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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百載

中文聖經的歷史縱然並不悠久，

隨中文在字詞、句法、涵義、用法上的變化，《和合本

的旅程

卻是奇妙。由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來

很多用詞，在今天已成為生僻罕見的字，或含有歧義的詞。

華開始，直至今天，中文聖經出現

此外，過去幾十年來，由於聖經古抄本的發現，在抄本

了近兩個世紀，期間雖然經過近代歷

出現經文異文的問題上，以及在對古抄本、古譯本（例如

史的風雲變幻，然而上帝的話語一直

七十士譯本》）經文的理解和詮釋上，聖經學術界都取得

是基督徒在風濤駭浪中的指南針。
在過往二百年間，中文聖經以
不同的文體、方言、版面、字款、

很大的進展。這些寶貴的資料都是一百年前《和合本》翻譯
者所沒有的。因此，教會領袖普遍認同需要對《和合本》進
行修訂。

設計出現，讓聖言之道進入中國人

聯合聖經公會已從1980年代中開始修訂《和合本》，並

的生活中。大約一個世紀前，《和

於2000年由香港聖經公會接過這棒子，負責統籌修訂的工

合本》面世，讓中國教會得以使用

作。隨《新約全書—和合本修訂版》於2006年出版，2007

共同的中文聖經，不論是城鎮、市

年底更出版《新約全書附詩箴—和合本修訂版》；而舊約全

集、山區，聖經流傳之處，猶如甘

書預計於2010年出版。

和合本》也成為近九十年來全球華
人信徒愛讀的中文聖經。

盼望本書能讓我們重溫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也預備我
們迎接《和合本修訂版》新舊約全書的面世。

中 文 聖 經 及《 和 合 本 》的 歷 史 故 事

霖澤於荒原，帶來上帝的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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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傳教士接下來的譯經工作，要到19世紀末才重新開始。到了

早期中文聖經的故事

20世紀中葉，意大利方濟會士雷永明（Gabriel M. Allegra）在中國內地
基督教在中國的起源，雖然有傳是始於東漢

和香港先後進行聖經翻譯工作，該譯本稱為《思高聖經譯本》，成為天

百載

後期，但一般認為始自7世紀唐代初年來華的景

主教在近代最重要的中文聖經譯本。

教。1625年在陝西省西安府盩厔縣（今改名為周至
縣）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以及20
世紀初由英法考古學家在甘肅省敦煌石窟發現的
一批景教頌文和經文，顯示這些在唐初最早來華

的旅程

的傳教士，曾把敘利亞文的經籍翻譯成中文。

天主教中文譯本

約翰福音三章16節

18世紀初白日陞譯本

蓋神愛世．致賜己獨子．使凡信之者．不
隕．乃得常生也．

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
碑頌》拓本

在元、明兩朝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也曾把聖經的部分經文翻譯成

1968年《思高聖經》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
子，使凡信衪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

蒙古文或中文。其中對於後來19世紀基督教新教（以下簡稱「新教」）
的譯經工作影響甚深的，是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白日陞（ Jean
Basset）於18世紀初，在四川翻譯的部分新約。至18世紀中葉，在廣州發

除了羅馬天主教和新教之外，俄羅斯

現及抄寫了白日陞的譯本手稿，複本輾轉送給大英博物館。到了19世紀

東正教於1864年由古里．卡爾波夫（Gury

初，新教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來華之前，得悉大

Karpov）在本地同工協助下，翻譯了題為

英博物館藏有這份抄本，於是將其謄抄下來，成為他後來翻譯中文聖經
的參考資料，顯示中文聖經的起始，結合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成果。

新遺詔聖經》的新約。
1910年，東正教也出版了《新約聖
經》，由英諾肯提乙（又名費古洛夫斯基）
Innokentii（Figurovskii）of Beiguan）主教翻
譯，是東正教在清末民初最重要的譯本。

1864年卡爾波夫
18世紀初天主教傳教士白日陞的譯本
現藏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

