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  ·  展覽  ·  歷史  ·  神的掌權   (上)                         

 " 我藉著你的訓詞、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篇 119: 104-105) 

 

教會最近舉辨了一個慶祝《和合本聖經》出

版一百周年的舊聖經展覽。展期會一直至明

年的三月。2019 年是中文和合本聖經出版 

100 周年，展出一些早期中文譯本聖經，和合

譯本《新舊約全書》及其他有關的聖經書籍

正是合適不過。會友當中有一位對聖經古藉

滿有熱愛的弟兄慷慨借出他的一系列的十九

到二十 世纪的中文聖經譯本及屬靈典籍作為

展覽，使我們有難得的機會可近距離觀賞先

賢聖哲留給華人教會寶貴的屬靈遺產。同時

也能激發弟兄姊妹多明白及探索中文《聖經》

來源的興趣；也容讓我們在展覽中時空交錯

地與從前的信徒在聖道上相遇。 

 

雖然展品只用了兩個展櫃展出了大概 20 多本

聖經及屬靈叢書，但是內容異常豐富。     ” 主

角” 的當然就是一本 1919 年第一版的和合本《新舊約全書》。 這本《聖經》非常珍貴，因為

經歴中日戰争，國共内戰及文化大革命後存世不多，並且主要只能在海外找到。這一册的聖經

封面内頁的贈文見證了它的出版日期為 1919 年 4 月前 (見後文) 。這至今也是一個爭論點，有

說是 4 月 22 日，有說是 1 月 28 日。看來這册聖經巧妙地引證了後者。 

 

1919 年二月，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首度在上海出版，分「神」和「上帝」兩種版本。

和合本就是「和衷」，「合作」的意思。線裝的新約單行本也極受歡迎和通行。四月初官話和

合本開始全國發售。1939 年 《官話和合譯本》改名為《國語和合譯本》，後來簡稱《和合

本》，深受華人信徒愛戴。 《和合本》的面世，不只對當時以至及後的福音廣傳，教會合一，

聖徒造就都有着極大的貢獻。對當時五四運動後中國白話文的推行，落實，優化，亦有莫大的

裨益。 



展覽除了一些其他較為古舊並且重要的譯本外亦有數本文革前後出版的聖經。另人特別驚喜的

就是一本 1989 年第一版的中文簡體字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這本《聖經》是採用從前未

有用過的橫行排版。定睛看著這本書的時候亦使人腦袋裏泛起很多歷史的畫象。看到神所引

導萬眾歸主的憐憫、掌權；以及福音的大能。也不覺的提醒自己要藉着神的話語成為後人的祝

福。 

  

現今 IT 科技流行的 QR Code 也在這展覚覽中發揮它極大的作用。掃描書旁的 QR code 就不只

可以近距離看到真本的容貌，也可以看到書本裏面的部份 pdf 檔，真是一種從外到内       ”Look 

inside” 的新感受。 

 

展品當中也不乏重要的文本。有一些頗為珍貴。如: 1855 年的委辦譯本 (Delegates version)  

《舊約全書/ 新約全書》 、香港英華書院印制的 委辦譯本 《新約全書》 、1915 年 的楊格非 

(Griffith John)  譯本 文理(文言文) 《舊約詩篇》、1891 年的 榕腔 (福州)  《新約全書》 、光緒

二十八年 ( 1902 年)  的施约瑟譯本 (Joseph Schereschewsky) 《新約全書》  (二指譯本) 、和上面

所提及過幾本重要的 中國内地 文革前後印制的聖經 (還是叫《新舊約全書》)。另人眼界大䦕! 

 



 

 



 

1822 年，基督教第一本中文聖經《新舊約全書》由英國浸禮會傳教士馬殊曼在印度譯成，並

在南洋各地印行。1823 年，基督教第一本在中國翻譯的中文聖經譯本《神天聖書》由倫敦傳

道會的馬禮遜譯成，並在馬六甲出版，標誌了傳教士譯經的里程碑。 

跟著，不同差會的傳教士根據各自訂立的翻譯原則而翻譯的中文聖經也陸續面世，有三十本之

多。對於當時還是幼嫩的中國教會來說，這現象並不健康! 

