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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的《聖詠譯義初稿》及1949年出版的《新經全
集》，而主要關注會在《聖詠譯義初稿》。

第二部分：吳經熊生平及其譯經簡

介

吳經熊（1899-1986），字德生，為現代中國政
治和法學界頗有影響的

天主教學者。他六歲開始

接受傳統啟蒙教育，讀文

識字，背誦四書五經。九

歲就開始學習英文。熟悉

儒釋道文化思想，中英文

俱佳。早年曾在天津學法

學，1917年到美以美會創
辦的比較法法學院就讀，

同年領洗入美以美會。

1920~1924年，留學美、
法、德，獲法學博士學位。

曾發表大量英文文章，並

於1935年創辦英文雜誌
《天下月刊》，作者在其

刊物上發表關於法律、宗

教、哲學、文化、人生等方

面的感想和見解。1937年皈依天主教。1940年，吳
經熊和妻子兒女移居義大利羅馬，並同時出任中

華民國派駐梵蒂岡教廷之公使。1946年，吳經熊譯
注、蔣中正協校的《聖詠譯義》出版，1949年，其翻
譯的《新約全集》出版。

1937年吳經熊皈依天主教後，成為虔誠的信
徒。1942至1945年間，吳經熊在避戰亂期間，受蔣

論聖經中譯本土化的嘗試之一：
吳經熊並其所譯詩篇《聖詠譯義初稿》

■ 楊海利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第一部分：導言

19世紀，在中國的外國差會競相出版自己的
漢語文理聖經譯本，彼此在用詞和翻譯原則上都

有差別，後來考慮到需要有聯合的譯本，期望用

淺文言為這聯合譯本的文體，因其既有聖經應有

的典雅文氣，又能讓只略

受過教育的人閱讀。1890
年的傳教士大會決定同

時以深文理、淺文理、官

話翻譯，以「聖經唯一，

譯本則三」為目標，也認

為需要一個聯合的官話

譯本。1919年和合本正式
出版，名為《官話和合譯

本》，從此就成了現今大

多數華語教會採用的《和

合本聖經》。

隨後的一個多世紀，

隨著華人基督徒的增多

以及對中文聖經譯本的

不同期待，不少新的中

文版本發行，比如思高譯

本、呂振中譯本、現代中文譯本、當代譯本、和合本

修訂版等，這些不同版本在這百年內百花齊放、各

有所長；藉著這些不同版本，基督教在華人中也得

到更好的發展。雖然和合本仍然是閱讀量最大、流

傳最廣的版本，但一些其他版本也值得我們瞭解，

來看其獨特性和合理性，也客觀分析其優點和不

足之處。本文要討論的是吳經熊譯本，包括1946年

摘  要：眾所周知，華人基督徒中流傳最廣的聖

經版本是和合本中文聖經，於1919年被正式出
版，距今已經100多年了。在這100多年裡，還有很
多別的中文版本問世，這些也是中譯聖經本土化

的重要嘗試。本文討論的是民國期間著名的天主

教大法官吳經熊所譯的《聖詠譯義》，從翻譯資

格、舉例評議、歷史價值等方面來談吳之譯經的

必要性、合理性及局限性。總的來說，從文學角度

及宗教情感層面來看，吳之翻譯非常精彩，但從

神學角度、文化背景看，吳之翻譯也有不足之處。

關鍵詞：吳經熊；聖經詩篇；《聖詠譯義》；神學

價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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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邀請和支持，專心用古詩詞(三言體、四言詩
體、楚辭體、五言古體、七言古體、五言絕句、七言

絕句)翻譯了天主教《聖詠集》（即基督教新教聖
經中的《詩篇》），用較文言的語言翻譯了《新經全

集》（新約全書）。譯本也經蔣介石參與校對修訂，

兩人的譯校過程也是中文譯經史的一段佳話。

1946年10月，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聖詠
譯義初稿》，引起很多教內外人士的評議和稱讚。

1946年9月8日，吳經熊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羅馬教
廷公使。在梵蒂岡期間，他請教了梵蒂岡的多位聖

