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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聖經譯本的翻譯 

頁(二)介紹日程 

2.1 認識不同譯本 12:00-12:25 

  和合本的形成 

  其他中文譯本的形成 

  英文譯文 直譯 vs 意譯 

2.2 比較譯本經文 12:25-12:35 

2.3 分組分享 12:35-12:50 

2.4 總結 12:50-1:00 

 

頁(三)為什麼我們要看不同譯本? 

3.1 一則小故事：從前有一個水手愛上了一個來自另一國家的女人。他想要娶她，

所以設法更熟悉她的故鄉。他研究她那個民族的風俗、歷史等。但最後他知

道：如果他真想瞭解她，就得學習她的母語。當我們愛神，我們希望盡可能

認識祂和祂的信息。 

3.2 一些原文的字詞未必能完整地以中文詞彙翻譯出來。意思是一個譯本並不能

完全反映原文的用字 

3.3 只用一種譯本等於接受那譯本解經的選擇是惟一的，但很多時並不是惟一的

解釋。 

3.4 英文文法比中文容易反映出原文的句法結構或動詞時態 

 

頁(四)聖經的原典 

4.1《聖經》的「 舊約」部分原本用希伯來文寫成，其中有數小段用亞蘭文寫成；

「新約」部分就全用希臘文寫成。（但這些希臘文並不是今日通用的希臘文） 

4.2《聖經》原典的「舊約」在大約二千二百年前，開始翻譯成其他文字，「新約」

亦在大約一千八百年前開始翻譯成其他文字。 

 

頁(五)第一部在中國翻譯的聖經 

5.1 馬禮遜於 1807 年進入中國，除了學習中文，也展開了翻譯《聖經》的工作。

他翻譯的《神天聖書》，常稱為第一本在中國翻譯的中文《聖經》。 

5.2 1813 年完成新約， 

5.3 1819 年完成舊約， 

5.4 1823 年在馬六甲出版 

 

頁(六)聖經和合本的形成 

6.1 1890 年，在海外多家聖經公會奔走之下，各差會決意聯合譯經人才，合譯譯

本。 

6.2 最終在宣教大會中成立了三個不同的翻譯委員會，分別負責深文理、淺文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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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官話三種譯本，以「聖經唯一、譯本則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為

目的。 

頁(七) 

7.1《淺文理和合譯本》進度最快，1900 年完成新約，1904 年出版；但舊約的工

作卻停頓下來。《深文理和合譯本》遇到許多波折，最後於 1906 年出版新約。 

7.2《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 1919 年 2 月正式面世，後來更名為《國語和合

譯本》，即今天最為人熟悉的《和合本》。 

7.3《和合本》成為中國教會史上最重要的聖經譯本，被譽為百多年來宣教士《聖

經》中譯的顛峰與結晶 

 

頁(八)認識不同譯本的出版年份 

8.1 20 世紀下半葉，1970 年的《呂振中譯本》，都讓我們看到中文《聖經》的新

方向。天主教方面，1968 年出版了《思高聖經》。 

8.2 聯合聖經公會的《現代中文譯本》1979 年完成，文字非常流暢與清新，並於

1995 年出版了修訂本。 

8.3 此外，也陸續出現《當代聖經》、《聖經新譯本》、《新漢語譯本》2010 年出版

新約、 《普及譯本》和《標準譯本》等中文聖經。 

8.4《和合本修訂版》亦即將面世 

 

頁(九)2010 新漢語聖經譯本面世 

李寶珠院長：譯本忠於原化，用詞現代化  

她認為此譯本能忠於原文翻譯，此優點體現於用字上、意義上、時態上等方面。

此外她看到此譯本的用字確能貼近生活，讀起來有現代感，更能產生共鳴，是此

譯本的強項。 

 

黃浩儀博士：註腳幫助明白翻譯原因  

盡力地將怎樣希臘文譯至中文的原因告訴讀者。他強調希臘文到底與中文完全不

同，很難完全翻譯過來；也亦認為希臘文的學習和知識無論如何不能用一個譯本

完全概括，因此難說《新漢語譯本》是否最好的譯本。 

 