1843 年英美差會代表十五人在香港召開首次的宣教會議討論聖經重譯的工作，會議通過成立

一總委辦會，進行重譯，也就是後來重要的《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之後可惜各宗派

又因為神學的爭辯，分裂成不同派系。儘管如此，委辦譯本的譯員不但把聖經重譯，更統一了

經文中很多的名稱和名詞。這次譯經工作是一項突破。《委辦譯本》最後在 1852 年出版，是

十九世纪翻譯得最精確的淺文言譯本。但譯本並沒有達到全面性統一名詞與譯本的目的，也未

能達到預期的認受性。 

及後亦有不少重要的譯本出現，都是出於極被祝福的英美傳教士，著名的如楊格非 (Griffith 

John) 和施约瑟 (Joseph Schereschewsky) 等。風格上跟委辦譯本的也頗有差異。 

 

 

 

施約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1831—1906），19 世紀美國聖公會派駐中國的一位主教，

翻譯了北京官話舊約聖經和文理本新舊約聖經，創辦了上海聖約翰大學，一生傳奇。施約瑟又將新舊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9C%A3%E5%85%AC%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5%A7%94%E6%9C%AC%E5%9C%A3%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7%BA%A6%E7%91%9F%E6%96%87%E7%90%86%E8%AF%91%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7%BA%A6%E7%BF%B0%E5%A4%A7%E5%AD%A6


聖經翻譯為文言文，即施約瑟文理譯本。腦中風之後的施約瑟只有兩個指頭能活動，所以他用這兩指翻

譯的聖經又稱文理二指版聖經。 

 

 

1890 年 5 月，第二次傳教士大會在上海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會差會，撇開宗派差異，使

這次宣教大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大會決定共同翻譯一本中文聖經，超越宗派和差會背景，方

便向中國人宣教。上海在華傳教士大會中決議，翻譯用的原文底本是 1885 年英國出版的《修

訂版聖經》(Revised Version) 所用的原文底本。新約希臘文底本，是當時最新的 Westcott and 

Hort  Edition (1881 年)。亦有參考 Stephanus Novum Testamentum, Editio Regia Textus 

Receptus  (1550 年)，亦即 1611 年出版的《英王詹姆斯譯本》King James Version 的底本。(註: 

這是重要的，因學者普遍認為 Westcott and Hort  Edition 有不少的錯漏。) 

 

1898 年 9 月至 11 月，第一次譯經工作會議舉行，會議結束只完成《使徒行傳》的定稿。1899

年出版試行版，由上海美華書館印發。因為爭辯激烈與堅持己見，譯經工作的速度極為緩慢。

1899 年最終完成《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定稿。1907 年 《官話和合譯本新約全書》才

見出版。 

1907 年 4 至 5 月，各差傳機構的傳教士再次齊集上海，舉行譯經會議。這次會議有兩個聖經

翻譯的重要議題：1. 合併《淺文理和合譯本（新約）》和《深文理和合譯本（新約）》；2. 翻

譯《官話和合譯本（舊約）》和《文理和合譯本（舊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7%BA%A6%E7%91%9F%E6%96%87%E7%90%86%E8%AF%91%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7%8E%8B%E8%A9%B9%E5%A7%86%E6%96%AF%E8%AD%AF%E6%9C%AC


最早期的《官話和合譯本》翻譯委員會的成員有七位：狄考文 （Calvin W. Mateer）、 富 善

（ Chauncey Goodrich）、 文 書 田（George S. Owen）、 白 漢 理（Henry Blodget）、 倪 文 思

（John Livingston Nevius）、 布 藍 非（Thomas Bramfitt）、 海 格 思（John Reside Hykes）。狄

考文獲選為主席。在不同階段加入、後又退出的傳 教士，前後共有 16 人，其餘九位是：林亨

理（Henry M. Woods）、鮑 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鹿依士（Spencer Lewis）、林輔 