經權威專家。吳經熊還將譯稿寄給在比利時本篤

隱修會的陸徵祥，請他指點修正。1948年，譯本還
得到了羅馬教宗庇護十二撰寫的序言，盛讚譯本能

「增進中國信友虔讀新經之良好習慣，尋獲聖經

所給予吾人之神聖安慰。」[1]1949年春，吳經熊被
急召回國，他又將譯本呈送至蔣介石再次審閱。路

過香港時，他將譯本交天主教真理學會，於11月在
香港出版了《新經全集》[2]。吳經熊譯經出版後得

到很多讚揚，不能勝數。

第三部分：對吳翻譯資格的評價

吳之譯經讚揚者眾，但也有人表示異議，不夠

信任他的翻譯，因為他不懂聖經原文希伯來文、希

臘文，又沒有研修過神學、聖經學，大多數情況下

是根據英法文聖經譯的。本文覺得，原文基礎對

聖經翻譯固然很重要，但譯者的信心生命及真誠

的信仰情感也對正確翻譯情感豐富的詩篇也很必

要。吳經熊的翻譯固然也不完美─ ─如同其他任何
譯本也不完美─ ─但因其古文體的語言風格和真
信徒的熱忱情感，將基督教精神和傳統中國文化

結合起來，使得其譯本有獨特價值。

吳經熊自己也認為，兩千多年的英文和法文

聖經專家的考證，已足供他參考；將聖經翻譯成

中文，關鍵的是譯者對中文的把握，而不是對原文

的。他的翻譯使命是要用中文來表達，首要目標是

引發國人對聖經的興趣，使其像中國人自己寫的，

以便讓中國人能夠接受。就這個目標而言，應該可

以說是得勝有餘了。由此，因以下所列原因，本文

認為吳有一定的翻譯資格：

（1）因為吳的成長、教育背景，他精通儒釋

道，學貫中西，語言上他是集大成者，國學及外文

功底在當時的學者文人中有不容置疑的優秀。

（2）從他的自傳《超越東西方》中可知他是
真正有信仰經歷、也認真虔誠的信徒，他對聖經有

真實熱情的信仰情感，也有真正對上帝的認識；這

樣，在翻譯時他能比較好地傳達經中信仰情感。歷

史上很多有名的教父、譯經釋經者及護教者如寫

《上帝之城》、《懺悔錄》等名作的奧古斯丁、把聖

經翻譯為拉丁文的耶柔米（哲羅姆）等都是如此，

他們都是所屬年代知識學問的集大成者，又是虔

誠的基督徒，以至於他們的譯經解經及自傳作品

等都影響深遠，成為後代基督教研究領域中的經

典。

吳在其自傳中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

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

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

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

得永生的人作榜樣」。聖保祿（或譯保羅）的這些

話引起我身心共鳴。我不曉得他是否罪人之魁，我

確切知道的卻是我比他壞多了。他至少是一個誠

實的法利賽人，努力要按自己的信條行事。我呢，

情形就大為不同了。知性上，我搖擺於懷疑主義和

動物信仰之間；道德上，我是一個老到的浪子。我

冷嘲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放任感性欲望，任意胡

為。我是塵世的奴隸，使自己成了自由的使徒。雖

然是一口無水的井，一片暴風前被驅逐的雲，我卻

以為自己是一個聰明人。」[3]

「當我回顧往昔，1937年可視為這一生的轉
捩點。我的皈依發生在那年冬天……1936年10月13
日我的日記裡有一段驚人的懺悔：我用一個又一個

東西來替代宗教；但它們全都不能滿足我。友誼？

我發現我的朋友們都不太完善。書本？你越博學，

就越是被人的智慧的清淡無味所煩擾。科學？它

只是宗教的一部分，這部分使得我們狡猾如蛇。官

位？你爬得越高，你的人生就越空虛。錢？我曾掙

過大量的錢，但這並沒有使我感到幸福。健康？它

是好，但只是你建立人生大殿的基礎。名聲？我也

享有，但惟一的好處只是我老婆出去買東西不用

付現鈔。女人？我曾有夠多的女人。孩子？是的，他

們是迷人的，但他們認為我不過是一個會哭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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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玩具。動物？它們是好伴侶，也令我想到自己

的起源。但僅此而已。花園？是美，但我聽到外面

的不幸生活的回聲。自恃？我不過是一株細柔的

蘆葦……在長時期的心智浪遊後，最後我回到了

上主那裡。」[4]