頁(十)常見的中英文譯本 

中文聖經譯本 英文聖經譯本 

和合本 1919 年 

和合本修訂版 

呂振中譯本 1970 年 

當代聖經 1979 年 

新譯本 1992 年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1995 年 

新譜及譯本新約 2006 年 

NIV 新國際版譯本 1966 

KJV 英王欽定本 

RSV 修訂標準版 

NRSV 新修訂標準版 

NASB 新美國標準聖經 

ASV 美國標準版 

NEB 新英文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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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漢語譯本新約 2010 年 TEV 今日英文譯本 

MSG 信息版 

 

頁(十一)翻譯原理：直譯 vs 意譯 

 
直譯                                意譯 

     和合本              現代中文譯本 

       新譯本 

     呂振中 

 

越靠左邊的越偏「直譯」， NASB 屬於「逐字直譯」(Verbatim, word-for-word)。

KJV, NASB 也屬於「直譯」，只是用字較有彈性 (Literal, flexibility in using English 

words)。  

相對的，越靠右邊的越偏「意譯」。Msg 屬於 Paraphrase。Paraphrase 嚴格說已

經不能算「翻譯」(translation)。  

介於直譯與意譯兩者之間的譯法稱為「靈活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NIV 屬

於這類譯法。當然它們之間也不盡相同，Amp, NRSV 偏「鬆散直譯」(Loosely 

Literal)，而 JBP, TEV 偏「自由靈活」(Free Dynamic) 或「近似意譯」(Paraphrastic)。  

若想知道某個英文聖經譯本的直譯程度，可查閱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s by 

Bruce Terry。他將許多英文聖經按直譯程度評定 1-10 分，1 分為最直譯。  

是不是直譯的比意譯的聖經版本「忠於」原文？我想不是這樣理解，它們都忠於

原文，只是表達方式不同：一種在字句上忠實，一種在精意上忠實。它們的功用

不同；有時直譯的版本有用，有時意譯的版本較有幫助。  

中文譯本多偏「直譯」，和合本、呂振中本、新譯本、思高本、恢復本都是，呂

振中本尤然。現代中文譯本乃譯自英文 TEV，當代譯本乃譯自英文 LB，較偏「意

譯」。  

頁(十二)例子:雅各書二 15-16 

和合本：「若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露體，又缺了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

他們說，「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不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

這有甚麼益處呢？」 

現代中文譯本：「你們當中有弟兄或姊妹沒得穿，沒得吃，你們卻對他說：「平安！

平安！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而不供給他們所需要的，那有甚麼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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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BIBLE 

For instance, you come upon an old friend dressed in rags and half-starved and say, "Good 

morning, friend! Be clothed in Christ!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walk off without 

providing so much as a coat or a cup of soup -- where does that get you?  

 

頁(十三)譯出不同的原因 

有些翻譯不同只是近義詞 (synonyms)，不影響經文的解釋。 

但另外一些翻譯不同，我們就應當留意，要問，為甚麼翻譯不同？可歸類成幾種

原因：  

 因為依據的抄本不同  

 因為對字義的解釋不同  

 因為對文法的解釋不同  

 因為神學見解不同  

 

若是抄本問題，我們要注意經文鑑別；若是字義問題，可能要作 Word Study；若

是文法問題，大概要作文法分析或句型分析……諸如此類。  

 

頁(十四)例子 

和合本-約十四 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註：或作"訓慰師"。下同），叫他永

遠與你們同在， 

呂振中-約十四 16 

我要求父﹐他就必將另一位幫助者（或譯：另一位﹐就是幫助者）（『幫助者一詞』

或譯：『保惠師』﹐或譯：『代替申求者』）賜給你們﹐叫他永遠和你們同在； 

（十五）英文譯本更是琳瑯滿目 

 KJV - Jn14:16 

And I will pray the Father, and he shall give you another Comforter, that he may abide 

with you for ever; 

 NIV - Jn14:16 

16 And I will ask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Counselor to be with you 

forever-- 

 NASB - Jn14:16 

"I will ask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Helper, that He may be with you 

forever; 