馬禮遜在大英圖書館抄錄白日
陞譯本的複本，攜帶來華，作
為後來譯經的參考

清代較完整的另一部聖經譯本，是由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所譯。他根據拉丁文聖經，在18世紀下半葉，以北方俚語翻
譯了一部官話譯本附註釋，加上經訓。

新遺詔聖經》
1910年英諾肯提乙
新約聖經》

約翰福音三章16節
蓋天主遣子降世、非為判世、乃為世由
之得救、
蓋上帝如此愛世、直至賜其獨生子、免凡信
之者于滅亡、惟有永遠之生命、

中 文 聖 經 及《 和 合 本 》的 歷 史 故 事

東正教會中文譯本

俄羅斯正教會於1864年刊行的
新遺詔聖經》，在北京出版，共
分11冊，是東正教會在中國最早
出版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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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教早期的譯經工作

是要注意文筆流暢等，始終無法取得共
識。在眾議紛紜之下，委辦會最後決

百載

新教最早期的中文譯經工作，是由分處

定出版機構可以自行取捨「神」或「上

兩地的傳教士差不多同時開始，他們是英國浸

帝」的譯名，成了日後中文聖經的出版

禮會派駐印度塞蘭坡（Serampore）的傳教士

取向。

馬殊曼（Joshua Marshman）和拉撒（Johannes

委辦本》從1850年面世的四福音開

Lassar），以及新教首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和後

始，到1852年新約初版和1854年舊約初

來加入的米憐（William Milne）。翻譯工作於

的旅程

19世紀初開始，最後分別於1822年和1823年各
自完成整本聖經的出版。

版，以及日後的版本，其經文只經過稍
馬禮遜與協助翻譯聖經的
中國助手

馬禮遜逝世後，他的兒子馬儒翰（John

微的修訂。1894年，新教教會婦女獻給

1834年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後來遷往香
港，早期許多中文聖經都是在書院內的印
刷所印製

慈禧太后賀壽的聖經，正是《委辦本》。
縱然《委辦本》順利完成，並在以後半個世紀獲得教會讚賞，不過

R. Morrison）和另一位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

中文聖經的翻譯也進入了繽紛發展的時代。

Walter H. Medhurst），加上德國傳教士郭實臘
Karl F. A. Gützlaff，另譯「郭士立」）和美國
美部會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
於1837年在巴達維亞（Batavia，即今印尼雅加
達）出版了新約譯本，舊約隨後於1838至1840
年間出版，是第二代傳教士的譯經成果。郭實
臘的舊約譯本，更被1853年定都南京的太平天
國所採用。

馬殊曼和拉撒的馬太福音
譯本，1810年在塞蘭坡
出版

1843年8月，「南京條約」簽署後，暫駐香港的來華傳教士深感
差會團體的代表（委辦，Delegates）所支持、翻譯和審閱，故此稱為
委辦本》（Delegates’ Version），最後主要是在上海完成翻譯工作。
不過，傳教士在一同合譯聖經的前提下，對於譯經取向的分歧也
展現出來，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對於譯本中該採用「神」、「上帝」，
或其他名稱，來翻譯聖號，以及在譯經中應重視原文的用詞和涵義，還

馬禮遜的使徒行傳譯本，
1810年在廣州出版，是最
早在中國本土出版的聖經

太平天國的新約聖
經，1853年出版，
封面刻有龍飾

委辦本》聖經，這是《和合本》
面世之前，在中國最廣泛流通的
中文聖經

中 文 聖 經 及《 和 合 本 》的 歷 史 故 事

有必要翻譯一本所有教會都通用的譯本。由於這項譯經計劃是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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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紀初，各類語體的中文聖經陸續翻譯和出版。到了19世紀
末，在中國南北各省通行的譯本，加上地域性的方言譯本，已超過四十
種，以致各處教會（特別是使用方言為主的地區）都有不同的中文聖經

百載

版本。到了1890年，傳教士在上海舉行會議時，中國教會領袖深感有必
要翻譯一本供所有信徒共用的譯本。

的旅程

施約瑟（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的摩西五經譯本。
施約瑟是聖公會傳教士，1881年因病癱瘓，四肢行動不
便，仍然致力於中文聖經的翻譯。左圖是施約瑟的淺文
言譯本

