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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流程

1. 我的早期粵語研究

2. 晚清民初的嶺南地區

3. 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

4. 從事聖經翻譯的傳教士

5. 粵語聖經的出版情況

6. 網上粵語聖經資料庫

7. 用語料庫研究粵語聖經



1. 我的粵語研究

•從學習者變成研究者
現在主要研究清末時期的粵語
•粵語聖經是東西文化交流的產物
外國人怎樣學粵語學到可以翻譯粵語聖經?

•日本寺廟發現香港出版的文言文聖經
難道日本跟粵語聖經也有關係?



2. 晚清民初的嶺南地區

1840 鴉片戰爭

1842《南京條約》(割讓香港，五口通商)

1844《黃埔條約》(准法國人興建教堂)

1844《望廈條約》(准美國人興建教堂，學中文)

1851 太平天國

1858《天津條約》(保護傳教士/中國信徒)

1856 第二次鴉片戰爭

1860《北京條約》 (割讓九龍，興建教堂)

1877 (傳教士大會1)

1890 (傳教士大會2)

1898《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

1900 義和團

1911 辛亥革命

1912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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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神天聖書》

1840《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

1852《委辦譯本》(新約)

1857《南京官話譯本》(新約)

1866《北京官話譯本》(新約) 

1902《淺文理和合譯本》

1906《深文理和合譯本》

1919《官話和合譯本》



聖經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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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

1823 《神天聖書》

1840 《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

1852 《委辦譯本》(新約)

官話

1857 《南京官話譯本》(新約)

1866 《北京官話譯本》(新約) 

1902 《淺文理和合譯本》

1906 《深文理和合譯本》

1919 《官話和合譯本》

粵語

1862 《馬太福音》《約翰福音》

1867 《路加傳福音書》(拼音)

1868 傳教士聯合翻譯粵語聖經

1873 聯合譯本《新約全書》四福+使徒 (合釘)

1877 完成《新約》的翻譯工作

1886 《新約》(合釘) (聯合+俾士)

1894 完成《舊約》的翻譯工作

1899 《新約》(英經會) 

1903 《新約》 (中西版) (美經會)

1906 《聖經》(拼音) (美經會)

1907 《舊新約全書》(英經會)

1927 《新約全書》(修訂)

3.中文聖經翻譯簡史



4. 從事聖經翻譯的傳教士
丕思業

俾士

馬禮遜

裨治文 哈巴安德

公孫惠 香便文

理雅格 包約翰 紀好弼

尹士嘉 那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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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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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華 英文 中文 國籍 差會
1807 R. Morrison 馬禮遜 (英)  倫敦會

1830 E.C. Bridgman 裨治文 (美)  美國公理會

1843 J. Legge 理雅各 (英)  倫敦會

1844 A.P. Happer 哈巴安德 (美)  美北長老會

1847 F. Genähr 葉納清 (美)  巴免會

1851 G. Piercy 俾士 (英)  衛理會

1853 J.S. Burdon 包約翰 (英)  聖公會

1854 C.F. Preston 丕思業 (美) 美北長老會

1856 R.H. Graves 紀好弼 (美) 美南浸信會

1856 W. Louis 呂威廉 (德) 禮賢會

1861 A. Krolczyk 公孫惠 (德) 禮賢會

1868 H. Noyes 那夏理 (美) 美北長老會

1873 B. Henry 香便文 (美) 美北長老會



翻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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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翻譯 丕思業、俾士、呂威廉

2. 聯合翻譯 丕思業、俾士、公孫惠

3. 聯合翻譯修訂 哈巴安德、紀好弼、俾士、

那夏理、香便文

4. 委員會翻譯 哈巴安德、紀好弼、俾士、

那夏理、香便文

香便文提及有中國助手幫忙



傳教士為何用粵語翻譯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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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場合

官話 粵語 中英/中葡
混合語

官方會議 ★

商務 ★ ★

教學 ★

家庭生活 ★

閑談 ★

購物 ★

與外國商人 ★



中國傳統社會：雙層/多層語言社會

•中國傳統：雙層語言社會

•書面語 => 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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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

粵語 北京話 吳語/閩語

官話

台山話 東莞話

省級

國家級



傳教士在中國從事甚麼工作?

