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四十六期二o-{:年春

近代傳教士所撰上海方言文獻考述1

施嗶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

自一八四三年開埠以後，上海不僅成為遠東最大的貿易

港口及商業中心，也是基督教來華傳教的重要基地，倫敦佈

道會 (London Missiona可 Society) 於開埠當年在上海設立分

會，此為西方教會在福之發韌。此後，英、美兩國聖公會

(Anglican Communion) 、美國浸禮會(American Baptist 

Churches USA) 、美國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監理會(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等各宗派基督教團體紛紛於福

建堂，大批西方傳教士湧入上海傳教。因此，掌握漢語、能

以上海方育與社會各階層人士溝通成為在福傳教士面臨的

當務之急，也是基督教上海本土化的重要前提。為應付這些

迫在眉廳的問題，自十九世紀四0年代始，各種以上海方吉

編撰的基督教文獻紛紛面世，按內容可分為《聖經》、基督

教普及性讀物、宗教報刊、方盲詞典及教材等;按文字又可

分為漢字、羅馬宇及新創拼音文字。這批散佈在英美及上海

各大圖書館的珍貴文獻，不僅成為研究晚清基督教在搞活動

情況的重要資料，而且也是考察上海方吉演變及城市近代化

進程的珍貴素材。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本文論述中所用的

「方吉J 一詞不包括官話方吉在內。

1 本文為上海市高峰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專項項目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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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部方言《聖經》及福語宗教文獻

一八四七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在以深文理(文盲文)中譯《聖經》

的基礎上，翻譯出版了上海方盲版《約翰福音} ，此為中

國第一部方吉《聖經》單行本。此後，各種福語基督教讀

物層出不窮，不僅有新舊約和合本及各種福音書的上海土

白譯本，還有林林總總的福語基督教敢蒙及闡釋性讀物，

甚至出版了兩份上海方吉宗教報刊。然而，這些宗教文獻

用以標記上海方盲的文字卻不盡相同，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數量最多的當屬以官話漢字標記上海方盲的基

督教文獻，它們較受認識漢字的傳教士及上海人的青睞，

據初步統計，這類文獻約有人十餘種。

數量最多者為《聖經} 0 2 

序 書名 出版 作者 出版地或 收藏

號 時問 出版機構

1 約翰福膏 (The Gospel 1847 麥都忠(筆名: 上海 劍橋大學園書館

ofSt Jo趾1 in Chinese) 尚德者)

2 馬太福音 (The Gospel 1848 米憐 (W.C. 私人印刷 / 
of St Matthew in Milne 筆名:
Chinese) 博愛者)

3 I J!<各加福音 (The Gospel 1848 Thomas 寧波 劍橋大學圖書館

ofSt Luke in Chinese) McClatchie 

4 馬太福音 1850 G.Owen 寧波 / 
5 約草會福音 1853 薩默斯(James 倫敦 大英圖書館、劍|

Summers) 橋大學圖書館

6 創世紀 (Genesis) 1854 文惠廉 / / 
(William Jones 

Boone) 

吉士 (Keith

Cleveland) 

2 本文濾語《聖經》書目中注明藏於「英經會j 、「美經會J 及未注收藏地的書目參考遊

汝傑， {: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 (哈爾演 黑龍江教育， 2002) ，頁

48-53 。另首次出現的書名、人名後均標有英語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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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徒行傳 (TheActs of 1856 吉士 上海 劍橋大學圖書館

the Apost1es in Chinese) 
8 路加福音 1856 吉士 上海大美國 英經會

聖經會

9 馬太福膏 1856 文意廉等 上海 劍橋大學圖書館

10 略加記 1860 / 上海大美國 / 
聖經會

11 羅馬人書放示錄 1860 / / / 
(Romans-Revelation) 

