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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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יהוה（YH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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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יה（Y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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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tle-

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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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uv20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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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书 

第 1 章 

1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仆人 G1401 ，(G1161) 

雅各的 G2385 弟兄 G80 犹大 G2455 ，写信给那
G3588 被召 G2822 、在父 G3962 神 G2316 里
G1722 蒙爱 G25 、(G2532) 为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保守 G5083 的人。 

  JudeG2455 , a servantG1401 of 
JesusG2424 ChristG5547 andG1161 a 
brotherG80 of JamesG2385 :To 
thoseG3588 who are the calledG2822 , 
lovedG25 byG1722 GodG2316 the 
FatherG3962 andG2532 keptG5083 for 
JesusG2424 ChristG5547 . 

2 愿怜恤 G1656 、(G2532) 平安 G1515 、(G2532) 慈

爱 G26 多多的加 G4129 给你们 G5213 。 
  May mercyG1656 , peaceG1515 , andG2532 

loveG26 be multipliedG4129 to youG5213 . 

3 亲爱的 G27 弟兄阿，我想 G4160 尽 G3956 心
(G4710) 写信 G1125 给你们 G5213 ，论 G4012 我

们 G2257 同得 G2839 救恩(G3588) G4991 的时候，

就 G2192 不得不 G318 写信 G1125 劝 G3870 你们
G5213 ，要为从前一次 G530 交付 G3860 圣徒
(G3588) G40 的真道(G3588) (G4102) 竭力的争辩
G1864 。 

  Dear friendsG27 , although I wasG4160 
eagerG4710 to writeG1125 youG5213 
aboutG4012 the salvationG4991 weG2257 
shareG2839 , I foundG2192 it 
necessaryG318 to writeG1125 , 
appealingG3870 to youG5213 to contend 
forG1864 theG3588 faithG4102 that was 
deliveredG3860 to theG3588 saintsG40 
once for allG530 . 

4 因为 G1063 有些 G5100 人 G444 偷着进来
G3921 ，就是自古 G3819 被定 G3588 G4270 受
G1519 (G5124) 刑罚(G3588) G2917 的，是不虔诚的
G765 ，将我们 G2257 神的 G3588 G2316 恩(G3588) 
G5485 变 G3346 作 G1519 放纵情欲 G766 的机

会，并且 G2532 不认 G720 独一的 G3441 主宰
(G3588) G1203 [雅伟]我们〔或作和 G2532 我们
G2257 〕主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 

  ForG1063 someG5100 peopleG444 , who 
were designatedG4270 forG1519 thisG5124 
judgmentG2917 long agoG3819 , have 
come in by stealthG3921 ; they are 
ungodlyG765 , turningG3346 theG3588 
graceG5485 of ourG2257 GodG2316 
intoG1519 sensualityG766 andG2532 
denyingG720 JesusG2424 ChristG5547 , 
ourG2257 onlyG3441 MasterG1203 andG2532 
LordG2962 . 

5 
(G3754) 从前主 G2962 [雅伟]救了 G4982 他的百

姓 G2992 出 G1537 埃及 G125 地 G1093 ，后来
(G3588) G1208 就把那些 G3588 不 G3361 信 G4100 

的灭绝了 G622 。这一切的事 G3956 ，你们虽

然都(G530) 知道 G1492 ，我却 G1161 仍要 G1014 

提醒 G5279 你们 G5209 。 

  NowG1161 I wantG1014 to remindG5279 
youG5209 , although youG5209 came to 
knowG3708 allG3956 these things once 
and for allG530 , thatG3754 JesusG2962 
savedG4982 a peopleG2992 out ofG1537 
EgyptG125 and laterG1208 destroyedG622 
thoseG3588 who did notG3361 
believeG4100 ; 

6 又 G5037 有(G3588) 不 G3361 守 G5083 本 G1438 位
(G3588) G746 、(G235) 离开 G620 自己 G2398 住处
(G3588) G3613 的天使 G32 ，主 G0 用锁链 G1199 

