大 H1419 过 H4480 先前 H7223 的荣耀，
〔原文有‚万军之(H6635) 雅伟(H3068) 说
(H559)
；‛〕在这 H2088 地方 H4725 我必赐
H5414
平安 H7965 。这是万军之 H6635 雅伟
H3068
说的 H5002 。‛

“The finalH314 gloryH3519 of thisH2088
houseH1004 will beH1961 greaterH1419
thanH4480 the firstH7223 ,” saysH559
YahwehH3068 of ArmiesH6635 . “I will
provideH5414 peaceH7965 in thisH2088
placeH4725 ” — this is the
declarationH5002 of YahwehH3068 of
ArmiesH6635 .

H1867
王第二 H8147 年 H8141 九 H8671 月
10 大利乌
二十 H6242 四 H702 日，(H1961) 雅伟 H3068 的话
H1697
临到 H413 先知 H5030 哈该 H2292 说
H559
：

On the twenty-fourthH6242 H702 day of
the ninthH8671 month, in the
secondH8147 yearH8141 of DariusH1867 ,
the wordH1697 of YahwehH3068
cameH1961 toH413 the prophetH5030
HaggaiH2292 :

H6635
雅伟 H3068 如此 H3541 说 H559 ：
11 万军之
‚你要 H4994 向祭司(H853) H3548 问 H7592 律法
H8451
，

“This is whatH3541 YahwehH3068 of
ArmiesH6635 saysH559 : AskH7592 the
priestsH3548 for a rulingH8451 .

H559
：若(H2005) 有人 H376 用衣 H899 襟
12 说
H3671
兜 H5375 圣 H6944 肉 H1320 ，这衣襟 H3671
挨着 H5060 H413 饼 H3899 ，或(H413) 汤 H5138 ，
或(H413) 酒 H3196 ，或(H413) 油 H8081 ，或(H413)
别的(H3605) 食物 H3978 ，便算为圣 H6942
吗？‛祭司 H3548 (H6030) 说 H559 ：‚不算
H3808
为圣。‛

IfH2005 a manH376 is carryingH5375
consecratedH6944 meatH1320 in the
foldH3671 of his garmentH899 , and itH3671
touchesH5060 breadH3899 , stewH5138 ,
wineH3196 , oilH8081 , or anyH3605 other
foodH3978 , does it become
holyH6942 ? ”The priestsH3548
answeredH6030 , “NoH3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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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292
又说 H559 ：‚若 H518 有人因摸
13 哈该
H5060
死尸 H5315 染了污秽 H2931 ，然后挨着这
些物 H428 的哪一样 H3605 ，这物算污秽 H2930
吗？‛祭司 H3548 (H6030) 说 H559 ：‚必算污秽
H2930
。‛

Then HaggaiH2292 askedH559 , “IfH518
someone defiledH2931 by contact with a
corpseH5315 touchesH5060 anyH3605 of
theseH428 , does it become
defiledH2930 ? ”The priestsH3548
answeredH6030 , “It becomes
defiledH2930 .”

H2292 (H6030)
说 H559 ：‚雅伟 H3068
14 于是哈该
说 H5002 ：(H3651) 这 H2088 民 H5971 这 H2088 国
H1471
，在我面前 H6440 也是如此 H3651 ；他们
手下的 H3027 各样 H3605 工作 H4639 ，都是如
此 H3651 ；他们在坛上(H8033) 所 H834 献 H7126
的也是 H1931 如此(H2931) 。‛

Then HaggaiH2292 repliedH6030 ,
“SoH3651 is thisH2088 peopleH5971 , and
soH3651 is thisH2088 nationH1471 before
H6440
me — this is the Lord ‟s
declarationH5002 . And soH3651 is
everyH3605 workH4639 of their
handsH3027 ; even whatH834 they
offerH7126 thereH8033 is defiledH2931 .

H6258
你们要 H4994 追想 H7760 H3824 ，
15 ‚现在
(H4480)
此 H2088 日 H3117 以前 H4605 ，雅伟
H3068
的殿 H1964 没有(H2962) 一块石头 H68 垒
在 H7760 H413 石头上 H68 的光景。

“NowH6258 fromH4480 thisH2088 dayH3117
on, think carefullyH7760 H3824 :
BeforeH2962 one stoneH68 was
placedH7760 onH413 anotherH68 in the
Lord ‟s templeH1964 ,

H1961
来到 H935 H413 谷
16 在那一切日子，有人
H6194
H6242
堆
，想得二十
斗，只得了 H1961
十 H6235 斗。有人来到 H935 H413 酒池 H3342 ，
想得 H2834 五十 H2572 桶(H6333) ，只得了 H1961
二十 H6242 桶。

what state were you in? WhenH4480
H1961
someone cameH935 toH413 a grain
H6194
heap
of twentyH6242 measures, it
only amounted to tenH6235 ; when one
cameH935 toH413 the winepressH3342 to
dipH2834 fiftyH2572 measuresH6333 from
the vat, it only amounted to
twentyH6242 .

