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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darin Union Version and the Wenli [classical Chi-
nese] Union Version were both published in 1919, using very 
different translation principles. From a comparison of their styles, 
grammatical features, figurative expressions and vocabularies, we 
see how the New Testament text of the Mandarin Union Version is 
inclined towards “formal equivalence,” with faithful renderings of 
the original in an intelligible and colloquial language. This 
translation principle makes it easily understood and spread among 
ordinary people. However, this version also displays a “foreigniza-
tion” in translation. It presents a break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dition, and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heterogeneity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While the New Testament text of 
the Wenli Union Version is inclined to “dynamic equivalence,” it 
ret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e, with an 
elegant style, good rhythm and polished language, and gives a clear 
sens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hilosophy. This version inevitably 
weakens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and 
displays a “domestication” in translation. 
 
Keywords: Mandarin Union Version、Wenli Union Version、Chinese 
culture、Cultural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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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於 1919 年的《官話和合譯本》①是迄今為止《聖經》漢譯

史上影響最大的一部《聖經》，不僅在出版當時引起文化各界的廣

泛關注，其幾經修訂後的《和合本》聖經，在今天的中國教會中仍

是使用最為普遍的中文《聖經》譯本。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與《官

話和合譯本》同時出版的，還有一部以文言文譯就的《文理和合譯

本》②——這部譯本 1934 年最後一次出版後，很快就退出了歷史舞台。 

這兩部命運迥異的譯本中有許多耐人尋味的有趣課題，但迄今

對其進行詳細考察和比較研究的學者並不多。較早如 1934 年賈立

言  (Garnier, A. J.)所著《漢文聖經譯本小史》③，對兩部譯本翻譯背

景和出版情況作了簡單介紹和比較。最近的如德國學者尤思德（Jost 

Zetzsche）在 1999 年出版的《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④，對兩個

譯本不同的翻譯委員會、翻譯進程、翻譯原則等進行了頗為詳細的

考察，但很少涉及文本的分析。施福來（Thor Strandenaes）發表於

1987 年的《中文聖經的翻譯原則》⑤，對《官話和合譯本》的文本

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比較，清晰地描述了譯本的翻譯原則，但很遺憾

他的研究未涉及《文理和合譯本》。 

本文將詳細考察《官話和合譯本》和《文理和合譯本》這兩部

譯本的“新約”文本，通過比較文本在共同的文本基礎（英文譯本

及希臘文文本）上所呈現的不同文體風格、語法特點、表達方式等，

                                                        
① 《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上海：大英聖書公會，1919 年。 
② 《文理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上海：大英聖書公會，1919 年。 
③ 賈立言：《漢文聖經譯本小史》，馮雪冰譯，上海：廣學會，1934 年。[A. J. Garnier,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trans. FENG Xuebin (Shanghai: Guangxue 
hui, 1934).] 

④ 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9). 

⑤ Thor Strandenaes, 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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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描述二者不同的翻譯原則。希望以此能為研究兩部譯本面對當時

中國的文化處境所作出的不同反應、其面對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

之間差異的不同處理方式，提供一個考察的基礎和管道。 

一、和合譯本概述 

1890 年，在華傳教士大會在上海召開。面對當時眾多譯本，

大會決定聯合各差會及各聖經公會，翻譯一部能被普遍接受和出版

使用的《聖經》譯本，即“和合譯本” ,並希望這部譯本“成為中

國的《欽定本》，如同英國的《欽定本》那樣經久不衰”。①以“聖

經為一，譯本則三”的原則，成立三個委員會分別負責翻譯深文理

（High Wenli）、淺文理（Easy Wenli）、官話（Mandarin）三種“和合譯

本”。②1907 年在上海再次召開傳教士大會時，三個譯本的“新約”

部分均已翻譯完成。由於深文理和淺文理的譯文有一半以上非常相

似，大會決定合併淺文理和深文理委員會，只翻譯一部文理“舊

約”。後於 1919 年出版《文理和合譯本》③，1920 年至 1923 年間

對“新約”進行修訂，1934 年最後一次印行出版。《官話和合譯本》

1919 年出版，1939 年更名為《國語和合譯本》，經幾次修訂即今

天所普遍使用的《和合本》聖經④。 

                                                        
①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515. 
② Records, 1890, 43. 
③  關於合併兩部文理譯本的討論和決定參 Records: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held at Shanghai, April 25 to May 8, 1907 (Shanghai: Centenary Conference 
Committee, 1907), 660-685。在大會的決議中提到：“如果可行，將從兩部（文理）譯
本中選出一部刊行。”（Records 1907, 685）。根據尤思德（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
聖經翻譯》，蔡錦圖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296、306）的研究，1919 年出版
的《文理和合譯本》的新約部分實際上使用的是經修訂後的 1907 深文理新約。 

④ 1962 年其書題由《舊新約全書》改為《聖經》，1988 年聯合聖經公會修訂出
版《新標點和合本》，1989 年中國基督教協會修訂出版《簡化字現代標點和合本》，
1993 年浸信會出版社修訂出版《現代標點和合本》（浸、神、紅字版），但幾次修訂
僅涉及新標點、分段和標題、區分性別的代名詞和地名的音譯等屬於編輯性質的部
分，而對內容並無實質性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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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890 年至 1919 年近 30 年的翻譯過程中，兩部譯本的翻譯

