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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劃   

乃巴約特 尼拜約 Nebaioth 

乃托法 尼陀法 Netophah 

乃步匝辣當 尼布撒拉旦 Nebuzaradan 

乃步沙次班 尼布沙斯班 Nebushazban 

乃波 尼波 Nebo  

乃阿頗里 尼亞坡里 Neapolis 

乃苛 尼哥 Neco 

乃革布 南方 Negeb 

乃勒烏 尼利亞 Nereus 

乃費托亞 尼弗多亞 Nephtoah 

乃塔乃耳 拿坦業 Nathanael 

乃塔尼雅 尼探雅 Nethaniah 

乃漆布 尼悉 Nezib 

乃爾 尼珥 Ner 

乃爾加耳沙勒責爾 尼甲沙利薛 Nergal-sharezer 

乃赫米雅 尼希米 Nehemiah 

乃黎 尼利 Neri 

乃黎雅 尼利亞 Neriah 

十城區 低加波利 Decapolis 

三劃 
  

三松 參孫 Samson 

三館 三館 Three Taverns 

大王 耶雷布 Great King (Iareb) 

大馬士革 大馬色／亞蘭大馬色 Damascus 

大博爾 大比拉 Tabor 

大博爾山 他伯山 T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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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經人、地名對照  

四劃   

丹 但 Dan 

仆托肋買 (即阿苛) 多利買 Ptolemais ( =Acco ) 

仆洛曷洛 伯羅哥羅 Prochorus 

切肋敘利亞 基列敘利亞 Coelesyria 

厄巴耳 以巴錄 Obal 

厄巴耳 以巴錄 [ 人 ] Ebal 

厄巴耳 以巴路 [ 地 ] Ebal 

厄市苛耳 以實各 Eshcol 

厄市陶耳 以實陶 Eshtaol 

厄弗所 以弗所 Ephesus 

厄弗辣大 以法他 Ephrath ／Ephrathah 

厄弗辣因 以法蓮 Ephraim 

厄耳卡納 以利加拿 Elkanah 

厄耳科士 伊勒歌斯 Elkosh 

厄耳特刻 伊利提基 Elteke／Eltekeh 

厄耳瑪丹 以摩當 Elmadam 

厄肋阿匝爾 以利亞撒 Eleazar 

厄克巴塔納 亞馬他 Ecbatana 

厄呂瑪 以呂馬 Elymas 

厄貝得默肋客 以伯米勒 Ebed-melech 

厄貝雅塔爾 亞比亞他 Abiathar 

厄貝爾 希伯 Eber 

厄里 以利 Eli 

厄里厄則爾 以利以謝 Eliezer 

厄里沙 以利沙 Elishah 

厄里亞 以利亞 Elijah 



天主教 基督教 英文 
 

天主教－基督教 3 

厄里法次 以利法 Eliphaz 

厄里約頗里 伯示麥 Heliopolis 

厄里叟 以利沙 Elisha 

厄里烏 以利戶 Elihu 

厄里烏得 以律 Eliud 

厄里買 * Elymais 

厄里雅金 以利亞敬／伊以亞敬 Eliakim 

厄里默肋客 以利米勒 Elimelech 

厄刻龍 以革倫 Ekron 

厄帕夫辣 以巴弗 Epaphras 

厄帕洛狄托 以巴弗提 Epaphroditus 

厄拉 以拉 Elah 

厄拉特 以祿 Elath 

厄拉特 以拉他 Elath 

厄拉撒爾 以拉撒 Ellasar 

厄明 以米 Emim 

厄東 以東 Edom 

厄林 以琳 Elim 

厄法 以法 Ephah 

厄則克耳 以西結 Ezekiel 

厄娃 夏娃 Eve 

厄威耳默洛達客 以未米羅達 Evil-merodach 

厄派乃托 以拜尼土 Epaenetus 

厄胡得 以笏 Ehud 

厄革隆 伊磯倫 Eglon 

厄烏提曷 猶推古 Eutychus 

厄特巴耳 謁巴力 Ethb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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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聖經人、地名對照  

厄茲雍革貝爾 以旬迦別 Ezion-geber 

厄勒客 (= 烏魯客 ) 以力 Erech 

厄堂 以倘／伊坦[ 地 ] Etham 

厄堂 以探 [ 人 ] Ethan 

厄敖狄雅 友阿爹 Euodia 

厄提約丕雅 埃提阿伯 Ethiopia 

厄斐龍 以弗崙／以法拉音 Ephron 

厄斯里 以斯利 Esli 

厄斯得隆 * Esdraelon 

厄斯德拉 以斯拉 Ezra 

厄隆 以倫 Elon 

厄爾 珥 Er 

厄瑪烏 以馬忤斯 Emmaus 

厄辣斯托 以拉都 Erastus 

厄德勒 以得來 Edrei 

厄撒哈冬 以撒哈頓 Esar-haddon 

厄撒烏 以掃 Esau 

厄諾士 以挪士 Enosh 

厄藍 以攔 Elam 

厄蘭 以蘭 Eran 

友弟德 猶滴 Judith 

夫黎基雅 弗呂家 Phrygia 

巴力斯坦 帕勒司聽 Palestine 

巴厄沙 巴沙 Baasha 

巴比倫 巴比倫 Babel, Babylon, 

Babylonia 

巴耳 巴力 B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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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耳則步 巴力西卜 Baal-zebub 

巴耳培敖爾 巴力．毗珥 Baal-peor 

巴耳培敖爾 伯．毗珥 Beth-peor 

巴耳責豐 巴力洗分 Baal-zephon 

巴耳塔撒 * Belshazzar 

巴色瑪特 巴實抹 Basemath 

巴貝耳 巴別 Babel 

巴拉克 巴勒 Balak 

巴阿拉 巴拉 Baalah 

巴胡陵 巴魯米 Bahurim 

巴胡陵 巴戶琳 Bahurim 

巴郎 巴蘭 Balaam 

巴哥阿 * Bagoas 

巴特舍巴 拔示巴 Bathsheba 

巴商 巴珊 Bashan 

巴基德 * Bacchides 

巴路克 巴錄 Baruch 

巴爾多祿茂 巴多羅買 Bartholomew 

巴爾哈祚爾 巴力夏瑣 Baal-hazor 

巴爾耶穌 巴耶穌 Bar-Jesus 

巴爾納伯 巴拿巴 Barnabas 

巴爾提買 巴底買 Bartimaeus 

巴爾齊來 巴西萊 Barzillai 

巴爾撒巴 巴撒巴 Barsabbas 

巴辣巴 巴拉巴 Barabbas 

巴辣克 巴拉 Barak 

巴摩特 巴末 Bam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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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摩特巴耳 巴末巴力 Bamoth-baal 

木納松 拿孫 Mnason 

比拉多 本丟彼拉多／彼拉多 Pilate 

五劃   

丕乃哈斯 非尼哈 Phinehas 

丕貝色特 比伯實 Pi-beseth 

丕哈希洛特 比哈希錄 Pi-hahiroth 

丕洛 畢羅斯 Pyrrhus 

丕息狄雅 彼西底 Pisidia 

丕通 比東 [ 地 ] Pithom 

丕通 普頓 [ 人 ] Pithon 

丕斯加 毘斯迦 Pisgah 

丕雄 比遜 Pishon 

以色列 以色列 Israel 

加巴達 厄巴大 Gabbatha 

加耳乃 甲尼 Calneh 

加耳諾 甲尼 Calneh 

加肋布 迦勒 Caleb 

加色丁 迦勒底 Chaldae 

加步耳 迦步勒 Cabul 

加里肋亞 加利利 Galilee 

加里雍 迦流 Gallio 

加拉 迦拉 Calah 

加林 迦琳 Gallim 

加阿耳 迦勒 Gaal 

加非托爾 迦斐託 Caphtor [ 地 ] 