吳經熊還曾寫到：在我翻譯《詩篇》和《新

約》的兩年時間裡，只為聖經哭過一次。一天晚

上，我在譯《若望福音》（即《約翰福音》）第19章
時，看到了這麼一句：這件裡衣原來沒有縫兒，是

上下一片織成的。他們就彼此說：「我們不要撕

開，只要拈鬮，看誰得著。」我看到這裡，忍不住痛

哭失聲。整個情景就像閃電一樣閃現在我腦海

裡。這件無縫的裡衣原是聖母用母親的手一針一

線縫製出來的，是她現在懸掛在十字架上的兒子

穿的！現在士兵們為這件衣服取樂，公然在我們的

聖母面前將它變成了賭博的對象！但使得我哭的

乃是這麼一種閃電般的直覺：我們聖母所織的從

頭到尾沒有縫的裡衣是不能撕裂的！我們的聖母

在哪裡，哪裡就有無縫的統一。我以為這只是我

個人的一種孩子氣的幻想。但到了1945年我作為
聯合國中國代表去三藩市時，賴里神父借給我一

本拉格蘭治的《耶穌基督的福音》，在這本書裡我

驚喜地找到了確證我心中所見的文字：「無縫的長

袍是有價值的；大祭司就穿這樣的長袍。耶穌所穿

的最有可能是由某位信耶穌的婦人手織的，也許

是追隨他的某位富有的迦里肋亞婦人；也可能是

他母親織的。從聖西彼裡安(St. Cypr ian)的時代
起，信眾就認為這件衣服作為教會的象徵，必須保

持不分裂。那些撕裂它的人有禍了！」我在譯《新

約》時，常常向聖母這樣禱告：「聖神的聖母啊，幫

助我為你的兒子、天主聖言、織出這件中式外衣

罷。讓它成為一件美麗可穿的無縫長袍罷。讓它

有亞洲的質感罷；用乳香來噴它，用麝香來保持

它，用金線來織它，讓它儘量地又光亮又舒適！和

我分享你從東方三聖那裡接受的禮物吧，再加上

你的祝福。一句話，聖母啊，幫助我吧，因為沒有

人比你更清楚你兒子的身量和趣味的；我會當你

的裁縫學徒，和你合作。」[5]

書出版後受到極大歡迎和認可，很多教內人

士表達欣賞，其中陸徵祥寫信給羅光主教說，「我

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不將這個譯本定為權威版本。

他對經典詞句和成語的運用提供了靈活地綜合東

西方的鑰匙，這綜合就像一件無縫的衣，像一塊

煤被融到了聖愛之爐火裡。這一切若沒有聖神的

默示，是可能取得的嗎？」[6]

「我引用這些話不是為了虛榮，而是為了顯

明，萬福童貞女沒有捨棄我，就像她沒有捨棄別的

真誠地向她求助的人一樣。如果你將陸徵祥（他根

本不知道我向聖母做的祈禱）上面的話與前面我

說過我作的祈禱作一下比較，就會發現，我祈禱的

每一句話都在字裡和靈裡得到了回答！至於我自

己，是一刻也沒有忘記聖保羅如此地坦言的：「因

為那吩咐光從黑暗中照耀的天主，曾經照耀在我

們心中，為使我們以那在耶穌基督的面貌上，所閃

耀的天主的光榮的知識來光照別人。但我們是在

瓦器中存有這寶貝，為彰顯那卓著的力量是屬於

天主，並非出於我們。」我若否認自己是泥做的容

器，我就是一個撒謊的人了；但我若說上主之光沒

有照在我心裡，或者萬福童貞女沒有幫助我工

作，我也同樣是一個撒謊的人了。」[7]

吳個人的文字中這些多多少少的見證顯明他

的確是個真正渴慕上帝的真基督徒，在上帝那裡

找到了安息，並且對上帝有真實的經歷。在寫作過

程中他自己也感受到這是一份從上而來的召命，

因為過程中有很多看似巧合的必然[8]。按吳的說

法，他譯經有上帝的帶領和祝福。

（3）吳對自己譯經資格的評價
「在翻譯這樣的作品時，我有3000年的中國

文學可借助。漢語裡描寫大自然之美的詞是如此

之多，我很少找不到合適的詞或片語或整個句

子。但使得《聖詠集》成為一個如此獨一無二的東

西，乃是在充滿愛意地觀賞大自然之物時，對造物

主有一個親密的體認。我以為，我的翻譯之所以這

樣為中國學者所接受，原因之一就是我使得《詩

篇》讀起來像是中國人自己寫的自然詩，只不過這

個中國人碰巧是個基督徒罷了。這樣，在我的同胞

眼裡，它們就既是熟悉的又是新鮮的了—熟悉得
不足以成為老生常談，新鮮得不足以離奇古怪。」
[9]