委員會都經歷了成員的更迭。《官話和合譯本》翻譯委員會的主要

成員有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富善（Chauncey Goodrich）、鮑

康寧（Frederick W. Baller）、鹿依士  (Spencer Lewis)等。狄考文從

1890 年起擔任翻譯委員會主席，直到 1908 年去世；富善從 1890

年加入翻譯委員會，一直工作到 1919 年，並於 1908 年接替狄考

文擔任委員會主席；鮑康寧於 1890 年入選執行委員會，1900 年加

入翻譯委員會，直到 1919 年；鹿依士於 1904 年加入翻譯委員會，

直到 1919 年。1918 年至 1919 年進行的第三次修訂工作由富善、

鮑康寧、鹿依士擔任。 

《文理和合譯本》“新約”的翻譯委員會前身即深文理委員

會，其最初成員有湛約翰 (John Chalmers)、韶潑  (Martin Schaub)、

艾約瑟  (Joseph Edkins)、謝衛樓（Devello Z. Sheffield）、惠志道  (John 

Wherry)，其前三位相繼去世，皮堯士  (Thomas W. Pearce)和羅為霖

(Llewelyn Lloyd)繼任。1907 年兩個文理委員會合併後，當時深文

理委員會的成員繼續擔任《文理和合譯本》翻譯委員會，安飽德

（Patrick J. Maclagan）又加入其中，謝衛樓任委員會主席，後辭去

職務，由惠志道接替擔任主席。 

在 1890 年的傳教士大會上，決定了翻譯三部和合譯本所使用

的文本基礎：“以《英文修訂本》的新舊約所基於的文本為翻譯基

礎，有權根據《欽定本》作出取捨。”① 

《英文修訂本》②出版於 1885 年，其“新約”翻譯所使用的文

本基礎是 1882 年出版的《希臘文評鑒本》。③《欽定本》④出版於

                                                        
① Records, 1890, 43. 
② The Holy Bible: Compared with the Most Ancient Authorities and Revised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1885). 
③ Edwin Palmer, The Greek Testament with the Readings Adopted by the Revisers of the 

Authorized Vers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2). 
④ The Holy Bible: Authorized Version (London: Naval and Military Bible Society, 1611). 

這部譯本與 King James Version (KJV)是同一部譯本，也即中文所慣稱的《欽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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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 年，其“新約”翻譯所使用的文本基礎是《公認經文》。①1890

年的傳教士大會對於文本基礎的決定，意味著這四部《聖經》版本

都是《和合本》“新約”翻譯時所參考的文本基礎。當然，最主要

的文本基礎是《英文修訂本》所基於的文本，即《希臘文評鑒本》。

不過在一些較為有爭議的地方，《公認經文》仍被謹慎地參考和保

留。如 1907 年召開的傳教士大會上，文理翻譯委員會指出“沒有

必要根據《公認經文》使用其不同於《英文修訂本》的基礎文本的

經文”②。而在同年出版的《官話和合本新約》序言中，官話翻譯委

員會主席狄考文如此說：“我們大部分使用了修訂本的基礎文本，

而相對來說較小的那一部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使用了舊文本，而

把修訂本的基礎文本放在了旁注上。”③這裏狄考文說的舊文本指

的是《公認經文》。 

譯本確立了不同的讀者群體、翻譯標準和語言文體：文理譯本

為滿足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的需要，翻譯取向是保留中文“本身的

精微奧妙”④，並使用中國經典著作的語言文體，“文理是中國官方

的交際語言。我們所有的重要書籍都是、並且仍將繼續使用這種文

體寫作。應當盡可能嫺熟優美地使用這種書面文體語言，這應該是

所有作者和出版機構的目標。”⑤官話譯本則應“清楚簡單”、“符

合 口 語 ” 、 “ 字 詞 應 當 是 操 官 話 的 平 民 百 姓 所 日 常 使 用 和 明 白

的”、⑥“不只是為了閱讀，更要易於聽懂。將我們神聖的信仰中

的事實和信條以日常的語言譯出，以便於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信徒

傳講福音故事。”⑦ 

                                                        
① Textus Receptus 1598 (Théodore de Bèze: Hückelhoven Christianismos-Verl, 2009). 
② Records, 1907, 270. 
③ 《官話和合本新約全書》，漢口：蘇格蘭聖經會，1908 年, Preface 2. 
④ John Wherry, The Ideal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2, 279. 
⑤ Records 1907, 205. 
⑥ C. W. Mateer, “The Style of the Mandarin Bible,” The Chinese Recorder 31(1900): 

332. 
⑦ Records,189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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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之所以選擇兩部譯本的“新約”部分進行比較分析，理由有兩

點：其一，“新約”含有傳播和表達基督教的最重要的文本資訊，

故而《和合本》最初翻譯的是“新約”部分，並且進行了多次的修

訂。其後翻譯“舊約”的委員會成員基本上與翻譯“新約”的主要

成員相同，“新約”的翻譯原則和經驗指導了“舊約”的翻譯。因

此，“新約”的翻譯可以代表整本《聖經》的翻譯原則，也最能體

現譯本是如何選擇目的語來表達《聖經》資訊的。其二，“舊約”

原文由希伯來文寫作，和合譯本所參考的“舊約文本”基礎則更為

複雜，同時考察將增加極大的難度。 

本文在考察兩部和合譯本“新約”的文本基礎時，將首先和主

要考察《希臘文評鑒本》。考慮到很難確定兩部譯本的每處經文所

參考的是否為同一文本基礎，在譯本有明顯差異的地方，將同時考

察《希臘文評鑒本》和《公認經文》；當《希臘文評鑒本》和《公

認經文》相同時，則參以《希臘文評鑒本》。在必要之處，也將《英

文修訂本》和《欽定本》作為參考。 

本文將使用尤金·奈達  (Eugene A. Nida)提出的“形式對等”

（ formal equivalence）與“功能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以及勞

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歸化”（domestication）和

“異化”（ foreignization），從文體風格、語法特點、比喻、辭彙

等四個方面，來描述定義《官話和合譯本》與《文理和合譯本》的

翻譯原則。 

奈達指出在翻譯中有兩種類型的對等：“形式對等”與“功能

對等”。“形式對等關注於資訊本身的形式和內容” ,譯者“考慮

的是目的語中的資訊應儘量與源語中的各成分對稱……試圖盡可

能逐字再現原文的形式和內容”。而“功能對等”考慮的主要是

“動態關係，譯文讀者對資訊的反應應與原文讀者的反應基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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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也就是說，“形式對等”更注重對原文的忠實再現，而“功