把他们永远 G126 拘留 G5083 在黑暗 G2217 里
G5259 ，等候 G1519 大 G3173 日 G2250 的审判
G2920 。 

  andG5037 theG3588 angelsG32 who did 
notG3361 keepG5083 their ownG1438 
positionG746 butG235 abandonedG620 
theirG2398 proper dwellingG3613 , he has 
keptG5083 in eternalG126 chainsG1199 
inG5259 deep darknessG2217 forG1519 the 
judgmentG2920 on the greatG3173 
dayG2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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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又如 G5613 所多玛 G4670 、(G2532) 蛾摩拉 G1116 

和 G2532 周围 G4012 (G846) 城邑(G3588) G4172 的

人也照 G3664 他们 G5125 一味的(G3588) G5158 行

淫 G1608 ，(G2532) 随从 G565 G3694 逆性 G2087 

的情欲 G4561 ，就受 G5254 永 G166 火 G4442 的

刑罚 G1349 ，作为 G4295 鉴戒 G1164 。 

  LikewiseG5613 , SodomG4670 andG2532 
GomorrahG1116 andG2532 theG3588 
surroundingG4012 townsG4172 committed 
sexual immoralityG1608 andG2532 
perversionsG565 G3694 G4561 G2087 , and 
serve asG4295 an exampleG1164 by 
undergoingG5254 the punishmentG1349 
of eternalG166 fireG4442 . 

8 
(G3305) 这些 G3778 做梦 G1797 的人也 G2532 像
G3668 (G3303) 他们污秽 G3392 身体 G4561 ，
(G1161) 轻慢 G114 主治的 G2963 ，(G1161) 毁谤
G987 在尊位的 G1391 。 

  In the same wayG3668 these 
peopleG3778  — relying on their 
dreamsG1797  — defileG3392 their 
fleshG4561 , rejectG114 authorityG2963 , 
andG1161 slander glorious onesG1391 . 

9 
(G1161) 天使长(G3588) G743 米迦勒(G3588) G3413 

为 G4012 摩西 G3475 的尸首(G3588) G4983 与魔鬼
(G3588) G1228 争辩 G1256 (G1252) 的时候 G3753 ，

尚且不 G3756 敢 G5111 用 G2018 毁谤的话 G988 

罪责 G2920 它，只 G235 说 G2036 ：“主 G2962 

[雅伟]责备 G2008 你 G4671 吧！” 

  YetG1161 whenG3753 MichaelG3413 
theG3588 archangelG743 was 
disputingG1256 with theG3588 devilG1228 
in an argumentG1252 aboutG4012 
Moses’s bodyG4983 , he did notG3756 
dareG5111 utterG2018 a slanderousG988 
condemnationG2920 against him butG235 
saidG2036 , “The LordG2962 rebukeG2008 
youG4671 ! ” 

10 但 G1161 这些人 G3778 毁谤 G987 他们所(G3303) 

不 G3756 知道 G1492 的 G3745 。(G1161) 他们本

性 G5447 所知道 G1987 的 G3745 事与那 G3588 

没有灵性的 G249 畜类 G2226 一样 G5613 ，在这

事 G5125 上 G1722 竟败坏了 G5351 自己。 

  ButG1161 these peopleG3778 
blasphemeG987 anythingG3745 they do 
notG3756 understandG1492 . AndG1161 
whatG3745 they do understandG1987 by 
instinctG5447  — likeG5613 irrationalG249 
animalsG2226  — byG1722 these 
thingsG5125 they are destroyedG5351 . 

11 他们 G846 有祸 G3759 了！因为 G3754 走了
G4198 该隐(G3588) G2535 的道路(G3588) G3598 ，

又 G2532 为利 G3408 往巴兰(G3588) G903 的错谬
(G3588) G4106 里直奔 G1632 ，并 G2532 在可拉
(G3588) G2879 的背叛(G3588) G485 中灭亡 G622 

了。 

  WoeG3759 to themG846 ! ForG3754 they 
have goneG4198 theG3588 wayG3598 of 
CainG2535 , have plunged intoG1632 
Balaam’s errorG4106 for profitG3408 , 
andG2532 have perishedG622 in Korah’s 
rebellionG485 . 