「我多麼高興閱讀《聖詠集》並將它們譯為



二○

二
一
年
第
四
期
（
總
第
一○

九
期
）

文
化
中
國

７６

中文，這足可以寫上一整卷。即便從純文學角度來

看，詩篇也是至高的藝術作品……就聖詠而言，困

難的是不要按字面意思來譯，而要把握聖詠作者

心中的不可估量的激勵和動力—至少一部分—並
將它們傳達給讀者的心靈。為了成功地做到這一

點，譯者必須要經歷過和作者本人相似的事件和

感情。為了這一任務，上主不僅給了我對詩歌的興

趣和對《聖詠》的熱愛，還給了我對他的恩典的體

會，讓我歷經各種揪心的試探，讓我為自己的罪而

誠心地懺悔，讓我嘗到了他的甘甜，讓我無條件地

信任他的神意，讓我愛他的作品—大自然，並喜悅
於他的律法。他還給了我一顆孩子的心，使我總

能以新鮮的眼光打量世界。簡而言之，他準備好了

讓我享受詩篇，準確地解釋它們，使它們能為中國

讀者所喜悅。正如我寫給John Monsterleet神父的
那樣，『我不是一個詩人，但上主使我的生命成了

一首詩，一首悲歡交集的詩。』」[10]

第四部分：舉例來論《聖詠譯義初

稿》優缺點

從文學角度看，吳經熊之譯《聖詠》實在是上

好之作，對此評價者很多，比如姚莘農認為，一個

時代的文學作品，自然有一個時代的風格。詩篇

《聖詠》的形成年代，始於摩西，終於瑪拉基，長

達一千多年，相當於中國的商周時期。因此，其文

字之古樸，只有漢魏之前的詩辭可以與之比擬。職

是之故，吳經熊採用了漢魏之前的風格[11]。無獨有

偶，朱維之也認為：在現在的中國，用古詩體裁來

譯《聖詠》可以說是十分得體的。[12]天主教著名作

家及學者蘇雪林曾對吳之譯經大為評價：「以個人

力量而譯經者，過去亦大有其人，目前則吳經熊先

生成功最為彪炳。抗戰勝利第二年，他在商務印

書館所出版的聖詠集，文采之佳，音節之美，意味

之雋永淵深，打破以往譯經界的記錄……」[13]

但正如事情有兩面性，吳之譯經優勢之處也

有缺點。因為吳譯詩篇是希望那些詩讀起來像中

國人寫的，用古文體，語言風格及其中引典也多是

中國文化中的。這種本土化嘗試很好，但過分本

土化有時難免失去原文某些文化蘊含。讀吳譯的

《聖詠》，有時會感覺原來希伯來人的思想沒有

了，而是中國人的信仰詩，這樣雖信仰情感真義

在，但脫離了原本的文化處境，會失去原詩一部分

的意蘊。現就以詩篇第一、第二篇舉例說明。

和合本詩篇第一篇為：

1.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
人的座位。

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
福。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
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4. 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秕被風吹散。
5. 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
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
必滅亡。

