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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概述  

 

1. 取自伊甸園的名字(西元前五千年)  

希伯來語子音 YHVH 的意思是“他將是＂，第一個記錄 YHVH 名字的用法是夏娃，夏娃─ 

HVH，意思是“她是＂。亞當給夏娃起名叫“她是＂，因為她是“眾生之母＂；所以，保

羅告訴我們，神是“眾人(萬有)之父＂。許多人相信神在出埃及記第 3 章被命名為 YHVH，

但事實上，神在出埃及記第 3 章 15 節給祂的使者取名為“祂將是 ELOHIM＂。在聖經中有

十二個記載的案例，人們在神給祂的使者取名為 YHVH 之前，要不使用了、不然就是聽到

了 YHVH 這個名字。 

2. Yod-He-Vav-He ，子音及其發音 

 

根據希伯來語發音的規則和根據用於翻譯舊約聖經的馬所拉文本，希伯來語子音 Yod-He-

Vav-He 讀作“伊瓦＂(Yihvah)。在馬所拉文本裡所有神的名字、包括亞和יהו、伊瓦יהוה及

其替代─雅呼יהוא ，在它們字首(前綴)中都有一個舍瓦(sheva)的母音標記，以警告讀者不

要對神的名字發音，所以“伊瓦＂在馬所拉文本中讀作“耶瓦＂(Yehvah)。 

 

 

3. 希伯來文聖經裡的 YHV ─ 亞和 (Ιaω)(西元前第十四世紀)  

 

神說：「我的名在他裡面」，提到了約書亞(耶和書亞)是祂的使者。一些以色列人得出結

論說，耶和書亞יהושוע的意思一定是亞和(耶和)יהו 拯救שוע，因為希伯來文的名字通常是

由三個字的字根所組成的。摩西的孫子，就是設立了偶像的但族祭司，是第一個在他名字

中有亞和的字首(前綴)的，他被稱為亞和拿單(約拿單)。掃羅王被惡靈干擾以後，他兒子約

拿單的名字改為亞和拿單，而另一個兒子名叫米力巴力─“巴力之人＂。 

 

4. 來自先知們的幽默(西元前第八世紀) 

 

神透過先知耶利米，說：「他們列祖因巴力忘記我的名。」因為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他

們對於神的名字感到困惑。在何西阿書，神說：「我也不作他們的我將是」；以及「我…

使他們靠祂將是他們的 ELOHIM 得救…。」 

 

5. 按照字母的發音(西元前第六世紀)  

 

以色列人忘記了神的名字以後，他們就“根據字母＂來說出神的名字，把 YHVH 讀作“亞

瓦＂(Yahwah)，而 YHV(亞和)唸作“雅呼＂。  



 
 

6. 禁止發音(西元前第四世紀) 

最終，任何型態有關神名字的發音都被禁止。在希臘語七十士譯本，猶太人將利未記第 24

章 16 節的經文改為：「叫主的名者(ὀνομάζων δὲ τὸ ὄνομα Κυρίου)，治死他。」 

 

7. Laω 在神祕著作和早期的基督教中(西元第二世紀) 

亞和 (Ιaω)之名在猶太人中悄然延續，最後找到了通往外邦人的路。到了西元第二世紀，基

督徒確信 Ιaω 是神的名字；在四世紀，偉大的學者耶柔米聲稱 YHVH 的發音是“亞和＂

(Yaho)。  

 

8. 雅威，天上萬軍之朱庇特(第十八世紀)  

亞和之名導致了一些 YHVH 的發音為耶和華(Yehovah)，欽定版英文聖經以此用作神的名

字，遭到許多學者的反對，造成了對神名進行新的探索。在希臘文版本中所見的名字是

Ιαβε。在第四世紀，伊皮法紐(Epiphanius)解釋說它為異端所用。Ιαβε 是拉丁語朱庇特(在拉

丁語讀作雅威)的希臘音譯，是羅馬帝國的首要神明。諾斯底派認為，Ιaω 在朱庇特之上；

Ιaω 的兒子是“Saboath(萬軍)＂ ，又名為 Ιαβεζεβυθ ─“萬軍之朱庇特＂。 

 

9. “伊瓦＂(Yihvah) ─“他將是＂的許多證明 

無論從語法還是發音來看，“伊瓦＂的名字是 YHVH 唯一可能的解釋。神對於祂名字的意

義清楚無疑，祂與基督分享名字，神說：「這是我的名，直到永遠」，因為基督要成為

“我是＂；但，神一直都是“我將是＂，正如祂對摩西說的：「我必(將)與你同在」。在

傳道書第 11 章 3 節，“祂將是”一詞(即中文聖經譯作“存在何處＂)的常見形態被改成

“雅呼＂(Yahu)，以避免說出神的名字來。 

 

10. 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 

耶穌說：「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猶太人這詞來自猶大

的名字，意思是“讚美亞＂，它第一次在以斯帖記用來描述末底改。他是個便雅憫人，卻

拒絶拜偶像。正如但支派設立偶像來拜、且混淆神的名字為“亞和＂一樣，拉丁基督教

(天主教)創設了一個三一神 ─ 一個“獸的像＂，並以羅馬帝國之神命名為“雅威＂。兩約

之民都因巴力忘了神的名字，所以，神告訴他的先知何西阿說：「你再去！」 

 

11.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神在聖經裡用了許多名字，但只有一個名字是與子共享的，就是保羅所稱的「那超乎萬名

之上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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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自伊甸園的名字(西元前五千年)  
 

1.1 神與祂的使者共享之名 ............................................................................................................... 1 

1.2 YHVH 之名首次被用在伊甸園 .................................................................................................... 1 

1.3 神在燃燒的荊棘中給祂的使者起名叫 YHVH ............................................................................. 2 

1.4 在塔古姆譯本中主的道之名 ....................................................................................................... 2 

1.5 即使在第四世紀，拉比也承認二者共享相同之名 ................................................................... 2 

 

1.1 神與祂的使者共享之名 

 

「當時，YHVH 將硫磺與火從天上 YHVH 那裡降於所多瑪和蛾摩拉的人身上。」 

 

創 19:24 

最有名的希伯來文子音 ─ Yod-He-Vav-He，我們稱之為 YHVH，幾千年來一直是激烈的宗

教辯論的來源。 

YHVH 作為“他將是＂的含義，一直困擾著許多人，為什麼全能的神稱自己“祂將是＂？

為什麼會有兩位叫這個名字呢？ 

身為基督徒，我們了解 YHVH 是不能看見之神與祂的使者的名字。在舊約，他們共享

“他將是＂之名；而現在祂們共享希臘文的“他將(必)拯救＂之名、即耶穌。但對猶太人

而言，“他將是＂這名非常令人困惑。 

 

1.2 YHVH 之名首次被用在伊甸園 

 

夏娃的名字在希伯來文的意思是“她是＂1。  

在創世記第 3 章 20 節，我們讀到：「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她是)，因為她是眾生之

母。」亞當把“她是＂之名─ 眾生之母、與“他將是＂─“眾人(萬有)之父＂(弗 4:5)相

比。  

亞當和夏娃離開伊甸園以後，夏娃生了第一個兒子，便說「祂將是2使我得了一個男

子。」 (創 4:1)  

 

 
1 在第 9 章中，我們會更詳盡討論早期希伯來語的特點以及這節經文。 
2 中文聖經譯作「耶和華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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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神在燃燒的荊棘中給祂的使者起名叫 YHVH  

 

在出埃及記第 3 章 15 節，神在燃燒的荊棘中給祂的使者起名叫“祂將是＂之前，YHVH

之名在舊約中被提到或聽到不少於 12 次。這記錄在創世記第 4 章 1 節、4 章 26 節、15

章 2 節、16 章 11 節、22 章 14 節、28 章 13 節、28 章 21 節、 29 章 32–35 節和 32 章 9

節。  

每個人都知道神的名字是祂將是，但沒有人知道祂使者的名字，直到在燃燒的荊棘中名

字才被揭示出來。 

 

1.4 在塔古姆譯本中主的道之名  

 

猶太人也明白“祂將是＂的確是神使者的名字，神的使者是“道＂。巴勒斯坦塔古姆譯

本、又被稱作《偽約拿單塔古姆譯本》，使用了“主的道之名＂的表述有 19 次，其中四

次在創世記。巴勒斯坦塔古姆譯本在創世記第 4 章 26 節中就使用了這一詞，早在使者向

任何人顯現之前。猶太人了解神使者的名字只有為神所分享，除此之外，神是無名的，

沒有比祂更年長的可以給祂取名。 

耶路撒冷殘卷用“主的道之名＂在創世記的四節中以及在出埃及記第 6 章 3 節，其中我

們讀到：「「YHVH 從前以祂的道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示為天上的神；但他們不知

道 YHVH 的道之名。」這裡，我們清楚地了解到使者、即“道＂、是神的形象，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未曾知道祂的名字，但他們知道不能看見之神的名字。 

 

1.5 即使在第四世紀，拉比也承認二者共享相同之名 

 

基督來了以後，拉比試圖隱藏“道＂的教訓，他們開始稱神的使者“梅塔特隆”(the 

Metatron)，但即使到了第四世紀，拉比仍然承認 YHVH 是不能看見之神和祂的使者共同

的名字，他們現在稱之為“梅塔特隆”。來自猶太法典(塔木德)的以下的引文將證明這一

點： 

祂對摩西說：「上主那裡去吧！」但肯定應該是說，「上我這裡來

吧！」─「說那話的是梅塔特隆」，他回答，他的名字和他主人的名字

相似，因為有這樣記著：「我的名在他裡面。」3 

  

 
3 巴比倫塔木德，Talmud, Sanhedrin 38b。出 23:21，中文聖經譯為：「他是奉我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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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od-He-Vav-He，子音及其發音 
 

2.1 在希伯來文聖經中神名字的發音 ............................................................................................... 3 

2.2 YHYH 和 YHVH ............................................................................................................................... 3 

2.3 聖經的希伯來語 ........................................................................................................................... 4 

2.4 馬所拉文士的提比哩亞發音(第六至十世紀) ............................................................................ 4 

2.4.1 “耶瓦＂是在列寧格勒/阿勒坡抄本的讀音 ..................................................................... 5 

2.4.2 理解馬所拉文本的發音 ....................................................................................................... 6 

2.4.2.1 舍瓦母音標記(:)— “耶＂或無聲 ................................................................................. 6 

2.4.2.2 Qamatz(T)— “阿＂音 ..................................................................................................... 7 

2.4.2.2.1 動詞成為作為神名字的名詞以“阿＂的音結尾 .................................................... 7 

2.4.2.2.2 第三人稱不完全動詞作為名字(名詞) ..................................................................... 8 

2.4.2.2.3 “伊威＂的縮略表達是“亞＂ ................................................................................... 8 

 

2.1 在希伯來文聖經中神名字的發音 

 

聖經希伯來語中神名字的正確發音，見於《列寧格勒抄本》(Leningrad Codex)，《列寧格

勒抄本》用來將舊約聖經翻譯成英文。  

《列寧格勒抄本》是由(猶太教)馬所拉文士所編寫的，他們對所有神的名字─ 伊瓦、亞

和及雅呼，都做了小小的改動。他們在這些名字、或名字字首的發音上，用一個舍瓦

(sheva)母音的標記，表示：「無聲，我們不發音。」 

 

2.2 YHYH 和 YHVH 

 

 יהוה  和 יהיה

 

希伯來語中的“他將是＂這名是由希伯來文字母 Yod(Y)、He(H)、Yod(Y)、He(H)所組成

的，我們用英文字母稱為 YHYH。希伯來文是從右向左讀的。  

作為一個動詞，這些字母讀作“伊耶＂(Yihyeh)；這個動詞較早的形式是 Yod(Y)、He(H)、

Vav(V)、 He(H)，YHVH ，讀作“伊威＂(Yihveh)；但是作為一個名詞則讀作“伊瓦＂

(Yihv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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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希伯來名字都是由真正的希伯來文字組成的，它們不僅僅是語音。希伯來文的名

字是由賦有意思的動詞和名詞所組成的，像耶和華和雅威這樣的名字不是希伯來名字，

因為它們不是由真正的希伯來文字所構成。 

 

2.3 聖經的希伯來語 

 

為了理解子音 YHVH 及其發音，我們需要了解聖經的希伯來語，特別是晚期的聖經希伯

來語。舊約大部分寫於西元前 500 年左右，包括士師記、撒母耳記、歷代志、列王記和

先知書。 其中許多書卷是由早期的作者開始著手，但由西元前 500 年左右的其他作者完

成。  

但是，正如我們提到的，第一次使用 YHVH 這名是在伊甸園。  

古老希伯來語的學者認為，閃族語言的原始母音是 a、 i、 和 u。按閃族語之巴思-金斯伯

格定律(Barth-Ginsburg’s law)，YHVH、即“他將是＂的發音為“伊瓦＂(Yihvah)：  

在 Qa(I-guttaral, germinate, II-weak)中，若主題母音是 u 和 i ，字首(前綴)是 a ；若主

題母音是 a，字首(前綴)是 i，因此是 yaqtul, yaqtil, 和 yiqtal 。4 

在早期聖經希伯來語或晚期聖經希伯來語中，像雅威(Yahweh)這樣的名字是不可能的，

因為聖經希伯來語需要 vav 子音的 v 。哈里斯(R. Laird Harris)評論道：「雅威中的 w 代表

在摩西以前語言的發音，但字尾的 eh 代表後大衛時代的型式。」5換句話說，神的名字

永遠不可能是雅威。 

馬所拉文本中的發音標記被認為代表了晚期聖經的希伯來語。我們非常確信，馬所拉文

本的發音與西元前三世紀的希伯來語發音是一致的，因為我們可以將其與希臘文七十士

譯本進行比較。  

 

2.4 馬所拉文士的提比哩亞發音(第六至十世紀)  

 
在加利利海邊的提比哩亞市，一個忠心的文士家庭從西元六世紀到十世紀抄寫複製舊約

聖經，他們添加了發音的標記以幫助我們理解聖經的希伯來語是如何發音的。  

這些標記非常有用，因為希伯來語已經超過一千年沒有被用作通用的口語了，直到這

時，猶太人還講亞蘭語。 

 

 
4 《閃族語言》，國際手冊，Stephan Weninger 主編，2012 年，第 271 頁。 
5 哈里斯(R. L. Harris)，《舊約的神學手冊》(Theological Work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由 G. Kittel 編輯， 

1983 年再版，第三卷，第 10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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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耶瓦＂是在列寧格勒/阿勒坡抄本的讀音 

 

今天，我們參考列寧格勒抄本 (Westminster Leningrad Codex) 作為我們的來源，這是

列寧格勒抄本的線上電子版本。列寧格勒抄本是最古老且最完整的希伯來聖經抄

本，約在西元 1008 年左右寫成。 

 

在下表中，我們列示出列寧格勒抄本中所有用於 YHVH 子音的發音。 

 

 

發音  次數 解釋 

 ְיהָוה 
6,468 耶瓦(Yehvah)  

 ְיהִוה 

271 耶威(Yehvih)，ELOHIM 的母音，含

有舍瓦(sheva)母音標記。 在第一

個在“He＂(希伯來字)上面的點因

多餘而被省略了。 

 ְיֹהָוה 
52 耶和華(Yehovah)，亞和的母音，含

有舍瓦母音標記。 

 ְיֹהִוה 
32 耶和威(Yehovih)，ELOHIM 的母

音，含有舍瓦母音標記。 

 יֱהִוה 
2 耶威(Yehvih)，創 15:2, 8，ELOHIM

的母音。在第一個“He＂上面的點

因多餘而被省略了。 

 ְיהָוה 
1 利 20:38，抄寫(者)的錯誤，多餘

的記號。  

 יֲהָוה 
1 詩 144:15，抄寫(者)的錯誤，多餘

的記號。 

 יֱֹהִוה 
1 耶和威(Yehovih)，士 16:28，

ELOHIM 的母音。 

 
6,828  

 

    

在這些例子中，有 95%YHVH 發音為“耶瓦＂(Yehvah)。  

 

有 306 次使用 ELOHIM 的母音。在第八世紀，YHVH 這名常見的替代是“主＂

(Adonai)。為了防止有人把 Adonai YHVH 讀成“主主＂，文士們使用了 ELOHIM 的母

音，建議將其讀作“Adonai ELOHIM＂，也就是中文版本中的“主神＂。 

 

有 52 次，亞和(Yaho)的母音悄悄地出現了。其中 17 次在耶利米書第 1 至 5 章中，好

像在取笑耶利米，說：「他們的列祖因巴力忘記我的名」。  

 

在這 6,828 的例子中，有二個抄寫(者)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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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瓦母音標記(:) 用於 yod、即 Y，告訴讀者不要對 YHVH 發音，我們將在下一節中敘

述。 

 

2.4.2 理解馬所拉文本的發音 

 

2.4.2.1 舍瓦母音標記(:)— “耶＂或無聲 

 

到了西元 14 世紀，以色列人承認兩個神的名字，來自於 YHVH ，就是伊

瓦和亞和。後來，他們又發展出一個替代的讀音：雅呼。 

 

這三個變體的 YHVH 字首(前綴)都被馬所拉文士用上了舍瓦母音標記。但

只有名字的字首受到影響，“雅呼＂作為字尾在名字裡並未更改。 

 

希伯來名字 原始發音 加上舍瓦標記 

 亞和 耶和 יהו

 雅呼 耶呼 יהוא

 伊瓦 耶瓦 יהוה

 

舍瓦母音標記並不代表這三個名字中任何一個的原始發音，但這些發音在

字尾上是正確的。 

 

沒有人知道在名字的字首加上一個舍瓦母音標記的傳統是如何開始的，但

有一種理論認為，舍瓦是來自意思為“名字＂的亞蘭文“Shima＂ְשִמי的

第一個字母。  

 

從西元前 500 年到七世紀阿拉伯人征服了聖地，亞蘭語一直都是猶太人的

口語。  

 

從西元前一世紀起，猶太人就用亞蘭語之塔古姆譯本大聲朗讀聖經，當他

們提到神的名字時，就說“Shima＂ְשִמי這字，因為它是不許發音的。6  

 

“Shima＂中的舍瓦母音標記意指“寂靜的＂— 無聲。換句話說，我們不

發音。 

 

 
6 聖經希伯來文/英文辭典 (簡稱 BDB)，第 1027 頁， “後希伯來文 = 聖經希伯來文 (特別是 ם = יהוה  ”(ַה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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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八世紀，馬所拉文士在亞蘭語和希伯來語文本中使用舍瓦母音標記在

YH 的字首，這阻止了對神名字的真正發音，並向讀者發出一個訊號：他

們不該唸出神的名字。 

2.4.2.2 Qamatz(T)— “阿＂音 

 

伊瓦(Yihvah)的字尾“阿＂(ah)是正確的。YHVH 這名做為動詞，讀作伊威

(Yihveh)；但是作為名詞，它讀作伊瓦，原因我們將解釋。 

 

實際上，在舊約 290 個以ה 結尾的名字中，有 97%或 280 個是用 qamatz、

即 “阿＂(ah)的音來發聲的，這與希伯來文的“閱讀之母＂(Mater 

Lectionis )有關，以ה 結尾的字通常會出現“阿＂的結尾。  

 

2.4.2.2.1 動詞成為作為神名字的名詞以“阿＂的音結尾 

 

神的名字總是以 qamatz(T)、即 “阿＂(ah)的音結尾。 

 

形容詞“撒代＂(Saddai)或“全能的＂用來形容全能的神。但作為

一個名字，“全能的神＂在出埃及記第 6 章 3 節中讀作“撒大阿＂

(Saddah)，我們可以在列寧格勒抄本和塔古姆譯本中看到這一點 

 

西元 460 年，狄奧多勒(Theodoret)主教知道神的名字必須押韻，他

試著用“亞百＂(Yabai)押韻“撒代＂(Saddai)，他認為這是 YHVH 的

正確發音。但他沒有意識到，“撒代＂作為一個名字的發音是“撒

大阿＂(Saddah)。 

 

「現在“撒代＂表示祂是那充足和有能力的，但“阿亞(AIA)

＂才是指“今在的祂＂。這在希伯來人中也是不能說出口

的，但撒瑪利亞人不知道它的意思，稱之為“Iabai(讀作

Yavai)＂。」7  
 

在上面的段落中，狄奧多勒引用了另一個神的名字─ AIA 即“我將

是＂(讀作“ah-yah＂阿亞)，這作為動詞，在馬所拉文本中讀作

“eh-yeh＂。顯然，它的發音也是以“阿＂(ah)結尾的，但很難知

道這是否真的是猶太人的發音，因為狄奧多勒說他們不許對它發出

音來。 

 

 
7狄奧多勒(Theodoret), 海瑞卡魯姆法比學彙編(Haereticarum Fabularum Compendium), 米涅(Migne) P. G. 