能對等”更關注目的語讀者的接受和理解程度。① 

韋努蒂提出了翻譯中的“歸化”和“異化”。“歸化”指“外

來文本的種族中心讓位於目的語的文化價值觀”，採用透明、流暢

的翻譯方式，“使外來文本中的異質性最小化”。“異化”則是

“對目的語文化價值觀施加種族離心的壓力 ,以在翻譯作品中體現

外來文本語言和文化的差異 ,從而把讀者送到國外”，“通過保留

原文的某些異質性，刻意打破目的語的慣例”。通過採用不“流

暢”的翻譯手法 ,突出翻譯作品中外國文本的外來身份,並保護原文

本不受譯入語文化意識形態的控制。② 

三、文本分析及翻譯原則比較③ 

1. 文體風格 

一、在文體方面，《官話和合譯本》翻譯較為直白，更注重對

原文文體和句式的忠誠。《文理和合譯本》則常以四字翻譯經文，

文體顯得工整而典雅。 

 
例 1：《馬太福音》6 章 34 節： 

《官》：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

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文》：明日之慮，明日慮之。是日之勞，是日足矣。 

                                                        
① 參 Eugene A. Nid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J. Brill, 1964); idem,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② 參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Lawrence Venuti,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 1998); M. Shuttleworth & M.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③ 在以下對比分析中，《官話和合譯本》將簡稱《官》，《文理和合譯本》簡稱《文》，
《希臘文評鑒本》簡稱《希》，《英文修訂本》簡稱《英》，《欽定本》簡稱《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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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μὴ οὖν μεριμνήσητε εἰς τὴν αὔριον, ἡ γὰρ αὔριον 

μεριμνήσει ἑαυτῆς: ἀρκετὸν τῇ ἡμέρᾳ ἡ κακία αὐτῆς. 

 

例 2：《哥林多前書》2 章 3 節： 

《官》：我在你們那裏，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文》：我偕爾時，荏弱驚懼，戰慄不勝。 

《希》：κἀγὼ ἐν ἀσθενείᾳ καὶ ἐν φόβῳ καὶ ἐν τρόμῳ 
πολλῷ ἐγενόμην πρὸς ὑμᾶς. 

 

在這兩個例子中，《官》的翻譯基本是逐字再現了原文的形式

和內容，《文》則加以修改、合併或潤飾，皆以四字譯出，使行文

顯得對稱和工整。這樣的例子在兩部譯本中比比皆是，如《馬太福

音》六章 9 到 13 節：《官》譯為“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

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

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文》譯為“我父在天，

願爾名聖。爾國臨格。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日需之糧，今日賜我。

求免我債，如我免人。勿導入試，拯我出惡”。《路加福音》三章

4 到 5 節：《官》譯為“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窪都要

填滿，大小山崗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

的道路要改為平坦”；《文》譯為“備主路，直其徑。諸谷填之，

山阜卑之。屈曲直之，崎嶇之路平之”。相比來說，《官話和合譯

本》的譯文是較為忠實的直譯，淺白，口語化。《文理和合譯本》

的譯文則更為工整、優美和富有韻律，體現出古典漢語的風格特徵。 

二、在語言風格方面，《文理和合譯本》常使用古典詩詞歌賦

中的語言或典故來翻譯《聖經》，使得經文呈現出古代漢語的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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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而《官話和合譯本》的文體語言則淺白易懂，更注重意思的

明晰，呈現出口語的特點。 

 

例 1：《路加福音》12 章 24 節： 

《官》：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

沒有庫。 

《文》：試思烏鴉，不稼不穡，無倉無廩。 

《希》：κατανοήσατε τοὺς κόρακας ὅτι οὐ σπείρουσιν οὐδὲ 

θερίζουσιν, οἷς οὐκ ἔστιν ταμεῖον οὐδὲ ἀποθήκη.  

 

原 文 “σπείρουσιν” ， 原 形 “ σπείρω” ， 意 思 是 “ 播 種 ” ；

“ θερίζουσιν”，原形“ θερίζω”，意思是“收割”。《官話和合譯本》

直譯了這兩個詞，《文理和合譯本》則巧妙恰當地使用了《詩經·

伐檀》中的詩句將兩個詞分別譯為“稼”和“穡”，使得譯文具有

了古典的韻味。 

 

例 2：《路加福音》2 章 36 節： 

《官》：年紀已經老邁，從作童女出嫁的時候，同丈

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 

《文》：其年已邁，自於歸，偕夫七載。 

《希》： αὕτη προβεβηκυῖα ἐν ἡμέραις πολλαῖς, ζήσασα 

μετὰ ἀνδρὸς ἔτη ἑπτὰ ἀπὸ τῆς παρθενίας αὐτῆς. 

 

“ἀπὸ”是介詞，意思是“從、來自、由於”，可指離開某地、

某人、某事、或某狀態，也有起點的意思。“ παρθενίας”是其原形

“ παρθενία”的陰性所有格形式，意思是“處女、童貞”。《官話和

合譯本》譯為“從作童女出嫁”既直譯了原文的意思，也非常直白

和口語化。“於歸”是古典書 面的說法，如可見《詩·周南 ·桃



 

鏡觀物色：基督教文化與文學研究 

28  2012 239 

 

夭》：“之子於歸，宜其室家”，《文理和合譯本》譯作“自於歸”

使譯文顯得古樸典雅。 

 

例 3：《約翰福音》1 章 16 節： 

《官》：恩上加恩。 

《文》：恩之有加無已矣。 

《希》：χάριν ἀντὶ χάριτος 

 

“ἀντὶ”，有接替、延續，加增之意，《官話和合譯本》嚴格地直

譯了這句話，而《文理和合譯本》則根據經文的意思，按照文言文

已有的表達方式譯為“有加無已”，增加了“無已”（“不停地、

沒有盡頭地”），但意思倒也貼切。 

三、在思想風格上，《文理和合譯本》在很多處地方使用了古

典經籍，尤其儒家經籍中的語言，這使得《文理和合譯本》不可避

免地帶有中國哲學，尤其儒家思想的味道。《官話和合譯本》則是

按字面直譯了希臘文，使得譯文較少帶有中國哲學和文化的色彩。 

 

例 1：《馬太福音》13 章 13 節： 

《官》：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 

《文》：因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亦不悟也。 

《希》：ὅτι βλέποντες οὐ βλέπουσιν καὶ ἀκούοντες οὐκ 

ἀκούουσιν οὐδὲ συνίουσιν.  