隨傳教士逐步深入中國內地，中文聖經的翻譯也日漸增加，版本
數量甚多。當時的中文聖經譯本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在全國
或數省通行的譯本，在文體上可以分為文言文（傳教士稱為「文理」，

楊格非（Griffith John）的譯本，楊格非是19世紀下半葉在
華中的傳教士，也致力於中文聖經的翻譯。楊格非的譯本
不少被編成福音小冊，供信徒及慕道者使用，右圖是1913
年出版的馬可福音，即為一例

廣東話聖經譯本，這是現今
仍然出版的方言譯本

指古典中文的深邃形式）、淺近的文言文（傳教士稱為「淺文理」，指
古典中文較淺白的形式）和白話文（即「官話」或後來的「國語」或
「普通話」）。文言譯本與淺文言譯本的對象，主要是受過教育的中國
人；不過當中國教會信徒日增，而他們的教育水平大多不高，以致閱讀
文言譯本感到困難時，他們對官話譯本的需求就大增了。
另一類是中國各省的方言譯本，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土話。在方
言譯本中，以吳語系譯本最多，其次為閩語系、客家語系、粵語系等，

1822年馬殊曼文言
新約全書》
1823年馬禮遜文言
新遺詔書》
1854年文言《委辦本

要媒介，尤其是對於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或文盲來說，只要經過短時間的
學習，就能輕易閱讀這類聖經。民國以後，另有少量以注音方式印行的
版本。

蓋神愛世．致賜己獨子．使凡信之者不致沉
淪．乃得常生也．
蓋神遣厥子降世非為審定罪世、乃致世因之
而可得救也。
蓋上帝以獨生之子賜世、俾信之者免沉淪、
而得永生、其愛世如此、

刷，也有以羅馬拼音字母譯寫漢字的譯音刊行，部分更兼具兩者。19世
紀下半葉，在東南沿海地區，羅馬拼音字母版本的聖經是教導信徒的重

約翰福音三章16節

1872年北京官話
新約全書》
1898年楊格非淺文言
新約全書》

神憐愛世人，甚至將獨生子賜給他們，叫凡
信他的，不至滅亡，必得永生。
蓋上帝以獨生之子賜世、使凡信之者、不至
滅亡、而得永生、其愛世如此、

中 文 聖 經 及《 和 合 本 》的 歷 史 故 事

總共二十多種方言。這些方言譯本大多只翻譯了部分經卷，以漢字印

早期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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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的歷史

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最早於1897年出版（也是《和合本》最早出版
的試行版），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相繼於1898年出版。而使徒行傳至哥

1890年，在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會上，各宗派機構決定共同翻譯和

百載

出版聯合譯本，稱為《和合本》（Union Version）。由於當時在中國不同版
本的聖經數量太多，參與會議的傳教士深感需要一本聯合譯本。這個決
定反映了中國教會已預備面對神學分歧、譯經原則、各省方言、遣詞用
語等問題的決心。參與這項計劃的，約有30位西方譯者，他們來自不同
國籍與宗派，在英國聖經公會、美國聖經公會、蘇格蘭聖經公會，以及

的旅程

多個差會與華人信徒合作下，經過差不多30年才完成翻譯工作。

林多前書的譯稿於1899年在上海出版。1902年完成並推出新約，1903年
和1904年分別出版新約修訂版。
不過，由於中文在20世紀初經歷了重大變化，淺文言語體的價值逐
漸消失。到了1907年，淺文言譯本的翻譯計劃與深文言譯本合併，最後
只出版一個文言譯本。