1xxxxiii,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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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2 第三人稱不完全動詞作為名字(名詞)  

 

如前所述，在舊約中以ה 結尾的 290 個名字中，有 280 個是用

qamatz、即 “阿＂(ah)的音來發音的。  

 

在 290 個以“he＂的音結尾的名字中，有另外兩個以第三人稱未完

全式的名字、好比 YHVH 。這些名字出現在歷代志上第 7 章 30 節

之“亦施瓦＂ —他將會像；以及歷代志上第 8 章 16 節之“伊施巴

＂—他將會掃除。像“伊威＂一樣，這些動詞一旦變成名詞(一個

名字)，它們就會以“阿＂的音結尾，這點我們也可以在希臘文七

十士譯本中得到確認。  

 

這是希伯來語的一個特點，特別有用。相似子音的每一個動詞都被

一視同仁。任何在字根的第三個字元中有喉音(弱音) “he＂的動

詞，當變為動詞的第三人稱未完全時態時，其發音也會發生同樣的

變化，因此，我們得出以下的結論也就不足為奇了： 

 

字根 Qal (動詞簡單式), 

第三人稱, 陽性, 未

完全式 

作為名詞(名字)  

 亦施瓦(Yishvah) ִיְשָוה  ִיְשֶוה  ָשָוה 

 ִיְשָפה  ִיְשֶפה  ָשָפה 
伊施巴

(Yishpah) 

ה וָ הָ   伊威(Yihvah) ִיְהָוה  ִיְהֶוה  

 

2.4.2.2.3 “伊威＂的縮略表達是“亞＂ 

 

最後，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伊威＂(Yihveh)的最後一個音

節有一個“阿＂(ah)的結尾，因為“伊威＂的縮寫是“亞＂(Yah) 。

神的名字無論是伊威、還是亞和，在希伯來語中總是用第一個和最

後一個字母來表示，這是(神的)聖名縮寫規則(nomina sac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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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希伯來聖經的亞和 (Ιaω) (西元前第十四世紀)  
 

3.1 錯誤的神的名字 ........................................................................................................................... 9 

3.2 “耶和＂的字首是“亞和＂的字首 ........................................................................................... 10 

3.3 始於對神的話：「我的名字在祂裡面」的困惑 ..................................................................... 11 

3.3.1 耶和書亞(Yahoshua)被解釋為兩組三個字元的字根 ....................................................... 12 

3.3.2 愛任紐和優西比烏都說猶太人了解約書亞為“亞和就是拯救＂ ................................... 13 

3.4 第一個亞和的字首：在士師記第 18 章 30 節裡設立偶像的但支派的祭司 ......................... 13 

3.5 亞和大祭司 ................................................................................................................................. 14 

3.6 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從“伊威給予了＂到“亞和給予了＂ ..................................................... 14 

3.6.1 掃羅的兒子伊施巴力(巴力人)和約拿單(亞和拿單) ........................................................ 14 

3.6.2 YV 是“YihVah＂的縮寫，以及後來的 YhV 、即 YahO 的略體 ........................................ 15 

3.6.3 從“伊瓦給予了”到“亞和給予了” ............................................................................... 15 

3.7 詩篇中的亞和與祂將是 ............................................................................................................. 16 

3.8 到了以斯拉時代，大多數 YHV 字首壓縮成 YV ....................................................................... 17 

 

3.1 錯誤的神的名字 

 

 

他們從希伯來聖經借用了…，祂在希伯來語被稱為亞和(Ιaω)。8 

 

俄利根，西元 236 年  

 

神錯誤的名字─ 亞和(Yaho)，在希伯來文是寫作יהו。 

 

在希臘語中，它被寫成 Ιaω、或 IAΩ。ω 是小寫的希臘字母 Omega Ω。亞和(Yaho)中的 Y

音來自希臘字母 I、(讀作 iota)。希臘語中沒有 H，我們只知道它從希伯來語是如何發音

的。 

 

這個名字似乎來自對神所說的話「我的名字在祂裡面」的困惑，指的是耶和書亞

(Yahoshua) (約書亞)，這名在希臘文變成了“耶穌＂、Ιησοῦς 。  

 

 
8 《駁克理索》(Contra Celsus)，第 6 冊，第 3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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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書亞(Yahoshua) 似乎被解釋為“亞和拯救＂(Yaho saves)。形成希伯來名字通常的方

法是使用單詞的三個字元的字根，耶和書亞(Yahoshua)被看作是兩組三個字元字根的組

合，也就是 Yaho(亞和)及 Shua(書亞) 。 

 

摩西的孫子、但支派的祭司，設立了一個偶像，是第一個使用亞和(Yaho)字首在他的名

字，他被稱作約拿單/亞和拿單(Yahonathan)，意思是“亞和給予了＂。 

 

3.2 “耶和＂的字首是“亞和＂的字首 

 

十八個以耶和(Yeho)為字首的名字，像耶和書亞(Yehoshua) ，其實都有 “亞和＂(Yaho)的

字首。  

 

我們第一個證明“耶和＂不是原始發音的證據是在《尼普爾的穆拉舒眾子商業文件》

(Business Documents of the Murashu Sons of Nippur)中找到的。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名

字在西元前第五世紀時用替代的“雅呼＂(Yahu)發音。有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雅呼-納坦

(Yahu-natan) 是約拿單(Yaho-nathan)的替代。 9  

 

在西元十世紀，馬拉所文士在伊瓦、雅呼和亞和用一個舍瓦母音標記(無聲)，以避免它們

真正的發音。舍瓦母音導致亞和讀作“耶和＂。 

 

在附錄中，我們可以看到 Ἰαὼ(亞和/Yaho)的名字縮略成 Ἰω (約/Yo)。神的名字通常縮寫的

方法是用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字母來表示的。 

 

早期基督徒如優西比烏，將這些名字解釋為從 Ἰαὼ到 Ἰω 的略體(縮寫式)，他說耶穌的名

字是“Ἰωσουὲ(約書亞)、意思是’亞和拯救(Salvation of Ἰαὼ)’＂。10  

由於禁止發音，你將找不到 Ἰαὼ 這名使用在猶太文學中。只有 Ιω 的字首可以在希臘文七

十士譯本、翠克米亞(Trikomia)的稅單(西元前 250 年)、以及埃及的薄草紙中(西元前 232–

150 年)找得到。   

但你會發現早期的專有名詞詞典(onomasticons)或姓名清單，解釋了 Ἰαὼ 字首。可以追溯

到三世紀末的海德堡薄草紙上的專業詞滙，列出了八個以 Ἰαὼ 開頭、還有兩個以 Ἰὼ 開頭

的名字。 

 

無論是誰編撰了這些專有名詞，他都對猶太人的名字有極好的理解，並有紀錄它們的目

的。作者可能不是猶太人，但其含義可能是猶太人提供的。 

專有名詞詞典 P.Oxy. 2745，可以追溯到西元第三或四世紀，顯示以 iota 開頭的猶太人的

名字。 

 
9 《巴比倫散居地之猶太人姓名的模式》(Patterns in Jewish Personal Names in the Babylonian Diaspora), M. D. 

Coogan, 西元 1973 年, 第 184 頁。 
10 《福音的證明》(Proof of the Gospel)，第四冊，第 17 頁，v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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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xy. 2745 的第一欄列出了像約瑟 Ιωσηφ 這樣的名字，第二欄解釋了這些名字的含

義。 

譬如： 

Ιωαβ  Ιαω ἰσχύς  有能力的亞和  

Ιωαναδαβ Ιαω ἑκουσιότης 樂意的亞和  

Ιωχαζ  Ιαω κατάσχεσις 堅定不移的亞和  

Ιωφαλες Ιαω διδάσκαλος 教師亞和  

 
第六世紀的科伊斯利尼亞姆(Coislinianum)專有名詞詞典是最重要的名字紀錄，在解釋聖經

名字上，它有十個 Ιαω 的實例。  

基督徒一致認為神名稱的 Ιω 字首是 Ιαω 的略體，直到西元十世紀馬所拉文士用一個舍瓦

標記在這些字首上。 

 

當然，並非猶太人名字中的 Ιω 字首都是 Ιαω (亞和)的略體。以下只是幾個例子： 

 

創 4:20, Ιωβελ, 雅八 

創 10:2, Ιωυαν, 雅弗 

創 10:4, Ιωυαν·, 雅完 

創 10:29, Ιωβαβ, 約巴  

創 30:24, Ιωσηφ, 約瑟  ף ֵ֖  祂增添—יֹוס 

 

但是，即使是約瑟名字中的 YV 字首也被轉換成 YHV 字首，而得出在詩篇中稱之的“亞和

瑟夫＂(Yahoseph)。從創世記第 30 章 24 節，我們知道約瑟的意思是“他增添＂，「就給

他起名叫約瑟，意思說：『願神再增添我一個兒子。』」 ף ֵ֖ 他增添＂的“ ─ ָיַסף是יֹוס 

hiphil 形式(一種動詞字幹)，“增長＂(他增添)在箴言第 1 章 5 節和 9 章 9 節中是一種普通

的表達。 

 

3.3 始於對神的話：「我的名字在祂裡面」的困惑 

 

在出埃及記，神告訴我們，祂的名字是在“使者＂裡面。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護你，領你到我所預備的地方去。因我

名在祂裡面，11你們要在他面前謹慎，聽從他的話，不可惹他，因為他必不赦免

你們的過犯。你若實在聽從他的話，照著我一切所說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敵作

 
11中文和合本聖經譯為 ׃“他是奉我的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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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敵，向你的敵人作敵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領你到亞摩利人、赫人、比

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裡去，我必將他們剪除。」 

 

出 23:20–23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民進入應許之地去和亞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和耶

布斯人爭戰。 

游斯丁在他的《與特來弗對話錄》第 75 章中說，這證明耶穌是神的名字。  

約書亞這名在希臘文就是“耶穌＂，這個名字是摩西創造出來的。在民數記第 13 章 16

節，摩西把他的接班人的名字從“何西阿” (Hoshea)改為“耶和書亞＂(Yehoshua/ 

Yahoshua)(約書亞)，意思為“拯救/救贖”。他在“何西阿＂ להושע   加了一個“Yod”，而變

成了יהושע、即耶和書亞(Yahoshua)，這後來被簡化為“耶穌阿＂或“亞穌阿＂，在希臘文就

是“耶穌＂。 

 

3.3.1 耶和書亞(Yahoshua)被解釋為兩組三個字元的字根 

 

我們知道“他將是＂縮寫為“亞＂(Yah)，因為“亞＂出現在耶和書亞(Yahoshua)的名

字裡面。“他將是”已經存在在許多以色列人的名字裏面，神給了他們一個暗示，

祂真正的名字在約書亞(耶和書亞)裡面。 

 

當然，我們知道神所指的名字是耶穌，但是以色列人在他們的時代卻不明白這一

點。 

 

他們無法理解神的名字是如何在耶和書亞裡面。 

 

約書亞的名字是“亞＂(Yah)和“何西阿＂(Hoshea)、意思是救贖的組合。 

 

שוע הו  י  
拯救 亞 

 

 

但是希伯來語的名字通常用三個字母的字根來表達。超過 90%的希伯來文字是由三

個字母的字根來識別的，這些字根被用來構成名字。הושוע的字根是שוע，約書亞的名

字自然被視為是這兩個三個字母的字根之組合。     

 

 יהו  שוע 
拯救 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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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愛任紐和優西比烏都說猶太人了解約書亞為“亞和就是拯救＂ 

 

我們可能會懷疑猶太人是否真的在耶和書亞(Yahoshua)中看到了“亞和”(Yaho)的名

字，因為耶和書亞在舊約中並沒有縮略成約書亞。在死海古卷上，它縮略成“亞穌

阿＂/“耶穌阿＂，從這裡得來了希臘文的 Ιησοῦς ─耶穌。 

 

然而，第二世紀的愛任紐和第四世紀的優西比烏斯都說，猶太人相信耶和書亞的意

思是“亞和就是拯救”，他們說猶太人把它縮略成“約書亞”。約書亞是第五世紀

拉丁文聖經(瓦爾蓋特版本)和我們今天的聖經中所使用的名字。 

 

西元 180 年，愛任紐以耶穌之名描述亞和(Yaho)的二個半字母： 

 

再者，耶穌，這是屬於希伯來人正統語言的一個詞，正如他們中間的學者所說

的，包含了兩個半的字母，並且象徵著涵蓋天地的主。 

 

愛任紐，《駁異端》第 2 冊，第 24:2 章(西元 180 年) 

 

當然，猶太人所認識的“主”是神─ “亞和”。愛任紐說，猶太人中的“學者”明

白神的名“亞和”是在耶和書亞裡面。這些是“兩個半的字母”，即短的“Y”和

“HV” — יהו。 

 

西元 320 年，優西比烏寫著，「在希伯來文中 Ἰησοῦ 是“救贖/拯救＂，嫩的兒子被

希伯來人稱為 Ἰωσουὲ (約書亞)，約書亞的意思是“ Ἰαὼ 的拯救＂，也就是“神的救

贖＂。」12  

 

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 Ἰω 是 Ἰαὼ 的略體。優西比烏說，猶太人叫他約書亞、是 Ἰαὼ

的略體(縮寫式)。 

 

3.4 第一個亞和的字首：在士師記第 18 章 30 節裡設立偶像的但支派的祭司  

 

瑪挪亞在士師記第 13 章，問使者真正的名字。關此，使者給出了一個荒謬的回答：「你

何必問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13 

 

瑪挪亞的這一問，顯示出以色列人的不安。神真正的名字是什麼？  

 

 
12 《福音的證明》(Proof of the Gospel)，第四冊，第 17 章， vs. 3 
13 士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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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使用“亞和” (Yaho)作為字首的是摩西的孫子 ─ 但支派的祭司，他立了一個偶像來

拜。他被稱為“亞和給予了”、約拿單/亞和拿單(Yahonathan)。我們可以在列寧格勒抄

本和阿勒波抄本中看到他的 YHV 字首，也可以在受神啟發的約拿單塔古姆譯本中看到。 

 

但支派很有可能中稱他們偶像的名字“亞和”。創世記第 4 章 26 節，巴勒斯坦塔古姆譯

本說：「那是他們開始犯錯的那一代人，為自己造偶像，並以主的道之名命名他們的偶

像。」但支派可能也將神的名字用於這個偶像。 

 

3.5 亞和大祭司 

 

士師記第 18 章 30 節告訴我們，約拿單和他的子孫作祭司「直到那地遭擄掠的日子」。

列王紀下第 25 章 21 節解釋了那地被擄的事。這片土地在西元前 720 年左右被亞述人奪

去，因此，這些祭司服侍但支派約有 600 年。  

 

聖經和約瑟夫斯(Josephus)都沒有記載從西元前 880 年到西元前 840 年之以色列大祭司的

名字。然而，他們的名字被記錄在《塞德.奧蘭.祖塔》(Seder Olam Zutta)， 一個匿名編年

史)中，如 Yahoirib、Yahoshaphat 和 Yahoiada。14這些是以色列歷史上唯一名字中有亞和

(Yaho)字首的大祭司。  

 

當以色列人在以利亞時代達到拜偶像和拜巴力的高潮時，但的祭司可能是以色列的大祭

司。 

 

3.6 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從“伊威給予了＂到“亞和給予了＂  

 

3.6.1 掃羅的兒子伊施巴力(巴力人)和約拿單(亞和拿單) 

 

以色列第一個王─ 掃羅王，給他一個兒子起名叫“伊施巴力＂(代上 8:33, 9:39)，意思

是“巴力人＂；他給另一個兒子起名叫“約拿單＂(亞和拿單)(Yahonathan)，意思是

“亞和約予了＂。 

 

有點令人震驚的是，王的一個兒子用了一個外國神明的名字，而另一個兒子則是以

照顧但偶像的祭司之名來命名。  

 

過去，以色列人在姓氏中只使用 YHVH 之名，也許這就是神所說的：「他們列祖因巴

力忘記我的名」15的意思。 

 

伊施波設(Ishbaal) 是以色列北方的第一個王(撒下 2:8)。不到一百年，以色列北方就改

拜起巴力(Baal)來了。 

 
14 維基百科，以色列大祭司的名單(List of High Priests of Israel) 
15 耶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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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YV 是“YihVah＂的縮寫，以及後來的 YhV 、即 YahO 的略體 

 

在以色列人接受“亞和＂這名作為神的名字之後，他們開始將所有的 YV 字首解釋為

亞和這名的略體(縮略式)。   

 

就連約瑟的名字在詩篇第 81 篇 5 節中也被解釋為亞和瑟夫(Yahoseph)名字的縮略。  

 

摩西母親的名字今天被讀作約基別(Yochebed)，是“亞和榮耀”的略體。  

 

摩西母親的名字很可能是“伊瓦(他將是)榮耀”。她名字中的 YV 字首肯定是作為伊

瓦(Yihvah)縮寫的 YV。伊瓦的母音不需要其他子音。伊瓦的 YV 縮寫是 YY 的前身，兩

個 Yod 的 YY，就是出現在舊抄本、猶太貨幣和約拿單的塔古姆譯本中，在約拿單的

塔古姆譯本中，作為“Yihyah”的縮寫。 

 