12 这样的人(G3588) G3778 在你们的 G5216 爱席
(G3588) G26 上 G1722 与你们同吃 G4910 的时

候，正是 G1526 礁石〔或作：玷污 G4694 〕。

他们作牧人，只知喂养 G4165 自己 G1438 ，无

所惧怕 G870 ；是没有雨的 G504 云彩 G3507 ，

被 G5259 风 G417 飘荡 G3911 ；是秋天 G5352 没

有果子的 G175 树 G1186 ，死 G599 而又 G1364 

死，连根被拔 G1610 出来； 

  These peopleG3778 areG1526 dangerous 
reefsG4694 atG1722 yourG5216 love 
feastsG26 as they eat withG4910 you 
without reverenceG870 . They are 
shepherdsG4165 who only look after 
themselvesG1438 . They are 
waterlessG504 cloudsG3507 carried 
alongG3911 byG5259 windsG417 ; 
treesG1186 in late autumnG5352  — 
fruitlessG175 , twiceG1364 deadG599 and 
uprootedG1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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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是海 G2281 里的狂 G66 浪 G2949 ，涌出自己
G1438 可耻(G3588) G152 的沫子 G1890 来；是流

荡的 G4107 星 G792 ，有墨黑(G3588) G4655 的幽

暗(G3588) G2217 为他们 G3739 永远(G1519) G165 

存留 G5083 。 

  They are wildG66 wavesG2949 of the 
seaG2281 , foaming upG1890 theirG1438 
shameful deedsG152 ; wanderingG4107 
starsG792 for whomG3739 theG3588 
blacknessG2217 of darknessG4655 is 
reservedG5083 foreverG1519 G165 . 

14 
(G1161) (G2532) 亚当 G76 的七 G1442 (G575) 世孙

以诺 G1802 ，曾预言 G4395 这些人 G5125 说
G3004 ：“看哪 G2400 ，主 G2962 [雅伟]带着
G1722 他 G846 的千万 G3461 圣者 G40 降临
G2064 ， 

  It was about theseG5125 that 
EnochG1802 , in the seventhG1442 
generation fromG575 AdamG76 , 
prophesiedG4395 : “LookG2400 ! The 
LordG2962 comesG2064 withG1722 tens of 
thousandsG3461 of hisG846 holyG40 ones 

15 要在 G2596 众人 G3956 身上行 G4160 审判
G2920 ，(G2532) 证实 G1651 那(G3588) 一切 G3956 

不敬虔的人 G765 (G846) ，所(G4012) G3739 妄行
G764 一切 G3956 不敬虔 G763 的事(G3588) 
G2041 ，又 G2532 证实(G4012) (G3956) 不敬虔
G765 之罪人 G268 所 G3739 说 G2980 顶撞 G2596 

他 G846 的刚愎(G3588) G4642 话。” 

  to executeG4160 judgmentG2920 onG2596 
allG3956 andG2532 to convictG1651 allG3956 
the ungodly concerningG4012 allG3956 
theG3588 ungodlyG763 actsG2041 thatG3739 
they have done in an ungodly 
wayG764 , andG2532 concerningG4012 
allG3956 theG3588 harshG4642 thingsG3739 
ungodlyG765 sinnersG268 have saidG2980 
againstG2596 himG846 .” 

16 这些人 G3778 是 G1526 私下议论 G1113 ，常发

怨言 G3202 的，随从 G2596 自己的 G846 情欲
(G3588) G1939 而行 G4198 ，(G2532) (G846) 口
(G3588) G4750 中说 G2980 夸大的 G5246 话，为
G5484 得便宜 G5622 谄媚 G2296 人 G4383 。 

  These peopleG3778 areG1526 
discontentedG3202 grumblersG1113 , 
livingG4198 according toG2596 theirG1438 
desiresG1939 ; theirG846 mouthsG4750 
utterG2980 arrogantG5246 words, 
flatteringG2296 peopleG4383 forG5484 their 
own advantageG5622 . 

17 
(G1161) 亲爱的 G27 弟兄阿，你们 G5210 要记念
G3415 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

督 G5547 之使徒(G3588) G652 从前所说 G5259 
(G3588) G4280 的话(G3588) G4487 。 

  ButG1161 youG5210 , dear friendsG27 , 
rememberG3415 what was 
predictedG4302 byG5259 theG3588 
apostlesG652 of ourG2257 LordG2962 
JesusG2424 ChristG5547 . 