•歐美傳教士來華的三種身分:

傳教士、醫師、教師

•他們傳教的對象是草根階層，要跟他們溝通

一定要學會當地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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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怎麼學習粵語?

• 摘自衛三畏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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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的中文學習

•Turner (1894):

--- There are practically three languages to learn--the 
colloquial of the district, the book style, and the more 
condensed ancient classic style. --- a European in 
Canton must be prepared to give at least two years to 
get a ground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wo more 
to feel at ease in conversation, reading and pr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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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編寫的各種粵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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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發音已學好，可以傳教嗎?

•wai6 ji1 dang2 joek6, ji5 kei4 tou2 si4 joek6, ng4 fu6 
zoi6 tin1 ze2, ji5 ming4 sing4 sing3, ji5 wong4 dou3 
loi4, ji5 zi2 dak1 sing4, jyu1 dei6, jyu4 jyu1 tin1 jin4

•謂伊等曰，爾祈禱時，曰，吾父在天者，爾名成
聖，爾王到來，爾旨得成，于地，如于天然。

•主禱文 (太 6:9-13, 路 11:2-4)(節錄)

•和合本(1919)

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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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為甚麼用vernacular (俗話)?

C. Goodrich (1877)

•中國像巴別塔，應該有一本用大眾語言寫的聖經

•德國、俄羅斯、法國、英國都經過這個階段：如威克里
夫 (1389)、馬丁・路德 (1522-1532)

•基督教文學應該用俗話，理由有二：1. 明晰; 2. 俗話才可
以產生感情，容易共鳴

• Henry (1894?:70):

---The colloquial is the language of every-day life. It is used 
alike by scholars, tradesmen, and laborers, […]. Every item of 
knowledge must be rendered into the vernacular before it can 
be understood by the people. […] The Scripture must be 
colloquialized before it can be brought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hea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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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文化的特色

•雖然正式的書面語是文言文，但普羅大眾不曉文
言文。

•傳教士看到當地人經常用漢字書寫粵語口語，

於是決定利用這些漢字直接寫口語

(摘自陳子褒 《婦孺釋詞》(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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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粵語聖經的出版情況

•經過調查，我們發現粵語聖經以使用文字
分類，有以下三種：

1. 漢字版

2. 拼音版

3. 中西字版 (漢字 +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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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版《路加福音》
(1872)



拼音版《路加福音》(1867)



中西字版《馬太福音》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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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單位

地域 數量 單位

香港 少 大學圖書館、香港聖經公會、神學院

內地 少 大學圖書館

澳洲 少 國家圖書館

日本 多 大學圖書館

美國 多 大學圖書館、美國聖經公會

英國 多 英國聖經公會 (劍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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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
Bible Society Library

23





粵語聖經的版本

•目前找到144本不同版本的粵語聖經

•其中清朝至民國期間出版的有13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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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3
1870- 23
1880- 18
1890- 18
1900- 22
1910- 26
1920- 17
1930- 12
1940- 0
1950- 1
1960- 0
1970- 1
1980- 0
1990- 1
2000- 2

總共 1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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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聖經的製作

•最早都是線裝書

•從福音書開始逐本翻譯，當單行本出版

•民國之後用活字版才出現整套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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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 108

舊約 15

新舊約 21

總共 144



出版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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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以上

在上海出版

•有些在日本出版



6. 網上粵語聖經資料庫

•粵語聖經的翻譯和出版是香港以及廣東地區東西
文化交流的結果

•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目前有 144個版本的粵語聖經

•通過建立網上資料庫，我們希望給大家分享:

1. 粵語聖經翻譯的過程
2. 從事翻譯工作的傳教士
3. 比較完整的粵語聖經目錄
4.《路加福音》的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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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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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的語料庫

•包括七個不同年份粵語聖經的《路加福音》 ，還有丕思業
《耶穌言行撮要》的《路加福音》

•選擇《路加福音》的原因是：

1. 已找到並解讀 1867年拼音版《路加》 (已用漢字謄寫)