 

希臘原文“βλέποντες”與“βλέπουσιν”分別是原形“βλέπω”的分詞

和第三人稱形式，《英文修訂本》和《欽定本》用“seeing”與“see”

來表達兩個詞同根的關係，《官話和合譯本》則用“看”和“看（不）

見”也試圖表達出這種關係。同樣，“ἀκούοντες”與“ἀκούουσιν”分別

是原形“ ἀκούω” 的分詞和第三人稱形式，英譯本將之譯為“h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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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hear”，《官話和合譯本》譯為“聽”和“聽（不）見”。而《文

理 和 合 譯 本 》 則 將 這 兩 對 詞 譯 為 “ 視 ” 和 “ 見 ” ， “ 聽 ” 與

“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取自《禮記·大學》：“心不在焉，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熟悉儒家經籍的士大夫

對此耳熟能詳。顯然，《官話和合譯本》所著重的是忠實於原文，

而《文理和合譯本》則著重如何易於被中國文化傳統所理解接受。 

 

例 2：《提摩太前書》3 章 5 節： 

《官》：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

教會呢？ 

《文》：蓋不知齊家，何能理上帝會乎？ 

《希》： εἰ δέ τις τοῦ ἰδίου οἴκου προστῆναι οὐκ οἶδεν, 

πῶς ἐκκλησίας θεοῦ ἐπιμελήσεται 

 

“προστῆναι”，原形“προι ̈́σ́τημι”，意思是“管理、指導”。

《官話和合譯本》直譯為“管理”，《文理和合譯本》則譯為“齊

（家）”。“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是儒家思想傳統中知識份子

尊崇的信條和理想，《文理和合譯本》的譯文既合乎儒家思想，又

表達了原文的意思。 

 

例 3：《路加福音》6 章 31 節： 

《官》：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文》：爾欲人如何施諸己，亦如是施諸人。 

《希》：καὶ καθὼς θέλετε ἵνα ποιῶσιν ὑμῖν οἱ ἄνθρωποι, 

ποιεῖτε αὐτοῖς ὁμοίως.  

 

聖經中的這一思想與《論語》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

謀而合，《官話和合譯本》的翻譯非常口語化，易於被普通大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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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明白。而《文理和合譯本》的譯文則令人很容易想到“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這句話，無疑這會使熟知儒家思想的人感到親切和易於

接受。 

其他的例子還有如《路加福音》6 章 45 節：《官》譯為“善

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

出惡來”，《文》譯為“善人由內蘊之善而發其善，惡人由內蘊之

惡而發其惡”。《文》的譯文很容易讓人想到孟子關於性善論的討

論。《路加福音》15 章 21 節：《官》譯為“我得罪了天”，《文》

譯為“獲罪於天”——《文》對《論語·八佾》“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的直接使用非常自然和貼切，同時也傳遞出一種資訊，即《聖

經》中的神學觀念其實離中國哲學並不遙遠，在儒家思想的源頭那

裏，也能找到與《聖經》的相通之處。 

除了使用儒家經籍的語言，《文》在個別地方甚至還使用了道

家及佛教經籍的語言和表達方式。如《哥林多後書》12 章 4 節：

《官》譯為“隱秘的言語”，《文》譯為“莫能言之言”，《文》的

翻譯帶有道家“不可言狀”的微妙之義。《馬太福音》21 章 44 節：

《官》譯為“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的稀爛。”《文》

譯為“此石墮其上者，散若塵。”《官》的譯文非常直白和口語化，

“散若塵”則是佛經裏的用詞。 

總的來說，《官話和合譯本》的譯文直白、易懂、口語化，在

形式和內容上都較為忠誠於原文，其翻譯方法偏向於“形式對等”

和“異化”；而《文理和合譯本》具有典型的古典漢語的風格，行

文注重韻律格式，語言優美典雅，並且帶有中國哲學和文化的色

彩，使原文中的異質性減小，其翻譯方法偏向於“功能對等”和

“歸化”。 

2. 語法特點 

一、在語序和句法結構上，《官話和合譯本》更忠實於原文和

英譯本的語序及句法結構，對於原文是長句的也常以長句譯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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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和合譯本》則更傾向於將其拆分為短句，並相應地調整句法

結構，使其更符合文言文的表達習慣和語法特點。 

 

例 1：《約翰福音》4 章 54 節： 

《官》：這是耶穌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蹟，是他從

猶太回去以後行的。 

《文》：耶穌自猶太至加利利，所行異蹟，此其二也。 

《希》：Τοῦτο δὲ πάλιν δεύτερον σημεῖον ἐποίησεν ὁ 

Ἰησοῦς ἐλθὼν ἐκ τῆς Ἰουδαίας εἰς τὴν Γαλιλαίαν. 

 

“ἐλθὼν”是其原形“ἔρχομαι”（意為“來、去”）的過去時分詞

形式，《英文修訂本》用完成進行時譯為“having come”，並將這一

句作為前一句的狀語從句。《官話和合譯本》按照原文和英譯本的

語序譯出，雖然很難表示出原文的時態，但卻試圖表達出兩個分句

間的語法關係。而《文理和合譯本》的譯文則打亂了原文句子的語

序和語法關係，按照文言文的表達習慣和語句的通順自然，重構了

這個句子，並將原文的長句分為了三個短句。 

 

例 2：《希伯來書》2 章 3 節： 

《官》：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

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文》：拯救如此之大，我若忽之，胡能逭乎？此乃

主始言之，而聞者證於我儕。 

《希》：πῶς ἡμεῖς ἐκφευξόμεθα τηλικαύτης ἀμελήσαντες 

σωτηρίας; ἥτις, ἀρχὴν λαβοῦσα λαλεῖσθαι διὰ τοῦ κυρίου, ὑπὸ 

τῶν ἀκουσάντων εἰς ἡμᾶς ἐβεβαιώθη. 



 

鏡觀物色：基督教文化與文學研究 

28  2012 243 

 

《英》：How shall we escape, if we neglect so great 

salvation? Which having at the first been spoken through the 

Lord, was confirmed unto us by them that heard. 

 

“σωτηρίας”是其原形“ σωτηρία”（意思是“救恩、拯救”）的所

有格形式，作為“ ἀμελήσαντες”（意思是“忽視、拒絕”）的受詞，

“ τηλικαύτης”（意思是“非常重要、非常巨大”）是指示代名詞，

其作用相當於形容詞。英譯本相應地將“salvation”作為“neglect”的

賓語，而“so great”則作為“salvation”的定語。《官話和合譯本》直

譯了這個語法結構，而《文理和合譯本》則將其拆分為兩個短句，

且調整了語法結構，將“拯救”作為主語，而將“如此之大”作為

表語。《文理和合譯本》的譯文符合文言文的行文習慣，且強調了

“拯救”，加強了語氣。 

 

例 3：《提多書》2 章 7 節： 

《官》：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在教訓上要

正直、端莊。 

《文》：爾凡事自表為善行之模楷，其施教也，無邪

而嚴重。 

《希》：περὶ πάντα σεαυτὸν παρεχόμενος τύπον καλῶν 

ἔργων, ἐν τῇ διδασκαλίᾳ ἀφθορίαν, σεμνότητα. 