深文言

和合本》的翻譯計劃包括文言（文理）、淺文言（淺文理）和官

和合本》深文言譯本較遲動工，於1901年

話（國語）等版本。大會成立了三個委員會，負責翻譯這三種譯本。譯

才出版馬太福音的試行版本。深文言譯本的翻

本的出版費用由英國聖經公會、美國聖經公會和蘇格蘭聖經公會共同承

譯者主要包括：湛約翰（ John Chalmers）、艾約

擔。大會決定，三者的關係是「聖經惟一，譯本則三」。

瑟（ Joseph Edkins）、惠志道（ John Wherry）、

由於中文在20世紀初經歷了重大變化，白話文體漸漸取代文言文，
成為主要的書寫語言，故此在1907年，《和合本》進行了十多年翻譯工
作之後，傳教士會議決定合併深文言及淺文言譯本，只出版文言和官話
譯本，故此最後只有兩個版本。
和合本》全本聖經的文言譯本於1919年出版，1923年出版修訂
版。而官話（後來改稱「國語」或「普通話」）譯本也於1919年面世，
後來成為最受中國教會和信徒歡迎的聖經譯本。

和合本》最先動工的是淺文言譯本，這類語體是把文言簡化，讓

Schaub，也譯「韶瑪亭」或「沙伯」）、皮堯
士（Thomas W. Pearce）、羅為霖（Llewelyn
Lloyd）、安飽德（Patrick J. Maclagan）、顏瓊林
August Nagal）等。

1908年深文言
和合本》新約

由於委員會成員中的湛約翰、韶潑和艾約瑟三人先後逝世，委員
會只餘下惠志道和謝衛樓。羅為霖和皮堯士於1903年加入，協助修訂工
作。他們審閱新約譯文，並先後於1905年夏天和1906年在北戴河的安寧
山開會。參與修訂工作者，除了上述傳教士之外，另有中國助手莊璇、
諸葛巨川、郭敬源和周承業。

受過一般教育的民眾也讀得明白。淺文言譯本的主要翻譯者為：包爾騰

在1907年的傳教士大會上，決定把淺文言譯本與深文言譯本的翻譯

John S. Burdon，另稱「包約翰」）、白漢理（Henry Blodget）、紀好弼

計劃合併，並繼續舊約的翻譯。合併的《文理和合譯本》新約於1907年初

Rosewell H. Graves）、汲約翰（ John C. Gibson）、葉道勝（Gottlieb I.

版，修訂版於1908年面世。整部聖經在1919年出版，1923年推出修訂版。

Genähr）、潘慎文（Alvin P. Parker）、戴維思（John W. Davis）等。

中 文 聖 經 及《 和 合 本 》的 歷 史 故 事

淺文言

謝衛樓（Davello Z. Sheffield）、韶潑（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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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聖經，在漢字旁附國語注
音文字，1935至1938年出版
20世紀初官話《和合本》翻譯委員會

官話 ／國語
官話譯本的譯經者主要包括：安德文（Edwin E. Aiken）、林輔華

客家話路加福音譯本，1958年出版，在旁註有客話音表，
協助發音。右圖是1916年羅馬拼音的客家話聖經

的旅程

Charles W. Allan）、路崇德（ James W. Lowrie）、瑞思義（William H.
Rees）、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福州話譯本，1908年出版，
以羅馬拼音文字印刷

倪維思（ John L. Nevius）、白漢理（Henry Blodget）、富善（Chauncey
Goodrich）、文書田（George Owen）、海格思（ John R. Hykes）、布藍
菲（Thomas Bramfitt）、鮑康寧（Frederick W. Baller）、鹿依士（Spencer
Lewis）、陳克拉克（Samuel R. Clarke）、林亨理（Henry M. Woods）
等。整項計劃歷時近30年，由1891年譯經者初次聚會，中間經歷人事變
動，以及在採用官話文體上意見分歧，至1919年仍在世，得見全本官話
聖經出版者，只有富善一人。