2.《耶穌言行撮要》(1863) 中有 40 篇來自《路加福音》

3. 聯合版粵語聖經的第一本是《路加福音》(1872)

4. 可以看到1863年至1927年，甚至到2006年粵語書面語的

演變

•我們以後有機會在網上搜查耶穌說的廣東話了！

30



《耶穌言行撮要》

• 作者丕思業 (C.F. Preston) 為美國

長老會牧師。

• 他於1862年翻譯《馬太福音》和

《約翰福音》，但暫未找到這兩本

• 丕思業於1863年也出版了由耶穌的

100篇故事組成的《耶穌言行撮要》，

它實際上摘錄自丕思業翻譯的四福

音+使徒。其中40篇是《路加福音》

• 應該當時已基本完成四福音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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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 馬可 約翰 路加 使徒 總共

23 11 25 40 1 100篇



7. 用語料庫研究粵語聖經

用我們的語料庫大家可以研究:

1. 聖經裡的某些重要概念當時怎樣用粵語表達

2. 通過比較七個版本，粵語書面語怎樣演變下來

3. 十九世紀中旬到二十世紀初期的粵語詞彙和語法

4. 當時用粵語聖經傳教的情況

我們下面試試 2. 比較七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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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本(1919)

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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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和合本(1919)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
城名叫拿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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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本(1919)

到一個童女那裡，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
的名字叫馬利亞臨處女馬利亞、大闢族約瑟所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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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辦譯本(1843)

臨處女馬利亞、大闢族約瑟所聘者



• 和合本(1919)

日落的時候，凡有病人的，不論害甚麼病，都帶到耶穌那裡。耶
穌按手在他們各人身上，醫好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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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2006)

佢將成為偉大嘅人物，被稱為至高者之子。主—上帝將立佢繼承
佢祖先大衛嘅王位。 37

• 和合本(1919)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Comparison: Luke 2:51 (1)
1813 且其與伊下往拿撒勒及順伊命惟厥母存此諸言在其心內。

1863 耶穌偕之歸拿撒勒而承順之惟其母以此諸事藏於心焉。

1863 耶穌共佢番歸拿撒勒就孝順佢，獨係佢母親 呢的各樣事擠倒心嗻。

1867 (耶穌同埋去歸拿撤勒，孝順父母，佢老母 個啲事，擠埋落心嗻。)

1873 耶穌同埋佢地番落拿撤勒，順從父母，佢母親 呢的事，擠嘥落心處。

1883 耶穌同埋佢哋番落拿撤勒，順從父母，佢母親 佢嘅說話，擠嘥落心處。

1900 耶穌同埋佢哋番落拿撤勒，順從父母，佢母親 佢嘅說話，擠嘥落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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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Luke 2:51 (2)

1924 耶穌同埋佢哋番落拿撤勒，順從父母，佢母親 佢嘅說話，擠嘥落心處。

1931 佢就同埋佢哋番去拿撤勒，順從父母，佢母親將呢的一切嘅說話，存在心中。

1976 佢就同埋佢哋翻去拿撤勒，順從父母，佢母親將呢的一切嘅說話，存在心中。

1997 於是，耶穌同佢哋翻去拿撤勒城，樣樣都順從佢哋。佢母親將呢一切嘅事，

存記喺心。

2006 於是，耶穌同佢哋返去拿撤勒城，樣樣都順從佢哋。佢母親將呢一切嘅事，

存記喺心。

1919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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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186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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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粵語聖經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翻譯並出版，
直到二十世紀慢慢被人遺忘。

•聯合版《路加福音》參考1867年的拼音版。1919年
《和合本》出版後，粵語聖經也進行了較大的修改。

•剛開始，粵語聖經用比較通俗的口語翻譯，但後來
慢慢改用典雅的書面語，句式也經常向《和合本》
靠攏，可見粵語書面語的發展方向。

•粵語聖經是東西文化交流之後產生的文化遺產。
希望對語言學、神學、歷史、翻譯學感興趣的人
都可以用我們的網上資料庫研究粵語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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