12 約翰福音 1861 文是生廉 上海 劍橋大學圖書館

13 使徒保羅達羅馬人書 1864 湯藹希望 (Elliot 上海 牛津博德、年1J 安圖

f吏徒保羅寄哥林多人 H. Thomson) 等 書館

前書及後書 (The

Epistles to the Romans 
and the Corinthians in 
Chinese) 

14 新約全書 (New 1870 文鑫廉、吉士等 上海美華 同上

Testament) 書館

15 加拉太書一成示錄 1870 范約翰 (John 上海大美國 美經會

( Galatians-Revelation) Marshall 聖經會

Willoughby 
Farnham) 

16 為太福音 1871 文怠廉 上海 劍橋大學圖書館

17 馬可福音 (The Gospel 1871 文是生廉 上海 同上

ofStM缸'k in Chinese) 

18 路加福音 1871 文怠廉 上海 同上

19 約翰福音 1871 文怠廉 土海 向上

20 新約全書 1872 吉士 上海 / 
21 馬太福音 1876 Yates Matthew 上海 劍橋大學圖書館

Tvson 
22 馬太傳福音書 1879 / 上海三牌樓 哈佛燕京圖書館

福音會堂

23 新約全書 1879 慕維廉 上海 劍橋大學圖書館

(Muirhead 

William) 

24 馬太福音 1879 慕維廉 上海 同上

25 四福音書 (The Four 1879 / 上海三牌樓 美經會

Gospels in Chinese) 福音會堂

26 馬太福音 1880 / 上海 劍橋大學圖書館

27 馬可福音 1880 / 上海 同上

128 路加福音 1880 / 上海 同土

使徒行傳 1880 慕維廉 土海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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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四福音書 1881 慕維廉 上海 向上

31 新約全書 1881 倫敦聖教書會 上海 同上

32 新約漢字全譯本 1881 湯藹禮、范約 上海美華聖 大英圖書館

翰、藍柏(J. w. 經會

Lambuth) 
33 新約文主里本注釋 1881 慕維廉 / / 
34 舊約詩篇(The Book of 1882 慕維廉 上海 劍橋大學圖書館

Psalms in Chinese) 
35 新約全書 1882 湯藹禮 上海 同上

36 申命記(The Book of 1885 / 上海大美國 同上

Deuteronomy in 聖經會

Chinese) 
37 出埃及記(The Book of 1885 吉士范約翰等 上海大美國 同上

Exodus in Chinese) 聖經會

38 創世紀 (TheBookof 1885 湯藹禮吉士 上海大美國 同土

Genesis in Chinese) 范約翰文怠聯 聖經會

等
39 亞各加傳福音書 1886 / 上海大美國 哈佛燕 J在圖書館

聖經會上海

修文書館稿

40 詩篇(四le Book of 1886 / 上海大美國 劍橋大學圖書館

Psalms in Chinese) 聖經會

41 以賽亞書但以理書 1888 大美國聖經會 上海大美國 英經會

(Isaiah Daniel) 指定之委員會 聖經會

42 馬可福音 1893 / 上海大美國 劍橋大學圖書館

聖經會

43 馬太福音 1893 / 上海大美國 向上

聖經會

44 路加福音 1894 / 上海大美國 同上

聖經會

45 新約和合本 1897 上海聖經會 上海大美國 / 
土海土白譯本 聖經會

46 創世紀一路得記 1901 / 上海大美國 / 
聖經會

47 舊約 (Old Testament) 1901 / 上海大美國 / 
聖經會

48 馬可福音 1903 / 上海大美國 劍橋大學圖書館

聖經會

49 撒母耳前書 約伯記 1904 / 上海大美國 / 
(Samuel-Job) 聖經會

50 四福膏書 1906 / 日本橫i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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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舊約 1908 / 上海大美國 劍橋大學園書館