晚清以注音文字印刷的聖經

官話和合譯本》最早出版的是使徒行傳（1899年），其他書卷都

新約摘要，以漢字及注音把新
約經文摘要列出，1918年出版

是1900年之後才推出，到了1919年，全本聖經終於出版。1939年，這譯
本改名為《國語和合譯本》，1962年將《舊新約全書》的正式名稱改為

聖經》，並且修訂個別詞目，進行一些編輯方面的改動，例如排列段落
方式、分段標題、雙欄排印經文，以及加上插圖等。

及單行本經卷三種，其中以單行本經卷的印量最多。在文字方面，聖經
的版本也可以分為三類，包括漢字版本、羅馬拼音文字版本和國語注音
字母版本，在1950年代之後還有簡體字版本。
當一般人都讀得明白聖經，聖經的銷量大增，流傳各省，有些教
會甚至用作文盲信徒的識字課本。不論在教會聚會或個人讀經生活中，
1897年馬太及馬可福音
淺文言譯本

1899年《官話和合譯本》
使徒行傳

官話和合譯本》的早期版本，以線裝
形式印行

和合本》都為人樂用。

中 文 聖 經 及《 和 合 本 》的 歷 史 故 事

自19世紀初至今，中文聖經的版本繁多，主要分為全本聖經、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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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的翻譯

《現代中文譯本》
1958年，英美兩國的聖經公會在

譯本

聯合聖經公會的翻譯主任尤金．奈達

約翰福音三章16節

百載
的旅程

1904年《和合本》

蓋上帝愛世、甚至予以其獨生之子、俾凡信

淺文言譯本

之者、免淪亡而有永生、

1919年《和合本》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官話譯本

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1920年《和合本》

蓋上帝愛世、至賜其獨生子、俾凡信之者、

深文言譯本

免沉淪而有永生、

和合本》的修訂和再版

Eugene A. Nida）推動下，同意考慮
修訂《和合本》。從1962年開始，奈
達會見華人教會領袖與學者，商討
和合本》的修訂，並於1965年達成
修訂的共識。不過，這個修訂計劃卻
沒有馬上落實。當時奈達提出「動態
上圖以一本聖經代表1,000本，顯示從
19至20世紀初中文聖經的流通量。右上
角是從1814至1855年，平均每年約四千
本；左上角是1878年，約10萬本；下方
是20世紀初，每年超過260萬本。（本
圖由英國聖經公會所攝，見於海恩波
[Marshall Broomhall] 的著作）

對等」的翻譯原則，運用現代普遍
流行和通順的文體，盡可能翻譯原
文意思而減少貼近原文用語，採用
意義相符，效果相等」的原則，結
果完成《現代英文譯本》（Today's

和合本》的翻譯工作雖然歷經30年，也是當時傳教士盡心竭力的

English Version）。其後也完成以英語譯

成果，不過在1919年《和合本》出版之後，即已蘊釀修訂，讓中文聖經

本為藍本的《現代中文譯本》，但審閱過程仍經過仔細地與原文校對。

更適合中國教會的需要。

新、舊約分別於1975年和1979年推出。1997年出版《現代中文譯本》

早期的中文聖經譯本都是由傳教士主持譯經，中國學者大多僅是提
供語文潤飾的意見；到了《和合本》出版以後，中國聖經學者對中文譯
本的參與越來越多。
1922年的基督教全國大會是中國教會領袖舉行的第一次會議，在會

和合本》最早的修訂是在1920年代初，由燕京神學院院長劉廷芳
和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等組成的小組所作的嘗試。
1926年，另有一個《和合本》保存委員會成立。不過，兩者都沒有具體
成果。

《新標點和合本》
華人教會不同地區與體多年來都沒有忘卻修訂《和合本》的計
劃，反而對這項事工更有迫切的需求。1980年代初，聯合聖經公會先後
在香港及新加坡等地舉行有關修訂《和合本》的研討會。教會領袖普遍
認同有需要對《和合本》作出修訂，於是組織一隊聖經學者、翻譯顧問
及編輯人員，展開修訂的工作，並於1988年出版《新標點和合本》。
新標點和合本》是對《和合本》極有限度的初步修訂，在用語和
文體上基本沒有改動。《新標點和合本》主要是以一般現代通用的標點

中 文 聖 經 及《 和 合 本 》的 歷 史 故 事

中表達了對於一本嚴謹翻譯的中文聖經的訴求。

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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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代替《和合本》所用的舊標點；新舊約的用詞盡量統一；使用更適