掃羅王的兒子約拿單名字中的“YV”字首，在 YV 被視為 YHV、即“亞和”的縮寫之

前，很可能讀作“伊瓦(Yihvah)”。  

 

在掃羅被惡靈附身以後，約拿單的名字從“伊瓦給予了”改為“亞和給予了” 。他

名字的變化在希伯來文本中是很清楚的。 

 

3.6.3 從“伊瓦給予了”到“亞和給予了”  

 

 יהונתן  到 יונתן
 

在撒母耳記中，約拿單的名字原來有一個 YV 字首，在撒母耳記上第 14 章 6 節之

前，我們可以看到八次。然後，他名字的字首在 YHV 和 YV 之間來回切換。從撒母耳

記上第 19 章 1 節開始，他只是亞和拿單(Yahonathan)，記錄了 62 次。這種變化的確

切模式如下所示： 

 

 經節範圍 次數 

約拿單 撒上 13:2–14:4 8 

亞和拿單 撒上 14:6–8 2 

約拿單 撒上 14:12–14:49 20 

亞和拿單 撒上 18:1–18:4 4 

約拿單 撒上 19:1 1 

亞和拿單 撒上 19:1–2 撒上 23:32 62 

 

 

這種使用 YV (Jonathan)和 YHV(Yahonathan)在馬拉所文本(MT)與約拿單塔古姆譯本是

完全一致的。這一點在斯珀伯(Sperber)的版本中是真實的，斯珀伯版本遵循葉門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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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並在由科恩斯(M. Cohens)所編寫的猶太拉比的米克拉奧特.格多洛特.哈克特

(Mikraot Gedolot HaKeter)版本裡面。但名字為 YHV 的字尾就不能如此，塔古姆譯本

僅將其記錄為 YH。塔古姆譯本和馬拉所文本在 YH 和 YHV 字首的絕對一致性告訴我

們，這種模式不是任意的。16 

 

名字更改的轉捩點是在撒母耳記上第 14 章 49 節。在這裡，我們被告知掃羅只有三

個兒子：“約拿單、亦施韋、麥基舒亞”。我們感到奇怪為什麼沒有提到他第四個

兒子“伊施波設＂(Ishbaal)呢？在撒母耳記上第 15 章中，我們發現掃羅被神棄絕作

王；第 16 章中，大衛被撒母耳膏立為新王，而掃羅被一種令人不安的靈(惡魔)所

擾，約拿單塔古姆譯本稱之為“惡靈”。從此，約拿單被稱為亞和拿單(Yahonathan)

─ “亞和給予了” 66 次；除了在撒母耳記上第 19 章 1 節他被稱為“約拿單＂與

“亞和拿單＂。  

 

掃羅的第四個兒子伊施波設17 (巴力人)在撒母耳記下第 2 章 8 節第一次出現，他是掃

羅死後統治以色列北方王國的王，儘管事實上大衛才是被神膏立為他們的王。  

 

3.7 詩篇中的亞和與祂將是 

 

神名字的混亂影響了整個以色列王國，包括大衛王。 

 

從詩篇可以看出，神的名字從伊瓦變為亞和。  

 

大部分的詩篇是大衛王和他的宗教領袖亞薩所寫的。 

 

大衛早期的詩篇強調了 YHVH 之名，詩篇第 7 篇 17 節讀作「我要…稱謝他，歌頌 YHVH

至高者的名。」這裡，約拿單塔古姆譯本的巴比倫版本用子音 YHYH,  יהיה 來強調神的

名為“祂將是＂。 

 

但詩篇第 42 篇至 83 篇被稱作“神的詩篇＂(Elohist Psalms)，因為他們似乎避開了 YHVH

之名。 

在詩篇第 81 篇 5 節，亞薩稱約瑟為“亞和瑟夫＂(Yahoseph)  יהוסף 。  

 

 
16 昆蘭的文士們堅信，Ιaω 是神的真名，甚至在利未記中用它取代 YHVH。他們沒有努力遵循馬拉所文本與

約拿單塔古姆譯本，且他們的撒母耳文本中還有其他重大差異。在馬拉所文本的撒母耳記上第 14 章 29 節

和 49 節讀作“約拿單＂；但在死海古卷 4Q51 讀作“亞和拿單＂；死海古卷 4Q52 的撒母耳記上第 20 章

30, 34, 35, 37, 38, 39, 40, 42 節和 23 章 16 節讀作“約拿單＂， 但在馬拉所文本讀作“亞和拿單＂；死海古

卷 4Q51 的撒母耳記上第 20 章 40 節與馬拉所文本的“亞和拿單＂是一致的；而死海古卷 4Q51 的撒母耳記

下第 4 章 4 節同意“亞和拿單＂。  
17 代上 8:33 和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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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到了以斯拉時代，大多數 YHV 字首壓縮成 YV  
 
到了以斯拉時代，幾乎所有的亞和字首都已經縮略為 YO 了。有五個 YHV 的名字第一次
以 YH(YO)的形式出現在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中。它們是約雅巾、耶和耶大、約雅敬、耶
何雅立、約薩答。  
 
在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中，唯一的亞和字首就是亞和拿單(讀作“雅呼納坦＂)及亞和哈南
(讀作“雅呼哈南＂)，意思是“神賜予了”和“神是仁慈的”。這些(YHV) 亞和字首在以
斯拉時代沒有壓縮成 YO， 而是用替代的“雅呼＂來發音。我們可以在阿塔克塞塞斯一世
(Artaxerses I)(西元前 464-424 年)統治時期的《尼普爾的穆拉舒眾子商業文件》中看到這
一點。雅呼納坦成為約拿單(亞和拿單)的新發音。  
 
天使給施洗約翰起的名字被理解為雅呼哈南，意思是“雅呼是仁慈的”。到了耶穌的時
代，雅呼取代了伊瓦及亞和；同時到了耶穌的時代，個人名字的 YO 字首在發音上是沒有
任何意義的，它們在幾百年前已經被音譯成希臘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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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來自先知的幽默(西元前第八世紀) 
 

4.1 神對以色列人的健忘幽默的回應 ............................................................................................. 18 

4.2 我將不再作你們的我將是 ......................................................................................................... 18 

4.3 耶利米完全理解亞和的故事 ..................................................................................................... 19 

4.4 他們列祖因巴力忘記我的名 ..................................................................................................... 19 

 

4.1 神對以色列人的健忘幽默的回應 

 

神對祂名字的混淆，反應是幽點的。   

也許，這是幽默的，因為祂理解他們對“他將是”的含義感到困惑，當祂談到約書亞

時，祂給了他們一個非常難的謎語：「我的名在他裡面。」 

儘管如此，亞和的名字是由但支派拜偶像引起的，所以神說：「他們列祖因巴力忘記我

的名。」18 

 

4.2 我將不再作你們的我將是 

 

神名字的意思 ─ 我將是/他將是，與祂的約有關：「我(必)將與你們同在。」 

但是在以色列人為了巴力離開神以後，祂就不再與他們同在了。  

不能看見之神成了他們的“主人”，他們再也看不見祂是一位保惠師。他們不再把祂理

解為“與他們同在”的神。 

在何西阿書的第 1 章，神說：「你們不作我的子民，我也不作你們的神。」19從字面上，

在希伯來語中，祂說：「我將不作你們的我將是。」(enki lo EHYEH ֶאְהֶיֶ֥ה lakem) 

但是在第 2 章，神預言將有一個新約，「那日，你必稱呼我『(丈)夫』，不再稱呼我『巴

力』。」20 

  

 
18 耶 23:27 
19 何 1:9 
20 何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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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耶利米完全理解亞和的故事 

 

摩西的孫子、但的祭司，在士師記第 18 章 30 節，在他的名字中有一個 YHV 字首，我們

理解為亞和(Yaho)。但你可能會問，我們怎麼知道士師記的作者對這個 YHV 字首的理解

與我們是一樣的呢？YHV 可能是伊瓦(Yihvah)的縮寫嗎？因為最後一個子音是無聲的。 

 

從士師記第 18 章 30 節對被擄之地的描述中，我們知道士師記至少直在西元前 720 年才

完成，從歷代志上第 29 章 29 節中，我們知道撒母耳記最初是由迦得和拿單寫的。大多

數學者認為，所有這些歷史記載都是在西元前 550 年左右，在耶利米的時代、也許是由

耶利米本人編輯和編纂的。21有一個强大的猶太傳統，就是列王紀是耶利米在西元前 550

年撰寫的。  

因為所有這些書都是在同一時間編輯的，而且很可能是由先知編輯的，所以我們知道

YHV 字首的含義在所有這些著作中都是相同的。  

 

4.4 他們列祖因巴力忘記我的名 

 

亞和的故事很可能是耶利米的故事，因為他明白神的話， 

說假預言的先知，就是預言本心詭詐的先知，他們這樣存心要到幾時呢？他們各人

將所作的夢對鄰舍述說，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記我的名，正如他們列祖因巴力忘記我

的名一樣。 

耶 23:26–27 

“巴力”或“主人”一詞並不是指幾年後出現在聖經中的替代用語“阿多奈”(Adonai)或

“主”。神不反對“阿多奈”的說法，甚至先知們也稱神為“阿多奈(主)YHVH”。  

以色列人最初敬拜一位天使，祂是雅各的神、和他們的 ELOHIM。但是他們被另一個名叫

“巴力”、 意思是“主人”的神所吸引，也許他們認為“主人”才是真正的神、是天使

的“主人”。 

  

 
21 津村俊夫  (2007 年) 《撒母耳的第一本書》(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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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字母發音(西元前第六世紀) 
 

5.1 “按照字母＂的含義 ................................................................................................................... 20 

5.2 亞瓦(YAHWA/YAMA)之名的考古發現 ...................................................................................... 21 

5.2.1 魔法文本中的“亞瓦＂ ....................................................................................................... 21 

5.2.2 “亞瓦＂和“雅呼＂的撒瑪利亞發音 ................................................................................. 22 

5.3 雅呼 ─ YHVH 和 YHV 替代的發音 ............................................................................................ 23 

5.3.1 雅呼取代了“他將是” 的常用形式 ................................................................................ 23 

5.3.2 雅呼意思是 “亞是祂” ........................................................................................................ 23 

5.3.3 早期名字的 YHVH 字尾被改成雅呼字尾 .......................................................................... 24 

5.3.4 後來名字為 YH 字尾的變成雅呼字尾 .............................................................................. 24 

5.3.5 字首 YHV (亞和)曾經讀作雅呼 .......................................................................................... 25 

5.3.6 雅呼最終被視為是神的名字 ............................................................................................. 25 

5.3.7 西元前 407 年的埃及薄草紙稱神為“YHV”(亞和或雅呼) .............................................. 25 

 

5.1 “按照字母＂的含義 

 

以色列人“忘記”神的名字以後，就“按著字母＂來發音。  

這在勞倫斯·霍夫曼(Lawrence A. Hoffman) 拉比所編輯的《我的子民祈禱書》(猶太國家圖

書獎得主)的詞匯表中有解釋：  

 

幾個世紀前，猶太人就停止了對它 (神的名 YHVH) 發音，以致於實際的讀音已經丟

失了；人們不再按照字母來讀它，在口頭上則用神另類的名稱 ─ 阿多奈 (Adonai) 

(主)來取代。22  

 

“按其字母” ，YHVH 的讀音為“亞瓦＂(Yahwa)，是神名字的讀音， 直到今天仍為阿拉

伯人和撒瑪利亞人所使用。YHVH 中的兩個“H”字母被讀作準母音(Matris Lectionis)、為

“阿”音。  

 

除了“亞瓦＂之外，還有雅呼(Yahu)的替代發音。這兩種發音都可以被認為是“按照字

母”的神名的發音。 

 

 
22 《The Sh’ma and Its Blessings》, 名詞匯編，神的名，由勞倫斯·霍夫曼(Lawrence A. Hoffman) 拉比所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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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亞瓦(YAHWA/YAMA)之名的考古發現  

 

我們花了很多精力在古代文獻中找到了雅威這個名字，從而在十九世紀末對亞瓦的古老

發音有更深的了解。 

 

提奧·平切斯(Theo G.Pinches)描述刻有亞述-巴比倫之神名銘文的石碑。23這些都是用蘇美

爾人發明的楔形文字書寫的。 

 

在一塊石碑上，發現了希伯來名字ֲעַקְבָיא，或 Akabyah，其中 YHVH 全名在字尾中的發音

為亞瓦： 

 

 
 

這個最早的樣本可以追溯到大流士一世(Darius Hystapis) (西元前 550 年)時期；它包含了

Gamar-yama (或亞瓦)的名字。  

 

 
 

同一日期的另一塊石碑上有 Natanyama(或亞瓦)的名字。 

 

 
 

此外，在 19 世紀末，發現穆拉舒(Murashu)家族的商業檔案使用相同的楔形文字。穆拉

舒家族在西元前 464 年至 424 年居住在尼普爾(Nippur)。在這些文件中有十個猶太人的名

字有“亞瑪”(Yama)的字尾： ‘abi-ya-a-ma, ‘ahi-ya-a-ma, bad-ya-a-ma, bana-ya-a-ma, ba’l-

ya-a-ma, barak-ya-a-ma, gadal-ya-a-ma, zabad-ya-a-ma, and hanan-ya-a-ma。24 庫根(M. D. 

Coogan)列出了這些名字，並說「現在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新巴比倫的 m 相當於西閃語

的 w。」25亞瑪等同於亞瓦(Yawa)。 

 

5.2.1 魔法文本中的“亞瓦＂ 

 

在魔法中這種“按照字母”之 YHVH 的發音，在第二世紀受到拉比的譴責。亞瓦

(YAHWA)一詞出現在希臘魔法文本中，為 ιαβα —亞華(Yahvah)或亞瓦(Yahwa)。   

 
23 《YA 和 YAWA 在亞述-巴比倫的銘文》，聖經考古學社(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提奧·G·平切斯(Theo 

G. Pinches), 西元 1892 年 
24 《巴比倫散居地之猶太人姓名的模式》，庫根(M. D. Coogan)，猶太教研究刊物，西元 1973 年，第 188

頁。 
25 出處同上，第 1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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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拿猶太公會(Mishna Sanhedrin)第 10.1 章將那些“在未來的世界中無分之人”，

描述為那些“按照字母”對神的名字發音之人。 

即使是一個閱讀非正典書籍的人，和一個對傷口上低語[咒語]的人，說：「我

不會將加在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為我主是醫治你的。」(出 15:26)。

阿巴·紹爾(Abba Shaul)說：「也是一個按字母對聖名發音的人。」 

在埃及，發現了一個埃及魔術師的手册，其中包括 50 多份文件，這是我們從古代世

界得到最全面的魔法手册。它可以追溯到西元 300 年，被稱為巴黎魔法法典(Paris 

Magical Codex)，因為它保存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中。 

 

它包括一篇所謂的猶太魔法文本，題為皮貝契(一個著名的魔術師)為那些被魔鬼附身

者的測試咒語。咒語有 80 行長，且引用了好些舊約的事件。   

 

在第 3019 行，我們讀到：「我奉希伯來人的神、耶穌發令，ιαβα, . . . ϊαβα ραου。」
26  

 

有趣的是，這個咒語是用耶穌作為神的名字。這就是當時的基督教信仰，正如優西

比烏斯和游斯丁所說的那樣。 

 

5.2.2 “亞瓦＂和“雅呼＂的撒瑪利亞發音 

 

革馬拉(Gemara) (註：《塔木德》的一部分)是對密西拿(Mishna) (註：猶太教經典之

一)的註釋。在西元四世紀的革馬拉中，瑪納(Mana)拉比評論阿巴·紹爾(Abba Shaul)關

於那些按著字母發音的人的說法，他說：「就像這些切西人(撒瑪利亞人)發誓時一

樣。」27 

 

十九世紀，詹姆斯·蒙哥馬利(James Montgomery)在其名為《來自撒瑪利亞人的筆記》

一文中提到，他們詢問 YHVH 的讀音時，撒瑪利亞人的回答。他們把這個名字用阿拉

伯語字母發聲為：  

 
 

蒙哥馬利寫道：「這種阿拉伯語的讀音，使這個字不是“亞瓦＂、就是“雅威＂，

即最後一個阿拉伯字母允許任何一個母音在最後一個音節裡。」   

 
26 《聖經研究》(Bible Studies), 魯道夫.德士曼(Adolph Deissmann), 西元 1901 年; 《希臘魔法紙草翻譯》(The 

Greek Magical Papyri in Translation), 貝茲(Hans Dieter Betz), 西元 1986 年, 第 96 頁。 
27 《YahoH》, 神學研究雜誌(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A. Lukyn Williams, 西元 1927 年，第 2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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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註腳 5 中，他寫道： 

 

施密特(N. Schmit)教授在聖經文學學會的會議上討論本論文時，就這個問題給

出了確鑿的證據。他說，他去年冬天在耶路撒冷遇見撒馬利亞大祭司的兒

子，從他口中得知，撒馬利亞人把這個名字要不唸成亞瓦、要不就是雅呼。 

 

雅呼(Yahu)是另一個替代發音，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六世紀。  

 

5.3 雅呼 ─ YHVH 和 YHV 替代的發音 

 

許多基督教徒、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都被引導去相信雅呼也是神的名字，這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因為雅呼是“他將是”常用形式的替代表達，並且被用於神名的字首和字尾

中。  

 

5.3.1 雅呼取代了“他將是” 的常用形式 

 

在傳道書第 11 章 3 節中，我們在“他將是” 常見詞語中找到了 YHVH 的替代發音。  

 

樹倒在何處，就存在יהוא何處。 

 

在馬所拉文本中僅有六個使用 YHYH、“存在”( to be)之較古老的形式中，這是其中

之一。這節經文中的樹在希伯來語中是一個陽性名詞，因此讀作“他將是”。 

 

為了避免對神名字יהוה發音，文士們用一個無聲的阿勒夫 (A)代替了最後的“他”

(H)，而得到 יהוא “雅呼”，這從字面上可理解為“亞是祂”。  

 

5.3.2 雅呼意思是 “亞是祂” 

 

許多以色列人取名為יהוא、即雅呼、YHVA，意思是“亞是他”。 

 

這是“亞” יה  和“他” הוא   的組合。 
 

它的意義可以追溯到申命記第 32 章 39 節：  

 

你們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祂 (我是神)。 

在我以外並無別神。 

我使人死，我使人活。 



24 
 

我損傷，我也醫治， 

並無人能從我手中救出來。 

 

我們可以在以賽亞書第 41 章 4 節和 43 章 10 節看到相同的措辭－“我是祂”。 

 

5.3.3 早期名字的 YHVH 字尾被改成雅呼字尾 

 

在亞蘭語的塔古姆譯本，雅呼יהוא是以利亞אליהוא名字的末尾。從我們在傳道書

第 11 章 3 節中對יהוא的理解，我們知道 YHVH、 יהוה是最初的字尾，它被替換形

式雅呼、יהוא 給取代了，而得出“以利雅呼”。 

 