聖經會

52 新約 1908 上海聖經委員會 上海大美國 美經會

聖經會

53 新舊約聖經令和本 1908 海慎文(Al社n 上海美華印 / 
(New Testament and Pierson 書館

01d Testamentl Parkerl 、怠雅

(James 
W師) 、范約

翰、薛J思培等

54 新舊約聖經令和本 1913 / 上海大美國 美國加州大學伯

聖經會 克萊分校

55 新舊約聖經 1928 / 上海美華聖 北京大學圖書館

經會

56 新約全書 1928 / 上海美華聖 同上

經會

57 新約聖經 1933 / 上海美華笠 天理圖書館

經會

58 方言聖經 未注明 / 上海土山灣 上海圖書館

~r書館

除聖經讀物外，尚有其他以漢字拼讀福語的基督教敢

蒙及闡釋性讀物，現將筆者目見者列表如下:

序 書名 出版 作者 出版地 收藏地

號 時問

I 講頭一個手且余作惡 1847 麥都J忠 上海 牛津博德矛IJ 安國

書館

2 耶穌拉山上教眾人 1849 So1omon 上海 同上

Carpenter 
3 中外理辨 1849 Thomas 上海 同上

加1cC1atchie

4 平禱文 1849 Thomas 上海 同上

McC1atchie 
5 證據守安息日 1850 So1omon 上海 同上

Carpenter 
6 耶穌來歷傳 1854 C. Tay10r 寧波 同上

7 十誡問答 1855 文怠廉 上海 同上

8 進教要理問答 1855 崇教者 上海 同上

9 十誡問答 1855 崇教者 上海 同上

10 聖教幼學 1855 /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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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亨利實錄 1856 MaryM訂tha 上海 牛津博德利安圈

Sherwood 、郊愛 書館

比(弘1rs. A. B. 

Cabaniss} 譯

12 蒙童訓 其實便是上 1857 F.L 浦東周鳳 同上

海土白版《創世紀》 Mortimer 、真F 愛 翔刊 ~F

比譯

的創世紀問答 1857 Lydia Mary Fay 上海 同上

14 氏數記、申命記、約書 1859 Lydia Mary Fay 上海 同上

亞、士師吉己問答

15 三字經 1860 R. Lowrie / 向上

16 聖教問答 1862? W.Muirhead 上海 向上

17 鑽美詩 1864 Henryvan 上海美華 同上

讚美詩補遺 V1eck Rankin 、 書館

Char1esR. 
Mi11s 、范約翰

18 舊約問答且喜得書第八 1867 Lydia Mary Fay 上海 同上

卷至瑪拉基書三十九

卷止

19 出埃及記問答 1867 Lydia Mary Fay 上海 同上

20 趁早預備 1868 74約翰 清心堂 同上

21 日加F長拉裹 1868 范約翰 申江清心堂 同上

22 同4擔丟士 1868 范約翰 上洋清心堂 同上

23 撤庇傳 1868 范約翰 中江清心堂 同上

24 審判日腳 1868 范約翰 :青心堂 同上

25 曲譜讚美詩 1868 范約翰 上海美華 同上

書館

26 舊約問答利未記起至 1873 FayLydiaM訂y 上海美華 同上

去師看己止 書館

27 方言教要序論 1883 仗名有崇正子 上海慈母堂 夭主教魯汶大學

序 東方圖書館

28 方言問答 1886 / 上海慈母堂 同上

(二)以羅馬字母標記上海方盲的宗教文獻。

以官話漢字標記上海方吉有其局限性，最大的問題是

有音無字，即便有些宇能以漢字標記，其發音卻不盡相同，

如表示疲憊之意的「強陀j 一詞，種語發音為 sã 缸，而官

話「強」發音為 chí ;另如表示好壤之意的「好赫J ' I赫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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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傳教士所撰上海方吉文獻考述

