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基督新 教（更正教）的中文聖
經翻譯史的序幕，可說是由傳教士馬
禮遜（Robert Morrison）揭開的。
在英國聖經公會（當時稱為「大英
聖書公會」）的支持下，他翻譯的
《神天聖書》
（ 新 舊 約 ）於 1 8 2 3 年
在馬六甲出版。一直以來，基
督 新 教（ 更 正 教 ）的 中 文 聖 經 翻
譯工作都是由不同差會各自進行
的；但在十九世紀末，各歐美
差會在上海舉行會議，議決以
「聖經唯一，譯本則三」作為翻譯原
則；並由歐美各地聖經公會（這些公
會日後都成為聯合聖經公會的會員）
統籌這些翻譯工作，包括深文理版、
淺文理版和官話版，以配合不同教育
程度之讀者的需要。官話版新約和
新舊約全書分別於1907年和1919年出
版，這就是我們今天廣泛採用的《和
合本》聖經。在天主教方面，官方第
一部完整的中文聖經譯本（有詳盡附
註）要到1968年才面世，名為《思高
聖經》。
《和合本》聖經在華人基督新教
（更正教）教會盛行近一個世紀，期
間雖然有其他譯本面世，例如《呂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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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和《聖經新譯本》等，但
《和合本》至今依然是最普及的
中文譯本。然而，中文在過去幾
十年經歷了重大的改變，加上過去
一個世紀以來在聖經和抄本研究上
的進步及新的共識，《和合本》有
需要作出修訂。由1983年起，相
繼由聯合聖經公會及香港聖經公
會統籌，並由不同地區的聖經學
者、翻譯顧問及編輯專才參與的
《和合本》修訂工作不斷進行。
1988年出版的《新標點和合本》可說
是修訂工作的第一階段，其中除了重
新標點整部聖經之外，亦修改某些容
易令人誤解或有不雅含義的字詞和段
落標題。
在《和合本》長達廿載的修訂過程
中，參與修訂者對於每一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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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力求保持《和合本》
原來的文風。於2006年2月出版的
《新約全書——和合本修訂版》，
就見證ﯳ整個修訂工作竣工的
前奏。
語言是不斷變化的，但教會用語卻
往往較為傳統。有見及此，聯合聖

經公會也為年輕信徒和慕道者預備
了一部全新的譯本《現代中文譯本》
（全本聖經於1979年出版；修訂版於
1995年出版）
。這譯本亦是從原文翻
譯出來，只是表達手法較為接近現代
中文。

聖經公會

母語的聖經。聖經公會於1804年在英
國創立以來，一直推動譯經、出版及
發行聖經的運動；今天，這運動已推
廣至全世界。由於聖經翻譯的需求是
那麼龐大和迫切，更需要全面地統籌
和善用資源，於1946年成立的聯合聖
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便擔
當這個重要的角色。直至2005年，聯
合聖經公會有141個會員公會和辦事
處，共同在23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
事工；香港聖經公會亦是這全球性的
聯合聖經公會會員之一。

聯合聖經公會出版的中文聖經譯本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神天聖書》

我們今天的聖經，舊約有39卷，新約有
27卷，合共66卷。這聖經既代表ﯳ上帝給人
類最重要和最完備的啟示，亦同樣見證上帝
的恩手在漫長歲月中的保守和監察。

新約1814；舊約1823

四人小組譯本（麥都思Walter H.Medhurst、 郭實臘Karl Gützlaff、
新約1836；舊約1838
裨治文E. C. Bridgman、馬儒漢 John R. Morrison）

這並不是甚麼可誇的成就，只是見證
了上帝給全球的聖經公會和聯合聖經
公會一個事奉上帝、服事信徒的機
會，亦同樣見證了世上有很多人能以
可負擔的價錢，獲得一本翻譯成自己
母語的聖經，確實是上帝的恩典。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是基督徒力量的
源頭，亦是未信者的導航燈，所以世
上每一個人都需要聖經！據統計，
現今世上的語言超過6,500種，直至
2004年，聖經的全部或部分內容只翻
譯成2,377種現代語言。