加非托爾 迦斐託 Caphtorim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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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約 該猶 Gaius 

加革米士 迦基米施 Carchemish 

加音 該隱 Cain 

加俾額爾 加百利 Gabriel 

加特 迦特 Gath 

加特赫費爾 迦特希弗 Gath-hepher 

加特黎孟  迦特臨門 Gath-rimmon 

加納 迦拿 Cana 

加勒布 迦立 Gareb 

加得 迦得 Gad 

加達辣人 加大拉 Gadarenes 

加爾默耳 迦密 Carmel 

加瑪里耳 迦瑪列 Gamaliel 

加黎雅 * Caria 

加默里耳 迦瑪列 Gamaliel 

匝巴泰人 * Zabadeans 

匝巴得 撒拔 Zabad 

匝加利亞 撒加利亞 Zechariah  

匝匝 ( = 齊匝 ) 撒薩 Zaza 

匝多克 撒督 Zadok 

匝耳孟 撒門 Zalmon 

匝耳摩納 撒慕拿 Zalmonah 

匝步得 撒布得 Zabud 

匝汪 撒番 Zaavan 

匝貝狄 撒底／撒巴底 Zabdi 

匝貝狄耳 撒巴第業 Zabdiel 

匝刻約 * Zaccha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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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拜 薩拜 Zabbai  

匝凱 撒該 Zacchaeus 

匝開 薩改 Zaccai 

匝雇爾 撒刻 Zaccur 

匝爾法特 撒勒法 Zarephath 

匝爾堂 撒拉但 Zarethan 

匝諾亞 撒諾亞 Zanoah 

匝默組明 散送冥 Zamzummim 

匝豐 撒分 Zaphon 

卡帕多細雅 加帕多加 Cappadocia 

卡納 加拿 Kanah 

卡爾納殷 * Karnaim 

卡爾頗 加布 Carpus 

卡德士 加低斯 Kadesh 

卡德士巴爾乃亞 加低斯巴尼亞 Kadesh-barnea 

史米 示每／西美 Shimei 

史沙克 示撒 Shishak 

史孟 示門 Shimon 

史曷爾 西曷 Shihor 

史納爾 示拿 Shinar 

史斐辣 施弗拉 Shiphrah 

史默紅 西緬 Shimeon 

史默龍 伸崙 Shimron 

史羅 示羅 Shiloh 

史羅亞 西羅亞 Shiloah 

奴默尼 * Numenius 

尼尼微 尼尼微 Ninev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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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色洛客 尼斯洛 Nisroch 

尼貝哈次 匿哈 Nibhaz 

尼苛勞 尼哥拉 Nicolaus 

尼苛頗里 尼哥波立 Nicopolis 

尼苛德摩 尼哥底母 Nicodemus 

尼革爾 尼結 Niger 

尼諾加爾 尼迦挪 Nicanor 

尼默洛得 寧錄 Nimrod 

尼默陵 寧林 Nimrim 

尼默辣 寧拉 Nimrah 

尼羅河 尼羅 Nile 

左罕 瑣安／鎖安 Zoan 

左法爾 瑣法 Zophar 

左哈爾 瑣珥 Zoar 

左爾 泰爾 Tyre 

左赫肋特 瑣希列 Zoheleth 

布拉斯托 伯拉斯都 Blastus 

幼發拉的 伯拉河 Euphrates 

弗肋貢 弗勒干 Phlegon 

本希農谷 欣嫩子谷 Ben-hinnom 

本都 本都 Pontus 

本雅明 便雅憫 Benjamin 

瓦市提 瓦實提 Vashti 

甘達刻 千大基 Candace 

白冷 伯利恆 Bethlehem 

六劃   

伊甸 伊甸 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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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鳩魯 以彼古羅 Epicurean 

伍茲 烏斯 Uz 

印度 印度 India 

多丹 多單／羅單 Dodanim 

多厄格 多益 Doeg 

多克 * Dok 

多貝辣特 大比拉 Daberath 

多彼雅 多比雅 Tobijah 

多俾亞 * Tobias/Tobit 

多堂 多坍 Dothan 

多爾 多珥 Dor 

多爾卡 多加 Dorcas 

多默 多馬 Thomas 

夸爾托 括土 Quartus 

安多尼苛 安多尼古 Andronicus 

安多洛尼科 安多尼古 Andronicus 

安提帕 安提帕 Antipas 

安提帕特 安提帕底 Antipatris 

安提約古 * Antiochus 

安提約基雅 安提阿 Antioch 

安德肋 安德烈 Andrew 

托加爾瑪 陀迦瑪 Togarmah 

托布 陀伯 Tob 

托彼雅 多比雅 Tobijah 

托拉 陀拉 Tola 

托斐特 陀斐特 Topheth 

米加 米迦 Mic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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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加耳 米甲 Michal 

米加耳 米迦勒 Michael 

米加雅 米該亞 Micaiah 

米耳公 米勒公 Milcom 

米肋托 米利都 Miletus 

米沙耳 米沙利 Mishael 

米革多耳 密奪 Migdol 

米革達耳加德 麥大．迦得 Migdal-gad 

米革瑪斯 密抹 Michmash 

米革龍 米磯崙 Migron 

米息雅 每西亞 Mysia 

米茲帕 米斯巴 Mizpah 

米茲辣殷 (埃及) 麥西 Egypt 

米提肋乃 米推利亞 Mitylene 

米該亞 彌迦 Micah 

米辣 每拉 Myra 

米德楊 米甸 Midian 

米黎盎 米利暗 Mariam 

米羅 米羅 Millo 

肋巴納 利巴拿 Lebanah 

肋未 利未 Levi 

肋沙 拉沙 Lasha 

肋阿 利亞 Leah 

肋哈賓 利哈比 Lehabim 

肋突興 利都是 Letushim 

肋慕耳 利慕伊勒 Lemuel 

色巴 示巴／西巴 S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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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依爾 西珥 Seir 

色拉 西拉 Sela 

色法瓦因 西法瓦音 Sepharvaim 

色法辣得 西法拉 Sepharad 

色威乃 色弗尼 Syene 

色貢多 西公都 Secundus 

色婁苛 * Seleucus 

色婁基雅 西流基 Seleucia 

色爾爵保祿 士求保羅 Sergius Paulus  

色辣雅 西萊雅 Seraiah 

色魯格 西鹿 Serug 

艾斯德爾 以斯帖 Esther  

艾農 哀嫩 Salim 

西乃 西乃 Sinai 

西班牙 士班雅 Spain 

西滿 西門 Simon 

西默盎 西面／西緬 Simeon 

七劃   

伯多祿 彼得 Peter 

伯達尼 伯大尼 Bethany 

克士 基士 Kish 

克肋孟 革利免 Clement 

克汪 ─ ─ ─ Kaiwan 

克貝洛特塔瓦 基博羅．哈他瓦 Kibroth-hattaavah 

克里特 革哩底 Crete 

克婁帕特辣 * Cleopatra 

克婁帕達 * Cleopa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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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狄 革老丟 Claudius 

克勞狄雅 革老底亞 Claudia 

克勞達 高大 Cauda 

克雄 基順 Kishon 

克爾哈勒色特 吉珥．哈列設 Kir-hareseth 

克爾哈勒斯 吉珥．哈列設 Kir-heres 

克爾赫勒斯 吉珥．哈列設 Kir-hareseth 

克爾赫勒斯 

(=克爾哈勒斯) 