H3027
各样 H3605 工作上
17 在你们手下的
H4639
，我以旱风(H853) H7711 、霉烂 H3420 、
冰雹 H1259 攻击你们 H5221 (H853) ，你们(H853)
仍不 H369 归向我 H413 。这是雅伟 H3068 说的
H5002
。

I struckH5221 you — allH3605 the
workH4639 of your handsH3027 — with
blightH7711 , mildewH3420 , and
hailH1259 , but you didn‟t turn toH413 me
— this is the Lord ‟s declarationH5002 .

H4994
追想 H7760 H3824 (H4480) 此 H2088
18 你们要
日 H3117 以前 H4605 ，就是从(H4480) 这九 H8671
月二十 H6242 四 H702 日 H3117 起，追想 H7760
H3824
到(H834) 立雅伟 H3068 殿 H1964 根基 H3245
的日子 H3117 。

“FromH4480 thisH2088 dayH3117 on, think
carefullyH7760 H3824 ; fromH4480 the
twenty-fourthH6242 H702 dayH3117 of the
ninthH8671 month, fromH4480 the
dayH3117 the foundation of the Lord ‟s
templeH1964 was laidH3245 ; think
carefully.

H4035
有 H5750 谷种 H2233 吗？(H5704) 葡
19 仓里
萄树 H1612 、无花果树 H8384 、石榴树
H7416
、橄榄 H2132 树 H6086 都没有 H3808 结
H5375
果子。从 H4480 今 H2088 日 H3117 起，我
必赐福 H1288 与你们。‛

Is there stillH5750 seedH2233 left in the
granaryH4035 ? The vineH1612 , the
figH8384 , the pomegranateH7416 , and
the oliveH2132 treeH6086 have notH3808
yetH5704 producedH5375 . But fromH4480
thisH2088 dayH3117 on I will blessH1288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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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320
二十 H6242 四 H702 日，雅伟 H3068
20 这月
的话 H1697 二次 H8145 临到 H1961 H413 哈该
H2292
说 H559 ：

The wordH1697 of YahwehH3068
cameH1961 toH413 HaggaiH2292 a
secondH8145 time on the twentyfourthH6242 H702 day of the monthH2320 :

H559 H413
犹大 H3063 省长 H6346 所
21 ‚你要告诉
H2216
H559
罗巴伯
说
：我必 H589 震动 H7493
天(H853) H8064 地(H853) H776 。

“SpeakH559 toH413 ZerubbabelH2216 ,
governorH6346 of JudahH3063 : IH589 am
going to shakeH7493 the heavensH8064
and the earthH776 .

H2015
列国 H4467 的宝座 H3678 ，除
22 我必倾覆
灭 H8045 列邦 H4467 H1471 的势力 H2392 ，并倾
覆 H2015 战车 H4818 和坐在其上的 H7392 。马
H5483
必跌倒，骑马的 H7392 败落 H3381 ，各人
H376
被弟兄 H251 的刀 H2719 所杀。

I will overturnH2015 royalH4467
thronesH3678 and destroyH8045 the
powerH2392 of the GentileH1471
kingdomsH4467 . I will overturnH2015
chariotsH4818 and their ridersH7392 .
HorsesH5483 and their ridersH7392 will
fallH3381 , eachH376 by his brother‟s
swordH2719 .

H6635
雅伟 H3068 说 H5002 ：(H3947) 我
23 万军之
仆人 H5650 撒拉铁 H7597 的儿子 H1121 所罗巴
伯 H2216 啊，〔原文有‚雅伟(H3068) 说
(H5002)
，‛〕到那 H1931 日 H3117 ，我必以你
H7760
为印 H2368 ，因 H3588 我拣选了 H977
你。这是万军之 H6635 雅伟 H3068 说的
H5002
。‛

On thatH1931 dayH3117 ” — this is the
declarationH5002 of YahwehH3068 of
Armies — “I will takeH3947 you ,
ZerubbabelH2216 sonH1121 of
ShealtielH7597 , my servantH5650 ” — this
is YahwehH3068 ‟s declarationH5002 —
“and makeH7760 you like my signet
ringH2368 , forH3588 I have chosenH977
you .” This is the declarationH5002 of
the Lord of ArmiesH6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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