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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我會談談:

• 粵語文獻的收集和分類

• 粵語文獻的作者

• 粵語文獻的數碼化的情況

• 粵語聖經研究

• 粵語文獻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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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文獻的收集和分類

文獻種類

• 早期粵語教科書

• 早期粵語辭典

• 早期粵語文學作品

• 雙語地圖

文獻所在地

• 圖書館 (美國、日本、澳洲、香港、歐洲)

• 網絡資源 (私人、圖書館)

• 書店 (日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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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文獻的作者(1)
Morrison

Williams                          Piercy
Bridgman

Eitel

Legge
Wisner                        Happer No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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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文獻的作者 (2)

“東方人棒球隊”

後排：蔡紹基、鐘俊成、吳仲賢、詹天佑、黃開甲

前排：陳巨溶、李桂攀、梁敦彥、鄺咏鐘 5

唐廷樞



傳教士編寫的各種粵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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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粵語教科書出版數量
Period Materials produced

1810- 1

1820- 1

1830- 0

1840- 5

1850- 3

1860- 5

1870- 3

1880- 5

1890- 2

1900- 4

1910- 4

1920- 4

1930- 6

19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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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鴉片戰爭之後，清朝開放五口通商

• 很多歐美宣教士來到中國傳教

• 嶺南地區的宣教士出版了很多粵語文獻

包括: 粵語教科書

粵語辭典

粵語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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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文化

• 中國嶺南文學的特色: 粵語往往入文

• 19世紀粵語基督教文學作品都是歐美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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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怎麼學習粵語?

• 摘自Williams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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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計畫

• Turner (189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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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實際上，當時學習環境惡劣，學習粵語非常困難 11



利用坊間流行的方言字
• 摘自陳榮袞 (1902)《婦孺釋詞》

• 用俗話字來教文言文，反而證明俗話字在民間的普遍度

• 粵語沒有規範字，但是因為坊間有字供應，

宣教士語料中用字相當固定

12



招子庸《粵謳》



麥仕治(編)《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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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應麟(編)《論語》(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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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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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lgrim’s Progress (天路歷程)
Piercy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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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lgrim’s Progress (天路歷程)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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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

• H. No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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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賓遜漂流記

• 《辜蘇歷程》1902

• 英為霖 (William Bridie)

• Friday =「亞五」

• 第一人稱小說

• 福音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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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聖諭廣訓》

• Sacred Commands of 

• Kanghi in 7 dialects. 

京 / 漢 / 滬 / 寧 / 福 /

汕 / 廣

Williams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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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of San-On by Volonteri (1866)

http://nla.gov.au/nla.obj-231220841/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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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人的影響

• 福澤諭吉的《增訂華英通語》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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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文獻的數碼化的情況

• 早期粵語的語料庫

• 張洪年的GRF project

• 姚玉敏的GRF project

• 二十世紀粵語電影

• 錢志安的兩個projects

• 粵語聖經的資料庫

• 片岡新的衛奕信文物信託研究項目 25



早期粵語語料庫
• http://ccl.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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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cl.ust.hk/


張洪年和姚玉敏的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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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志安的粵語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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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rpus.eduhk.hk/hkcc/

http://corpus.ied.edu.hk/hkcc/


Source of corpus data

• Real time vs. Apparent time

• Naturally occurring data

• HK Cantonese movies 粵語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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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你 你 你 鍾意 咩?

you, you,  you,    like (her) SFP?

You really like her, do you?
唓,     揸 水 煲 好 失禮 咩?

INT, carry-water-kettle very shameful SFP

Well, it is not that shameful for being a 

waiter (who carries water kettles in Chinese 

restaurants)



清末民初粵語聖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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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比較

• 1919年《和合本》出版

351919 及至他出來，不能和他們說話，他們就知道他在殿裡見了異象；因為他直向他們打手式，竟成了啞吧



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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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00 義和團

• 1911 辛亥革命

• 1912 中華民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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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 馬禮遜來華 (英)

1830 裨治文來華 (美)

1831 郭士立來華 (德)

1843 理雅各來華 (英)

1844 哈巴安德來華 (美)

1847 葉納清來華 (美)

1851 俾士來華 (英)

1853 包約翰來華 (英)

1854 丕思業來華 (美)

1856 紀好弼來華 (美)

1856 呂威廉來華 (德)