克珥．哈列設 Kir-heres 

克德龍 汲淪 Kidron 

克黎約特 加略 Kerioth-hezron 

克黎約特赫茲龍 加略希斯崙 Kerioth-hezron 

克黎雅特 基列 Kiriath 

克黎雅特耶阿陵 基烈耶琳 Kiriath-jearim 

克黎雅塔殷 基列亭 Kiriathaim 

克羅帕 革流巴 Cleopas 

克羅帕 革羅罷 Clopas 

利比亞 呂彼亞 Libya 

吳爾巴諾 耳巴奴 Urbanus 

呂考尼雅 呂高尼 Lycaonia 

呂斯特辣 路司得 Lystra 

呂撒尼雅 呂撒聶 Lysanias 

含 含 Ham 

希耳 希伊勒 Hiel 

希耳克雅 希勒家 Hilkah 

希伯來 希伯來 Hebrew 

希則克雅 希西家／耶希西家 Hezek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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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威人 希未人 Hivites 

希農 欣嫩 Hinnom 

希臘 希臘 Greece, Greek 

希蘭 戶蘭／希蘭 Hiram 

弟茂德 提摩太 Timothy 

弟鐸 提多 Titus 

杜瑪 度瑪 Dumah 

杜辣 杜拉 Dura 

步次 布斯 Buz 

步齊 布西 Buzi 

沙米爾 沙密 Shamir 

沙耳提耳 撒慕鐵 Shealtiel 

沙耳瑪乃色 撒縵以色 Shalmaneser 

沙耳賓 沙賓 Shaalbim 

沙沙克 沙煞 Shashak 

沙委 沙微 Shaveh 

沙法特 沙法 Shaphat 

沙阿拉賓 沙拉賓 Shaalabbin 

沙非爾 沙斐 Shaphir 

沙烏耳 掃羅 Shaul 

沙得辣客 沙得拉 Shadrach 

沙番 沙番 Shaphan 

沙隆 沙崙／沙龍 Shallum 

沙瑪 沙瑪 Shammah 

沙默加爾 珊迦 Shamgar 

沙龍 沙崙 Sharon 

狄朋 底本 Di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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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約尼削 丟尼修 Dionysius 

狄約勒斐 丟特腓 Diotrephes 

狄納 底拿 Dinah 

芍勒克 梭烈 Sorek 

貝丹 比但 Bedan 

貝匝勒耳 比撒列 Bezalel 

貝耳 彼勒 Bel 

貝耳沙匝 伯沙撒 Belteshazzar 

貝耳則步 巴力西卜 Baal-zebub 

貝耳特沙匝 伯提沙撒 Belteshazzar 

貝則克 比色 Bezek 

貝洛特 比錄 Beeroth 

貝洛雅 庇哩亞 Beroea 

貝突耳 彼土利 [ 人 ] Bethuel 

貝突耳 比土力 [ 地 ] Bethuel 

貝特匝達 畢士大 Bethesda 

貝特耳 伯特利 Bethel 

貝特法革 伯法其 Bethphage 

貝特舍默士 伯示麥 Beth-shemesh 

貝特阿文 伯亞文 Beth-aven 

貝特曷龍 伯和崙 Beth-horon 

貝特商 伯．珊 Beth-shan 

貝特商 伯善 Beth-shean 

貝特培敖爾 伯毘珥 Beth-peor 

貝特族爾 伯夙 Beth-zur 

貝特賽達 伯賽大 Bethsaida 

貝納雅 比拿雅 Bena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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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勒尼切 百尼基 Bernice 

貝爾 比珥 Beer 

貝爾舍巴 別是巴 Beer-sheba 

貝爾則特 * Berea 

里狄雅 呂底亞 Lydia 

里貝納 立拿 Libnah 

里息雅 呂西亞／ 

 革老丟呂西亞 

Lysias 

里息瑪苛 * Lysimachus 

里基雅 呂蒙 Lycia 

里達 呂大 Lydda 

里諾 利奴 Linus 

八劃   

亞巴郎 亞伯蘭 Abram 

亞巴郎／亞巴辣罕 亞伯拉罕 Abraham  

亞巴辣罕／亞巴郎 亞伯拉罕 Abraham 

亞毛斯 阿摩司 Amos 

亞北底亞 俄巴底亞 Obadiah 

亞伯爾 亞伯 Abel 

亞美尼亞 亞面亞 Ararat 

亞述 亞述 Asshur, Assyria 

亞郎 亞倫 Aaron 

亞納 亞拿 Anna 

亞納 哈拿 Hannah 

亞納斯 亞那 Annas 

亞細亞 亞西亞 Asia 

亞當 亞當 A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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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 亞歷山大 Alexander 

亞歷山大里亞 亞力山太 Alexandria 

依加波得 以迦博 Ichabod 

依史 以示 Ishi 

依史雅 耶西雅 Isshiah 

依市巴耳 依施巴力 Esh-baal 

依市波舍特 伊施波設 Ishbaal 

依市瑪耳 以實瑪利 Ishmael 

依弗大 耶弗他 Jephthah 

依次勒耳 耶斯列 Jezreel 

依杜默雅 以土買 Idumaea 

依貝肋罕 以伯蓮 Ibleam 

依貝散 易伯散 Ibsam 

依貝贊 以比讚 Ibzan 

依里黎苛 以利哩古 Illyricum 

依則貝耳 耶洗別 Jezebel 

依科尼雍 以可念 Iconium 

依突勒雅 以土利亞 Ituraea 

依耶阿巴陵 以耶亞巴林 Iye-abarim 

依費塔赫耳 伊弗他伊勒 Iphtah- el 

依塔瑪爾 以他瑪 Ithamar 

依爾卡諾 * Hyrcanus 

依辣 以拉 Ira 

依辣得 以拿 Irad 

依德阿拉 以大拉 Idalah 

依撒加爾 以薩迦 Issachar 

依撒伯爾 以利沙伯 Elizab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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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撒格 以撒 Isaac 

依撒意亞 以賽亞 Isaiah 

依默納約 許米乃 Hymenaeus 

刻尼人 基尼 Kenites 

刻依拉 基伊拉 Keilah 

刻南 該南 Cainan, Kenan 

刻哈特 哥轄 Kohath 

刻納次 基尼洗／基納斯 Kenaz 

刻達爾 基達 Kedar 

刻德士 基低斯 Kedesh 

叔拉米特 書拉密 Shulammite 

叔能 書念 Shunem 

叔提雅人 西古提 Scythians 

叔爾 書珥 Shur 

季黎諾 居里扭 Quirinius 

居魯士 古列 Cyrus 

岳厄爾 約珥 Joel 

帕耳米辣 達莫 Tamar 

帕佛 帕弗 Paphos 

帕特洛巴 八羅巴 Patrobas 

帕特洛斯 巴忒羅／帕斯魯細 Pathros 

帕特摩 拔摩 Patmos 

帕提雅人 帕提亞 Parthians 

帕塔辣 帕大喇 Patara 

帕爾瓦因 巴瓦音 Parvaim 

帕爾默納 巴米拿 Parmenas 

帕蘭 巴蘭 P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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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格里斯 希底結／提格立 Tigris 

彼布羅斯 * Byblos 

彼耳哈 辟拉 Bilhah 

彼耳達得 比勒達 Bildad 

彼耳漢 比連／比勒罕／ 

 辟罕 

Bileam 

彼提尼雅 庇推尼 Bithynia 

拉匝祿 拉撒路 Lazarus 

拉依士 拉億 [ 人／地 ] Laish 

拉依士 萊煞 [ 地 ] Laish 

拉刻待孟 * Spartans 

拉班 拉班 Laban 

拉基士 拉吉 Lachish 

拉撒雅 拉西亞 Lasea 

拉默客 拉麥 Lamech 

昆突默米 * Quintus Memmius 

明多 * Myndos 

欣 汛 Sin, Wilderness Of  

欣提赫 循都基 Syntyche 

波哈次 波阿斯 Boaz 

波津 波金 Bochim 

波納爾革 半尼其 Boanerges 

波責辣 波斯拉 Bozrah 

波斯 波斯 Persia 

波斯波里 * Persepolis 

法奴耳 法內力 Phanuel 

舍巴 示巴 Sh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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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巴尼雅 示巴尼 Shebaniah 