華（Charles Wilfred Allan）、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安德 文（Edwin E. Aiken）、陳

克拉克（Samuel R. Clarke）、路崇德（James W. Lowrie）、瑞思義（William H. Rees）。 

他們通常帶同自己的中文助手一同翻譯，這些助理包括：誠靜怡、 劉大成、王治心、王元德

（即王宣枕）、鄒立文、張洗心、李春蕃等。 但是很多助理都不懂英文，很少有機會參與討

論，也沒有投票權。他們 13 人 的職責僅限於修改措辭和更正語法，而且意見不一定採納，因

為傳教士傾向貼近原文或英文。 

 

1918 年 3 月，《官話和合譯本（舊約）》和《官話和合譯本 (新約)》在翻譯風格上有不少差

距，委員又意識到官話逐漸取代文言文成為寫作書面語，官話譯本預期會成為最重要的版本，

便將新約全面修訂，使得譯本更具统一文學風格。富善、鮑康寧和鹿依士獲派負責修訂工作，

並於該年 年底完成。《和合本舊新約全書》1918 年定稿。 

 

1919 年 2 月，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首

度在上海出版，分「神」和「上帝」兩種版本。

《和合本》的成功翻譯，出版，印刷和發行，

中國牧者，差會，大英國和外國聖書公會

（BFBS），大美國聖經會（ABS）和蘇格蘭

國家聖經會 (SBS) 都有大力支持。整個翻譯

時間歷時 29 年。 

由於新文化運動，《和合本》作為宗教寫作和

文學作品的受歡迎程度和聲望，在中國人中日

益增加。它不僅被用作白話文翻譯的模型，而

且還被一些中國作家用作文學寫作的參考。 

《和合本》出版後不到十年，即通行中國南北

各省，銷量遠超任何其它譯本。香港聖經公會

在 1988-1997 十年間發行了 2,002,048 本《和

合本聖經》。這些聖經不單供香港的教會使用，也發行到中國大陸以及世界各地。 

 



 

大美國聖經會（ABS）前一眾聖經派售員 (colporteur) 

 

 



1919 年《和合本》的面世，不只對廣傳福音，教會合一，聖徒造就極大的貢獻; 對白話文的推

行，落實，優化，都有莫大的貢獻。 

今次展品原書為居美華僑 Mr. K Y Ma 贈與 Mr. C S Chu (Cleveland Ohio) 。時間為 1919 年 4 月 5

日。封㡳亦有金句䁬言，為约翰福音 5 章 39 節: “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

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這本聖經因為長期留在外國所以得以保存。 

 

 

1918 年 6 月，富善在寫給執行委員會總書記

文顯理的信中稱讚中文助手的貢獻： 

「我們老師的工作是非常寶貴的。他們 的價

值在於在與我們一起工作，一起推敲用字，

一起感受「一句中文句 子的韻律」的本質和

感覺。⋯⋯ 在措辭的優雅上，我們從他們得到

很大 幫助。」 

1906 年新約已經出版，1918 年前再有修改。 

如圖。試看經文 <哥羅西書三章 16 節> 的手寫

改動:  

"你們要把基督的道理以各樣的知慧，

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用詩，用詞，用

靈感的歌彼此教導，勸勉，心被恩感向

上帝歌唱 ..."。 

1919 年版: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

富富的存在心裡，以各樣的智慧，用詩

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

心被恩感，歌頌神 ..."。 

 



 

 

 

 

 

 

 

 

 

 

 

 

 

 

 

 

 

 

晚清的的聖經派售員 (colporteur) 派售聖經，福音就是這樣大大的傳開去。 

 

 

 

 

 



 

The Bible in China by Marshall Bromhall, 1934 年出版書内 p.144 插圖 

“萬人透過聖經進入有根基的城，領受豐盛的生命”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