1861 公孫惠來華 (德)

1868 那夏理來華 (美)

1873 香便文來華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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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思業)

1867 《路加傳福音書》(拼音) (呂威廉)

1868 嶺南傳教士組織委員會(公孫惠/丕思業/俾士)

1873 聯合譯本《新約全書》四福+使徒 (合釘)

1877 完成《新約》翻譯

1886 《新約》(合釘) (聯合+俾士)

1894 完成《舊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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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聖經的翻譯過程

年份 翻譯過程

1823年 R. Morrison 新舊約聖經合併出版 (深文理/文言文)

1862年 C.F. Preston 翻譯馬可傳福音書、約翰傳福音書 (漢
字版)

1867年 W. Louis (呂威廉) 翻譯路加傳福音書(羅馬字版)

1868年 成立委員會，集眾人之力翻譯粵語和合本聖經

1877年 粵語新約聖經完稿

1894年 粵語舊約聖經完稿

1906年 粵語新舊約聖經出版 (羅馬字版)

1907年 粵語新舊約聖經出版 (漢字版) 38



漢字版粵語聖經 : 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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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字版粵語聖經 : 1906
• Standard Romanization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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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翻譯比較
路加 18章15節

1823 時有人帶嬰孩與耶穌欲其摩之。門徒既覺則責之。

1867

有人帶細蚊仔嚟，想俾耶穌摸吓，但學生睇見，就責成佢。

1873 有人帶個的嫩仔嚟耶穌處，等佢摩吓，門生睇見就責成佢地。

1923
有人抱住自己的嬰孩到耶穌處，想耶穌摩吓佢哋，門生睇見
就責成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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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蚊仔 / 嫩仔 ＝> 嬰孩



粵語翻譯比較
路加 18章15節

1823 時有人帶嬰孩與耶穌欲其摩之。門徒既覺則責之。

1867 有人帶細蚊仔嚟，想俾耶穌摸吓，但學生睇見，就責成佢。

1873 有人帶個的嫩仔嚟耶穌處，等佢摩吓，門生睇見就責成佢地。

1923
有人抱住自己的嬰孩到耶穌處，想耶穌摩吓佢哋，門生睇見
就責成個的人。

1919
和合本

有人抱著自己的嬰孩來見耶穌，要他摸她們，門徒看見
就責備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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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出版了官話和合本
⚫ 粵語版本「同步發展」
⚫ 漢語聖經需要連貫性，方言聖經向和合本靠攏



粵語文獻的研究價值

• 粵語的本體研究 (語法化、漢語史)

• 聖經經文研究 (神学、翻譯學、基督教傳播史)

• 中介語研究 (二語習得)

• 文學研究、語體學研究 (書面語的產生)

• 文化研究 (西學東漸、東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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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語

• 很多概念或事物在漢語中沒有相關的詞彙

• 傳教士需要創造新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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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dgman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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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百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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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葉窗



《英語集全》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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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toho/html/A021menu.html


V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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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嘵” is pronounced hiu1 (same as 囂)

➢ It is believed to have derived from “休”

(郭、片岡 2006)

➢ Some different usage is observed:

擰去嘵 vs.  擰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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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嘵

➢「嘵」，讀 hiu ，陰平，跟「囂」同音。

➢ 早期粵語文獻中「嘵」是主要的完成體標記
(Cheung 1997)

➢ 相信「V嘵」 的來源是「V休」(郭、片岡 2006)

➢「V嘵」跟「 V咗」用法不完全相同：

擰去嘵 vs.  擰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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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語文及傳意學部應用中文組公開講座



孫中山《救國方針》

➢二十世紀初「V嘵」漸漸消失，但孫中山

先生《救國方針》(1924)中仍然找到 「V嘵」

對於呢個三民主義，我今日在廣東
高師，每禮拜演說一次。頭一個
民族主義呢，就演說嘵六個禮拜
就講完；第二個民權主義呢，又
演說嘵六個禮拜講完；第三個民
生主義呢，不日再來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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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duhk.hk/lml/site_upload/audio/%E5%AD%AB%E4%B8%AD%E5%B1%B1%E5%85%88%E7%94%9F%20%E6%95%91%E5%9C%8B%E6%96%B9%E9%87%9D%20(%E7%B2%B5%E8%AA%9E%E6%BC%94%E8%AC%9B)%201924%E5%B9%B4.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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