舍巴陵 示巴琳 Shebarim 

舍市巴匝 設巴薩 Sheshbazzar 

舍布納 舍伯那 Shebna 

舍沙客 示沙克 Sheshack 

舍拉 示拉／沙拉 Shelah 

舍法提雅 示法提雅 Shephatiah 

舍阿爾雅叔布 施亞雅述 Shear-Jashub 

舍根 示劍 Shechem 

舍特 塞特 Seth 

舍瑪雅 示瑪雅 Shemaiah 

舍慕耳 示母利 Shemuel 

舍默士泉 隱．示麥泉 En-shemesh 

阿干 亞干 Achan 

阿巴冬 亞巴頓 Abaddon 

阿巴陵 亞巴琳 Abarim 

阿丕約 亞比烏 Appius 

阿丕斯 ─ ─ ─ Apis  

阿加格 亞甲 Agag 

阿加得 亞甲 Accad 

阿匝黎雅 亞撒利雅 Azariah 

阿卡巴特乃 * Akrabattene 

阿古爾 亞古珥 Agur 

阿史瑪 亞示瑪 Ashima 

阿左托 亞瑣都 Azotus 

阿市多得 亞實突 Ashdod 

阿市托勒特 亞斯她錄 Astar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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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市刻隆 亞實基倫 Ashkelon 

阿市革納次 亞實基拿 Ashkenaz 

阿市塔特卡爾納殷 亞特律加寧 Ashteroth-karnaim 

阿甘 亞干 Jaakan 

阿多尼貝則克 亞多尼比色 Adoni-bezek 

阿多尼責德克 亞多尼洗德 Adoni-zebek 

阿多尼雅 亞多尼雅 Adonijah 

阿米納達布 亞米拿勒 Amminadab 

阿耳斐 亞勒腓 Alphaeus 

阿希加 * Ahika 

阿希托費耳 亞希多弗 Ahithophel 

阿希約爾 * Achior 

阿希雅 亞希雅 Ahijah 

阿希諾罕 亞希暖 Ahinoam 

阿希默肋客 亞希米勒 Ahimelech 

阿杜明 亞都冥 Adummim 

阿杜藍 亞杜蘭 Adullam 

阿狄 亞底 Addi 

阿貝乃爾 押尼珥 Abner 

阿貝冬 亞伯頓 [ 人 ] Abdon 

阿貝冬 押頓 [ 地 ] Abdon 

阿貝耳默曷拉 亞伯米何拉 Abel-meholah 

阿貝沙龍 押沙龍 Absalom 

阿貝洛 阿博拿 Abronah 

阿貝得乃哥 亞伯尼歌 Abed-nego 

阿刻辣賓 亞克拉濱 Akrabbim 

阿協爾 亞設 A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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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孟 米烏尼 Ammonites 

阿孟 亞捫 Ammon 

阿帕革沙得 亞法撒 Arpachshad 

阿彼肋乃 亞比利尼 Abilene 

阿彼沙格 亞比煞 Abishag 

阿彼胡 亞比戶 Abihu 

阿彼胡得 亞比玉 Abiud 

阿彼納達布 亞比拿達 Abinadab 

阿彼雅 亞比／亞比央／ 

 亞比亞 

Abijah 

阿彼瑟 亞比篩 Abishai 

阿彼蓋耳 亞比該 Abigail 

阿彼默肋客 亞比米勒 Abimelech 

阿彼蘭 亞比蘭 Abiram 

阿法撒得 * Arphaxad 

阿舍辣 亞舍拉 Asherah 

阿金 亞干 Akan 

阿剌伯 亞拉伯 Arabia 

阿哈布 亞哈 Ahab 

阿哈次 亞哈斯 Ahaz 

阿哈雅 亞該亞 Achaia 

阿哈齊雅 亞哈謝 Ahaziah 

阿洛厄爾 亞羅珥 Aroer 

阿苛（=仆托肋買） 多利買 Acco ( =Ptolemais) 

阿苛爾 亞割 Achor 

阿革波爾 亞革波 Achbor 

阿桂拉 亞居拉 Aqu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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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黎帕 亞基帕 Agrippa 

阿納尼雅 亞拿尼亞 Hananiah 

阿納克 亞納 Anak 

阿勒約帕哥 亞略巴古 Areopagus 

阿基士 亞吉 Achish 

阿得明 亞蘭 Admin 

阿斯摩太 * Asmodeus 

阿費克 亞弗 Aphek 

阿費克 亞非加／亞弗革 Aphekah 

阿雅隆 亞雅崙 Aijalon 

阿塔肋雅 亞大利 Attalia 

阿塔里雅 亞他利雅 Athaliah 

阿塔陵 亞他林 Atharim 

阿塔路 * Ahalus 

阿塔爾加提斯 * Atargatis 

阿塔薛西斯 亞達薛西 Artaxerxes 

阿達爾 亞達珥 Addar 

阿歆 亞金 Achim 

阿爾特米 亞底米 Artemis 

阿爾農 亞嫩 Arnon 

阿爾赫勞 亞基老 Archelaus 

阿瑪肋克 亞瑪力 Amalek 

阿瑪革冬 哈米吉多頓 Harmagedon 

阿瑪責雅 亞瑪謝 Amaziah 

阿瑪撒 亞瑪撒 Amasa 

阿瑪賽 亞瑪帥 Amasai 

阿辣巴 亞拉巴 Ara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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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辣烏納 亞勞拿 Araunah 

阿辣得 亞拉得 Arad 

阿辣辣特 亞拉臘 Ararat 

阿頗隆 亞玻倫 Apollyon 

阿頗羅 亞波羅 Apollos 

阿頗羅尼 * Apollonius 

阿德瑪 押瑪 Admah 

阿德辣默肋客 亞得米勒 Adrammelech 

阿摩茲 亞摩斯 Amoz 

阿摩黎人 亞摩利 Amorites 

阿撒 亞撒 Asa 

阿撒夫 亞薩 Asaph 

阿撒耳 亞撒黑 Asahel 

阿黎約客 亞略 Arioch 

阿黎斯托步羅 亞利多布 Aristobulus 

阿黎瑪特雅 亞利馬太 Arimathea 

阿默農 暗嫩 Amnon 

阿默辣斐耳 暗拉非 Amraphel 

阿默蘭 暗蘭 Amram 

阿蘭 亞蘭 Aram 

阿蘭納哈辣因 亞蘭拿哈連 Aram-naharaim 

非肋托 腓理徒 Philetus 

非拉德非雅 非拉鐵非 Philadelphia 

非革羅 腓吉路 Phygelus 

非羅羅哥 非羅羅古 Philologus 

九劃   

保祿 保羅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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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厄布 西伊伯 Zeeb 