宇福語發音為 qi白，官話發音為

xiü '因而多有誤讀現象。況且以

官話標記福語時多有生僻字，識

字不多的百姓仍舊無法閱讀。為

解決這一難題，傳教士們開始用

拉丁字母為方盲注音，俗稱羅馬

字或羅馬拼音。一般認為，羅馬

拼音方案由明末意大利傳教士利

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創造，利瑪實為儘快適應儒家文

化、翻譯中國經典，嘗試採用羅

馬字拼注漢字聲韻。他與羅明堅

(Michele Ruggie泣， 1543-1607) 合著之《葡漢辭典》即以其

設計之羅馬字母拼音方案記錄明代官話語音。利瑪竇拼音

方案凡二十六個聲母，四十四個韻母，五個聲調。 3一六二

六年法國傳教士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 又在

利瑪寶方案的基礎上採用音素字母為漢字注音，進一步完

善了羅馬字母注音法。後倫敦會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自 1834) 所撰《廣東省土話字彙:> (A Vo仰的lary

01 the Canton Dialect, 1828) 4便是十九世紀最早的以羅馬字

注音的方吉字典。鴉片戰爭前後，大批西方傳教士進入中

國各方言區，為迅速融入當地社會、有效傳教佈道，他們

開始嘗試以羅馬字給各地方吉注音、編撰字典，並以羅馬

字方吉翻譯《聖經:> ' í羅馬字給傳教士及其他西方人帶

來很大便利，他們一到中國就可以用自己的語吉和當地人

3 楊福綿， (羅明堅、利瑪竇〈葡漠詞典〉 所記錄的明代官話) ，載 《中國語盲學報〉 第

5 期(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5) ，頁 35-81 。

4 Robert Morrison, Vocabulary ofthe Canton Dialect (London: Ganesh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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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J 0 5而且這種「教會羅馬字」還能使目不識丁的中國

信徒輕鬆閱讀《聖經》、接受教義。因為這種文字比漢字

簡單易學，據稱目不識丁的村婦鄉孺學習一兩個月，便可

閱讀書寫。

西方傳教士自一八四三年進入上海後也開始嘗試以羅

馬拼音記錄上海土白。最早的羅馬字本上海士自《聖經》

為《約翰福音書} (St. Johns Gospel in Chinese) ， 譯者為

倫敦國王學院中文教授薩默斯 {James Summers, 1828-

1891} 。該書一人五三年出版於倫敦，凡九十四頁，正文

前有寫於一八五三年七月的「介紹J '簡要說明上海土白

的語音和語法特點。內容包括正字法(即元音和輔音)

聲調和重音、構詞法等，書未有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英譯詞

彙衰。該書現收藏於牛津大學博德利安圖書信 {Bodleian

Libr紅y} 。據不完全統計，以羅馬拼音標注上海方吉的《聖

經》有:

序 書名 出版 荐者 出版地 收藏地

號 時間

約翰福音書 1853 薩默斯 倫敦 大英圖書館

2 創世紀 1854 Robert Nelson 上海大美國聖經會 / 
3 略加福膏 1860 吉士 上海大美國聖經會 / 
4 使徒行傳 1860 / 上海 / 
5 約翰福膏 1861 文怠廉 上海大美國聖經會 英經會

6 馬太福膏 1861 文鑫廉 上海 哈佛燕京國

書館

7 馬太傳福膏書 1861 / 上海大美國聖經會 同上

8 出埃及記 1861 吉士 上海夫美國聖經會 / 
9 為可福音 1861 文惠廉 土海大美國聖經會 / 
10 羅馬人書一哥林 1864 湯藹禮等 土海 英J經會

多後書

11 加拉太書一放示錄 1870 范約翰 上海大美國笠、經會 美經會

5 James Summe間， The Gospel 01 Saint John in the Chin由e Language (London, 1853), 
‘'Preface" 。本文新有源自英文原著的引文皆為筆者自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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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約 1872 范約翰 上海大美國聖經會 / 
13 新約 1872 上海編委會 上海 / 
14 馬太福膏 1886 L. Haygo 以自己 上海大美國聖經會 / 

設計的羅馬字拼

會員長統撰寫

15 馬太傳福音書 1895 / 大美圈聖經會托 哈佛燕京圖

印上海美華書 書館

館~f'