 MESSAGE 譯作＂friend＂ 

這個詞很難翻譯，因為其含義太豐富，現有的中文或英文詞藻都無法適切表達。

我們這樣一比較了，雖然還不知道誰的翻譯好，但至少知道一件事：聖靈在信徒

身上的工作太深太豐富了，我們實在要謙卑，不要以為自己知道的很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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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十六)習作：三個實例 

16.1  阿摩司書 6:12 

12 馬豈能在崖石上奔跑？人豈能在那裡用牛耕種呢？你們卻使公平變為苦

膽，使公義的果子變為茵蔯。和合本 

 

12 馬能在懸崖奔馳嗎？人可在那裏用牛耙地嗎？但你使公正變為毒草，使

公義的果子轉為苦堇。新譯本 

 

12 馬哪能在崖石上跑呢？人哪能用牛去耕海（傳統：用幾隻牛去耕種。今

將複數『牛』字分為『牛』字與『海』字）呢？然而你們卻使公平變為毒草﹐使

公義變為苦堇！ 呂振中 

 

16.2 希伯來書十一 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見之事的確據。古人在這信上得了美好的證

據。」和合本 

「信就是對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還沒有看見的事的明證。因著這信心，古

人得到了稱許。」新譯本 

「信就是對所盼望的事物有把握﹐對沒有看見的事物能確斷。因這緣故､前

人就得了讚許的證言。」呂振中 

「那麼，信心是甚麼呢？信心是對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對不能看見的事能肯

定。」現代中文譯本  

  NIV: Now faith is being sure of what we hope for and certain of what we do not see. 

This is what the ancients were commended for 

KJV: Now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For by it the elders obtained a good report. 

NASB :Now faith is the assur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conviction of things not 

seen. For by it the men of old gained approval. 

 

16.3 哥林多前書七 36 

 「若有人以為自己待他的女兒不合宜，女兒也過了年歲，事又當行，他就可

隨意辦理，不算有罪，叫二人成親就是了。」和合本 

「如果有人認為是虧待了自己的女朋友，她也過了結婚的年齡，而他覺得應

當結婚，他就可以照著自己的意思去作，這不是犯罪；他們應該結婚。」新譯本 

「若有人以為待自己的處女朋友不合宜；他若性慾旺盛（或譯：她若過了青

春）､又該這樣成事﹐便可以如願而行﹐並不是犯罪；他們可以結婚。」呂振中 

 

 “ If anyone thinks he is acting improperly toward the virgin he is engaged to, and if 

she is getting along in years and he feels he ought to marry, he should do as he wants. He 

is not sinning. They should get married.＂ NIV 

 

“But if any man thinks that he is acting unbecomingly toward his virgin daughter,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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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is past her youth, and if it must be so, let him do what he wishes, he does not sin; let 

her marry.＂ NASB 

 

“But if any man think that he behaveth himself uncomely toward his virgin, if she 

pass the flower of her age, and need so require, let him do what he will, he sinneth not: let 

them marry.＂KJV 

 

小結 

頁十七阿摩司書六 12 

和合本在「在那裡」的字旁有幾個小點，表示原文沒有這幾個字，若我們將

這三個字刪除，翻出來便是「人豈能用牛耕種呢？」我們第一個反應便是「這樣

說是否合理呢？牛不是用來耕種嗎？」在此，先知所用的文學形式是修辭上的反

問句，意思是他沒有預期所提的問題會有答覆，因為這些問題的答案，大家必定

心中有數，正如第一句指出，馬的功能不是「在崖石上奔跑」。可是，第二句如

何與這意義吻合呢？讓我們看其他譯本的翻譯： 

「馬能在懸崖上奔跑嗎？牛能在海洋中耕田嗎？」（現代本） 

「馬哪能在崖石上跑呢？人哪能用牛去耕海呢？」（呂振中本） 

 