 

“ ἐν”是介詞，意思是“在……之內、藉著”，“διδασκαλίᾳ”

是其原形“ διδασκαλία”的間接受格形式，意思是“教導、教訓”。

《官話和合譯本》的譯文基本上體現了原文的語序和語法結構，而

《文理和合譯本》則將後半句拆分為兩個短句，將“ἐν”按意思譯為

動詞“施”，並將其作為謂語，“教”則作為賓語出現，改變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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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語法結構，但作為文言文來說，則非常通順自然，意思也很貼

切。 

二、對於句子中的成分，《官話和合譯本》多忠實地按其語法

結構譯出，《文理和合譯本》則多改變其語法結構和在句子中的位

置，以符合文言文的表達習慣。 

 

例 1：《帖撒羅尼迦前書》5 章 13 節： 

《官》：又因他們所做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 

《文》：因其所為，深愛而極重之。 

《希》：καὶ ἡγεῖσθαι αὐτοὺς ὑπερεκπερισσοῦ ἐν ἀγάπῃ διὰ 

τὸ ἔργον αὐτῶν. 

 

 “ἀγάπη”是名詞，意思是“愛、仁慈”。《官話和合譯本》將

“ ἐν ἀγάπῃ”譯為“用愛心”，並作為狀語來修飾“尊重”；《文理

和合譯本》在此處則將“愛”作為動詞使用，並添加了“深”來修

飾“愛”，使“深愛”和“極重”並列作為謂語，顯然，這種譯法

改變了原來的語法結構，不過卻使得《文理和合譯本》的譯文顯得

通順而優美。 

 

例 2：《哥林多前書》1 章 4 節： 

《官》：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

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 

《文》：我為爾曹恆謝我上帝，因上帝之恩於基督耶

穌賜爾。 

《希》：Εὐχαριστῶ τῷ θεῷ μου πάντοτε περὶ ὑμῶν ἐπὶ τῇ 

χάριτι τοῦ θεοῦ τῇ δοθείσῃ ὑμῖν ἐν Χριστῷ Ἰησοῦ 

 



 

鏡觀物色：基督教文化與文學研究 

28  2012 245 

 

“ἐπὶ”是介詞，意思是“在……上面、因為”，“χάριτι”是其原

形“ χάρις”的間接受格形式，意思是“恩惠、善意、憐憫”；“ ἐπὶ τῇ 

χάριτι τοῦ θεοῦ”可直譯為“因為上帝的恩惠”。《官話和合譯本》

將“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作為“恩惠”的定語成分放在

中間，但“恩惠”仍作為介詞“因”的賓語。《文理和合譯本》的

譯 文 則 將 “ 上 帝 之 恩 於 基 督 耶 穌 賜 爾 ” 作 為 了 “ 因 ” 的 介 詞 賓

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文的意思，不過卻使句子免於冗長和生硬。 

 

例 3：《以弗所書》2 章 3 節： 

《官》：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欲，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文》：我儕亦嘗出入其中，徇形軀之情，行身心之

欲。 

《希》：ἐν οἷς καὶ ἡμεῖς πάντες ἀνεστράφημέν ποτε ἐν 

ταῖς ἐπιθυμίαις τῆς σαρκὸς ἡμῶν, ποιοῦντες τὰ θελήματα τῆς 

σαρκὸς καὶ τῶν διανοιῶν. 

《英》：Among whom we also all once lived in the lusts 

of our flesh, doing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and of the mind. 

 

“ἀνεστράφημέν”是 其 原 形 “ἀναστρέφω”的 第 一 簡 單 過 去 被 動 形

式，意思是“生活、舉止”。“ποιοῦντες”是其原形“ποιέω”的現在主

動分詞形式，意思是“做，實施，導致，製造”。英譯本分別將

“ἀνεστράφημέν”和“ ποιοῦντες”譯為“lived”和“doing”，用伴隨狀語從

句表示了這兩個動作間的關係。《官話和合譯本》的譯文限於漢語

語 法特點 ，雖 然很難 表現出 其時態 和形 式，但 將“ποιοῦντες”譯為

“隨著……去行”，也試圖表現出其伴隨前面的動作發生的關係。

而《文理和合譯本》則完全變成了兩個並列關係的分句，使譯文顯

得有韻律和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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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據行文的需要，《官話和合譯本》在必要的地方常常加

添句子的成分以使意思表達得更為清晰，《文理和合譯本》則常常

去掉某些成分以使句子顯得簡潔文雅。 

 

例 1：《路加福音》1 章 51 節： 

《官》：那狂傲的人正心裏妄想，就被他趕散了。 

《文》：心志驕者散之。 

《 希 》： διεσκόρπισεν ὑπερηφάνους διανοίᾳ καρδίας 

αὐτῶν.  

 

“διεσκόρπισεν”是其原形“διασκορπίζω”的第一簡單過去、主動、

第三人稱形式，意思是“分開、趕散”的意思，“διανοίᾳ”是其原形

“διάνοια”的間接受格形式，意思是“意念、想法、性格”。間接受

格可用來表示原因、關係、位置、方式等，原文此句可直譯為“他

趕散了驕傲的人（因其）內心的意念”，《官話和合譯本》將這一

間接受格譯為“正心裏妄想”，很形象生動，《文理和合譯本》的

譯文則簡化了這層意思，使譯文顯得非常簡潔。 

 

例 2：《哥林多前書》9 章 22 節： 

《官》：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 

《文》：於眾則如眾。 

《希》：τοῖς πᾶσιν γέγονα πάντα 

 

“πᾶσιν”和“πάντα”的原形是“πᾶς”，意思是“所有的、每一個、

任何的”。《官話和合譯本》將意思翻譯的非常明白易懂，而《文

理和合譯本》則簡單地將兩個詞譯為“眾”，雖然簡潔，卻不免有

些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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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官話和合譯本》的譯文屬於“形式對等”和“異