則巴狄雅 西巴第雅 Zebadiah 

則巴黑 西巴 Zebah 

則加黎雅 撒迦利亞 Zechariah 

則步耳 西布勒 Zebul 

則步隆 西布倫 [ 人 ] Zebulun 

則步隆 細步倫 [ 地 ] Zebulun 

則步達 西布大 Zebidah 

則彼納 西比拿 Zebina 

則革爾 撒迦 Zecher 

則烏斯 宙斯 Zeus 

則納 西納 Zenas 

則勒士 細利斯 Zeresh 

則勒得 撒烈 Zered 

則堂 細坦 Zetham 

則辣黑 謝拉 Zerah 

則魯巴貝耳 所羅巴伯 Zerubbabel 

哈乃斯 哈內斯 Hanes 

哈巴谷 哈巴谷 Habakkuk 

哈巴漆尼雅 哈巴洗尼雅 Habazziniah 

哈加爾 夏甲 Hagar 

哈匝耳 哈薛 Hazael 

哈匝爾厄南 哈薩以難 Hazar-enon 

哈匝爾阿達爾 哈薩亞達 Hazar –addar 

哈耳胡耳 哈忽 Halhul 

哈沙彼雅 哈沙比雅 Hashabiah 

哈沃特雅依爾 哈倭特．睚珥 Havvoth-j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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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依 艾 Ai 

哈刻達瑪 亞革大馬 Hakeldama 

哈叔布 哈述 Hasshub 

哈孟 哈們 Hammon 

哈拉黑 哈臘 Halah 

哈波爾 哈博 Habor 

哈威拉 哈腓拉 Havilah 

哈突士 哈突 Hattush 

哈革爾 夏甲 Hagrite 

哈祚爾 夏瑣 Hazor 

哈納乃耳堡 哈米亞樓 Hananel 

哈納尼 哈拿尼 Hanani 

哈納尼雅 哈拿尼雅 (亞) Hananiah 

哈茲洛特 哈洗錄 Hazeroth 

哈曼 哈曼 Haman 

哈基拉 哈基拉 Hachilah 

哈得辣客 哈得拉 Hadrach 

哈陵 哈琳 Harim 

哈雄 哈順 Hashum 

哈達得 哈達 Hadad 

哈達得黎孟 哈達臨們 Hadad-rimmon 

哈達德則爾 哈大利 (底) 謝 Hadadezer 

哈達撒 哈大沙 Hadassah 

哈瑪特 哈末 (馬) Hamath 

哈蓋 哈該 Haggai 

哈摩爾 哈抹 Hamor 

哈摩辣 蛾摩拉 Gomor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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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諾客 以諾／哈諾 Enoch 

哈蘭 哈蘭 Haran 

客納罕 迦南 Canaan 

拜突里雅 * Bethulia 

曷巴布 何巴 Hobab 

曷弗尼 何弗尼 Hophni 

曷沙雅 何沙雅 Hoshaiah 

曷狄雅 荷第雅 Hodiah 

曷舍亞 何細亞 Hoshea 

曷洛納因 何羅念 Horonaim 

曷勒士 哈基拉 Hachilah 

曷勒布 何烈 Horeb 

曷斐辣 法老合弗拉 Hophra 

曷隆 何崙(倫) Holon 

曷楞 以利穩／和璉 Horem 

曷達委雅 何達威(雅) Hodaviah 

曷爾 何珥 Hor 

曷爾瑪 何珥瑪 Hormah 

曷撒 何薩 Hosah 

曷黎 何利 Hori 

曷黎人 何利人 Horites 

曷蘭 荷蘭 Horam 

洛士 羅實 Rosh 

洛多 羅底 Rhodes 

洛德 羅大 Rhoda 

科爾乃略 哥尼流 Cornelius 

科辣黑 可拉 Ko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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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巴耳 土巴 Tubal 

突巴耳加音 土八該隱 Tubal-cain 

約厄耳 約珥 Joel 

約匝巴得 約薩拔 Jehozabad 

約史雅 約西亞 Josiah 

約安納 約亞拿 Joanna 

約色夫 約瑟 Joseph 

約但 約旦 Jordan 

約伯 約伯 Job 

約沙法特 約沙法 Jehoshaphat 

約刻乃罕 約念 Jokneam 

約刻特耳 約帖 Jokthe-el 

約刻堂 約坍 Joktan 

約刻默罕 約緬 Jokmeam 

約叔亞 約晝亞 Joshua 

約阿士 約阿施 Joash 

約阿布 約押 Joab 

約阿哈次 約哈斯 Jehoahaz 

約哈南 約亞拿 Joanna 

約哈南 約哈難 Johanan 

約革貝得 約基別 Jochebed 

約納 約拿 Jonah 

約納的兒子 巴．約拿 Son Of Jonah (Bar-

Jonah) 

約納堂 約拿單 Jonathan 

約堂 約坦 Jotham 

約培 約帕 Jo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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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雅金 約雅敬 Jehoiakim (Joakim) 

約雅津 約雅斤 Jehoiachin 

約雅達 耶何耶大 Jehoiada 

約雅黎布 耶何雅立 Joiarib 

約楞 約令 Jorim 

約蘭 約蘭 Jehoram 

美索不達米亞 米所波大米 Aram-naharaim 

耶厄耳 耶利 Jeiel 

耶太特 耶帖 Jetheth 

耶卡默罕 耶加面 Jekameam 

耶肋米亞 耶利米 Jeremiah 

耶希耳 耶歇 Jehiel 

耶杜通 耶杜頓 Jeduthun 

耶步斯 耶布斯 Jebus 

耶步斯人 耶布斯人 Jebusites 

耶狄厄耳 耶疊 Jediael 

耶狄達 耶底大 Jedidah 

耶谷提耳 耶古鐵 Jekuthiel 

耶里哥 耶利哥 Jericho 

耶依耳 耶利 Jehiel 

耶叔戎 耶書崙 Jeshurun 

耶叔亞 耶書亞 Jeshua 

耶舍爾 耶設 Jesher 

耶曷阿士 約哈斯 Joash 

耶曷蘭 (約蘭) 約蘭 Joram 

耶洛罕 耶羅罕 Jeroham 

耶胡 耶戶 Je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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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苛尼雅 耶哥尼雅 Jeconiah 

耶烏士 耶烏施 Jeush 

耶烏茲 耶烏斯 Jeuz 

耶特爾 益帖 Jether 

耶勒米雅 耶利米 Jeremiah 

耶勒得 雅列 Jared 

耶勒摩特 耶利末 Jerimoth 

耶斐特 雅弗 Japheth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耶達雅 耶大雅 Jedaiah 

耶辣 耶拉 Jerah 

耶辣頗里 希拉波立 Hierapolis 

耶辣默耳 耶拉篾 Jerahmeel 

耶魯沙 耶路沙 Jerusha, Jerushah 

耶黎摩特 耶利摩 Jerimoth 

耶穌 耶穌 Jesus 

胡耳達 戶勒大 Huldah 

胡沙 戶沙 Hushah 

胡沙人 戶沙人 Hushahite 

胡帕 胡巴 Huppah 

胡科克 戶割 Hukkok 

胡茲 烏斯 Uz 

胡番 戶反 Hupham 

胡瑟 戶篩 Hushai 

胡爾 戶珥 Hur 

苛尼雅 哥尼雅 Jeconiah 

苛辣匝因 哥拉汛 Chora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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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 約翰 John, The Apostle  

若瑟 約西／約瑟 Joseph 

若翰 約翰 John, The Baptist 

若蘇厄 約書亞 Joshua 

迦拉達 加拉太 Galatia 

迦薩 迦薩 Gaza 

革乃撒勒 革尼撒勒 Gennesaret 

革巴 迦巴 Gabaa, Geba 

革巴耳 迦巴勒 Gebal 

革巴耳人 迦巴勒人 Gebalites 

革巴爾 迦巴魯 Chebar 

革多爾 基多 [ 人 ] Gedor 

革多爾 基多 (突) [ 地 ] Gedor 

革多爾老默爾 基大老瑪 Chedorlaomer 

革叔爾 亞蘭基述／基述 Geshur 

革則爾 基色 Gezer 

革哈齊 基哈西 Gehazi 

革責瑪尼 客西馬尼 Gethsemane 

革達里雅 基大利 Gedaliah 

革爾雄 革順 Gershon 

革爾熊 革舜 Gershon 

革瑪黎雅 基瑪利雅 Gemariah 

革辣提人 基利提 Cherethites 

革辣爾 基拉耳 Gerar 

革辣撒人 格拉森人 Gerasenes 

革德辣 基低拉 Gederah 

革摩士 基抹 Chem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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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黎斤 基利心 Gerizim 