16 新約 1905 Me-Wo Su-kwen 上海 國立台灣大

學圖書館

此外，尚有以羅馬宇拼讀上海士白的宗教普及性讀物，

如古士夫人《教于錄》、《讚美詩) ，范約翰《基督頌詩歌

小冊) (即'edok sung-su-kuksiau-tsia) 及其《盤早預備》

(TS'UNG-TSAU 咒J-BÆ) 等五種羅馬字版宗教小說。也有

漢字、羅馬字皆具之宗教讀物，如范約翰所編《曲譜讚美

詩) , r印出來分兩樣個字，一種是中國字，一種是羅馬字，

識中國字個可以看，識羅馬宇個也可以看。所以意思釘用深

奧，用頂便當個土白，撥人人可以聽，可以唱J 0 6蒞約翰

擅長上海方吉，是基督教上海方言社四位委員之一， 7又於

一八七九年與丁麗良 (William Alexand叮 Parsons Mart恤，

1827-1916) 、林樂知 (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 等於
種創立中國聖教書會，印製各種傳教書籍， 8尤其為上海方

吉《聖經》的推廣作出了很大努力。

(三)除上述以漢字或羅馬字標記上海方育的策略

外，另有傳教士嘗試發明全新拼音文字標記上海方育。美

6 蒞約翰， <.曲譜讚美詩》序頭(上海:美華書信， 1868) 。但牛津博德利安藏本為漢字

上海土白版，未見作者所云羅馬字版。

7 基督教上海方言社會長為林樂知，副會長為海淑德 (Laura Askew Haygood) ，獨藹禮、
蒞約翰等四人為委員，蒞約翰夫人為司庫。一八九二年五月，上海基督教方畜社舉行第

三次年會，成立研究上海方育文字化問題、編印上海方吉讚美詩兩個專門委辦會。參見

湯志鈞主編， <.近代上海大事記> (上海:上海辭書 '1989) ，頁 473 、 484 。

8 同上，頁 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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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浸信會傳教士

高樂福 (Tarleton

Perry Crawford, 

1821- 1902 '亦名

高第丕)於一人

五五年推出的福

語拼音文字便是

一個典型。

高樂福創造

上海土白拼音文

《上海土音字寫法》書影

字的初衷是讓西方傳教士快速掌握福語，同時讓不通文

吉、識字有限的上海底層百姓有機會通過這一種他認為簡

單易學的文字了解基督教義。在高樂福看來，漢字極難記

認，且發展前景亦不樂觀， I漢字的龐大繁複已達到其極

限，並且正因其沉重的負載而迅速淪陷... ...常用的文字已

在幾千年的進化中完成並固化，所以不能與時俱進以適應

時代之需。因而中國漢字將不可避免地被各地方育所取

代，正如歐洲各國一樣。中國的象形文字，將如其埃及前

輩，注定要進入墳墓成為古董。 J 9顯然，高樂福的預吉並

末在中國發生，漢字蓬勃發展，興旺至今。但如何準確記

錄、有效傳承各地方吉，至今仍為困擾語吉學家的一個難

題，也是西方傳教士在地域廣闊、方吉眾多的中國佈道宣

教時遇到的攔路虎之一， I蓋中華文字雖繁，以其播土白，

則當有缺少，於是假借杜造之弊出焉J 0 10因而，高樂福經 l

過幾年的努力，終於在一人五五年出版《上海土音字寫法》

一書，推出其發明的拼音文字， I新宇之起也，以其便於

9 T P Crawford,“A system of Phonetic Symbo1s for Writing the Dia1ect of China"， η，e 

Chin臼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1 XIX (M缸 1888)， pp 101-102 
10 郊愛比(Mrs A B Cab阻ss) 諱， <善惡經〉 序 (185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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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白之用 J 0 11以這種文字印行的出版物數量非常有限，有