以利亞名字中的雅呼字尾再次被縮短為יהו，但仍然讀作“雅呼”。阿勒夫א在יהוא
中是無聲的，對發音沒有影響。   
 

以利亞אליהוא的希伯來語名字也見於撒母耳記第 1 章 1 節和約伯記第 32 章 2 節。

但在這裡，“雅呼”被解讀為“是祂”。“Y”的意思是“是”，הוא的意思是

“他”。אליהוא  發音是“以利戶”(神是他)。 

 

亞倫的兒子亞比戶אביהוא (出 6:23)，是另一個יהוא被解讀為“是祂”(父親是他)的

早期的名字。 

 

這些名字有兩個特點告訴我們，在被改成“雅呼是神” אליהוא  和“雅呼是父”  

之前，以及後來又被解釋為“神是他”和“父是他”，它們原來是“YHVHאביהוא

是神” אליהוה  和“YHVH 是父”אביהוה。  
 

• 在由兩部分組成的希伯來神化名稱中，“是”一詞從未用字母 Y 拼寫出

來，它被假定是存在的。 

• 這些名字並無描述意思：亞倫的兒子亞比戶(他是父親)，從來就不是父親；

而以利戶(他是神)，不是神 。 “以利戶”(他是神)(撒上 1:1) 在歷代志上第

6 章 34 節被更正為“以列” ─ “神是神”。 

 

5.3.4 後來名字為 YH 字尾的變成雅呼字尾 

 

除了“以利雅呼”外，還有 72 個其他名字在馬所拉文本中以雅呼結尾，列在附錄

中。這些雅呼字尾是在馬所拉文本中雅呼這個名字的唯一倖存證據。其它雅呼的出

現，如傳道書第 11 章 3 節和幾個以色列人的名字，聽起來像耶戶。馬所拉文士沒有

用舍瓦標記讀出雅呼字尾，因為只有名字的字首有舍瓦母音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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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所拉文本最著名的學者─ 克里群.大衛.金斯堡(Christian David Ginsburg)認為這些雅

呼字尾原來是 YAH(亞)字尾，他們被改成雅呼，以避免對神聖之名“亞＂發音，“亞

＂是伊瓦的縮寫。28也有可能有人試圖通過把 YH 改成 YHV、來將“亞＂改為“雅

呼”。的確，我們知道最初的字尾是“亞＂，因為約拿單塔古姆譯本根本沒有以雅

呼來作字尾的。且西元前二世紀的《死海古卷》中大以賽亞書卷也使用了“亞”字

尾，除了 16 個以賽亞名字發音中的兩個。  

 

5.3.5 字首 YHV (亞和)曾經讀作雅呼 

 

如前所述，我們從阿塔克塞塞斯一世(西元前 464-424 年)統治時期的《尼普爾的穆拉

舒眾子商業文件》中得到證據，證明在以斯拉時代，雅呼也被用作名字字首中

YHV(亞和)的替代表達。有一個明確的例子，雅呼納坦取代了約拿單(亞和拿單)。在

這些眾子之商業檔案中還有兩個名字，就是雅呼拉金(YHV 站在你這邊)以及雅呼魯努

(YHV 站在我們這邊)。29 

 

5.3.6 雅呼最終被視為是神的名字 

 

因為雅呼成了 YHV 字首和字尾的發音，也因為它是伊瓦其共同形式的發音，許多人

開始視雅呼為神聖的名字！因此，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在幾個以色列人的名字中，在

雅呼大(猶大)的字首中、以及在 YHV 的字尾中，用替代的“約呼＂(iou)代替了雅呼。 

 

在附錄中，有許多替代語“約呼＂(iou)用於雅呼字尾的例子。  

 

5.3.7 西元前 407 年的埃及薄草紙稱神為“YHV”(亞和或雅呼) 

 

我們有大約 175 份檔案來自西元前五世紀埃及尼羅河上的一個島嶼— 伊里芬丁(又譯

作象島)的猶太人社區，其中包含了大量關於“亞和神”或“雅呼”的引用，用希伯

來文字母拼寫為 YHV。  

亞和/雅呼確實被用作神的名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證據是一封保存完好給猶大總督

的信，請求援助重建 YHV(亞和/雅呼)的神廟。下面是其中的幾句話。你會看到他們

之前給尼希米書第 12 章 22-23 節中提到的大祭司約哈難寫了一封信，但是他們的信

似乎被忽略了。 

 
28 《希伯來聖經馬所拉評論版簡介》，克里群.大衛.金斯堡(Christian D. Ginsburg)，西元 1897 年，第 387 頁

。 
29 《散居在巴比倫之猶太人姓名的模式》，猶太教研究雜誌，庫根(M. D. Coogan) ，西元 1973 年，第 1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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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們的主、猶大省長巴戈斯(Bagoas)，你的僕人耶多尼亞(Yedoniah)和他的

同工們、即在象島堡壘裏的祭司們…。 

這災禍臨到我們的時候，我們也寫信給我們的主和約哈難大祭司、並他在耶

路撒冷的同工眾祭司、並亞拿尼的兄弟奧斯他尼、並猶太人的貴族。他們從

未給我們寄過一封信…。 

顧及你在埃及的祝福者和朋友們。你們要寫信給他們，論到 YHV (亞和/雅呼)

神的殿，要在象島的堡壘裏建造，就像從前一樣。素祭、香祭和燔祭，都要

以你們的名獻上，我們、和我們的妻子兒女，並這裡的猶太人、他們所有

人，都要時時為你們禱告，你們若這樣行，使那殿得以重建，你們在天上的

神 YHV (亞和/雅呼)面前，必比一個獻燔祭和價值一千它連得銀子和金子的祭

物的之人，有更大的功勞。30 

除了這封寫給猶大總督的信外，還有那些“把錢交給神 YHV (亞和/雅呼)” 31之人的

捐款記錄。以及一封猶太人寫給上級的信，信中有這樣一句話：「我以 YHV (亞和/雅

呼)和坤(Khn)祝福你。」32 

  

 
30 Pritchard, J. B. (Ed.). (1969 年)《與舊約有關的古代近東文字》(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第三版，附補編，第 491 頁)。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31 同上，第 492 頁 
32 同上，第 4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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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發音禁令 (西元前第四世紀) 
 

6.1 禁止提及神的名字始於以斯拉時代 ......................................................................................... 27 

6.2 更改聖經..................................................................................................................................... 28 

6.2.1 利未記第 24 章 16 節改為“說出名字之人” ................................................................... 28 

6.2.2 出埃及記第 3 章 14 節神的名字被改為“今在的神” ....................................................... 28 

6.3 成功地壓制神的名 ..................................................................................................................... 29 

6.3.1 西元 30 年斐洛的證詞 ....................................................................................................... 29 

6.3.2 西元 80 年約瑟夫斯的證詞 ............................................................................................... 29 

6.3.3 西元 150 年游斯丁的證詞 ................................................................................................. 29 

6.4 亞和之名在外邦人中脫穎而出 ................................................................................................. 30 

 

在西元前三世紀，希伯來文聖經被翻譯成希臘文，利未記第 24 章 16 節被改為：任何“說

出”神的名字的必被治死！西元第四世紀，拉比暗示發音禁令始於西元前第五世紀。  

 

6.1 禁止提及神的名字始於以斯拉時代 

 

在巴比倫的《塔木德》中，西元四世紀時拉比的這段對話告訴我們，禁止講出神的名字

可以追溯到以斯拉的時代：  

 

拉比迪米對他(拉比吉德爾)說：在各省，也就是在聖殿院外，明顯之名可能沒有被

說出來。 

 

革馬拉(猶太教法典《塔木德》的注釋篇)問道：這真的是不被允許的嗎？經上豈不

是記著說：「文士以斯拉站在為這事特備的木臺上…。以斯拉稱頌主、」至大的

神。」(尼希米記第 8 章 4-6 節)；  

 

拉比吉德爾說：“偉大”在這節中的意思是，他藉由闡明神的明顯之名而將偉大

歸於祂。由於這件事發生在聖殿外(見尼 8:3)，它表明神不隱諱之名可能確實在聖

殿外被清晰地說出來。  

 

革馬拉回答說：這一點不能從這裡得到證明，因為允許在這種情況下使用神明確

之名是在緊急情况下發佈的臨時法令，因人們是特殊地聚集在一起，向神祈禱承

諾。 

 

《塔木德》，Yoma 69 

 

拉比們說，在以斯拉時代，有嚴格的規定，除了在聖殿裡，否則不能講出神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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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已經被引導去相信猶太人沒有唸出神的名字，因為它太神聖了，不能唸。但

是耶利米告訴我們，猶太人實際上忘記了神的名字。 

 

6.2 更改聖經  

 

猶太人採取了極端的措施，以確保 YHVH 的發音和含義將完全從歷史記錄中消失。他們

甚至修改了聖經本身。  

 

6.2.1 利未記第 24 章 16 節改為“說出名字之人”  

 

利未記第 24 章 16 節中，神指示以色列人，若有人褻瀆 ָנַקב神的名，他必被治死。

這是對第 11 節事件的回應，我們讀到，「這以色列婦人的兒子褻瀆了 YHVH 之名(聖

名)，並且咒詛…。」  

在利未記第 24 章 16 節中，ָנַקב一字被翻譯成“褻瀆＂，但同一字在民數記第 23 章

8 節、23 章 25 節、約伯記第 3 章 8 節、5 章 3 節以及其他的經文裡，都翻譯為“咒

詛＂。  

在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他們把利未記第 24 章 16 節譯為：「那說出主名的(ὀνομάζων 

δὲ τὸ ὄνομα Κυρίου)，治死他吧。」  

這個新的翻譯要求任何對神“說出名字”之人必須治死。  

 

6.2.2 出埃及記第 3 章 14 節神的名字被改為“今在的神”  

 
猶太人不僅禁止“說出神的名字”，而且還把神的名從“祂將是”改為“我是今在

的祂”。 

這裡是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的出埃及記第 3 章 14 節： 

神對摩西說，「我是今在的祂 ο ων」；又說：「你要對以色列的兒女們這樣

說：我差派你。」 

“亞和＂之名被狄奧多勒(Theodoret)解釋為“今在的神”的意思。亞(神) —和，和是

“存在” (to be)的現在式的虛詞。實際上，猶太人已經將神的名字從“伊瓦” — 祂

將是，改為“亞和”— 今在的神。 

從西元前三世紀起，希臘人(外邦人)就開始閱讀希臘文七十士譯本。西元 400 年的拉

丁文聖經(聖經武加大譯本)緊隨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之後，在出埃及記第 3 章 14 節中

使用了“我是”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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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成功地壓制神的名 

 

正如這些證詞所證明的那樣，抑制“祂將是”這個名字是完全成功的。  

 

6.3.1 西元 30 年斐洛的證詞 

 

菲洛(Philo)是他那個年代最先進的學者之一。他是一個多產的聖經和神學作家。但許

多人相信斐洛不懂希伯來語，他依賴希臘文七十士譯本。 

 

他以為說出神的名曾秘密地發生在聖殿裏。他寫道：  

 

有一個名，只有耳和舌潔淨的人才能在聖所裡聽見和說出，沒有別的人、也沒

有在任何其他地方。 

 

摩西的生活，2:114 

 

他相信神是無名的，他把出埃及記第 3 章 14-15 節意譯為：  

 

首先告訴他們，我就是今在的祂， (ότι έγώ είμι ό ών)，那麼他們或能瞭解什麼

是和什麼不是的區別，也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教訓，就是沒有名字可以恰當地用

在我身上，只有存在才屬於我。  

 

摩西的生活，1:75 

 

6.3.2 西元 80 年約瑟夫斯的證詞  

 

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斯(Josephus)在《猶太的古史》中說，說出神的名字是不合法

的。  

 

於是神向他宣告祂的聖名，這是人未曾知道的，關此，對我來說再多說是不合

法的。 

 

《猶太的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第二冊、第 12 章、第 4 段   

 

6.3.3 西元 150 年游斯丁的證詞  

 

西元 150 年，羅馬教會的首席發言人游斯丁(Justin Martyr)說，沒有人知道神的名

字。  

就像菲洛，游斯丁也相信神是無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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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致羅馬皇帝的《第一護教辭》第 61 章中，他寫道：「因為沒有人能說出不可說

之神的名字；如果有人敢說有一個名字，那他就是以一種無以救藥的瘋癲在胡言亂

語。」 

然後在第 63 章，他說：「直到今天，所有的猶太人都教導著，無名的神對摩西說

話。」  

 

6.4 亞和之名在外邦人中脫穎而出 

 

由於“健忘”和對“伊瓦”這個名字的壓制，早期的外邦基督徒相信神的名字真的是亞

和。著名的四世紀學者耶柔米甚至說，「主的名字在希伯來語中包含四個字母，Yodh He 

Waw He，這是神的真實名字，發音為亞和(Jaho)。」33  

  

 
33 "Breviarium in Pss.", in P. L., XXVI, 828; 一度被認為是虛假的文字，但現在被認為是真實的，日期早於西元

392 年，見巴登和威(Bardenhewer) 《Altk.Lit.》iii 620(19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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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神祕主義著作和早期基督教的 Ιaω ─亞和 (西元第二世紀)  
 

7.1 基督徒相信從第二世紀起 Ιaω(亞和)是神的名字 .................................................................... 31 

7.2 桑楚尼亞松殘卷，西元前第十二世紀 ..................................................................................... 31 

7.3 死海古卷，西元前 150 年......................................................................................................... 32 

7.4 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的歷史，西元前 75 年 ........................................................................... 33 

7.5 在異教徒節日史中瓦羅的證詞，西元前 75 年 ....................................................................... 33 

7.6 位於克拉羅斯的阿波羅神廟，西元前 10 世紀至西元 3 世紀 ............................................... 33 

7.7 愛任紐，西元 180 年 ................................................................................................................ 33 

7.8 革利免(亞歷山大城)，西元 215 年 .......................................................................................... 34 

7.9 俄利根，西元 230 年 ................................................................................................................ 34 

7.10 優西比烏，西元 320 年......................................................................................................... 35 

7.11 伊皮法紐，西元 380 年......................................................................................................... 35 

7.12 耶柔米，西元 390 年............................................................................................................. 35 

7.13 狄奧多勒，西元 450 年 ......................................................................................................... 35 

 

7.1 基督徒相信從第二世紀起 Ιaω(亞和)是神的名字 

 

從西元二世紀開始，主流基督徒相信 Ἰαὼ 是神的名字，直到中世紀被耶和華所取代。  

 

早期的教父們甚至認為 Ἰαὼ’甚至是以耶穌、即約書亞 Ἰωσονὲ 的名義，這被解釋為

“Ἰαὼ(亞和)拯救”。 

 

我們可以找到 Ἰαὼ(亞和)這個名字的數百種用法在前五個世紀裡。它出現在整個歐洲的紙

莎草上、戒指上、金屬板和鉛板上。  

 

Ἰαὼ也出現在基督時代之前寫的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和死海古卷的世界歷史中。 

 

7.2 桑楚尼亞松殘卷，西元前第十二世紀 

 

西元 320 年，君士坦丁的主教優西比烏(Eusebius)在他的《福音的預備》第 1 冊第 9 章中

說，比布洛斯的斐洛(Philo of Byblos)將貝裏圖的桑楚尼亞松(Sanchuniathon)的著作翻譯成

希臘語，他從神 Ιευώ(Yevo)的祭司希隆巴魯斯(Hierombalus)那裡得到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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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455 年，狄奧多勒(Theodoret)在他的文章《Graecarum affectionem curatio》中做了同

樣的描述。他說：「一個名叫耶魯巴力的 iaou 神的祭司，提供了猶太宗教事務的準確和

可靠的資訊。」34 

狄奧多勒所使用的希臘字“iaou＂與革利免的 iaou、即 Ἰαὼ，是完全相同的，我們將在下

面看到。 

優西比烏將桑楚尼亞松的著作定為“更古老的，如他們所說的，特洛伊時代”35，即西元

前 12 世紀。“亞和＂第一次出現在摩西的孫子─ 亞和拿單的名字裏，亞和拿單是但支

派的祭司，他在西元前 1340 年設立偶像。36 

 

7.3 死海古卷，西元前 150 年 

 

西元 1952 年，發現了第 4 號洞穴的卷軸，在卷軸 4Q120 中發現的兩個 Ἰαὼ 事件可以追

溯到西元前第一或第二世紀。 

 

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 Ἰαὼ面前獻上。 

利 3:12 

 

民中若有人行了 Ἰαὼ所吩咐不可行的甚麼事，誤犯了罪，…就要牽一隻小山

羊…。 

利 4:27–28 

 

這些經文很有意義，因為它們描述了祭司在聖地的工作，在那裡我們被告知這個名字是

真的被說出來的。 

Ἰαὼ 也發現在 4Q127 的殘卷中，這是一個關於出埃及記的注釋。 

自從發現這些殘卷以來，發展出許多關於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原版的理論來，有些理論甚

至暗示，Ἰαὼ 在猶太原版中取代了神的聖名。  

但俄利根(Origen)和耶柔米(Jerome)說，在他們那個時代，最好的手稿用的是 YHVH，或古

希伯來文字中的 YHYH：「在更準確的例證中，這個名字是用希伯來文字書寫的；然而，

不是用當前的文字，而是用最古老的文字。」37  

 

 
34狄奧多勒(Theodoret)，《Graecarum affectionem curatio》, sed evangelicae veritas ex gentilium philosopha 

cognito, 第 4 卷，第 740 頁。 
35 優西比烏(Eusebius)，《福音的準備》(Praeparatio Evangelica of Eusebius)，第 1 冊，第 4 章。 
36 https://www.bible.ca/archeology/bible-archeology-exodus-route-date-chronology-of-judges.htm. 
37 俄利根(Origen), 《詩篇註釋 》ii. 2; 耶柔米(Jerome), Prol. Gal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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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的歷史，西元前 75 年 

 

大約在西元前 50 年，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Diodorus Siculus)在他的《歷史圖書館》中記

載，「摩西把他的律法歸因給被稱為 Ἰαὼ 的神。」（第 1 冊，1.321）。 

 

7.5 在異教徒節日史中瓦羅的證詞，西元前 75 年 

 

六世紀的拜占庭行政長官約翰·萊杜斯(John Lydus)在他的異教徒節日史─《De Mensibus》

上寫道：  

但羅馬人瓦羅(Varro)在討論他的時候說，在迦勒底人(巴比倫猶太人)中，在他們神

秘的[著作]中，他被稱為“Ἰαὼ”，這在腓尼基人的語言中意思是“精神上感知的

光”，正如赫倫尼烏斯[斐洛]所說的。 

馬庫斯·特倫提烏斯·瓦羅(Marcus Terentius Varro)被稱作“羅馬最偉大的學者＂，他從西元

前 116 年到前 27 年住在義大利。 

 

7.6 位於克拉羅斯的阿波羅神廟，西元前 10 世紀至西元 3 世紀 

 