化”，在句型、語法結構上都較為忠實於原文和英譯本，也使得譯

文由此呈現出“歐化”的特點。在原文較難理解的地方，《官話和

合譯本》傾向於將其解釋得更為清楚明白，即使這可能會使句子顯

得冗長，或不合漢語已有的行文習慣。《文理和合譯本》的譯文顯

然更注重文言文自身的表達習慣和語法特點，傾向於簡潔短略的句

子，因此不惜改變原文及英譯本的語法結構和句型特徵，明顯地傾

向於“功能對等”和“歸化”。 

3.比喻 

比喻在新約中很常見且富有特色，比喻牽涉到文化、習俗、環

境等各個方面，因此考察《官話和合譯本》和《文理和合譯本》對

比喻的不同處理，也可以看出兩部譯本的翻譯方法有何不同。 

一、《官話和合譯本》傾向於保留原文的比喻，或將原文有比

喻意味的修辭格以比喻譯出，增強了原文的語言特色。而《文理和

合譯本》則直接譯出原文的實意。 

 

例 1：《馬太福音》13 章 15 節： 

《官》：油蒙了心，耳朵發沉。 

《文》：心頑、耳聵 

《希》 ：ἐπαχύνθη γὰρ ἡ καρδία τοῦ λαοῦ τούτου, καὶ 

τοῖς ὠσὶν βαρέως ἤκουσαν. 

 

“ἐπαχύνθη”是動詞，其原形“παχύνω”意思是“加厚、養肥，變

得愚蠢、遲鈍、冷漠”。《官話和合譯本》選擇以比喻譯為“油蒙”，

《文理 和合譯本》則選擇 將其實意翻譯了出 來。“βαρέως”意思是

“沉重地、困難地”，《官話和合譯本》將其直譯為“沉”，在這

裏也是比喻的用法。《官話和合譯本》則根據意思譯為“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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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馬可福音》9 章 1 節： 

《官》：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 

《文》：有人未死之先 

《希》：οἵτινες οὐ μὴ γεύσωνται θανάτου 

 

“γεύσωνται”的原形是“γεύομαι”，意思是“吃、嘗、經歷”。《官

話和合譯本》以比喻譯為“嘗死味”，這個說法在當時的漢語中並

不多見。《文理和合譯本》則直接翻譯了句子的意思。 

 

例 3：《羅馬書》6 章 22 節： 

《官》：就有成聖的果子 

《文》：其效成聖 

《希》：ἔχετε τὸν καρπὸν ὑμῶν εἰς ἁγιασμόν 

 

“καρπὸν”的原形是“καρπός”，意思是“果實、結果、效果”，

《官話和合譯本》選擇以比喻譯出，《文理和合譯本》則直接譯為

“效”。 

二、在一些比喻中，《官話和合譯本》較為忠實地譯出原文的

比喻，《文理和合譯本》則用更為“本土化”的，為中國文化、環

境、習俗所熟知的比喻替代了原文的比喻。 

 

例 1：《哥林多前書》14 章 7 節： 

《官》：就是那有聲無氣的物，或簫、或琴，若發出

來的聲音，沒有分別，怎能知道所吹所彈的是甚麼呢？ 

《文》：夫有聲無氣之物，如簫如琴，使不正其音，

焉知所鼓吹者何歟？ 

《希》：ὅμως τὰ ἄψυχα φωνὴν διδόντα, εἴτε αὐλὸς εἴτ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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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ιθάρα, ἐὰν διαστολὴν τοῖς φθόγγοις μὴ δῷ, πῶς γνωσθήσεται 

τὸ αὐλούμενον ἢ τὸ κιθαριζόμενον. 

 

原文這裏是用樂器發出的聲音比喻方言。“διαστολὴν”的原形為

“διαστολή”，意思是“差異、區別”。 《官話和合譯本》譯為“分別”，

忠實地譯出了這個比喻，《文理和合譯本》則將此處譯為“正其

音”。中國古代樂器聲律講究“正音”，即“律正音調”，用在這

裏雖然改變了原文的比喻，不過卻很容易被熟知中國文化的人們，

尤其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所理解。 

 

例 2：《加拉太書》3 章 24 節： 

《官》：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

督那裏。 

《文》：如是，律為我儕之塾師，引就基督。 

《希》 ：ὥστε ὁ νόμος παιδαγωγὸς ἡμῶν γέγονεν εἰς Χριστόν. 

 

“παιδαγωγὸς”意思是“指導者、看護者”，希臘和羅馬文化裏

用這個詞指一些奴隸，他們負責管理監督上層階級男孩子的生活和

品行，直到男孩子們成年。《官話和合譯本》根據這個意思譯為“訓

蒙的師傅”，試圖更準確地表達原文的意思。《文理和合譯本》則

直 接 選 擇了 在 當時 中 國的 文 化處 境 中 比較 接 近 “παιδαγωγὸς”的 職

業——“塾師”。 

 

例 3：《馬太福音》24 章 8 節： 

《官》：這都是災難的起頭（災難原文作生產之難）。 

《文》：此劬勞之始也。 

《希》： πάντα δὲ ταῦτα ἀρχὴ ὠδίνων. 

 



基督教文化學刊  
 

 

250 第 28 辑 · 2012 秋 
 

“ὠδίνων”原形是“ὠδίν”，意思是“劇痛、陣痛，尤其指生產之

痛”，在《新約》中也用來指彌賽亞再次降臨前的恐怖和哀痛。《官

話和合譯本》譯為“災難”，又在正文旁注上原文的意思“生產之

難”，準確地傳達了原文的意思。《文理和合譯本》則譯為“劬

勞”，意思是“勞苦”，在古詩詞中常用來指父母撫養兒女的勞

累。這種“勞苦”有長久之意，用在此處與原文有所出入，但常見

於古典文學中。 

總之，《官話和合譯本》在比喻上傾向於“形式對等”和“異

化”，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比喻，較為忠實地譯出，對於原文帶比

喻性質的用語，傾向於以比喻譯出，突出了原文的特色。《文理和

合譯本》則傾向於“功能對等”和“歸化”，常著重於行文的簡潔

明晰，直接將原文實意譯出，或根據中國的文化傳統背景，將原文

比喻作出適當的轉化。 

4.辭彙 

一、《官話和合譯本》使用的辭彙比較接近原文的意思，《文

理和合譯本》的辭彙則常常帶有中國文化、尤其儒家思想的色彩。 

 

例 1：《馬太福音》16 章 24 節： 

《官》：“舍己” 

《文》：“克己” 