和合本修訂版》—經典的延續

合的人名，例如以「呂便」代替「流便」，把「尼哥底母」改為「尼哥

百載

德慕」、「該撒」改為「凱撒」等；使用當今通用的地名，如「士班

近年對《和合本》最重要的修訂工作，就是《和合本修訂版》計

雅」改為「西班牙」、「伯拉大河」改為「幼發拉底河」等。此外，

劃。聯合聖經公會於1983年與各地華人教會領袖商討修訂《和合本》，

代名詞的第三人稱，男性用「他」，女性用「她」，動物用「牠」，

1984年議定修訂原則，1985年在台灣展開修訂工作，1986年出版《馬太

事物用「它」，使讀者更容易辨別。在經文中有從屬地名或地名和人

福音》試讀本。到了2000年，完成了新約初稿，並出版了《四福音書》

名連在一起時，在少數地方加了「的」，以免混淆（例如「猶太的伯

和《羅馬書》試讀本。同年9月，聯合聖經公會

利恆」）。

再次在香港召開會議，議決由香港聖經公會全權

的旅程

在1990年代前後，港台及海外不同地區的聖經機構或出版機構也有
對《和合本》作出少許修訂（例如浸信會在1993年出版的《現代標點和
合本》），大多涉及標點符號，並改掉不再通行的用字。

統籌初稿試用後的修訂工作，同時展開舊約的修
訂，並繼續從中國內地、台灣、香港、馬來西
亞、新加坡等地邀請多位聖經學者、翻譯顧問和
編輯人員，參與《和合本》最後的修訂及審閱工

中國內地於1980年重印《和合本》

作。中國基督教兩會不但在1990年派同工參與此

1919年的版本。中國教會領袖也商議修訂

項事工，並於2003年來函表達支持，務求《和合

和合本》。早在1979年夏天，丁光訓主教

本修訂版》出版後，能為普世華人教會所樂用。

曾邀請王神蔭、陳澤民、駱振芳等手修訂

為了使修訂工作精益求精，香港聖經公會

和合本》，並且已經完成詩篇、四福音、

於2001年9月在香港，以及翌年1月在新加坡和馬

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的修訂初稿。後來由於

來西亞舉行《和合本修訂版》顧問座談會；更於

教務活動與金陵神學院的復校工作，以致

2004年12月，特別為《和合本》的修訂事工舉行

和合本》的修訂未能繼續進行。中國基督
教協會於1989年出版的《和合本》，除了採
用簡體字與現代標點符號外，也作出極有限

了一次大型交流會，應邀赴會的海內外百多位華
新約聖經福音書典藏版，在
2008年奧運期間於北京分發

人學者及教牧同道，均表達《和合本修訂版》應
盡量採用各地華人都能明白的文句與詞彙。
在長達二十多年的修訂過程中，同工們祈求
聖靈的帶領，並帶戰戰兢兢的心，對每一個句
子、詞彙、字眼，都嚴謹地對照原文，也參考各
種譯本，仔細推敲，反復琢磨，力求完善。

和合本修訂版》
羅馬書試讀本

中 文 聖 經 及《 和 合 本 》的 歷 史 故 事

的修訂。

和合本修訂版》
四福音書試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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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者參與

概括而言，《和合本修訂版》的修訂原則如下：

我們很榮幸獲得周聯華博士與駱維仁博士擔任修訂工作的主編。

·並非為修訂而修訂，故盡量以少修為原則；

聯合聖經公會也委任資深及對中文聖經翻譯經驗豐富的翻譯顧問洪放博

百載

·保持《和合本》原有之風格；

士推動這項工作，還邀請其他熟諳中文的翻譯顧問協助，他們大多畢生

·所作的修訂乃根據原文，也參考其他語文譯本及考古學者對聖經
抄本的考證、校勘等資料；

投身於世界各地的聖經翻譯和修訂工作，務求《和合本》的修訂全面而
貫徹。

·中文的表達，除忠於原文外，也尊重中文語法之通順，並以最自
然的中文來表達。

為了減低不同地區的土語和方言用法所帶來的影響，《和合本修訂
版》從起草到審閱和編輯，參與的學者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馬