羅馬官員馬克羅比烏斯·狄奧多西(Macrobius Theodosius)在西元 431 年以後寫下了《農神

節》(Saturnalia)。它包含了許多關於哲學和神話的討論。 

 

他告訴我們，克拉羅斯的阿波羅神諭─ 希臘預言，認為 Ἰαώ 是至高無上的神，高於所有

其他神，包括羅馬帝國的神─朱庇特(Jupiter、Jove)。 

 

你所學的神聖的東西，不向人揭露， 

一點謬誤，顯示多加謹慎； 

把 Ἰαώ 視為至高無上。 

在冬天冥王星，在春天是朱庇特， 

菲比斯穿越熾熱的夏天統治著白天， 

而秋天擁有溫和的 Ἰαώ 搖擺。38 

 

7.7 愛任紐，西元 180 年 

 

西元 150 年以前，基督徒甚至沒有討論過神的名字。西元 135 年游斯丁在他的書《與特

來弗對話錄》第 75 章中說，耶穌是神的名字，正如神說“我的名字在他裡面”所證明的

那樣。我們透過書中引言所描述的戰爭知道游斯丁書的日期。 

 

 
38 《農神節》(Saturnalia) i,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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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斯丁搬到羅馬以後，他許多想法開始改變。在西元 150 年《第一護教辭》第 61 章中，

他說，「如果有人敢說有一個名字，那他就是以一種無以救藥的瘋癲在胡言亂語。」當

然，這裡，他指的是 YHVH 的名字。  

 

愛任紐對 Ἰαὼ 的名字表現出中立的態度，但持懷疑。在《駁異端》(Against Heresies)第 1

冊中，愛任紐用 Ἰαὼ 這個名字來描述幾個教派的信仰。 

 

在第 1 冊第 4 章中，他描述了這個名字背後的諾斯底派傳說：  

 

當荷魯斯(Horos)如此阻礙她進一步的發展時，他喊道： Ἰαὼ是從哪裡來的？他們

說，Ἰαὼ這個名字導出它的起源。39 

 

 在第 21 章中，他描述了一些諾斯底派的洗禮，他們宣佈： 

我以 Ἰαὼ的名義，救贖我的靈魂脫離這個時代(世界)和一切與之相關的事物。40 

在第 30 章中，愛任紐描述了諾斯底派的信仰：Ἰαὼ從雅爾他保(Yaltabaoth)而生，而薩保

斯(Sabaoth)從 Ἰαὼ而生。 

 

7.8 革利免(亞歷山大城)，西元 215 年 

 

到了西元 200 年，Ἰαὼ 這名已經被主流的基督教所接受。 

 

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在他的《雜記》中解釋了 Ἰαὼ(Iaou)是 YHVH 的名

字。拼寫略有不同，但“沒有什麼不同”。41  

 

再次，有進入至聖所的面紗。那裡有四根柱子，是古代盟約神聖之四的標誌。此

外，這四個字母的神秘之名被貼在那些單獨可以通到內院的人身上，被稱為

Ἰαου，理解為“祂是和將是”。在希臘人中，神的名也包含著四個字母 (Ἰαου)。 

 

7.9 俄利根，西元 230 年 

 

在《駁克理索》(6.32)中，俄利根(Origen)指那些參與魔法術的人，“從希伯來聖經＂中

取了 Ἰαὼ 這名。  

 

從西元一世紀到五世紀，Ἰαὼ 這個名字的出現，差不多有上百次被發現於諾底斯派的著

作中：在半猶太的“魔法的紙草”裡，在寶石上，在鉛板上的銘文裡，以及在薄板裡，

 
39 第 4 章，第 1 段 
40 第 21 章，第 3 段 
41 Wilhelm Genesinius，在他的希伯來語詞典中，置於“耶和華” (jehovah)一詞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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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金屬薄片上。這被稱為 Ἰαὼ 之名“神奇”或“神秘”的使用盛行了幾個世紀。 

 

7.10 優西比烏，西元 320 年  

 

到了君士坦丁的主教優西比烏的時代，Ἰαὼ 之名被認為是神化名稱之 YHV 字首。優西比

烏在他《福音的證明》中寫道：  

 

耶穌的名字 Ἰησοῦς 翻譯成希臘文的意思是“神的拯救”。因為在希伯來語

中 Ἰησοῦ 是“救恩”，而嫩的兒子被希伯來人稱為約書亞 Ἰωσουὲ， Ἰωσουὲ 

成為“Ἰαὼ 的拯救”，即神的拯救。42  

 

7.11 伊皮法紐，西元 380 年 

 

在伊皮法紐(Epiphanius)的書《駁異端》中，就像愛任紐一樣，多次使用 Ἰαὼ 這名來描述

諾斯底派的信仰。 

 

7.12 耶柔米，西元 390 年 

 

耶柔米(Jerome)給了我們與革利免同樣的信息，Ἰαὼ 是 YHVH 的發音。 

 

在他對詩篇第 8 篇的註釋中，他寫道：「主的名在希伯來語中有四個字母─ Yodh He 

Waw He，這是神的真名，讀作亞和(Jaho)。」43  

 

7.13 狄奧多勒，西元 450 年 

 

狄奧多勒(Theodoret)使用了 Ἰαὼ 之名來描述一個希伯來名字，並告訴我們 Ἰαὼ’ 作為那位

神(the God who is)的意思；亞—神，和—那位。 

 

Nethinim 這個字意指在希伯來語中“Ἰαὼ’的恩賜＂，就是那位神 (the God who 

is)。44  

  

 
42 第 4 冊，第 17 章，第 3 節。 
43 “Breviarium in Pss.,” in P. L., XXVI, 828; 一度被認為是虛假的文章，但現在被認為是真實的，日期早於西元

392 年，見 Bardenhewer Altk. Lit. iii 620(1912 年)。 
44 狄奧多勒(Theodoret)。“Quaest. in I Paral.,” cap. ix, in P. G., LXXX, col. 805。 



36 
 

8 雅威─ 萬軍之朱庇特(西元第 18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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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朱庇特 (雅威)─ 羅馬帝國的最高神明 

 

但是，如果有人反對祂是被釘十字架的，在這方面，祂也與你們那些著名的朱庇特

之子齊名。 

游斯丁，《第一護教辭》第 21 章，西元 150 年 

 

游斯丁的《第一護教辭》是寫給羅馬皇帝的，正如游斯丁所承認，朱庇特是羅馬帝國的

最高神明。  

 

在威廉·蓋塞紐斯(Wilhelm Gesenius)有名的希伯來語詞典中，他指出 Ιαβε 之名 ─雅威，可

能來自朱庇特。45  

朱庇特(Jupiter)一字，從拉丁文音譯為希臘文是 Ιαβε，讀作“雅威＂(Yahweh)或“雅赫維

＂(Yahveh)。  

朱庇特是羅馬國教的主要神明，直到君士坦丁時代才被基督教所取代。46朱庇特的拉丁文

是 Jove。拉丁語沒有“J”，J 的發音是“Y”，短的“o”是“off”中的“aw”音，在羅

馬拉丁語中，V 的發音是 W，使得羅馬拉丁語中 Jove 的發音為“雅威＂(Yahweh)。 

優西比烏在他的書《駁異端》中說，有些教派使用了 Ιαβε 這名， 事實上，這個希臘名字

被任何教派使用的唯一證據就是 Ιαβεζεβυθ 一詞。 

Ζεβυθ 是希伯來文撒保斯(Saboath)的一個特殊的音譯，意思是“軍隊”或“萬軍/萬

象”， Ζεβυθ 不是由一個熟悉聖經的人所作的音譯。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和新約將

“Saboath”音譯為 Σαβαωθ 。 

Ιαβεζεβυθ 被研究魔法的人認為是一個短語，它總是以那種形式出現，從字面上看，

Ιαβεζεβυθ 是(星球的) “萬軍之朱庇特＂。  

諾斯底派結合了異教神學和基督教的神來描繪星球和星星的“萬軍之朱庇特”，如創世

記第 2 章 1 節所記載的，「天地萬物(或譯：萬軍)都造齊了。」 

 

8.2 在希臘發音中尋找神的新名字 

 

學者們是如何選擇雅威作為神的名字的呢？ 

 

欽定版英文聖經的翻譯者選擇耶和華、而不是耶瓦(伊瓦)，因為“他將是＂這名在三位一

體的教義中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學者們不滿意耶和華的名字，因為

它在中世紀才第一次出現作為神的名字，且與動詞“to be”的關係非常薄弱。 

 
45 威廉·蓋塞紐斯(Gesenius, Wilhem)，《舊約聖經中的希伯來語和迦勒底語詞彙》，由 Samuel Treggelles 翻

譯，西元 1857 年，337b 頁， CCCXXXVII。 
46 維基百科，朱庇特( Jup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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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用希臘語的發音來尋找神的另一個名字，除了顯然是 YHV 的發音的 Ιaω 外，在教會

的神父中，看起來唯一可能作為 YHVH 發音的名字是 Ιαβε ─“雅威”。 

 

 

神的名字在希臘語中顯著的讀音 

來源 時間 名字 

桑楚尼亞松殘卷 西元前十二世紀(來自

優西比烏，西元 320

年) 

Iaou (Ιaω) 

阿波羅的號角(Clarion of 

Apollos) 

西元前 500 年(來自

Macrobius Saturnalia) 

Ιaω 

死海古卷 西元前 150 年 Ιaω 

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 西元前 75 年 Ιaω  

馬庫斯·特倫提烏斯·瓦羅

(Marcus Terentius Varro) 

西元前 75 年  (來自 De 

Mensibus)  

Iaw 

斐洛 西元 30 年 (來自 De 

Mensibus) 

Ιaω 

約翰的祕密書信 西元 175 年 Iaye  

愛任紐 西元 180 年 Ιaω 

在諾斯底文學、半猶太的

魔法紙草、護身符、寶石

和金屬板上所使用的數百

種 Ιaω 之名。47 

西元第一至第五世紀 Ιaω 

亞歷山大的革利免 西元 215 年 Iaou (Ιaω) 

俄利根 西元 230 年 Ιaω 

卡邁(Cumae)詛咒碑 西元 250 年 Ιaω Ιαβεζεβυθ 

優西比烏 西元 320 年 Ιaω 

耶柔米 西元 380 年 Ιaω 

伊皮法紐 西元 390 年 Ιaω,48 Ιαβε 

狄奧多勒 西元 440/465 年 Ιaω, Ιαβε, Iabai 

 

雅威和耶和華名字之間的爭論在西元 1707 年達到了高潮，那時德國東方學家阿德里安· 

瑞南(Adrian Relaand)轉載了幾位學者的觀點，稱雅威更有可能。耶和華被認為是中世紀

的發明，但從伊皮法紐和狄奧多勒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雅威。  

 

 
47有關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最早非魔法的猶太人對 Ιaω 的使用》，弗蘭克·肖(Frank Shaw)，西元 2014

年，第 7 章。 
48 Ἰαὼ 伊皮法紐(Epiphaniu)，《醫藥箱》(Panarion)， 五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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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但是它從那裡來？ 

 

伊皮法紐(約西元 375 年)告訴我們，Ιαβε 這名被某些諾斯底派所用。諾斯底派以將希臘

和羅馬諸神的故事與基督教結合起來而聞名。  

Ιαβε 被塞浦路斯的狄奧多勒主教所用(約西元 450 年)。但他似乎剛從伊皮法紐的《駁異

端》一書中得到這個發音。後來，狄奧多勒用 Iabai 作為 YHVH 的發音。 

第一個可能使用 Ιαβε 是在《約翰的祕密書信》中，它用的名字是“Yaye”。  

 

8.3.1 在《約翰的祕密書信》中的 Iaye，西元 175 年  

 

根據愛任紐，《約翰的祕密書信》是由馬科斯主義者(Marcosians)所寫的。49  

 

他們講述了 Iaye 和 ELOHIM 從亞達博斯(Yaldabaoth)生下來的故事。他們把柏拉圖與

基督教的思想結合起來。根據柏拉圖的思想，“造物主”(Demiurge)是首席執政官、

首席創造者，他的名字叫亞達博斯。  

 

我們有的文本是科普特語的譯本；原文是希臘語。遺憾的是，我們並沒有希臘文本

的副本，但在科普特語文本中有希臘字母 ⲓⲁⲩⲉ ，這 ⲩ 在荷馬希臘語中讀作“u” ，

在古典希臘語中讀作“y”。  

 

因為 ⲓⲁⲩⲉ 的發音之故，作者在腦海中可能已有了 YHYH，即在更現代形式中的“他

將是”。  
 

斯蒂芬·戴維斯(Stevan Davies)把 ⲓⲁⲩⲉ 翻譯成雅威(Yahweh)；而腓特烈(Frederik Wise)

將其翻譯成雅沃(Yave)。  

 

Iaye 和 ELOHIM 的出生記在第 22 章： 

 

 

亞達博斯強暴了夏娃 

她生了兩個兒子 

Elohim 是第一個兒子的名字 

雅沃(ⲓⲁⲩⲉ) 是第二個兒子…   

雅沃很公義； 

Elohim 沒有公義。50 

 
49 《駁異端》(Against Heresie)，第 1 冊，第 17 章，愛任紐。 
50 《約翰的祕密書信》(the Secret Book of John)，由斯蒂芬·戴維斯(Stevan Davies)翻譯；雅沃來自腓特烈

(Frederik Wise) 的翻譯；斯蒂芬·戴維斯用的是“雅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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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年以後，伊皮法紐在他的書《駁異端》中描述了一些不同的教派，包括馬科斯

主義者。他說，Ιαβε 這個名字是這些教派所使用的名字之一。  

 

8.3.2 Ιαβε 不存在於俄利根的名單中，西元 236 年 

 
俄利根在《駁克理索》中描述了各教派使用的魔法名稱，包括那些從聖經中借用來

的名字。引人注目的是，沒有 Ιαβε ，可能尚未投入使用。他寫道： 

還必須注意的是，那些編造了這一系列虛構故事的人，既不懂魔法，也不分辨

聖經的意義，使一切陷入混亂中；看到他們從魔法中借用了亞達博斯、亞斯他

弗(Astaphæus)、和何珥烏(Horæus)的名字，又從希伯來聖經中借用了希伯來語

稱為亞和或亞、以及撒保斯(Sabaoth)、阿多斯(Adonæu)和亞羅斯(Eloæus)的名

字。51  

 

8.3.3 在義大利卡邁的黑色魔法，西元 250 年  

 

在義大利的卡邁(Cumae)，在一個有羅馬帝國日期的鉛咒碑上，發現了第一個明確使

用 Ιαβε 的名字。大衛·喬丹(David R. Jordan)追溯其日期至西元第三世紀。52 

實際上出現的名字是 Ιαβεζεβυθ 。 

1911 年版的《大英百科全書》以及阿道夫·戴斯曼(Adolph Deissmann)在他 1895 年版

的《聖經研究》第 13-14 頁中告訴我們，Ιαβεζεβυθ (Yahveh Sebaoth)經常出現在“魔

法文本”中。  

阿道夫·戴斯曼列舉了 Ιαβεζεβυθ 在魔法文本中的四個例子。他引用的第一個例子是

這個鉛咒碑。 

在古希臘的墳墓裏發現了許多含有詛咒的鉛碑。它們通常是由一個專業的詛咒作家

所寫的，他會召喚神明的名字。  

卡邁的咒碑以魔法名字的咒語開始。在第 8 行，我們發現了 Ιaω Ιαβεζεβυθ 這名「在

這個地方的魔鬼和幽靈，我以聖名 ERÊKISIPHTHÊ ARARARACHARARA ÊPHTHISIKÊRE IAÔ 

IABEZEBYTH LANA BESAPHLAN . . .懇求你們，與冥界的神靈一同醒來吧！」 53 

  

 
51 《駁克理索》(Contra Celsus)，第 6 冊，第 32 章。  
52 《愛的治療》(Remedium amoris)；大英博物館卡邁的一個咒語，大衛 R·喬丹(David R. Jordan)，西元 2003

年，日期記在第 670 頁。 
5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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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塊石碑的圖畫中圈出的是 Ιaω 和 Ιαβεζεβυθ 。 

 

 

在這些魔法的文本中，Ιαβε 只出現在 Ιαβεζεβυθ 一詞裡。 

Ζεβυθ 是希伯來字撒保斯(Sabaoth)的一個特殊音譯，意思是“眾軍/萬象”，就像在

“萬軍之 YHVH”的措辭中一樣。然而，在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的列王記下第 10 章 16

節、以及羅馬書第 9 章 29 節和雅各書第 5 章 4 節中，“萬軍＂的音譯是 Ζεβυθ。因

此，我們非常確定 ζεβυθ 並非來自熟悉希伯來語或希臘語的舊約和新約之人。 

正如我們所提到的，Ιαβε 是拉丁字 Jove、或“朱庇特” (Jupiter)的希臘音譯，義大利

卡邁的市民用羅馬拉丁語會將 Jove 讀作“雅威”。  

Ιαβεζεβυθ 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星球的)“萬軍之朱庇特”。  

 

8.3.4 道、Ιαβεζεβυθ，Ιaω 之子  

 

阿道夫·戴斯曼告訴我們，在其他三個銘文中也可以找到 Ιαβε ζεβυθ ─(軍隊之) “雅

沃·撒保斯＂的表達方式：在一塊錫板上、一個載有 λόγον ιαβε ζεβυθ ─“道、雅沃·

撒保斯＂的聖杯上，與再一個沒有“道＂乙字的聖杯。 

從“道”的表達中，我們知道他們心中有基督，正如 Ιαβεζεβυθ。神在鉛咒碑中被認

定為是在 Ιαβεζεβυθ 之前的 Ιaω(亞和)。 

諾斯底派知道，基督是撒保斯(Sabaoth)，是(軍隊之)萬軍之 YHVH─ Ιaω 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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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任紐寫道： 

他們還用虛謊的系統給[幾個人]起了名字，如下：母親的第一個後裔被

稱為亞塔伯斯(Yaltaboth)；他，又一次，從他而出，被命名為 Ιaω；

他，從這一個而出的，被稱為撒保斯。 

 

愛任紐，《駁異端》，第 30 章 

諾斯底派也相信 Ιaω 高於朱庇特，正如阿波羅神諭(Oracle of Apollos)中所說的： 

你所學的神聖的東西，不向人揭露， 

一點謬誤，顯示多加謹慎； 

把 Ἰαώ 視為至高無上。 

在冬天冥王星，在春天是朱庇特(Jove)。54 

 

所以基督變成了朱庇特，Ιαβεζεβυθ ─  (萬軍之)朱庇特撒保斯。 

 

8.3.5 ያዌ (雅威)和超過 50 個 YHVH 的讀音   

 

在 1911 年版《大英百科全書》的同一條目中，喬治·富特·摩爾(George Foot Moore)