《委辦譯本》

新約1852；舊約1854

裨治文（E. C. Bridgman）、克陛存（M. S. Culbertson）譯本

新約1859；舊約1863

北京官話譯本

新約1878

楊格非（Griffith John）淺文理新約譯本

新約1885

施約瑟（S. I. J. Schereschewsky）淺文理譯本 ／二指版

全書1902

淺文理和合譯本

新約1904

深文理和合譯本 ／文理和合譯本

新約1907；舊約1919

《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國語和合譯本》

新約1907；舊約1919

《呂振中譯本》

新約1952；舊約1970

《現代中文譯本》

新約1975；舊約1979

《新標點和合本聖經》

全書1988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全書1995

《和合本修訂版》

新約2006；舊約2008（預計）

成
典
、
流
傳
和
翻
譯

以上譯本均由聯合聖經公會會員：香港聖經公會、美國聖經公會、
英國聖經公會、蘇格蘭聖經公會出版。

從書卷成書起，到個別書卷在廣泛的猶太ﱣ
體中得到認同，被視為至高無上的權威經
書，是上帝呼出的靈氣，最後發展出一個規
範性、不可增刪的經目，這就是聖經正典形
成的經過。歷代聖賢為要確保上帝的啟示得
以保留下來，千多年來一筆一字地把聖經抄
傳下去。而把聖經原來古老、陌生的文字
—— 舊約是希伯來文，新
約是希臘文——翻譯成人
們所熟悉的文字，是要讓
我們經歷上帝話語的能力
和實在，如同第一代的聖經
讀者一樣。
這小冊子誠邀你存ﯳ感恩
的心，一同見證上帝在多
個世紀以來如何保守祂的
啟示不被遺忘。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67號安年大廈902室
電話：(852) 2368 - 5147
傳真：(852) 2311- 0167
電郵 ：info@hkbs.org.hk
網頁：www.hkbs.org.hk

聖經公會的目標就是讓每一個人能以
可負擔的價錢，獲得一本翻譯成自己

插圖 © Canadian Bible Society 版權所有 © 2006 香港聖經公會

7

8

Ed. No. 0810C

中文聖經的翻譯

二百年來致力中文聖經翻譯與傳播
200 Years of Chinese Bible Ministry

主前一世紀的以賽亞書手抄本。

亞歷山大城

舊約正典的形成
嚴格來說，基督宗教有兩個舊約正
典的版本。一個是包括次經書卷的
舊約聖經，如羅馬天主教、正教等
教派所使用的舊約聖經；另一個則
是大多數基督新教（更正教）教派
所使用的舊約聖經，共39卷，這些
書卷與猶太人的希伯來文聖經完全
相同。
這39卷書的成典過程十分漫長。起
初，上帝給以色列人的聖諭，很多
都是以口傳為主；隨ﯳ實際環境的
改變，可能是國家陷入危機，又或
是為了確保流傳和教導更加精確，
口傳的內容就陸續地編寫下來，
成為經典。這些書卷大概是由主
前1000年或更早時期，直至主前
400年，甚至是200年間完成的。
2

在舊約經書的成典歷史中，不同地區
的猶太教ﱣ體都發揮監察和印證的功
用。整體來說，早於耶穌降生之前，
已廣泛地公認了五經、大部分的先知
書及詩篇的正典地位；至於一些書卷
（如傳道書），則在不同地區的猶
太教ﱣ體有不同的領受。一般學者認
為，整本猶太人的希伯來文聖經的蒐
集和成典，大概於主後二世紀末才得
到定案。
然而，早於主前三世紀，聚居在北
非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人已經
開始把希伯來文聖經書卷翻譯成當
時較為通行的希臘文，一般稱這
譯本為《七十士譯本》。在耶穌的
時代，收錄在這個譯本中的書卷，
與希伯來文聖經中相應的書卷已經
有顯著的出入，而且書卷數目亦較
多，一般稱這些書卷為「次經」。
《 七 十 士 譯 本 》也 就 成 為 希 伯 來
文聖經以外另一個影響深遠的舊
約聖經傳統。時至今天，這譯本
依然是正教教會所沿用的舊約聖
經，而羅馬天主教傳統使用的拉
丁 文 聖 經（ 即《 武 加 大 聖 經 》） 舊
約部分，也可追溯到這個希臘文
譯本。

新約正典的形成
早期基督教會非常意識到其信仰的根
是猶太教，因此，最早期的信徒所用
的聖經也就是猶太人的聖經。然而，
為要確立基督信仰的獨特之處，必須
在已有的舊約聖經上建立新的規範和
代表這新規範的經典。因此，對於早
期教會而言，確認某卷書是新的（新
約）正典，就等於認同這書有ﯳ如舊
約聖經般的權威。
新約27卷書的成書時期大概是在主後
50年代初（有說最早的書卷是帖撒羅
尼迦書信，也有說是加拉太書）至一
世紀末（如啟示錄）。我們可以肯
定，保羅書信和福音書是最早被確認
為權威的書卷；至於其他書卷，例如
希伯來書和啟示錄，則在不同地區有
不同的領受。
早於主後二世紀已有教會領袖（亦有
異端）嘗試編列他們認為教會可公開
誦讀的經典，但這些經目與今天的新
約聖經仍有出入。一般認為最能代
表早期教會對新約聖經所共識的經
目，又與我們今天的新約聖經相同
的，就是亞歷山大城教父亞他那修
（Athanasius）於主後367年在復活節
文告中提及的新約經目。