18 
(G3754) 他们曾对你们 G5213 说过 G3004 ，

“(G1909) 末 G2078 世 G5550 必有 G2071 好讥诮

的人 G1703 随从 G2596 自己 G1438 不敬虔(G3588) 
G763 的私欲(G3588) G1939 而行 G4198 。” 

  They toldG3004 youG5213 , “InG1909 the 
endG2078 timeG5550 there will beG2071 
scoffersG1703 livingG4198 according 
toG2596 their ownG1438 ungodlyG763 
desiresG1939 .” 

19 这 G3778 就是 G1526 那些 G3588 引人结党
G592 、属乎血气 G5591 、没 G3361 有 G2192 圣

灵 G4151 的人。 

  These peopleG3778 create divisionsG592 
and areG1526 worldlyG5591 , notG3361 
havingG2192 the SpiritG4151 . 

20 亲爱的 G27 弟兄阿，你们 G5210 却 G1161 要在
(G5216) 至圣 G40 的真道(G3588) (G4102) 上造就
G2026 自己 G1438 ，在圣 G40 灵 G4151 里 G1722 

祷告 G4336 ， 

  ButG1161 youG5210 , dear friendsG27 , as 
you build yourselvesG1438 upG2026 in 
yourG5216 most holyG40 faithG4102 , 
prayingG4336 inG1722 the HolyG40 
SpiritG4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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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保守 G5083 自己 G1438 常在神 G2316 的爱 G26 

中 G1722 ，仰望(G4327) 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怜悯(G3588) 
G1656 ，直到 G1519 永 G166 生 G2222 。 

  keepG5083 yourselvesG1438 inG1722 the 
loveG26 of GodG2316 , waiting 
expectantly forG4327 theG3588 
mercyG1656 of ourG2257 LordG2962 
JesusG2424 ChristG5547 forG1519 
eternalG166 lifeG2222 . 

22 
(G2532) 有些人 G3739 存疑心 G1252 ，你们(G3303) 

要怜悯 G1653 他们； 
  Have mercy onG1653 thoseG3739 who 

waverG1252 ; 

23 有些人你们要从 G1537 火 G4442 中抢出来
G726 ，搭救 G4982 他们；(G1161) 有些人 G3739 

你们要存 G1722 惧怕 G5401 的心怜悯 G1653 他

们，连 G2532 那被 G575 情欲(G3588) G4561 沾染
G4695 的衣服(G3588) G5509 也当厌恶 G3404 。 

  saveG4982 othersG3739 by snatchingG726 
them fromG1537 the fireG4442 ; have 
mercy onG1653 othersG3739 but withG1722 
fearG5401 , hatingG3404 evenG2532 
theG3588 garmentG5509 defiledG4695 
byG575 theG3588 fleshG4561 . 

24 
(G1161) 那 G3588 能 G1410 保守 G5442 你们 G5209 

不失脚 G679 、(G2532) 叫你们无瑕无疵 G299 、

欢欢喜喜 G20 站 G2476 在 G1722 他 G846 荣耀
G1391 之前 G2714 的我们的 G2257 救主 G4990 独

一的 G3441 神 G2316 ， 

  NowG1161 to him who is ableG1410 to 
protect youG5209 fromG5442 
stumblingG679 andG2532 to make you 
standG2476 in the presence ofG2714 
hisG846 gloryG1391 , without blemishG299 
and withG1722 great joyG20 , 

25 愿荣耀 G1391 、威严 G3172 、能力 G2904 、
(G2532) 权柄 G1849 ，因 G1223 我们的 G2257 主
(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归与他，
(G2532) 从万古 G3956 (G3588) G165 以前 G4253 并
G2532 现今 G3568 ，直到 G1519 永永远远 G3956 
(G3588) G165 。阿们 G281 。 

  to the onlyG3441 GodG2316 ourG2257 
SaviorG4990 , throughG1223 JesusG2424 
ChristG5547 ourG2257 LordG2962 , be 
gloryG1391 , majestyG3172 , powerG2904 , 
andG2532 authorityG1849 beforeG4253 
allG3956 timeG165 , nowG3568 andG2532 
foreverG1519 G3956 G3588 G165 . 
AmenG2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