提到了在衣索比亞魔法文本 Ge'ez Bodlein MS Aeth. 9.5 6b 中找到ያዌ (雅威）的發

音。這是馬格里奧斯(D. S. Margoliouth)在 1884 年所發現的，山姆·戴佛(Samuel 

Driver)於 1885 年講出。 

這份衣索比亞手稿包含了《十二位門徒的魔法祈禱》（Preces Magicae XII 

Discipulorum）。其中包括一份據說是基督給祂門徒的基督魔法的名單： 

之後，他告訴他們他的名字：Iyâhê，即可怕；Sûrâhê，即偉大；

Demnâ’êl，即有力的；. . . Meryon，即看顧；O’e，即幫助者；Aphrân ，即

救世主；Manâtêr ，即牧羊人；’Êl, ，所有人的保護者；Akhâ ，即耐心的；

Êlôhê ，即所有人的支持者；. . . Yâwê(雅威)，即忠實(和)公正的。  

衣索比亞的魔術師可能聽說過在歐洲用 Yâwê(雅威)作為一個魔法的名字。  

而且似乎他們名單中的第一個名字“Iyahe”也可能是 YHVH 一個嘗試性的發音。 

事實上，在魔法文本中有許多名字，聽起來像是一種 YHVH 發音的嘗試。除了“按

照其字母”發音的名字 ιαβα (雅瓦)，我們還可以找到就如阿道夫·戴斯曼(Adolph 

Deissmann)在他《聖經研究》(Biblestudien)一書中所提到的 ιαβοε、ιαβας 和

“ιαβω。  

帕夫洛斯·瓦西雷爾迪斯(Pavlos D. Vasileiadis)在他 2014 年的文章《用希臘語呈現神

聖的四字神名的各個方面》(Aspects of rendering the sacred Tetragrammaton in 

 
54 《農神節》(Saturnalia) i,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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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k)中，列出了在護身符和其他文本中發現的 50 多種 YHVH 可能性。他的結論

是，試圖從希臘文的抄本中確定神的名字是徒勞的。 

但 Ιαβεζεβυθ 在諾斯底派中很受歡迎。雅威(朱庇特)是撒保斯、Ιaω 之子。 

 

8.4 伊皮法紐描述各教派使用的名稱  

 

《駁異端》一書第 40 章中，伊皮法紐描述了不同教派使用的神名，包括 Ιαβε 這名。  

在之前的教派中，我已經詳盡地討論了薩保斯和其他名字— Eli 和 Elohim、El 和 

Shaddai(撒代)、Elyon、Rabboni(拉博尼)、Jah(亞)、主和 Jahveh(雅威)的翻譯。— 

這裡，我也趕緊把它們翻譯出來。“El＂意為“神”；“Elohim”(伊洛希姆) — 

“永遠的神”；“Eli＂— “我的神”；“Shaddai＂(撒代) — “有能力者”；

“Rabboni＂(拉博尼) — “主”；“Jah” — “主”；“Adonai＂(阿多奈)— “存在

的主”；“Jahveh”(雅威)的意思是“今在、昔在和永在的祂”正如他對摩西解釋

的：“你要對他們這樣說‘今在的祂’打發我來。” 

第 40 章 5,5 

伊皮法紐急忙將“雅威＂等同於在希臘文版中出埃及記第 3 章 14 節的“今在的祂”，他

似乎還推斷出“雅威＂是 HVH 的完成時態和未完成時態的組合：Ja(雅)、來自 Javah，而

veh(威)、來自 Yihveh，得出了“今在、昔在和永在的祂”的總體含義。 

 

8.5 狄奧多勒告訴我們撒瑪利亞人稱它為雅沃(Yave)和雅韋(Yavai)  

 

塞勒路斯的狄奧多勒生於西元 393 年、死於西元 458 年左右，他是一位具有影響力的主

教，也是一位多產的信仰作家，他對他那個時代的語言和希伯來文字的發音發表了許多

評論。 

在他《出埃及記的問題》出埃及記第 6 章 3 節中，狄奧多勒說：「撒瑪利亞人稱之為

Ιαβε ，但猶太人稱之為 Aia（阿-亞，意思是“我將是”）。」 

然而，後來在他《異端邪說史綱摘要》(Haereticarum Fabularum Compendium)中，他說：  

現在“撒代＂表示祂是那充足和有能力的，但“阿亞＂才是指今在的祂。這在希

伯來人中也是不能說出口的，但撒瑪利亞人不知道它的意思。 

狄奧多勒給了我們撒瑪利亞人對 YHVH 的兩種不同的發音。 

為什麼是這樣呢？ 

狄奧多勒本人可能並沒有聽到他們唸出 YHVH 這個名字，他可能只是聽說他們確實對它

發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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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們所知，撒瑪利亞人與猶太人一樣遵循同樣不發音的規則。正如拉比瑪納(Mana)所

說的，他們只是在誓言中唸出這個名字來。 

至於把 YHVH 發音為 Ιαβε，狄奧多勒可能引用由他的前任伊皮法紐所描述的發音。  

後來，他似乎已將亞百(Yabai)與撒代(Saddai)押韻起來。  

但我們知道，“全能的”作為神的名字，實際上讀作“撒代”。撒代與亞瓦(Yahwa)的押

韻完全符合瑪納拉比在四世紀時的證詞。瑪納拉比告訴我們，撒瑪利亞人和那些在魔法

(一種符咒)中使用 YHVH 名字的人是“按照其字母”發音的。這就是在蒙哥馬利的文章

《來自撒瑪利亞人的筆記》註腳 5 中撒瑪利亞人自己所描述的亞瓦。  

 

8.6 為什麼狄奧多勒比較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  

 

狄奧多勒首先說： 

 

「撒瑪利亞人稱之為 Ιαβε ， 

但猶太人稱之為 Aia（阿-亞，意思是“我將是”）。」 

 

之後，他說：「撒瑪利亞人稱之為亞百(Yabai)，他們不知道它的意思(字面上的意思是：

不知表達的力量)。」 

 

在這一更準確的敘述中，他進行比較的原因變清楚了。猶太人明白神名的意思，撒瑪利

亞人卻不明白。他們不知道“這個表達的力量”(它的意思) 。」 

 

正如耶穌在井旁對撒瑪利亞婦人說的： 

 

「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 

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 

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55 

 

撒瑪利亞人在說出一個毫無意義的名字，正如瑪納拉比所說的，他們只是“按照其字

母”唸出神的名字罷了。 

 

8.7 使雅威等同於動詞“哈瓦”(to be)的努力 

 

一個多世紀以來，學者們一直在與雅威和 YHVH 搏鬥，這從出埃及記第 3 章 12-15 節的上

下文中可以理解為來自動詞“哈瓦”(havah)，即 to be(存在)。  

 

 
55 約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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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面臨兩個問題。雅威不能和任何形式的“to be”動詞聯系起來，而雅威在聖經的

希伯來語中也不可能是一個讀音。 

 

8.7.1 不存在的動詞字幹(Hyphal)形式 

 

要接受雅威的主要障礙是它與動詞“to be” ─哈瓦，一直都缺乏關聯性。 

天主教百科全書總結了這一點： 

在這裡，我們面臨著問題，賈維(Jahveh)是未完全式的 hiphil(使役主動的動詞

字幹)、還是未完全式的 qal(基本形式的動詞字幹)？。卡麥特(Calmet)和勒克雷

爾(Le Clere)認為神的名字是一個 hiphil 形式. . .這一觀點與出埃及記第 3 章 14

節不符，在希伯來語中也找不到動詞意思是“to be”的 hiphil 形式的痕跡；此

外，這種 hiphil 形式在同源語言中由 pi'el 形式(加強主動字幹)所提供，除了在

敘利亞語中，hiphil 是罕見的和晚期出現的。56 

 

作者沒有接受雅威作為“哈瓦＂的未完全 qal 形式，因為未完全的 qal 形式是“伊瓦

＂(Yihvah)。 

 

8.7.2 任何形式之動詞“to be”的不可能發音 

 

雅威這個名字的另一個問題是發音本身，這在聖經希伯來語中是不可能的。這是 R. 

L.哈里斯(Harris)在《舊約的神學詞彙册》中所描述的： 

 

雅威(Yahweh)的發音假定以一個無聲的 he 音動詞結尾，但這些動詞在摩西時

代是以“y”結尾的(比較 for bānâ the Ug. impf. ybny)。因此，結尾“eh” 是一種

晚期形式。但在後來的希伯來語中，單詞或音節以“w”開頭的改為“y”(正如

在 pe-waw 動詞和動詞 hāyâ 本身)，所以雅威的“w”代表摩西時代之前的發

音，但最後的“eh”可能代表後大衛時代的形式。 

 

所以，哈里斯承認： 

 

鑒於這些問題，最好簡單地說，YHWH 根本不是來自動詞 hāwâ(可能是其早期

形式的 hawaya)。57 

 

 

 
56 天主教百科全書，西元 1910 年，置於“耶和華(雅威)＂的條目下。  
57 R. L.哈里斯(R. L. Harris)，《舊約的神學詞彙册》(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 TWOT)，(芝加

哥，Moody 印刷)，西元 1999 年，著作權 1980 年，置於 484 ָהוה  ָ  (hāwâ) 的條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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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雅威(朱庇特)得到全球的認同作為神的名字 

 

儘管： 

• 雅威不可能在動詞“to be”中發音，  

• 與動詞“to be”無關，以及 

• 沒有猶太人使用的證據。  

雅威(朱庇特)仍被學者們視為神的“真名”。這純粹是對舊約希伯來文文本中所記載的耶

瓦/伊瓦─“祂將是＂這名字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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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伊瓦─“祂將是＂的許多證明 
 

關於希伯來人所敬拜的神，神學家們之間一直存在著許多分歧，現在仍然存在。柏

拉圖在《蒂邁歐篇》中說：「什麼是永遠存在的，而沒有“來存在＂(coming-to-

be)的；且什麼是那來存在的，卻從不存在？」 

 

《De Mensibus》第四冊，西元 550 年 

 

9.1 其他解釋之語法的不可能性 ..................................................................................................... 47 

9.1.1 亞和— 今在的神 ................................................................................................................ 48 

9.1.2 耶和華—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 48 

9.1.3 雅威 (Ιαβε)—那位使存在的 .............................................................................................. 49 

9.2 傳道書第 11 章 3 節中的替代形式證明了“他將是”這名 ................................................... 49 

9.3 YHYH 形式證明了含義 ............................................................................................................... 49 

9.4 “亞＂的縮略證明了“伊瓦＂ ..................................................................................................... 50 

9.5 以色列的 ELOHIM 之名在出埃及記第 3 章 15 節被揭示 ....................................................... 51 

9.5.1 祂將是 ................................................................................................................................. 51 

9.5.2 主的道之名 ......................................................................................................................... 52 

9.5.3 什麼是祂將是？ ................................................................................................................. 52 

9.5.4 祂將是何時到來？ ............................................................................................................. 53 

9.5.5 不能看見之神總是以祂的形象命名 ................................................................................. 53 

9.6 神的約之名 ................................................................................................................................. 53 

9.7 舊約中連續不斷的文字遊戲(雙關語) ...................................................................................... 55 

9.7.1 從起初就用的神聖語言 ..................................................................................................... 55 

9.7.2 她是、“眾生之母＂以及祂將是、“眾生之父＂ ............................................................. 55 

9.7.3 祂將是的道是 ..................................................................................................................... 56 

9.7.4 出埃及記第 3 章 12-15 節的文字遊戲 ............................................................................. 56 

9.7.5 何西阿書第 1 章 7-9 節的文字遊戲 ................................................................................. 57 

 

9.1 其他解釋之語法的不可能性 

 
神對 YHVH 的意思沒有留下解釋。  



48 
 

在聖經希伯來語中，在 hyh 或 hvh 中的動詞“to be”(存在)僅以動詞的基本 qal 形式存

在。動詞時態只有兩種，就是未完成式、即未完成的動作；以及完成式、即完成的動

作。  

 

YHVH 是用未完全時態寫的，只能意指“他將是”，它不能是“他是”或“他使成為”的

意思。 

 

雷蒙德·阿巴(Raymond Abba)寫道：「在聖經希伯來語中，這個動詞的現在時態從不用未

完全式來表達，而總是用完成式來表達；未完全表達未來。」58來自保羅·朱昂(Paul 

Jouon)和慕拉卡(T. Muraoka )的《聖經的希伯來語法》同意雷蒙德·阿巴的看法。他們注意

到他們甚至找不到 hyh 的現在時態在完成式的實例。59 

在聖經中，動詞“to be”只存在於過去式和未來式裡。 

一個人要不已經存在了(完成式)，要不還沒有(未完全式)。  

直到今天，希伯來語中還沒有動詞“to be”的 hyphal 形式(使役主動的動詞字幹)可以表

達“祂使存在”。 

 

在希伯來語語法的限制下 YHVH 只能翻譯成“他將是”，任何其他的解釋，如“他使存

在”或“他是”，都不是基於語法、而是基於神學的假設。 

 

下面我們所列出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人創造的。 

 

9.1.1 亞和— 今在的神  

 

儘管有希伯來語語法的規則，以及出埃及記第 3 章 12 和 14 節中的“我將是” 這句

話的明顯意圖，希臘文七十士譯本把 eh-yeh ─“我將是”翻譯成“我就是今在的

祂”。狄奧多勒主教在他第五世紀的釋義中，給了我們“eh-yeh”和作為“今在的

神”之“亞和＂二者的含義─ 亞(神)、和(今在的)。  

 

9.1.2 耶和華—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到了西元十世紀，“和”(Ho)作為動詞“to be” 的“現在式”的意思已被完全接受

，正如我們在著名的十世紀希伯來歌曲 Adon Olam 中所看到的那樣： 

 

ְבִתְפָאָרה  ִיְהֶיה ְוהּוא הֹוֶוה ְוהּוא ָהָיה ְוהּוא  

Ve-hu haya, Ye-hu hove, Ye-hu yihye be-tif’ara! 

 
58 《聖名雅威》，雷蒙德·阿巴(Raymond Abba)；聖經文學期刊第 80 卷、4 號(西元 1961 年 12 月)，第 320–

328 頁 (9 頁)。 
59  Joüon, P., & Muraoka, T. (西元 2006 年). 《聖經的希伯來語法》(A grammar of biblical Hebrew) (§111 i,). 羅馬

: Pontificio Istituto Bibl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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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過去、現在、且將永在榮耀裡 

 

在八世紀，馬所拉文士開始在希伯來語文本上放上母音的標記，而亞和的母音標記

也進入了 YHVH，創造出耶和華這名。一些塔古姆譯本的複製品僅以耶和華、而不是

耶瓦作為神的名字。  

 

許多希伯來語網站聲稱，他們的聖人將耶和華的意思說成“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J.伊太瑞奇(J. Etheridge)還把耶和華解釋成啟示錄第 1 章 8 節中的含義：“昔

在、今在、以後永在＂。60  

 

9.1.3 雅威 (Ιαβε)—那位使存在的 

 
在四世紀，伊皮法紐把希臘名字 Ιαβε 的意思解釋為“昔在、今在、以後永在＂(是過

去式 Haya 與未來式 Yihve 的組合)。  

 

在十九世紀，有人認為希臘語的名字 Ιαβε 可能是動詞 YHVH 的動詞字幹 hyphal 形

式，意思是“祂使成為”(He causes to be)。但希伯來語中，動詞“to be＂(存在)並不

存在這樣的 hyphal 形式。  

 

 

9.2 傳道書第 11 章 3 節中的替代形式證明了“他將是”這名 

 

也許“他將是”是神的真名，其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他將是”這個表達，正如出現在普

通句子中的那樣，被替換發音יהוא所取代。 

 

如果 YHVH 確實存在動詞字幹 hyphal 形式，那麼就沒有必要用替代發音來取代 qal 形

式。 

 

  

9.3 YHYH 形式證明了含義 

 

YHYH 是聖經中最常用的“他將是”的拼寫。YHVH 是保留在神的名字裡一種較古老的形

式，但許多文本中 YHYH 都出現作為神的名字。 

很難知道 YHVH 什麼時候變成 YHYH 的。在死海古卷中，yod (Y)和 vav(V)之間往往沒有明

顯的區別。著名的希臘抄本專家布魯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評論了納哈爾·赫弗(Nakhal 

 
60摩西五經之翁克魯斯和約拿單.本.優兹爾塔古姆譯本，J.伊太瑞奇(J. W. Etheridge) ，西元 1865 年，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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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ever)的《恐怖洞穴》(Cave of Horror)中之神的名字，說：「與昆蘭(Qumran)抄本的情

況一樣，文士並沒有清楚地區分 yod 的形狀和 waw 的形狀。」61  

 

當然，大多數的文士在書寫神的名字時繼續使用 YHVH 的形式，以識別它作為神的名

字，這樣 YHVH 就不會與以 YHYH 出現之常用語“他將是”混淆。早期的希臘抄本(尤其

是以賽亞書)有將神的名字誤譯為“它將是”或“他將是”的例子，僅僅是因為 YHYH 被

誤認為其“他將是”的正常含義。這一點可以在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中看到，其中將以西

結書第 48 章 35 節的最後一節翻譯為「從“它將完成＂的那一天起，這城的名字必成為

它的名字」—而不是「這城的名字，必稱為“YHVH 在這裡(的所在)”。」 

 

YHYH 的代表性在希臘抄本中也是明顯的。在阿奎拉(Aquila)的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中，

YHYH 是用古希伯來語寫的，後來的抄本使用希臘字母 PIPI。在希臘語中，希伯來語的

“Y＂是以希臘語的“I＂發音。希臘語沒有 “H＂字母，所以用字母“P＂表示，因此，

從右到左閱讀的希伯來語，有了以 PIPI 為代表的 YHYH。YHYH 的這種表示性在敘利亞的

抄本中更為清晰，它寫的是 PYPY，從右到左讀為“YHYH”—將“P”理解為“H”。  

                             

約拿單塔古姆譯本是最古老、最權威的塔古姆譯本，被認為是約拿單.本.優兹爾所寫的。

這是唯一被視為受神啟發的塔古姆譯本。這個塔古姆譯本從約書亞記到撒母耳記下使用

了 1003יי 次來代表 YHYH。  

 

讀出 YHYH 只需要兩個 yod(YY)，因為“H”在兩個音節中都是無聲的。從以賽亞書到西

番亞書， יי(YY)被用於亞蘭語表達“禍/悲哀”有 32 次。因此，在這些書卷中יוי(YVY)被

用作神的名字，正如在將近二百年後的翁克魯斯塔古姆譯本中一樣。後來的塔古姆譯本

用三個 yod ייי   (YYY)來代表神的名字。 

 

 

兩個 yod(YY)，畫成 Z，中間有一條線穿過，代表 YHYH，發現於一個西元三世紀的創世紀

之俄古喜林庫斯殘片(Oxyrhynchus fragment of Genesis)，見殘片 1007。西元前 200 年以

後，這種形式也出現在猶太人的硬幣上。62 

 

9.4 “亞＂的縮略證明了“伊瓦＂   

 