革黎特 基立 Cherith 

十劃   

哥耳哥達 各各地 Golgotha 

哥肋雅 歌利亞 Goliath 

哥倉 歌散 Gozan 

哥格 歌革 Gog  

哥笙 歌珊 Goshen 

哥爾基雅 * Gorgias 

哥默耳 歌篾 Gomer 

哥藍 哥蘭 Golan 

哥羅森 歌羅西 Colossae 

埃及 埃及 Egypt 

恩厄革拉因 隱以革蓮 En-eglaim 

恩加寧 隱干寧 En-gannim 

恩多爾 隱多珥 Endor 

恩革狄 隱基底 En-gedi 

息耳瓦諾 西拉 Silvanus 

息色辣 西西拉 Sisera 

息貝開 西比該 Sibbecai 

息貝瑪 西比瑪 Sibmah 

息貝辣因 西伯蓮 Sibraim 

息孟 * Simon 

息拉 西拉 Silas 

息哈爾 敘加 Sychar 

息紅 西宏 Sihon 

息寧 希尼 Sy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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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辣 * Sirach 

息辣谷撒 敘拉古 Syracuse 

拿步高 尼布甲尼撒 Nebuchadrezzar 

旁非里雅 旁非利亞 Pamphylia 

桑巴拉特 參巴拉 Sanballat 

格林多 哥林多 Corinth 

烏匝 烏撒 Uzzah, Uzza 

烏匝耳 烏薩 Uzal 

烏來 烏萊 Ulai 

烏爾 吾珥 Ur 

烏齊耳 烏薛 Uzziel 

烏齊雅 烏西雅 Uzziah 

烏魯客 以力 Erech 

烏魯客(= 厄勒客) 以力 Erech 

烏黎耳 烏利 Uriel 

烏黎雅 烏利亞 Uriah 

烏藍 烏蘭 Ulam 

特貝茲 提備斯 Thebez 

特洛阿 特羅亞 Troas 

特洛斐摩 特羅非摩 Trophimus 

特科亞 提哥亞 Tekoa 

特烏達 丟大 Theudas 

特曼 提幔 Teman 

特爾突羅 帖土羅 Tertullus 

特爾爵 德丟 Tertius 

特瑪 提瑪 Tema 

特瑪赫／塔瑪赫 答瑪 Te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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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辣曷尼 特拉可尼 Trachonitis 

特辣黑 他拉 Terah 

特黎佛撒 土富撒 Tryphosa 

特黎費納 土非拿 Tryphaena 

特黎頗里 * Tripolis 

特黎豐 * Trypho 

祚巴 瑣巴 Zobah 

祚辣 瑣拉 Zorah 

索多瑪 所多瑪 Sodom 

索帕特爾 所巴特 Sopater 

索息帕托 所西巴德 Sosipater 

索斯特乃 所提尼 Sosthenes 

索斯塔托 * Sostratus 

索福尼亞 西番雅 Zephaniah 

納巴耳 拿八 Nabal 

納巴泰人 * Nabateans 

納匝肋 拿撒勒 Nazareth 

納因 拿因 Nain 

納阿曼 乃縵 Naaman 

納阿瑪 拿瑪 Naamah 

納哈拉耳 拿哈拉 Nahalal 

納曷爾 拿鶴 Nahor 

納約特 拿約 Naioth 

納納雅 * Nanea 

納堂 拿單 Nathan 

納敖米 拿俄米 Naomi 

納斐突歆 拿弗土希 Naphtu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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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斐塔里 拿弗他利 Naphtali 

納塔乃耳 拿但業 Nathanael 

納達布 拿答 Nadab 

納爾基索 拿其數 Narcissus 

納赫雄 拿順 Nahshon 

納鴻 那鴻／拿鴻 Nahum 

翁 安 On 

耕格勒 堅革哩 Cenchreae 

耕德巴 * Cendebeus 

閃 閃 Shem 

馬其頓 馬其頓 Macedonia 

馬爾谷 馬可 Mark 

十一劃   

勒斤 利汛 Rezin 

勒加布 利甲 Rechab 

勒伍 拉吳 Reu 

勒宗 利遜 Rezon 

勒法因 利乏音 Rephaim 

勒法耳 利法益 Rephael 

勒非丁 利非訂 Rephidim 

勒哈貝罕 羅波安 Rehoboam 

勒曷布 利合 Rehob 

勒曷波特 利河伯 Rehoboth 

勒洪 利宏 Rehum 

勒烏本 流便 Reuben 

勒烏瑪 流瑪 Reumah 

勒耿 利肯／利堅 Rek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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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基雍 利基翁 Rhegium 

勒森 利鮮 Resen 

基乃勒特 基尼烈 Chinnereth, Chinneroth 

基耳加耳 吉甲 Gilgal 

基耳波亞 基利波 Gilboa 

基肋阿得 基列／迦累得 Gilead 

基廷 基提 Kittim 

基貝亞 基比亞 Gibeah 

基貝紅 基遍 Gibeon 

基貝通 基比頓 Gibbethon 

基里基雅 基利家 Cilicia 

基紅 基訓 Gihon 

基勒乃 古利奈 Cyrene 

基雅撒勒 * Cyaxares 

基督 基督 Christ 

基爾加士 革迦撒 Girgashites 

基德紅 基甸 Gideon 

基羅 基羅 Giloh 

培卡希雅 比加轄 Pekahiah 

培卡黑 比加 Pekah 

培奴耳 毘努伊勒 Penuel 

培托爾 毗奪 Pethor 

培肋舍特 非利士 Philistia, Philistine, 

Philistines 

培肋格 法勒 Peleg 

培肋提 比利提 Pelethites 

培科得 比割 Pek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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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勒茲 法勒斯 Perez 

培勒茲烏匝 毘列斯烏撒 Perez-uzzah 

培敖爾 毗珥 Peor 

培路息翁 訓 Pelusium 

培達雅 毘大雅 Pedaiah 

培爾加摩 別迦摩 Pergamum 

培爾革 別加 Perga 

培爾叟 * Perseus 

培爾息 彼息氏 Persis 

培黎齊 比利洗 Perizzites 

得撒洛尼 帖撒羅尼迦 Thessalonica 

得魯息拉 土西拉 Drusilla 

敖乃息佛洛 阿尼色弗 Onesiphorus 

敖乃息摩 阿尼西謀 Onesimus 

敖巴耳 俄巴路 Obal 

敖巴狄雅 俄巴底／俄巴底雅 Obadiah 

敖尼雅 * Onias 

敖弗尼 俄弗尼 Ophni 

敖托息雅 * Orthosia 

敖貝得 俄備得 Obed 

敖貝得厄東 俄別以東 Obed-edom 

敖非爾 阿斐 Ophir 

敖曷里巴 阿荷利巴 Oholibah 

敖曷拉 阿荷拉 Oholah  

敖格 噩 Og 

敖特尼耳 俄陀聶 Othniel 

敖勒布 俄立 Or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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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斐耳 俄斐勒 Ophel 