吳之翻譯為：

*第一首，君子與小人
1.	 長樂唯君子，為善百祥集。不偕無道行，恥與

群小立。

2. 避彼輕慢徒，不屑與同席。優遊聖道中，涵泳
徹朝夕。

3. 譬如溪畔樹，及時結嘉實。歲寒葉不枯，條鬯
永無極。

4. 哀哉不肖徒！與斯天淵別。悠悠逐風轉，飄飄
如糠屑。

5. 天心所不容，群賢所棄絕。
6. 我主識善人，無道終淪滅。
開卷第一首就讓我們看到吳之國學功底。拿

「優遊聖道中，涵泳徹朝夕」來說，優遊和涵泳兩

詞都是用典，在很多古作中都有出現。「優遊」本以

為悠閒閒適遊玩之意，引申有從容致力於某事之

意。

而且吳巧妙地取「優遊於聖作」、「優遊書史

中」的結構而作「優遊聖道中」，實在是集眾作之

優點而出此佳句，而且把喜愛耶和華的律法中那

種喜愛、享受、致力專研的情感表達非常好[14]。

下一句「涵泳徹朝夕」在表達精義上更加妙

哉。「涵泳」一詞，古已有之。「涵」是潛入水中，

有沉潛之義；「泳」是游於水中，有游泳之義。「涵

泳」本義當是潛游。如西晉左思《吳都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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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乎其中。」由本義引申，「涵泳」就有浸潤、沉浸

之意。如唐韓愈《禘祫議》：「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取其喻義，「涵泳」便有仔細讀書、深入領

會之意。宋代教育家朱熹說：「學者讀書，須要斂

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所謂

『涵泳』者，只是仔細讀書之異名。」與朱熹齊名

的陸九淵在《讀書》詩裡也寫道：「讀書切忌在匆

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清曾國藩在《曾國藩家書》

中說：「涵泳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

涵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讀書者，

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

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之表。」

如此，當吳經熊寫出「優遊聖道中，涵泳徹朝

夕」，來比喻晝夜思想神的話語的那種深入、浸潤

和享受，我們就知道其中深意之精妙了，不能不讚

歎吳國學功底之深厚。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說，這樣一譯，這詩就失

了古以色列的味道了。

從地理上講，大部分以色列乾旱缺水，溪流

河道所經之處實被當地人視為福地。樹栽於溪水

旁、羊兒休憩於可安歇的水邊，都是很蒙福的象

徵。但也由於以色列缺水，整本聖經裡我們沒看到

有關「游泳」的說法。

從軍事政治上看，以色列地處大國勢力之間，

周邊也很多民族國家，常有紛爭摩擦，加上農業氣

候環境不好，常被刀劍、饑荒、瘟疫侵擾，百姓安

居樂業的機會真的不多，古代以色列人很少能像

我們古代人在澤畔河旁優遊，應該也很難做出浸

潤在神的道中如同在悠閒游泳的比喻[15]。

可知吳經熊對此篇的翻譯精義把握很好，

但展現出來卻與原作傳達的環境思想有所不同。

他可能想將2節的翻譯與「譬如溪畔樹，及時結嘉
實」聯繫，既然3節提到一棵樹栽於水旁，如生命
飲水於溪，就把前面翻為了「優遊聖道中，涵泳徹

朝夕」。如此考慮固然是好，但總有一點缺欠，因

為兩語所涉的環境不同。

第二篇，和合本翻譯為：

1.	 外邦為什麼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

事。

2.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

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

3. 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
索。

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5. 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
們，

6. 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
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
為田產。

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
的瓦器摔碎。

10. 現在你們君王應當省悟。你們世上的審判官
該受管教。

11. 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
12. 當以嘴親子，恐怕他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
亡，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凡投靠他的，都

是有福的。

吳之翻譯為：

1. 何列邦之擾攘兮？何萬民之倡狂？
2. 世酋蜂起兮，跋扈飛揚。共圖背叛天主兮，反
抗受命之王，

3. 曰：「吾儕豈長甘羈絆兮，盍解其縛而脫其
韁？」

4. 在天者必大笑兮，笑蜉蝣之不知自量。
5. 終必勃然而怒兮，以懲當車之螳螂。
6. 主曰：「吾已立君於西溫聖山之上兮」。
7. 君曰：「吾將宣聖旨於萬方：『主會告予兮，爾
為予新得之元良，

8. 予必應爾所求兮，如聲斯響。普天率土兮，莫
非吾兒之宇疆。

9. 爾當執鐵杖以粉碎群逆兮。有如瓦缶與壺
觴。』

10. 嗚呼！世之侯王兮，盍不及早省悟？
11. 嗚呼！世之法吏兮，盍不自守法度？
12. 小心翼翼以事主兮，寓歡樂於敬懼。
13. 心悅誠服以順命兮，免天帝之震怒。
何苦自取滅亡兮，自絕於康莊之大路？

須知惟有委順兮，能邀無窮之福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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