早期的希臘聖經文本對包含著學者們大量的研究和有趣的現象。神的名字通常使用首字

母和末字母的縮寫，這種現象通常被稱為“聖名縮寫”(nomina sacra)，即神聖的名字。 

 

最早的希臘文“聖名縮寫”是 κς (κύριος)代表主、而 θς (θεός) 代表神。 

 
61 B. M.梅茨格(B. M. Metzger)，《希臘聖經抄本與古經學導論》(Manuscripts of the Greek Bible An Introduction 

to Palaeography) (西元 1981 年)，第 34 頁，註腳 63。 
62 同上，第 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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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的希臘文抄本中，YHVH 被希臘字 Κυριος, ΚΥΡΙΟΣ 所取代，ΚΥΡΙΟΣ 通常縮寫

為 ΚΣ，在字母上頭有一行。   

 

這一傳統始於希伯來文文本。“亞” (YAH)是伊瓦(YihvAH)的縮略語。亞和(YahO)(YhV)的

縮略是 YO(YV)。“亞和＂在撒母耳記第一次被縮寫成 YO。 

 

在猶太人中，這種做法不僅限於神的名字。艾倫·米拉德(Alan Millard)在《耶穌時代的閱

讀與寫作》一書中說，「希臘時期的腓尼基和巴勒斯坦貨幣上，以及北非布匿(Punic)城

鎮的塗鴉上，確實存在著將專有名稱的首字母和末字母縮寫在一起的情况。」63 

 

“亞”這名在舊約中作為神的名字出現有 48 次，並在 143 個名字中作為字尾。如前所

述，其中一些字尾已改為“雅呼＂(Yahu)了。  

 

亞被發現在“哈利路亞”一詞中，意思是“讚美亞”。 

 

記載第一次使用“亞”這個名字來自創世紀第 29 章 35 節中的“利亞＂。這裡，“讚

美” (ודה)一詞也首次出現在聖經中。利亞給了我們“猶大＂這個名字的含義： 

 

我要讚美 (אודה) YHVH， 

因此，給他取名叫 יהודה猶大。(亞讚美)  

 

 אודה את יהוה על כן קראה שמו יהודה 
 

利亞只是用“亞”יה 取代了“我將”א 的阿列夫(希伯來語字母表的第一個字母)，使之

成為  。(亞胡達) יהודה

 

9.5 以色列的 ELOHIM 之名在出埃及記第 3 章 15 節被揭示 

 

9.5.1 祂將是 

 

正如我們在序言中所說，神的名字、即“祂將是”，從伊甸園時代起就為人所知。

但是沒有人知道神的使者的名字，直到在出埃及記第 3 章 15 節神在燃燒的荊棘中向

摩西透露。 

 
63《耶穌時代的閱讀與寫作》(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Time of Jesus)，艾倫·米拉德(Alan Millard)著，西元

2001 年，第 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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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們想解決這個名字的困惑。為什麼神會稱自己為“祂將是”？為什麼祂也

稱祂的使者為“祂將是”呢？  

 

9.5.2 主的道之名 

 

正如序言中提到的，巴勒斯坦塔古姆譯本和耶路撒冷殘卷數十次使用“主的道之

名”來解釋 YHVH 的含義。塔古姆譯本的一個特點是，他們不只翻譯，他們也解釋。

他們試圖解釋文字背後的意義。 

塔古姆主義者試圖讓我們知道，YHVH─“他將是＂這個名字，真的是“主的道的名

字”。不能看見之神分享了主的道的名字，而不反過來說。 

作為基督徒，我們非常理解基督為什麼被稱為“祂將是”。 

 

9.5.3 什麼是祂將是？  

 
在以賽亞書第 44 章 6 節和約翰福音第 8 章 28 節可以找到“祂將是”作為“主的道

之名”的含義。 

 

「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救贖主，  

萬軍之 YHVH(祂將是)如此說：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ELOHIM)！...』」 

賽 44:6 

 

 

 

在這段著名的經文中，基督被認定為“道”，是不能看見之神的代言人。啟示錄第 1

章 17 節和第 22 章 13 節向我們揭示了這一點，其中基督、也就是在啟示錄第 1 章 1

節中所介紹的神的使者(天使)，再次代表不能看見之神說話，就像祂在舊約中所為的

那樣。 

 

什麼是“祂將是＂的答案？在“以色列的君和以色列的救贖主”這句話中可以找

到。十字架上方有一個牌子，“猶太人的王” ， 64所以，耶穌告訴法利賽人，「你

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 。」65 

 

 
64 太 27:37; 約 19:19–22 
65 約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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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祂將是何時到來？ 

 
這個問題的答案貫穿在所有先知書中。何西阿書第 1 章 7 節中我們讀到，「我卻

要…使他們靠祂將是他們的 ELOHIM 得救。」塔古姆譯本把這節翻譯為：「我要使他

們靠主的道、他們的 ELOHIM 得救。」在何西阿書第 3 章 2 節，塔古姆譯本說：「在

尼散月的第十五日(逾越節)，我藉著我的道救贖他們。」  

 

但以理預言，受膏者的到來是在修耶路撒冷街道和城牆的命令發出之 69 周(483 日，

日相當於年)以後，66這是實現在西元前 457 年，而 483 年後就是西元 27 年。 

 

神藉著眾先知，給了我們基督降臨和救贖的日子、月份和年份。 

 

9.5.5 不能看見之神總是以祂的形象命名 

 

基督和神分享“他將是”這個名字不應該叫人驚訝。  

 

在新約，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他將拯救”(耶穌)，在以賽亞書第 9 章 6 節預

言這將是“父、子、聖靈的名字”。在以賽亞書第 63 章 16 節，我們讀到，「從萬

古以來，你的名稱為我們的救贖主。」─ 神拯救。 

 

約書亞在希臘文就是耶穌。論到約書亞，神說：「我的名在他裡面。」(中文聖經譯

為「我是奉他名」出 23:21。) 

 

撒迦利亞預言，在末後的日子，神將會分享祂形像的名字，「那日，YHVH ECHAD(為

一)，祂的名也是 ECHAD(為一)。」67  

 

9.6 神的約之名  

 
神說：「這是我的名，直到永遠」，因為它反映了祂與祂子民所立的永約，「我(我將是)

必與你同在。」(I WILL BE with you)（出 3:12、4:12、15；書 1:5、3:7；士 6:16）。 

1899 年，漢斯·H·斯波爾(Hans H.Spoper)寫了一篇論文名為《神名的起源和解釋》，他在

文中主張“祂將是”作為 YHVH 的含義。 

他的論文集中在希伯來語的語法事實、和“祂將是”作為與以色列人同在之神的意義

上。  

他們被遺棄、被壓迫，沒有權利，被踩在地上，需要一個與他們同在的强大的幫助

者。在我看來，這就是這個名字“神將(必)與我們同在”的全部含義。 “我將(必)

 
66 但 9:25 
67 亞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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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同在”、“我將(必)與你(們)同在”、“祂將(必)與我們同在”這些話語貫穿了

整個舊約全書。אהיה עמך(我將[必]與你同在)是摩西在猶豫去完成他被命令去

做的事情(出 3:12)時所得到的鼓勵。約書亞(申 31:8；約 1:5，3:7)也因此得到保

證，他不會孤單，“祂將是” (必)與他同在。在士師記第 6 章 13 節也有同樣的解

釋， עמנו יהוה ויש  =“祂將是”若將與“我們同在＂。當我們留意到表達這種

關係的一些負面詞語時，這個名字被理解為把這種關係表達得更加清晰；例如，民

數記第 14 章 43 節，我們讀到「因你們退回轉離了“祂將是” ，“祂將是”必不

與你們同在。」約書亞記第 7 章 12 節： 68… לא אוסיף להיות עמכם 

 

את־ יהוה ויהי 這句話描述了基督的靈與約瑟、約書亞和猶大同在，正如我們可以在下

面的經文中看到的：「祂將是與他同在」69；「祂將是與約書亞同在」70；「祂將是與猶

大同在」。71  

在撒母耳記上第 20 章 13 節，約拿單對大衛說： עמך יהוה ויהי  「願祂將是與你同

在，如同從前與我父親同在一樣。」  

在路得記第 2 章 4 節波阿斯的問候： יהוה עמכם  「願祂將是與你同在」，可能是那

個時代常見的表達。   

但最著名的是馬太福音的最後一句話：「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末日。」72這裡，

祂將是承諾永遠與他的子民同在。  

  

 
68《神名的起源和解釋》( The Origi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tragrammaton，漢斯·H·斯波爾(Hans H. Spoer)

，西元 1899 年，第 33 頁。 
69 創 39:2 
70 書 6:27 
71 士 1:19 
72 太 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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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舊約中連續不斷的文字遊戲(雙關語) 

 

我們已經討論了“祂將是”的文字遊戲(雙關語)，因為它們和神聖約的名字與未來救贖主

有關。關於神名字的文字遊戲始於伊甸園，一直延續到舊約。 

 

9.7.1 從起初就用的神聖語言 

 

希伯來語是世界上最古早也是最原始的語言。  

從創世記第 11 章 1 節的耶路撒冷撒古姆譯本，我們了解到，神在巴別塔混淆人們的

語言之前，全世界都說希伯來語： 

地上所有的居民都是一種語言，一種方言，一種意見：因為他們說的是創造世

界之初的神聖語言：而他們的心後來偏離了祂的道的話，以及世界在最初的樣

子。 

這不是猶太人的偉大主張，而是聖經的真理。過一會兒，我們將看到記載在創世紀

第 3 章中人類最早的對話，無疑是用希伯來語進行的。 

 

9.7.2 她是、“眾生之母＂以及祂將是、“眾生之父＂ 

 
在引言中，我們提到了 YHVH 這個名字最初是在伊甸園中使用的。 

在創世記第 3 章 20 節中，我們讀到，「亞當給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她是)，因為她

“是＂眾生之母。」  

亞當把他妻子的名字 ─她是(She WAS)，作為“眾生之母”，與神的名字─ 祂將是、

“眾生之父”相比。 

馬所拉文本中的“她是，因為，她是母親”，如下所示，對理解希伯來語的發展具

有重要意義。 

 

 חוה כי הוא היתה אם
 

第一個單詞“她是＂ חוה    是希伯來語的陽性形式，就像“她” הוא  實際上讀作(或拼寫

作)“他”，甚至“母親” אם   一詞，也是陽性形式，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動詞היתה

“她是＂的第二個拼寫已經更新為動詞 HVH 後來的形式，即 HYHH，且以ה結尾的陰

性形式。希伯來語最早的形式似乎沒有像今天這樣區分陰性動詞和名詞。 

 

在創世記第 4 章 1 節，眾生之母、 חוה說：「יהוה使我得了一個男子。」  

 

“眾生”之父是יהוה ─“祂將是” ─ 「一神，就是眾人的父」(弗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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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H 和 YHVH 這兩個名字彼此之間的意義證明了最早的人確實說希伯來語，且他們

知道神的名字是 YHVH。當使者說：「我、YHVH，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顯現

為全能的神，至我名 YHVH，他們未曾知道。」73這也是另一個證據，證明使者指的

是祂自己。起初，YHVH 就是神的名字。 

 

9.7.3 祂將是的道是 

 

 ויהי דבר־יהוה
 

從撒母耳記上第 15 章 10 節開始，舊約中出現了 83 次“祂將是的道是” (And WAS 

the Word of HE WILL BE) 74這句話。這描述了從撒母耳到撒迦利亞，基督的靈對先知們

講話。 

 היה דבר־יהוה 

在創世紀第 15 章 1 節中，當“祂將是的道＂在異象中向亞伯蘭顯現時，同樣的表達

首次在沒有連接詞的情况下使用。“祂將是的道是”(WAS the Word of He WILL BE)一

詞在舊約出現了 27 次。  

這一詞語實際上是由以下內容組成的： 

夏娃的名字， היה為“眾生之母”； 

基督的名字，דבר־為“道；以及  

神的名字，יהוה為“眾生之父”。 

 

9.7.4 出埃及記第 3 章 12-15 節的文字遊戲 

 

摩西時代的動詞“to be”只是一個簡單動詞字幹 Qal 基本的表達，有兩種時態，完

成式和未完成式；實質上就是過去式和將來式。 

 

有關動詞“to be”最著名的文字遊戲始於出埃及記第 3 章 12 節，神說：「我必(將

是)與你同在。」  

在第 14-15 節，神回答了摩西關於 ELOHIM 名字的問題。 

 
73 出 6:3 
74 中文聖經譯為「耶和華的話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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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首先以自己的名字回答說：「我將是我就將是，因此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我

將是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  

接下來第 15 節中，神給了我們 ELOHIM、祂使者的名字，「神又對摩西說，你要對

以色列人這樣說，祂將是你們祖宗的神(ELOHIM)，…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 

然後，神將自己的名字“祂將是”與祂使者的名字作了對比，說：「這是我的名，

直到永遠。」因為當基督成為人時，祂將是 ELOHIM 將成為“我是”。 

最後，在第 16 節，神說：「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說，祂將是你們祖宗的

神(ELOHIM)，…向我顯現。」。當然，基督作為看不見的神的形象，就是向摩西顯

現的神(ELOHIM)。 

 

9.7.5 何西阿書第 1 章 7-9 節的文字遊戲 

 

在何西阿書第 1 章 7 節，神應許要藉著“祂將是”他們的 ELOHIM(神)來拯救以色列

人，「我要使他們靠祂將是他們的 ELOHIM 得救。」75 

然後，在何西阿書第 1 章 9 節中，是除了出埃及記第 3 章 14 節之外，舊約唯一一次

神給了“我將是”作為祂自己的名字。那裡，祂說：「我不再作他們的我將是(  לא

 76「。(עמי ואנכי לא אהיה לכם

  

 
75中文聖經譯為：「使他們靠耶和華他們的神得救」。 
76中文聖經譯為：「我也不作你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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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 
 

10.1 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 58 

10.2 一個真猶太人是拒絕拜偶像的人 ......................................................................................... 58 

10.3 新約的預言 ............................................................................................................................. 59 

10.4 好像以色列人，一個拜偶像的教會忘記了神的名字 ......................................................... 59 

10.5 為什麼神允許人們再次忘記祂的名字？ ............................................................................. 60 

10.5.1 因為他們不領受真理的心(愛) .......................................................................................... 60 

10.5.2 所有稱呼主名的總要離開不義 ......................................................................................... 60 

 

10.1 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這一切都與我們的救恩有關嗎？ 

耶穌對撒瑪利亞婦人說：「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

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77 

猶太人，就是猶太支派，知道神的使者、即那位向摩西“顯現＂的天使在燃燒的荊蕀中

被命名為“祂將是”。神對摩西說：「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說，“祂將是”

你們祖宗的神(ELOHIM)，…向我顯現。」78，使者是以色列的神(ELOHIM)，對祂，神說：

「我要使他們靠祂將是他們的 ELOHIM 得救。」79   

在啟示錄第 7 章中，以色列得救的支派名單中沒有包括但支派，為什麼？因為他們在士

師記第 18 章 30 節為自己設立了雕刻的像。同樣地，三位一體的信仰者也為自己設立了

一個像去拜，約翰稱之為“獸的像”。由於這個教義的迷惑，使他們無法看到神的名字

記錄在聖經中。 

在啟示錄，使徒約翰將“真正的猶太人＂、即十四萬四千人，對照於萬國或外邦人。  

 

10.2 一個真猶太人是拒絕拜偶像的人 

 

“猶太”一詞源於亞呼達(Yahuda)這個名字，意思是“讚美亞”。  

 
77 約 4:22 
78 出 3:16 
79 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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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是一個敬拜亞、拒絕拜偶像的民族，這在以斯帖記和猶太法典塔木德中都有解

釋。第一位被稱為猶太人的是一個名叫末底改的便雅憫人：「書珊城有一個猶大人，名

叫末底改，是便雅憫人…。」(斯 2:5)  

這裡，塔木德(Tractate Megillah 12b)問道：  

「他被稱為耶胡迪人(Yehudi)，意味著他是猶大的後裔；他爾後被稱為耶米尼人

(Yemini)，意味著是便雅憫人！」約哈南拉比回應道：「他原是一個便雅憫人，然

而被稱為耶胡迪人是因為他拒絕拜偶像，任何拒絕拜偶像的人都被稱為耶胡迪

人。」 

 

10.3 新約的預言 

 

在何西阿書第 1 章 9 節，神說：「我不再作你們的“我將是＂。」 80 

以色列人無法再看到神與他們同在，因為他們不忠。事實上，離開以色列人的不是神，

而是以色列人離開了祂。  

但在何西阿書第 2 章 18 節中，神應許祂要與外邦人立約，祂稱他們為田野的走獸、空中

的飛鳥、和地上的昆蟲，正如使徒行傳第 10 章 12 節所描述的。 

 

10.4 好像以色列人，一個拜偶像的教會忘記了神的名字  

 

在何西阿書第 3 章 1 節，神告訴何西阿“再去＂。 

「神對我說，你再去愛一個淫婦，就是她情人所愛的，好像以色列人，雖然偏向別

神，喜愛(外邦人的)葡萄餅，神還是愛他們。」 

神預言，那些在新約中的人會跟以色列人走同樣的路。 

基督教諾斯底派令人難以置信地將羅馬教和基督教混合在一起，稱基督為 Ιαβεζεβυθ ─

(星球的) “萬軍之朱庇特”，使基督成為羅馬帝國的最高神，即朱庇特。 

由於早期基督徒崇拜偶像和三位一體教義的錯誤，今天許多基督徒對神的名字感到困

惑。 

  

 
80 中文聖經譯為：「我也不作你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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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為什麼神允許人們再次忘記祂的名字？  

 

使徒保羅對這個問題給了我們兩個答案。 

 

10.5.1 因為他們不領受真理的心(愛)  

 
保羅說：  

「因為他們不領受真理的心(愛)，使他們得救。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

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帖後 2:10–12 

當人們不領受真理的愛時，神就允許他們被欺騙。 

如果不是外邦人創造了三位一體的教義，他們會很容易理解“主的道的名字”就是

“祂將是”。 

但因神的名字是神聖的，祂不想讓邪惡的人使用它。  

 

10.5.2 所有稱呼主名的總要離開不義  

 

保羅說，那些使用主名的人必須遠離不義。 

在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猶太人翻譯利未記第 24 章 16 節為：「那稱呼主名的

(ὀνομάζων δὲ τὸ ὄνομα Κυρίου)，就治死他吧。」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第 2 章 19 節中也用了同樣的說法 ─“稱呼主名＂(ὀνομάζων 

τὸ ὄνομα Κυρίου)，他寫道：「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  

神希望那些“稱呼祂名＂的人是聖潔的。  

一個真正的猶太人必須拒絕一切的偶像崇拜。 

 

「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 

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話的， 

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 

啟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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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1.1 The Many Names of God ............................................................................................................ 61 

11.2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 61 

11.3 My Name Is in Him ...................................................................................................................... 62 

11.4 Glorify Your Name ....................................................................................................................... 62 