敖爾帕 阿林巴／俄珥巴 Orpah 

敖爾難 阿珥楠 Ornan 

敖爾難 亞勞拿 Araunah 

敖德得 俄德 Oded 

敖諾 阿挪 Ono 

敖默黎 暗利 Omri 

敖羅斐乃 * Holofernes 

敖難 俄南 Onan 

敘利亞 敘利亞 Syria 

敘爾提 賽耳底 Syrtis 

族爾 蘇珥 Zur 

梅瑟 摩西 Moses 

組斤 蘇西 Zuzim 

責波殷 洗扁／洗波音 Zeboiim 

責法尼雅 西番雅 Zephaniah 

責勒達 洗利達 Zeredah 

責瑪辣因 洗瑪臉 Zemaraim 

責魯雅 洗魯雅 Zeruiah 

責羅斐哈得 西羅非哈 Zelophehad 

十二劃   

凱撒勒雅 該撒利亞 Caesarea 

勞狄刻雅 老底嘉 Laodicea 

喀勞狄 克勞第 Claudius 

提市貝 提斯比 Tishbe 

提市貝人 提斯比 Tishbite 

提希苛 推基古 Tych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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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庇留 提比留 Tiberius 

提庇黎雅 提庇哩亞 Tiberias 

提貝尼 提比尼 Tibni 

提刻瓦 特瓦 Tikvah 

提孟 提門 Timon 

提洛 推羅 Tyre 

提突瑪尼 * Titus Manius 

提郎諾 推喇奴 Tyrannus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 提革拉毘列色 Tiglath-pileser 

提斐撒 提斐(弗)薩 Tiphsah 

提斯貝 * Thisbe 

提雅提辣 推雅推喇 Thyatira 

提達耳 提達 Tidal 

提爾匝 得撒 Tirzah 

提爾哈卡 特哈加 Tirhakah 

提辣斯 提拉 Tiras 

提摩太 * Timothy 

提默納 亭納 Timna 

提默納特色辣黑 亭拿．西拉 Timnath-Serah 

提默納黑 亭拿 Timnah 

提默納達 * Timnath 

提默納赫勒斯 亭拿．希列 Timnath-Heres 

散乃黑黎布 西拿基立 Sennacherib 

斐肋孟 腓力門 Philemon 

斐理伯 腓力 Philip 

斐理伯 腓立比 Philippi 

斐理斯 腓力斯 Fe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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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達 * Sparta 

斯米納 士每拿 Smyrna 

斯特法納 司提反 Stephanas 

斯塔輝 士大古 Stachys 

斯蓋瓦 士基瓦 Sceva 

斯德望 司提反 Stephen 

普耳 普勒 Pul 

普特 弗 Put 

普提法爾 波提乏 Potiphar 

普登 布田 Pudens 

普農 普嫩 Punon 

普黎史拉 百基拉 Priscilla 

普黎斯加 百基拉 Prisca 

猶大 猶大 Judah 

猶大瑪加伯 * Judas Maccabeus 

猶太 猶太 Judea 

猶他 淤他 Juttah 

猶里約 猶流 Julius 

猶達 猶大 Judas 

猶達斯 猶大 Judas 

腓尼基 非尼基／腓尼基 Phoenicia 

腓尼斯 菲尼基 Phoenix 

費肋孟 腓利門 Philemon 

雅厄耳 雅億 Jael 

雅巴耳 雅八 Jabal 

雅木尼雅 * Jamnia 

雅匝尼雅 耶撒尼亞 Jezan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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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匝尼雅 雅撒尼亞 Jaazaniah 

雅各伯 雅各 Jacob, James 

雅杜亞 押杜亞 Jaddua 

雅汪 雅完 Javan 

雅貝乃 雅比尼 Jabneh 

雅貝乃耳 雅比聶 Jabneel 

雅貝士 雅比 Jabesh, Jabesh-gilead 

雅貝茲 雅比斯 Jabez  

雅依洛 睚魯 Jairus 

雅依爾 睚珥 Jair 

雅典 雅典 Athens 

雅刻 雅基 Jakeh 

雅刻默罕 耶加面 Jekameam 

雅叔布 雅叔 Jashup 

雅明 雅憫 Jamin 

雅松 耶孫 Jason 

雅波克 雅博 Jabbok 

雅肯 雅金 Jakim 

雅非亞 雅非亞 Japhia 

雅則爾 雅謝 Jazer 

雅哈特 雅哈 Jahath 

雅哈茲 雅雜 Jahaz 

雅哈齊耳 雅哈悉 Jahaziel 

雅津 雅斤 Jachin 

雅洛貝罕 耶羅波安 Jeroboam 

雅笙 雅善 Jashen 

雅提爾 雅提珥 Jat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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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爾慕特 耶末 Jarmuth  

雅賓 耶賓 Jabin 

雅赫則雅 雅哈謝 Jahzeiah 

雅黎布 雅立 Jarib 

雇士 古實 Cush 

雇特 古他 Cuth, Cuthah 

雇商 古珊 Cushan 

雇商黎沙塔殷 古珊利薩田 Cushan-rishathaim 

黑落狄雅 希羅底 Herodias 

黑落狄雍 希羅天 Herodion 

黑落德 希律 Herod 

十三劃   

塞浦路斯 居比路 Cyprus 

塔尼斯 * Tanis 

塔貝耳 他比勒 Tabeel 

塔彼達 大比大 Tabitha 

塔納客 他納 Taanach 

塔納特史羅 他納示羅 Taanath-shiloh 

塔培乃斯 答比匿 Tahpenes 

塔普亞 他普亞 Tappuah 

塔黑培乃斯 答比匿 Tahpanhes 

塔爾史士 他施斯 Tarshish 

塔爾索 大數 Tarsus 

塔瑪爾 她瑪 Tamar 

塔德摩爾 達莫 Tadmor 

奧古斯都 亞古士督 Augustus 

意大利 義大利 Italy 



天主教 基督教 英文 
 

天主教－基督教 43 

新 訓 Pelusium 

楊布黎 * Jambri 

楞番 理番 Rephan 

葉瑟 耶西 Jesse 

葛法翁 迦百農 Capernaum 

路丁 路低 Ludim 

路加 路加 Luke  

路次 路斯 Luz 

路基約 路求 Lucius 

路基猶 * Lucius 

路得 路德 Lud 

載伯德 西庇太 Zebedee 

達夫乃 * Daphne 

達尼爾 但以理 Daniel 

達耳瑪提雅 撻馬大 Dalmatia 

達味 大衛 David 

達貢 大袞 Dagon 

達陡 達太 Thaddaeus 

達理阿 大利烏 Darius 

達瑪奴達 大瑪努他 Dalmanutha 

達瑪黎 大馬哩 Damaris 

十四劃   

寧法 寧法 Nympha 

漆巴 洗巴 Ziba 

漆冬 西頓 Sidon 

漆冬人 西頓人 Sidonians 

漆刻拉格 洗革拉 Ziklag 



天主教 基督教 英文 
 

44 聖經人、地名對照  

漆拉 洗拉 Zillah 

漆茲 洗斯 Ziz 

漆頗辣 西坡拉 Zipporah 

漆德克雅 西底家 Zedekiah 

熙雍 郇／錫安 Zion 

瑪士 瑪施 Mash 

瑪冬 瑪頓 Madon 

瑪加丹 馬加丹／馬哈丹 Magadan 

瑪加伯 * Maccabeus 

瑪耳曷 馬勒古 Malchus 

瑪利亞 馬利亞 Mary 

瑪弟亞 馬提亞 Matthias 

瑪刻達 瑪基大 Makkedah 

瑪拉肋耳 瑪勒列 Mahalaleel, Mahalalel 

瑪拉基亞 瑪拉基 Malachi 

瑪阿加 瑪迦 Maacah 

瑪阿色雅 瑪西雅 Maaseiah 

瑪阿辣特 瑪臘 Maarath 

瑪哈納因 馬哈念／瑪哈念 Mahanaim 

瑪待 米底亞 Medes 

瑪待 米底亞 Media 

瑪紅 瑪雲 Maon 

瑪革培拉 麥比拉 Machpelah 

瑪哥格 瑪各 Magog 

瑪格達拉 抹大拉 Magdala 

瑪納恆 馬念 Manaen 

瑪勒沙 瑪利沙 Mare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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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基爾 瑪吉 Machir 