《希》： ἀπαρνησάσθω ἑαυτὸν 

 

“ἀπαρνησάσθω”的原形是“ἀπαρνέομαι”，意思是“否認、拒絕、

放棄”。《官》譯為“舍己”，較為接近原文的意思，《文》則譯

為“克己”。“克己”即約束自己，乃是儒家認為達到仁的境界的

修養方法，語出《論語·顏淵》“克己複禮為仁”。《文》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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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是試圖以儒家耳熟能詳的觀念來表達《聖經》的思想，以使受

過教育的知識份子們易於認同和接受。 

 

 

例 2：《哥林多前書》8 章 1 節： 

《官》：愛心 

《文》：仁愛 

《希》：ἀγάπη 

 

“ἀγάπη”意思是“慈愛、愛心”。 施福來在其《中文聖經的翻譯

原則》中曾分析“愛心”和“仁愛”這兩個詞的不同：仁愛“指可見

的、表達於外在的愛，《官話和合譯本》的譯文則指普遍意義上的

愛，或是作為一種感情或內在品格的愛”。①也許更為關鍵的是，

“愛心”是更普通的用法，而“仁愛”顯然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

礎。 

 

例 3：《路加福音》10 章 42 節： 

《官》：上好的福分 

《文》：善業 

《希》：ἀγαθὴν μερίδα 

 

“ἀγαθὴν” 原形為“ἀγαθός”，意思是“好的、有益的”；“μερίδα”

原形為“μερίς”，意思是“部分、一份”。《官話和合譯本》的用詞

普通且常見，《文理和合譯本》則使用了佛教的用詞。 

                                                        
① Thor Strandenaes198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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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話和合譯本》的用詞更為日常普通，也較為忠實於原

文；《文理和合譯本》的用詞更為古典和優美，較符合中國的傳統

和文化。 

 

例 1：《馬太福音》16 章 17 節： 

《官》：屬血肉的 

《文》：有血氣者 

《希》：σὰρξ καὶ αἷμα 

 

“σὰρξ”意思是“肉體、身體”，“αἷμα”意思是“血”。《官話和

合譯本》直譯為“血肉”，《文理和合譯本》則譯為“血氣”，中

國文化認為血液和氣息是人和動物維持生命活動的兩種要素，因此

常用“血氣”來指人或生命。 

 

例 2：《馬太福音》19 章 5 節： 

《官》：與妻子連合 

《文》：膠漆其妻 

《希》： καὶ προσκολληθήσεται τῇ γυναικὶ αὐτοῦ 

 

《 官 話 和 合 譯 本 》 中 的 “ 連 合 ” 一 詞 在 希 臘 原 文 中 為

“προσκολληθήσεται”，原形“προσκο�άω”，意思是“連接、粘合”。

“膠漆”意為情投意和，親密無間，常在古詩詞中形容兄弟、愛人

等之間的關係。《文理和合譯本》在這裏使用“膠漆”一詞非常地

貼切，既表達出了原文的意思，又具有了優美的漢語韻味。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如《馬太福音》17 章 5 節：《官》譯為

“一朵光明的雲彩”，《文》譯為“景雲”；《馬太福音》21 章 33

節：《官》譯為“樓”，《文》譯為“望樓”；《路加福音》7 章 32

節：《官》譯為“笛”，《文》譯為“籥”；《路加福音》17 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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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官》譯為“耕種”，《文》譯為“樹藝”；《路加福音》18 章

13 節：《官》譯為“捶胸”，《文》譯為“拊膺”；《路加福音》21

章 34 節：《官》譯為“貪食”，《文》譯為“饜飫”等。 

三、在一些聖經的專有辭彙上，如果中國文化中很難找到與原

文文化相對應的辭彙，或者原文辭彙有較強的地域特色，《官話和

合譯本》多以音譯譯出，意在保留原文辭彙在文化上的獨特性，而

《文理和合譯本》則尋找在中國文化中傳達的意思和功能與原文接

近的辭彙。   

 

例 1：《馬太福音》5 章 22 節： 

《官》：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判；凡罵

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文》：謂兄弟曰愚者，幹乎公會，曰妄者，幹乎火獄。 

《希》：ὃς δ' ἂν εἴπῃ τῷ ἀδελφῷ αὐτοῦ, Ῥακά, ἔνοχος ἔσται 

τῷ συνεδρίῳ: ὃς δ' ἂν εἴπῃ, Μωρέ, ἔνοχος ἔσται εἰς τὴν γέενναν τοῦ 

πυρός. 

 

“Ῥακά”是 古 敘 利 亞 語 ， 意 思 是 “ 傻 瓜 、 一 文 不 值 的 人 ” ，

“Μωρέ”意思是“笨蛋、傻瓜”。這兩個詞都帶有比較強的地域文

化特色。《官話和合譯本》將其分別音譯為“拉加”、“魔利”，

意在強調和保留其文化特色。《文理和合譯本》則根據這兩個詞的

意思譯為容易理解的“愚者”和“妄者”。 

 

例 2：《馬太福音》6 章 24 節： 

《官》：你們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瑪門（“瑪門”

是”財利”的意思）。 

《文》：爾不能事上帝，又事貨財也。 

《希》： οὐ δύνασθε θεῷ δουλεύειν καὶ μαμων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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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αμωνᾷ”原 形為“μαμμωνᾶς”，古敘利亞 語，意思是“錢、財

富”，《官話和合譯本》保留其文化特色音譯為“瑪門”，同時在

旁注裏解釋了此詞的意思，《文理和合譯本》則直接譯出了它的意

思“貨財”。 

 

例 3：《馬太福音》23 章 7 節： 

《官》：稱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子） 

《文》：人稱之曰夫子 

《希》： καὶ καλεῖσθαι ὑπὸ τῶν ἀνθρώπων, Ῥαββί. 