11.5 I Have Revealed Your Name ........................................................................................................ 62 

11.6 Name Above All Names .............................................................................................................. 63 

11.7 He Who Overcomes, I Will Write on Him the Name of My God—My NEW NAME .................... 63 

11.8 I, Jesus, Sent My Angel ................................................................................................................ 63 

 

11.1 許多神的名字 

 

在出埃及記第 3 章 15 節，神說：「這是(YHVH) 我的名，直到永遠。」 

主日以後，聖徒們將繼續使用 YHVH 之名，正如他們重覆說著：「哈利路亞！因為主我

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81  

神在聖經中為自己用了許多名字。“全能者”的名字也將在主日後使用，但有一個神的

名，高於一切的名，就是在主日基督所要分享的名。只有一個名字是與“子＂共享的，

那就是「父、子、聖靈的名」。82基督的靈就是在啟示錄第 3 章 12 節中宣告這“名＂的

聖靈。根據新約所有的記載，如使徒行傳第 2 章 38 節、8 章 12 節、8 章 16 節、 10 章

48 節、19 章 5 節和哥林多前書第 1 章 13 節和 6 章 11 節所記錄的，這是門徒為人施洗之

名。 

 

11.2 我將是我就將是 

 

神在與摩西的會面中，給了我們一個暗示，就是 YHVH、即“祂將是”，不是祂的真名。

神說：「我將是我就將是」83。 

 

 
81 啟 19:6 
82 太 28:19 
83 出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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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我的名在祂裡面 

 

當神談到約書亞時，「我的名字在他裡面」，84他給了我們他真名的第一次預覽。 

 

約書亞名字的意思是“神將(必)拯救”，在馬所拉文本中讀作“耶和書亞” (Yehoshua)。  

 יהשוע or יהושוע

 

在死海古卷中，耶和書亞經常拼寫為יהשוע，應該讀為亞書亞(Yashua)或耶書亞(Yeshua)。
85   

 

在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中，約書亞為“耶書亞＂、拼寫為 Ιησοῦς，這是新約中耶穌的名

字。  
 

出埃及記第 23 章 20-23 節，是舊約中許多關於父名的預言之一。以賽亞書第 9 章 6 節

說，將要生之子的名字，就是永在的父的名。以賽亞書第 63 章 16 節告訴我們，神的名

是「從萬古以來，我們的救贖主」(神拯救)。約珥書第 2 章 32 節告訴我們：「凡求告主

名的，就必得救。」 在使徒行傳第 4 章 12 節、22 章 16 節和羅馬書第 10 章 9-13 節，主

的名被銓釋為“耶穌”。   

 

11.4 榮耀祢的名 

 

在耶穌忍受十字架的苦刑之前，祂求神榮耀祂的名字，神回答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

名，還要再榮耀。」86在使徒保羅給腓立比人的書信中，他將告訴我們這個被榮耀的名

字。 

 

11.5 我已將祢的名顯明了 

 

在耶穌偉大的禱告中，耶穌告訴我們祂已將父的名顯明予門徒了，「祢所賜給我的

名」。87 

 

 
84 出 23:20-23 ，第 21 節中文聖經譯為：「你是奉我名來的…」。 
85 4Q27 有耶書亞 ，有五節；4Q80 有它在撒迦利亞書第 3 章 9 節；4Q22 有它在出埃及記第 17 章 13 節；

4Q47 有יהשע在約書亞記第 8 章 35 節。  
86 約 12:28 
87 約 17: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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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的名字先在十字架上得榮耀，然後當耶穌被立為我們的主時又得榮耀，「因耶穌的

名，無不屈膝，…使榮耀歸與父神。」88 

保羅說：「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祂升為至

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89 

神把自己的名字給了耶穌。 

 

11.7 得勝的，我要將我神的名—我的新名，寫在他上面 

 
在啟示錄中，基督的靈向得勝者提供了一個特別的應許：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 

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 

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啟 3:12 

 

基督的靈、就是舊約中的神的天使(使者)，告訴我們，祂要將祂神的名字、即祂的新名，

寫在那些得勝的人身上。當然，從這節經文中我們瞭解到神和基督的名字是一樣的，也

就是神天使的新名字。  

 

11.8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 

 

只有一個名字是與子共享的，這是神在聖經的最後一章直接揭示的。在啟示錄第 22 章 6

節，我們讀到：「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在啟示錄第 22 章 16

節，神說：「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這是應驗撒迦利亞的話：「那日主必為一，祂的

名也是為一的。」90   

 
88 腓 2:10–11 
89 腓 2:8–9 
90 亞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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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字義含有“神＂的名字 
` 

1 以亞和יהו為字首的 18 個名字，希臘語和拉丁語  
 
 

第一次出現

亞和的經節  

 

 

 

 

 

名字  

 

和合本名稱 

  

顯示為亞和 

  יהו
顯示

為  

約(yo) 

同一人用 

亞和/約 

  字義 希臘文七十

士譯本 

Ιω – 約 

希臘文七十

士譯本 (英

文) 

 

 

拉丁文聖

經 

 

代上 8:36 יהועדה 耶何阿達 

 

2   神已廢黜 ᾿Ιαδά Jada Ioada 

王下 14:2  יהועדן 約耶但 2   神喜悅 ᾿Ιωαδὶμ Joadim Ioaden 

王下  約哈斯 20 4 王下 14:1 神已抓住 Ιωάχαζ Joas Ioachaz יהואחז 13:25

王下  亞哈謝 17 47 王下 11:2 (不確定) יהואש  11:1

 

Ιωὰς Joas Ioas 

尼 6:18  ויהוחנן 約哈難 9 2  神是仁慈的 Ιωαναν Joanan Iohanan 

王下 24:6  יהויכין 約雅斤 10 1  神指定 Ιωακὶμ Joakim Ioiachin 

撒下 8:18  יהוידע 耶何耶大 

 

42 5  神將知道 Ιωδαὲ Jodae Ioiada 

王下 23:34 יהויקים 約雅敬 37 4  神抬高 ᾿Ιωακίμ Joakim Ioiachim 

代上 9:10  ויהויריב 耶何雅立 2 5  神懇求  

 

᾿Ιωαρὶμ Joarim Ioiarib 

撒下 13:5  יהונדב 約拿達 8 7  神是仁慈的 Ιωναδάβ Jonadab Ionadab 

撒上 14:6  יהונתן 約拿單 79 42 撒上 13:22 神已給予 Ιωνάθαν Jonathan Ionathan 

王上 22:50 יהורם 約蘭 29 20 王下 

8:25,25 

神是崇高的 Ιωρὰμ Joram Ioram 

王上 4:3  יהושפט 約沙法 83 2  神已審判 ᾿Ιωσαφὰτ Josaphat Iosaphat 

王下 11:2  יהושבע 約示巴 3   神滿意 ᾿Ιωσαβεὲ Josabee Iosaba 

代下 24:26 יהוזבד 約薩拔 4 10  神賜予  Ιωζαβὰδ Jozabad Iozabath 

代上 6:14  יהוצדק 約薩答 8 5  神是公正的 Ιωσεδὲκ Josadac Iosedec 

耶 37:3 יהוכל 猶甲 1   神有能力   Iuchal 

詩 81:5  יהוסף 約瑟 1 213 詩 81:5 祂增添 Ιωσὴφ Joseph I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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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亞和יהו為字尾的 73 個名字 
 
 

代表性經節 名字 

 

和合本名稱 

 

顯示為 亞

和 Ἰαὼ 

 

顯示為  

約 Ἰὼ 

 

字義 例子 

希臘文七十士

譯本/iou 

約呼(Yohu) 

字尾 

 

代下 13:20  אביהו 亞比雅 2 19 神是我的父親 代上 7:8 Αβιου 7 

代下 23:1  עדיהו 亞大雅 1 8 神已裝飾    

王上 1:8  אדניהו 亞多尼雅 19 7 神是主 王上 1:8 Αδωνιου 5 

王上 亞哈謝 30 7 神已抓住 王下 אחזיהו 22:40 1:18 Οχοζιου 9 

王上 14:5 אחיהו 亞希雅 5 19 神是兄弟    

代上 24:23  אמריהו 亞瑪利亞 3 13 神已應許 番 1:1 Αμαριου 1 

王下 亞瑪謝 31 9 神是強大的 王下 אמציהו  13:12 13:12 Αμεσσιου 7 

王下 亞他利雅 10 7 神已抬高 王下 עתליהו 8:26 11:1   

王下 亞薩利 2 0 神已保留 王下 אצליהו  22:3 22:3 Εσελιου 1 

代下     亞撒細雅 3  神是全能的 עזזיהו 31:13

王上 亞撒利雅 16 32  王上 עזריהו 4:2 4:2 Αζαριου 8 

王上 比拿雅 31 9 神已建立 王上 בניהו  2:25 2:25 Βαναιου 10 

尼 3:4 ברכיהו 比利迦 7 4 神賜福 尼 3:4 Βαραχιου 4 

代上     布基雅 2 0 神的證明 בקיהו  25:4

代上     基拿尼雅 1 1 神是堅定的 כנניהו  26:29

代下       歌楠雅 3 כנניהו  31:12

耶 22:24  כניהו 哥尼雅 3  神指派    

耶 36:12  ודליהו 第萊雅 3 4 神已畫了    

王上  以利亞 65 8 神是神 撒上 1:1 Ηλιου 88 אליהו  17:1

王下 25:22 גדליהו 基大利 25 5 神是偉大的 耶 42:4 Γοδολιου 3 

耶 36:10 גמריהו 基瑪利雅 4 1 神是完美的 耶 43:11 Γαμαριου 3 

代下 26:11  חנניהו 哈拿尼雅 3 26 神是仁慈的    

代上 25:3  חשביהו 哈沙比雅 3 12 神考慮    

王下 希西家 76 14 神使強壯 王下 חזקיהו 16:20 18:13 Εζεκιου 22 

王下  “ 希西家 38 2 神使強壯 代下 32:8 Εζεκιου יחזקיהו 20:10

王下 希勒家 19 15 神是我的分 王下 חלקיהו 18:18 18:18 Χελκιου 14 

代上 3:24  הודויהו 何大雅 1 31 神的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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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35:4  יגדליהו 伊基大利 1  神是偉大的    

賽 1:1  ישעיהו 以賽亞 31 3 神的救恩    

代上     耶西亞 1 6 神忘記 וישיהו  12:6

代上     伊施瑪雅 1 1 神必聽見 ישמעיהו  27:19

代下     伊斯瑪基雅 1  神支撐/維持 ויסמכיהו  31:13

王下 25:23  ויאזניהו 雅撒尼亞 2 2 神聽見    

賽     耶比利家 1  神必賜福 יברכיהו  8:2

王下     耶可利雅 11  能力來自神 יכליהו 15:2

耶     耶哥尼雅 1 6 神指派 יכניהו  24:1

代上 24:20  יחדיהו 耶希底亞 2  神給予喜樂    

王下  耶利米 129 18 神鬆解 王下 23:31 Ιερεμιου 24 ירמיהו  23:31

耶     耶撒尼亞 1 1 神所聽見之人 ויזניהו  40:8

代上 耶利雅 2 1 神將丟擲 代上 יריהו  23:19 24:23 Ιεδιου 2 

王下 21:24  יאשיהו 約西亞 51 1 神支持 王下 23:28 Ιωσιου 11 

代上 古沙雅 1  神的吸引 代上 קושיהו  15:17 15:17 Κισαίου 1 

代下  瑪西雅 7 16 神的工作 耶 21:1 Μαασαιου 10 מעׂשיהו  23:1

代上 24:18 למעזיהו 瑪西亞 1 1 神使完美    

耶  瑪基雅 1 15 神是王 耶 21:1 Μελχιου 2 מלכיהו 38:6

代上     瑪探雅 2 11 神的恩賜 מתניהו 25:4

代上     瑪他提雅 4 2 神的恩賜 מתתיהו 25:21

代上     ?米施利米雅 3 1 神會報應(答)嗎 משלמיהו 26:1

王上     米該雅 18 4 誰像神 מיכיהו 22:8

代上     彌克尼雅 2  神的所有 ומקניהו  15:18

耶  尼利亞 3 10 神的燈 耶 39:12 Νηριου 10 נריהו  36:14

代上 尼探雅 5 15 神的給予 王下 נתניהו  25:12 25:23 Ναθανιου 5 

王上 18:3  עבדיהו 俄巴底 9 11 神的僕人 俄 1:1 Αβδιου 11 

代上     毗大雅 1 6 神已贖回 פדיהו 27:20

結 11:1 פלטיהו 毗拉提 3 2 神已拯救    

代上     利哈比雅 3 2 神已擴張 רחביהו 24:21

賽 利瑪利 13  神的裝飾 王下 רמליהו 7:5 15:25 Ρομελιου 11 

代上     西瑪迦 1  神已支持 וסמכיהו  26:7

耶  西萊雅 1 19 神堅持 拉 7:1 Σαραιου 1 ׂשריהו  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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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     示迦尼 2 8 神已住在這裡 לשכניהו  24:11

代上      示巴尼 1 6 ושבניהו  15:24

耶  示利米雅 5 5 神的朋友 耶 44:3 Σελεμιου 5 שלמיהו  36:14

代下 示瑪雅 6 35 神聽見 代上 שמעיהו  11:2 4:37 Σαμαιου 2 

代上     示瑪利雅 1 4 神已保佑(保守) ושמריהו  12:5

代上     示法提雅 3 10 神已審判 שפטיהו  27:16

代上     底巴利雅 1  神已淨化(清潔) טבליהו  26:11

代下     多比雅 1 17 我的好處是神 וטוביהו  17:8

耶 烏利亞 3 34 神是火 撒下 אוריהו  26:20 11:14 Ουριου 9 

代下 烏西雅 4 23  神是我的力量 代上 לעזיהו 26:8 27:20 Οζιου 8 

代上     西巴第雅 3 5 神的恩賜 זבדיהו 26:2

王下 撒迦利雅 18 25 神記得 王下 זכריהו 15:8 18:2 Ζαχαριου 
 

11 

王上 西底家 56 7 神是公義的 王下 צדקיהו  22:24 25:2 Σεδεκιου 11 

王下 25:18  צפניהו 西番亞 2 8 神珍惜 亞 6:10 Σοφονιου 2 

 

  



68 
 

3 僅以亞יה為字尾的 69 個名字 
 

名字  
 

和合本名稱 
 

代表性經節 
 

字義 

 亞勒瓦 創 36:40 神在身旁 עליה /עלוה

 亞瑪斯雅 代下 17:16 神攜帶/裝運 עמסיה

亞難尼 ענניה 
Ananiah 

尼 3:23,  神的雲 

安陀提雅 代上 ענתתיה 8:24 神的謙卑 

 亞他利雅 王下 22:12 神造的 עשיה 

 亞他雅 尼 11:4 與神 עתיה

 אזניה
 ע

亞散尼 尼 10:9 神垂聽 

巴西亞 בעשיה 
Baaseiah 

代上 6:40 用神來造 

 八布迦 尼 11:17 神是豐饒的 בקבקיה 

 比亞利雅 代上 12:5 神是主人 בעליה

 比拿雅 拉 10:35 神是分別為聖的 בדיה

 比拉雅 代上 8:21 神的創造 בראיה 

比利迦 ברכיה ,ברכיה
Berechiah 

尼 3:4 神賜福 

 比所玳 尼 3:6 在神的祕密裡 בסודיה 

 בתיה
比提雅 代上 4:18  神的敬拜者 

 比斯約他 書 15:28 神的戰利品 בזיותיה

 哈巴雅 拉 2:61 神的愛 חביה

 哈巴洗尼雅 耶 35:3 (不知) חבצניה

 哈迦利亞 尼 1:1 等待神 חכליה 

哈基雅 代上 חגיה 6:30 神的節日 

 哈拿尼雅 尼 3:8 神生氣了 חרחיה 

 哈舒巴 代上 3:20 神是仁慈的 חסדיה

 哈沙尼 尼 3:10 神的計算 חשבניה

哈賽雅 尼 חזיה  11:5 神已看見 

何達威 尼 הודוה 7:43 我的榮耀是神 

荷第雅 尼 הודיה 8:7 我的榮耀是神 

 何沙雅 耶 42:1 神的拯救 הושעיה 

 伊比尼雅 代上 9:8 神將建造 יבניה 

 伊利雅 耶 37:13 神看見 יראייה

 伊斯拉希 代上 7:3 神會升起或照亮 יזרחיה

耶西雅 拉 יזיה 10:25 願神灑下 

 耶羅罕 代上 8:27 神的搖籃 יערשיה 

 亞撒黑 拉 10:15 神看見 יחזיה

 耶大雅 尼 3:10 感謝神 ידיה 

 耶大雅 拉 2:36 對神的認識 ידעיה 

 亞大雅 王下 22:1 神所愛的 ידידיה 

 耶希亞 代上 15:24 願神活著 יחיה

耶加米雅 代上 יקמיה  2:41 神將升起 



69 
 

亞他利雅 拉 ישעיה  8:7  神的拯救 

約朔海 代上 ישוחיה  4:36 被神降卑 

 約沙未雅 代上 11:46 像神 יושויה 

 יושביה 
約示比 代上 4:35 神安頓、神使人居住 

 約細斐 拉 8:10 神加添 יוספיה 

 哥賴雅 耶 29:21 神的聲音 קוליה 

מעדיה 
מועדיה /  

瑪底雅 尼 12:5 向神作證 

 瑪西亞 尼 10:8 神是堡壘/保障 מעזיה

 瑪西雅 耶 32:12 神是避難所 מחסיה

 米拉提 尼 3:7 神解救 מלטיה

米迦 代上 מיכא /מיכה  5:5 那位像神的 

尼大比雅 代上 נדביה 3:18 神所激動者 

 尼希米 尼 1:1 神安慰 נחמיה

 尼利亞 耶 32:12 神的光或燈 נריה

挪亞底 拉 נועדיה  8:33  與神相會 

 比加轄 王下 15:22 神已打開眼睛 פקחיה

毗萊雅 尼 פלאיה 8:7 神是非凡的 

毗萊雅 代上 פליה 3:24 神是獨一無二的 

毗拉利 尼 פלליה  11:12 神已介入 

拉米 尼 רעמיה 7:7 神的雷 

拉米 拉 רמיה 10:25 神已鬆解 

 利亞雅 代上 5:5 神已看見 ראיה

利來雅 拉 רעליה 2:2 被神搖撼 

利法雅 尼 רפיה 3:9 神醫治 

沙迦 代上 שכיה 8:10 神的顯現 

珊示萊 代上 שחריה 8:26 尋求神 

示巴尼 尼 שרביה  9:4 神發出了熾熱的火焰
0burning heat  וניה 瓦尼雅 拉 10:36 神的陌生人 

西拉希雅 拉 זרחיה  7:4 神會升起或照亮 

 洗魯雅 撒上 26:6 他們被神包裹著 צרויה 

 西比亞 代下 24:1 神的迅捷 צבי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