這樣的翻譯，使我們明白先知反問性的說話，馬既不能在懸崖上奔跑，牛也

不能在海中耕田。然而，為甚麼是這樣翻譯呢？原來，希伯來文是沒有母音的

（Vowel），只有子音（Consonant），後人為了研究經文的發音，便由馬所拉學者，

在主後五世紀發明一套經文註音的方法，成為今天經文的權威。在此，馬所拉學

者將兩個本來分開的字「牛」與「海」，連合起來成了複數的「牛」，和合本便翻

成「人豈能用牛耕種」，呂振中本則在本節的附註解釋，他將複數的「牛」字分

為「牛（單數）」與「海」，成為「用牛去耕海」。從不同的譯本中，我們可以恢

復經文的本來面貌，使先知的話更清楚和正確地表達出來。 

 

在眾多譯本的不同之處中，我們應如何作出取捨呢？是較多相同的譯本為對

呢？是獨排罪議的譯本為對呢？這不是一個容易解決的問題。我想最好的辦法，

乃是當大家發現有不同的翻譯本時，一方面擴闊自己對經文已有的理解，使自己

多些途徑明白聖經真理；另一方面可以將問題與牧者商討。這樣，我們便不會停

留在「受」的階段，只是在教會中接受學習，而是也可以提出一些非純感性的分

享。 

 

頁十八希伯來書十一 1 

以前讀《和合本》時，總不明白這裡到底在說甚麼——1. 甚麼叫「實底」？ 

2.「人」才會有確據啊，「事」怎麼會有確據？（大概我的中文程度太糟了）  

後來讀了《現代中文譯本》，就覺得意思很清楚，那是我第一次經歷到讀不同聖

經譯本的好處。現在讀了更多其他譯本，基本上肯定《現中》所譯出來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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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信心的作用是把一件東西顯為實在。比方這裡有一張好看的圖畫，但

需要眼睛把牠顯為實在。一張好圖畫，一個瞎子看不見，圖畫裡面的好對他就不

實在。所以，東西的存在是一件事，把東西的存在顯明出來又是一件事。神在主

耶穌裡賜給我們的一切都是事實。對有信心的人，這些事實是實在的；對沒有信

心的人，事實仍是事實，但是對他不實在。  

頁十九哥林多書七 36 節 GORDON FEE 

 KJV 完全按字面的意義翻譯，但對我們的幫助不太大，因它使「處女」一詞

與那「人」和「他的處女」之間的關係含糊不明。不過，我們可以絕對確定一點：

保羅不是故意使他的意思不清楚。保羅要表達的是另外三個意思之一，而在信中

提出這問題的哥林多人也知道是那一個意思；的確，他們根本不曉得另外兩個意

思。 

 在此我們應說明，另外這三種譯本沒有一個是不好的譯本，因為其中的任何

一個都可能是保羅的意思。但正確的翻譯只有一個。問題是：那一個？根據幾個

理由，NIV 在此顯然作了最好的解經選擇。不過，如果你經常只讀 NASB 就只會

接受一個不最正確的解釋。 

 

 我們可以主要用一種聖經譯本，有助背誦及一貫性。此外，如果你用的是較

好的譯本之一，在許多難懂的地方，它都會附有頁邊的註解。不過，為了研究聖

經，你應該使用幾種精選的讀本。最好是使用你預先知道會不相同的譯本，這樣

可以使許多困難的解經問題顯明出來。為了解決這些問題，你通常得求助於註釋

書。 

 

補充： 

有一含有神學的偏見的譯本，例如耶和華見證人的《新世界譯本》──它是極其

按照原文直譯的譯本，充滿了這個教派的異端邪說。 

 

頁(二十)有用資源： 

http://www.biblegateway.com/ 英文聖經搜尋 

http://www.bible360.net/corner/index.php 中文聖經搜尋 

http://bible.ovc.edu/terry/interpretation/translat.htm 直譯 VS 意譯 1-10 級 

http://bible.fhl.net/new/audio_hb.php?version=3/ 廣東話有聲聖經新約 

http://springbible.fhl.net/Voice/index.html 普通話有聲聖經(部份舊約及新約) 

戈登．費依著。《讀經的藝術－瞭解聖經指南》台北，華神，2002 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