舊約聖經

包括個別聖經書卷的抄本，這些抄
本主要來自主前200至100年間，大
沒有人知道聖經原稿在何時散失，
大增加我們對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
一般認為大多數希伯來聖經書卷和
認識。在把這些抄本與馬所拉文士
新約聖經的原稿分別在主後一世紀
的抄本對照之下，發現大多數抄本
和四世紀前已經散失 於昆蘭洞內發現的古希伯來作品。 都與後期的馬所拉抄本
了，而存留下來的
極之相同。這進一步確
抄本又多有差異。
定馬所拉抄本的素質。
雖然絕大多數的差
在目前的希伯來文抄本
異都是微不足道，
中，由於只有馬所拉文
但也有一些差異影響
士抄本是最完整的，所
了對文意的理解。
以今天最通行，並且由聯合
聖經的抄本都是抄寫在蒲草紙和皮
聖經公會出版的希伯來文聖經版本
紙上；蒲草紙的抄本一般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基本
都是較早期的。幾乎所有
上是完整地複製自十一世紀的一份
舊約聖經抄本都是由猶
馬所拉抄本《列寧格勒抄本》。
太人保存下來，並且用皮
新約聖經
紙抄寫的，而最
重要亦是最多的
新約聖經抄本的數量較舊約的多
一批抄本是來自
好幾倍，單單是希臘文抄本就有
主後十、十一世
5,000多份。而蒲草紙抄本的數量亦
紀的馬所拉文士
近100份，其中一份最早的蒲草紙抄
（Masoretes）。這
本編號為46（即P 46 ）的抄本，年
弗德蒲草紙抄本（《七十士譯
門派發展了一套非
本》中的申命記部分經文)。
代大約是主後200年。這抄本抄錄
常嚴謹的抄寫和審
了保羅大部分的書信及希伯來書，
查方法。因此，來自這門派的抄本彼
這可說明在主後200年已有人把保
此之間的出入非常微小。
羅的書信結集成冊，流傳開去。早
期的抄本都只包括部分聖經，而最
1947年發掘出來的死海古卷中，亦

寫在舊羊皮紙上
的查辛修抄本。

聖經的流傳
1454年，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發明的活版印刷術，不僅大大增加聖
經的出版量，把成本降低，更重要是
改變了出版的方式和素質。在這技術
發明之前，所有書籍的出版全賴抄
寫。抄寫員當然非常重視文本的準確
性，不過，所抄下來的複製本始終難
免錯漏。此外，亦因為抄寫員希望後
人更能明白文本的意思，所以對經文
略作增刪和協調。
古騰堡利用這印刷術印製的第一部
書，就是一本拉丁文聖經，這標誌
ﯳ聖經流傳的一個里程碑。為分辨
以往手抄的聖經與後來印製的聖經，
我們就稱印刷術發明之前的聖經為
「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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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一份涵蓋整本聖經的抄本是主後
四世紀的《梵蒂岡抄本》，還包括
《七十士譯本》。希臘文新約聖經的
抄本數量之多，是現存世上的古代
文學著作不能相比的。不過，這些
抄本之間的差異亦是非常顯著和複
雜的。
今天最通行的兩個希臘文新約聖經版
本，是經過400多年對有關佐證的研究
和不斷修訂而成，並非只依據一份抄
本。這兩個版本都是由聯合聖經公會
出版，分別是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第四修訂版，
1993年 ）
和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第二十七版，1993年）
；它們的文本
都是一樣，只是列舉有關佐證的方式
和數量略為不同。

聖經翻譯
翻譯的精神就是分享和尊重。翻譯者
願意與讀者分享原文的信息，所採用
的方法並不是要求讀者去學習原文，
而是以尊重讀者的文化和語言背景為
前提，把一個原來是陌生的文本，用
讀者的慣用語表達出來。聖經翻譯也
抱ﯳ同樣的精神。

基督宗教和猶太教都是一個「以書為
本」的宗教。基督信仰強調上帝給全
人類最重要和最完備的啟示都寫在聖
經上，因此，聖經翻譯在遠古時期已
成為信仰ﱣ體的使命。
自主前六世紀以色列亡國起，巴勒斯
坦一帶最通行的語言是亞蘭文，而這
個時期的崇拜誦經都已把聖經口譯成
亞蘭文，稱為「他
爾根」
（Targum；
即「翻譯」的意
思）
。不過，第一
部聖經譯本則是上
文提及的《七十士
譯本》。教會成立不久，隨ﯳ信主的
外邦人數不斷增加，翻譯工作亦陸續
展開，先是當時羅馬的官方語言拉丁
文，然後是各地的語言文字。
今天，英文譯本的數量可能比任何一
個語言都多，但其實英文聖經要到
十四世紀才面世，那是由威克理夫
（John Wycliffe）翻譯的。相比之下，
中文聖經的翻譯工作就更早了。從著
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約為
781年），以及1907至1908年間在敦
煌石室中發現的景教經典可證明，至
少有20多部書卷（很可能包括新約全
書）早在八世紀期間已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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