瑪堂 馬但 Matthan 

瑪堂 瑪坦 Mattan 

瑪提提雅 瑪他提雅 Mattithiah 

瑪塔提雅 瑪他提亞 Mathathias 

瑪達肋納 抹大拉 Magdalene 

瑪爾大 馬大 Martha 

瑪辣 瑪拉 Marah 

瑪撒 瑪撒 Massah 

瑪諾亞 瑪挪亞 Manoah 

瑪默勒 幔利 Mamre 

瑪薩 瑪撒 Massa 

瑪竇 馬太 Matthew 

福依貝 非比 Phoebe 

福突納托 福徒拿都 Fortunatus 

蓋法 該亞法 Caiaphas 

赫市孟 黑實門 Heshmon 

赫市朋 希實本 Heshbon 

赫耳朋 黑本 Helbon 

赫肋弗 希利弗 Heleph 

赫肋茲 希利斯 Helez 

赫貝爾 希別 Heber 

赫貝龍 希伯崙 Hebron 

赫里 希里 Heli 

赫特 赫 Heth 

赫特人 赫人 Hitties 

赫特隆 希特倫 Heth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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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茲龍 希斯崙 Hezron 

赫茲龍人 希斯崙人 Hezonites 

赫曼 希幔 Heman 

赫略多洛 * Heliodorus 

赫隆 希倫 Helon 

赫爾孟 黑門 Hermon 

赫爾瑪 黑馬 Hermas 

赫爾默斯 黑米 Hermes 

赫辣克肋 * Hercules 

赫摩革乃 黑摩其尼 Hermogenes 

赫藍 希蘭 Helam 

辣巴 拉巴 Rabbah 

辣古耳 * Raguel 

辣法耳 * Raphael 

辣阿瑪 拉瑪 Raamah 

辣哈布 喇合 Rahab 

辣高 * Ragau 

辣傑斯 * Reges 

辣黑耳 拉結 Rachel 

辣瑪 拉瑪 Ramah 

辣瑪塔因 * Rathamin 

辣齊斯 * Razis 

辣摩特 拉末 Ramoth 

辣摩特基肋阿得 拉末．基列 Ramoth-Gilead 

辣默色斯 * Raamses 

辣默色斯 蘭塞 (基) Rameses 

辣豐 * Raphon 



天主教 基督教 英文 
 

天主教－基督教 47 

頗理約 部百流 Publius 

頗提約里 部丟利 Puteoli 

頗爾基約斐斯托 波求．非斯都 Porcius Festus 

齊匝 細撒 Ziza 

齊匝 (= 匝匝) 撒薩 Zaza 

齊弗 西弗 Ziph 

齊弗龍 西斐崙 Ziphron 

齊耳帕 悉帕 Zilpah 

齊革黎 細基利 Zichri 

齊默黎 心利 Zimri 

十五劃   

德丹 底但 Dedan 

德里拉 大利拉 Delilah 

德彼爾 底璧 Debir  

德波辣 底波拉 Deborah 

德敖斐羅 提阿非羅 Theophilus 

德爾貝 特庇 Derbe 

德瑪斯 底馬 Demas 

德默特琉 低米丟 Demetrius 

德羅 * Delos 

摩丁 * Modein 

摩夫 摩弗 Memphis 

摩肋客 摩洛 Molech 

摩色爾 ─ － － Moseroth 

摩色辣 摩西拉 Moserah 

摩拉達 摩拉大 Moladah 

摩阿布 摩押 Mo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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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勒 摩利 Moreh 

摩勒舍特 摩利設 Moresheth 

摩勒舍特加特 摩利設．迦特 Moresheth-gath 

摩爾德開 末底改 Mordecai 

摩黎雅 摩利亞 Moriah 

撒耳加 撒迦 Salecah 

撒耳孟 撒門 Salmon 

撒耳瑪 薩瑪 Salma 

撒冷 撒冷 Salem 

撒貝特 撒弗提迦 Sebteca 

撒貝達 撒弗他 Sabta, Sabtah 

撒拉 撒門 Sala 

撒拉米 撒拉米 Salamis 

撒烏耳 掃羅 Saul 

撒斐辣 撒非喇 Sapphira 

撒雇特 ─ － － Sakkuth 

撒爾貢 撒珥根 Sargon 

撒爾德 撒狄 Sardis 

撒瑪黎雅 撒馬利亞 Samaria 

撒辣 撒拉 Sarah 

撒辣依 撒萊 Sarai 

撒慕爾 撒母耳 Samuel 

撒摩 撒摩 Samos 

撒摩辣刻 撒摩特剌 Samothrace 

撒羅滿 所羅門 Solomon 

撒羅默 撒羅米 Salome 

歐尼刻 友尼基 Eu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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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步羅 友布羅 Eubulus 

歐帕托爾 * Eupator 

歐瑟亞 何西阿 Hosea  

歐頗肋摩 * Eupolemus 

魯富 魯孚 Rufus 

魯瑪 魯瑪 Rumah 

黎巴嫩 利巴嫩 Lebanon 

黎貝加 利百加 Rebecca, Rebekah 

黎貝拉 利比拉 Riblah 

黎孟 利門／臨門 Rimmon 

黎孟培勒茲 臨門．帕烈 Rimmon-perez 

黎法特 利法 Riphath 

黎特瑪 利提瑪 Rithmah 

黎茲帕 利斯巴 Rizpah 

黎撒 勒撒 Rissah 

十六劃   

盧德 路得 Ruth 

穌苛特 割 Succoth 

穌苛特貝諾特 疏割．比訥 Succoth-benoth 

穌基因人 蘇基人 Sukkim 

穌爾 書珥／穌珥 Sur 

穌撒 書珊 Susa 

親 尋 Zin 

諾 挪 Thebes 

諾厄 挪亞 Noah 

諾夫 挪弗 Memphis 

諾巴黑 挪巴 No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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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布 挪伯 Nob 

諾法黑 挪法 ─ ─ ─ 

諾阿孟 挪亞們 Thebes 

諾得 挪得 Nod 

諾達布 挪答 Nodab 

默乃勞 * Menelaus 

默沙 米沙 Mesha 

默沙 米沙 Mesha 

默沙客 米煞 Meshach 

默里達 米利大 Malta 

默叔藍 米書蘭 Meshullam 

默舍客 米設 Meshech 

默非波協特 米非波設 Mephibosheth 

默洛達客 米羅達 Merodach 

默洛達客巴拉丹 比羅達巴拉但／ 

 米羅達巴拉但 

Merodach-baladan 

默突沙耳 瑪土撒利 Methushael 

默突舍拉 瑪土撒拉 Methuselah 

默納協 瑪拿西 Manasseh 

默納舍 瑪拿西 Manasseh 

默納恆 米拿現 Menahem 

默基多 米吉多 Megiddo 

默基瑟德 麥基洗德 Melchizedek 

默辣黎 米拉利 Merari 

默德巴 米底巴 Medaba 

默黎巴耳 米力巴力 Merib-baal 

默龍 米倫 Me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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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劃以上   

彌額爾 米迦勒 Michael 

薛西斯 亞哈隨魯 Ahasuerus 

羅依 羅以 Lois 

羅特 羅得 Lot  

羅馬 羅馬 Rome 

羅得 羅德 Lod 

羅德巴爾 羅底巴 Lo-debar 

蘇撒納 蘇撒拿 Susanna 

蘭 蘭 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