 

“Ῥαββί”源 於 猶 太 語 ， 指 猶 太 人 的 學 者 ， 可 譯 為 “ 老 師 、 先

生”，《官話和合譯本》音譯了這個詞，又在旁注解釋了它的意思

是“夫子”，《文理和合譯本》則直接譯為“夫子”，即在譯本當

時對學者或老師的稱呼。同樣還有如《約翰福音》三章 2 節，《官

話和合譯本》將“Ῥαββί”譯為“拉比”，《文理和合譯本》則譯為

“師”。 

可以看出，在辭彙的選擇和使用上，《官話和合譯本》基本上

在形式和意思上都與原文相對應，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即“形式

對等”和“異化”。《文理和合譯本》則根據上下文語境，尋找在

中國的文化、哲學、傳統中與原文在功能上最接近的辭彙，即“功

能對等”和“歸化”。 

5.小結 

從以上文體風格、語法特點、比喻和辭彙等四個方面來看，《官

話和合譯本》的翻譯明顯傾向於“形式對等”和“異化”，在文

體、句式、語法結構、語義等方面都較為忠實於原文，較為口語化，

淺白易懂，同時也突出了原文對中國文化和語言習慣的異質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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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合譯本》的翻譯則明顯傾向於“功能對等”和“歸化”，更著

重於古典漢語本身的語法特點和行文習慣，注重譯文的簡潔、通

順、典雅、優美，同時也帶有更多的中國文化、哲學色彩，並因此

沖淡了原文的文化語言特色。 

四、譯本與中國文化間的關係 

《官話和合譯本》所使用的官話並非橫空出世，早在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開始，已經有意識地參考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的

語言來翻譯《聖經》。他曾如此描述他所使用的文體：“一種結合

古典經籍注疏和《三國演義》的文體，最適宜於翻譯《聖經》以及

一般性神學著作。”①19 世紀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出版的由施約

瑟（S. I. J. Schereschewsky）主持翻譯的《北京官話譯本》，對和合本

的翻譯提供了極高的參考價值。不僅在《聖經》的翻譯上，傳教士

在小說、散文、詩歌等各種文體上都有著豐富的翻譯和創作經驗。

他們為了學習和掌握中文，達到傳教的目的，必然會選擇易於學習

和表達的、較為俗白的語言，而負責翻譯《和合本》聖經的委員會

成員都是當時傳教士中具有極高白話文造詣和權威的人，有幾位還

編纂過漢英詞典或白話文教科書。 

從《官話和合譯本》的翻譯成果來看，它傾向於口語化和淺白

易懂，確實實現了在翻譯之初委員會設定的“易於聽懂”、便於

“傳講福音故事”的目的。同時，譯者們以英語、德語等為母語的

歐洲語言背景，決定了他們所掌握和創造的白話無論自覺與否都必

然呈現“歐化”的特點。從對譯本文本的分析中我們能夠看出，《官

話和合譯本》中的白話不完全是中國舊白話文學或民間口語的表達

方式，而明顯呈現出歐洲語言的特點。譯者時常按照英語及希臘文

                                                        
①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1835, 299. 



基督教文化學刊  
 

 

256 第 28 辑 · 2012 秋 
 

的句法而非中文既有文體的用法，來使用語法和句式，直譯和保留

了原文的比喻，使譯文忠實於原文，同時也規範創造了白話語文的

表達方式，豐富了漢語的表意能力。可以說，《和合本》聖經的白

話文達到了相較從前的譯本來說最好的水準，其歐化方式也表現得

更臻成熟和妥帖。它更少地依賴中國傳統文化和漢語已有的表達範

式，從而在語言文體上呈現出更多的突破和創造。這種突破和創造

凸顯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確切在當時說是在中國文化中佔主流的

儒家文化）的“異質性”，這正符合了翻譯委員會對和合本的期

待：“《聖經》將擁有它自己的語言，在許多處地方都不是漢語本

來就有的表達，因為當漢語形成的時候，這些觀念並未存在於人們

的心中。當基督教思想滲入中國人心中時，它也滲入和改變著中國

人的語言。”① 

再來看《文理和合譯本》，單就其翻譯成果來說，無疑是一部

優美和成熟的文言文《聖經》譯本。它所使用的文體和語言，是希

冀打動知識份子的傳教士們一直所青睞的，譬如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就曾這樣描述《委辦譯本》所使用的文體——“它是這

種語言的高尚和端正的文體，而且沒有人認為自己的作品要得到大

眾垂青和仿效，而不用這種文體撰寫，”作為譯者應該“盡力使用

一種學者喜愛的文體……不會違反文人學者的良好品味。”②但如

果我們把翻譯成果和委員會的翻譯理想放在一起，就會看到這其中

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 1907 年傳教士大會的文理翻譯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有這

樣一段話：“委員會進行工作的理想是翻譯一部既忠實於原文思

想，語言又優美典雅的譯本。我們特別注意要避免三種翻譯的錯

誤：（1）使譯文顯得陌生和古怪的直譯；（2）儒家化，因為使用古

                                                        
① Records, 1907, 677. 
② 1851 年 3 月 13 日麥都思、施敦力和美魏茶致倫敦差傳會的信函，轉引自尤

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 第 84-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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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字詞句子，使譯文帶有不屬於原文的風味……我們認為《舊約》

需要與《新約》有著一樣的原則，即簡潔的、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

語言，忠實於原文但避免拘泥於字句，翻譯而非解釋，還要避免不

屬於原文的中文加上的修飾。”①自 1890 起就加入《文理和合譯本》

翻譯委員會、並在後來擔任委員會主席的惠志道在 1912 年這麼

說：“應該丟棄既定的儒家用語和措辭，不管它們可能初看之下是

如何適當和相稱地去體現《聖經》的意念，卻因著它們與儒家禮儀

和思想方式的關聯，自然而然和無可避免地使文人學者聯想到錯誤

甚或有害的思想。”②然而，通過我們對《文理和合譯本》文本的

分析，我們看到，譯文不論在語言還是思想風格上都不可避免地帶

有儒家經籍的風味，同時為了達到譯文的通順和優美，也常常添加

了中文的修飾。譯本一方面所選擇使用的語言文體，是脫胎於中國

古典經籍、尤其是儒家經籍的語言，天然地帶有深刻的中國文化哲

學烙印。另一方面，又希望能保持《聖經》的獨特性和異質性，不

被儒家文化所同化。顯然，這個理想幾乎是不可能達到的。 

比較這兩部譯本，我們看到譯者所使用的語言文體是如何決定

了譯本所呈現出的與中國文化間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又決定著譯本

在中國的文化處境中被接受的程度，以及它們帶給中國文化的影

響。研究譯本和中國文化的這種互動，將是一個更為複雜和有趣的

課題。 

 

                                                        
① Records 1907, 274. 
② Wherry, 1912,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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