的旅程

新約的修訂是依據由聯合聖經公會委託德國聖經公會於1993年出版
的《希臘文新約聖經》第四修訂版，舊約依據1997年出版的《斯圖加特
版希伯來文聖經》。對於較古僻、容易產生歧義和不符合

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美洲等地區，均學有專長，精深鑽研聖經。
我們也參考最新發現的古文獻，如《死海古卷》，以及聖經學術界
對古抄本、古譯本（如《七十士譯本》）經文的卓見。

今天表達習慣的字、詞、句，都作出適當的修改；同時，

3. 連繫華人

也力求保持《和合本》的風格，只在有需要修改時才作出

為了製作一本廣為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和散居各地的華人讀者，

修改。

以及不同宗派的教會所接納的中文聖經，我們非常謹慎地進行修訂，除

經過多年的耕耘，《新約全書—和合本修訂版》已於

了避免偏頗，還徵詢各地教會的意見。我們非常感激中國基督教兩會不

2006年初面世。2007年11月出版的《新約全書附詩箴—和
合本修訂版》
（青年版），除了新約外，更附有舊約詩篇和
箴言。而舊約全書則預期於2010年面世。

但多年來派員參與，還於2003年來函表達支持我們的修訂工作，而且積
和合本修訂版》
珍藏版（2007年）

和合本修訂版》的特色

縱觀過去的歷史，《和合本》的翻譯工作經歷重重困難，例如中國
南北各省用語有別，在字彙選用上，很多時難以取捨。不過，對於當代
來說，閱讀聖經的困難，不再是南北方言引致的差別，而是聖經的用語
跟現代人日常用語之間的分歧。中文在這數十年間經歷了時代的變化，

許多信徒在中國教會歷史的洪流，為了擁有和閱讀《和合本》，

許多源自《和合本》的字彙，已不是今天年輕一代常用的了。故此把

付上高昂的代價。如今不少華人基督徒父母都用他們所珍愛銘記的經文

和合本》修訂為適合現代人語境的聖經，實在不容忽視。祈求聖靈藉

來教導兒女。
所以，為求忠於這本家傳戶曉的中文聖經，我們以「不為修訂而修
訂」及「盡量少修」為原則，保持《和合本》的風格。因此，《和合本
修訂版》不是一本新的譯本。

這本易讀易明的聖經，讓上帝的話語進入每個心靈中。

中 文 聖 經 及《 和 合 本 》的 歷 史 故 事

1. 繼承傳統

極籌備在中國內地印行簡體字版《新約全書—和合本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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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修訂版》
原稿修訂員、審閱員、編輯委員會及顧問團
（排名按筆畫序）

百載

原稿修訂員：施尤禮博士、梁望惠博士
審 閱 員：李熾昌博士、周永健博士、周賢正大主教、曾宗盛博士、
賴建國博士、戴浩輝博士、中國內地聖經學者、
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翻譯顧問

的旅程

原稿修訂員：周聯華博士、駱維仁博士
審 閱 員：王之友牧師、吳繩武牧師、吳迺恭牧師、吳羅瑜女士、
周天和牧師、中國內地聖經學者、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翻譯顧問

舊約：香港聖經公會
洪放博士（翻譯顧問及統籌）
台 灣—周聯華博士（主編）、梁望惠博士、曾宗盛博士
香 港—周永健博士、孫其達牧師、雷建華博士、蔡定邦博士、
   戴浩輝博士、謝慧兒博士
新、馬—周賢正大主教
菲律賓—邵晨光博士
澳 洲—陳廷忠博士
新約：聯合聖經公會
周聯華博士（主編）
、駱維仁博士（主編）；李容雲小姐（聯絡人）

尤垂然博士、洪放博士、施尤禮博士、黃錫木博士
美國聖經公會奈達學院：彭國瑋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