《善惡經》、 Vung keen loh Scientifìc Manual (1856) 、《伊

娑菩個比方~ (1856) 、《聖經紀略~ (1857) 、《贊神

詩~ (1859) 、《路加傳福音書~ (1859) 等。儘管高樂

福所發明的文字並未真正得到推廣，但他的創新能力及執

著精神仍然值得嘉許，且其發明的拼音方吉文字也有一定

的科學性及便利性。

除以上各種方吉聖書外，傳教士們還致力編撰出版上

海方盲報刊，期望以一種貼近當地社會與草根百姓的更行

之有效的方式傳播福音。

以美國北長老會創刊於同治十年( 1871)停刊於同治

十三年 (1874) 的《聖書新報~ (The Bible News) 為例作

一闡述。此刊以上海土白撰寫，以週刊形式免費發行，主

編為范約翰。作為中國最早出版的方言雜誌之一，此刊仍

延用書籍的編撰體例，每頁一章，每章內容各異。如第三

十至三十九章，由聖教知識問答、十條誠、主禱文、讚美

詩、聖歌、信經、小說等內容組成，每頁配插圖一幅。所

有內容皆以通俗的上海土語寫就，如《信經》

我相信獨有一個神，就是樣樣能教個爺，造成功天地個。

我相信伊個獨養兒子，我倪個主耶穌基督。我相信聖靈感動

子童身小姐嗎喇啞，受子胎H牢養出耶穌來個。我相信耶穌垃拉

本成彼啦步做官個時候，受難釘拉十字架上，死子昨葬，又

到陰間去，到子第三日上，打死人當中又活轉來。我相信伊

上子天暉，坐拉樣樣能殼爺個右半月，後首要打伊塊來，審問

活拉個昨死拉個人。我相信聖靈 3 我相信聖公會E竿，聖徒相通

個，我相信罪孽個饒赦，肉身又轉來悴，常莊活拉。亞孟。

11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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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書新報》書影

語翻譯及配圖:

弗拘啥人，為之我面上陣撥一杯冷水拉我小個當中一個

吃，我老實對哪話，伊個人，終弗失脫伊個賞賜個。

第 2 、 3 兩頁為 「演義J '由「老漢息肩」、「疾官遇

庇」、「神勿居惡」、 「爺可有賴 J 、 「幾乎勸到」五則

小故事組成，皆為勸誡眾人行善信神的宗教說教，如「疾

官遇庇」 一則云:

有一個官，生子病悴，到日耳曼去。因為伊塊有山上個

泉水極好，可以養病個。邊頭有幾封客寓，不常有人來耽擱

啤養病個。伊個官到子一家寓，開寓個弗肯留伊，因為伊個

病重啤 3 恐怕死拉伊寓里子，伊個寓算弗利市個。又到第二

家去，開寓個也弗肯留伊。寓里有一個客人，對店主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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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個是侃一氣個，撥伊進來末者，我個床可以讓伊睏，我可

以姻拉椅上。有啥事體，在我末者。難末店主放伊進來。官

個病極重 3 拉病襄向伊個客人話，請教尊姓大名，府上嚇裳，

向來弗曾會著歇，為啥待我能個多情?客人回頭話，主吩咐

拉個，呢一淘禿是弟兄也。

這些故事的場景大多在歐洲，以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

尋常小事敢發黑人信奉耶穌。這期末頁為聖歌《耶穌名頭》

的曲譜、歌詞，以及《聖經》片斷，皆以上海土白寫就。

教士的本職為佈道傳教，因而福語宗教文獻的數量遠

多於下文將要述及的詞典及教材，此亦是情理中事。

二、首部方言語法專著及各種上海方言詞典

十九世紀中後期，作為迅速蠣起的近代都市， í上海有

許多人說灑語及近似的吳方盲，而且居住在這一地區的傳教

士及外國人與日俱增，因而很有必要編寫一本有關上海方吉

的中英文字典J 0 12為方便神職人員儘快掌握方吉以便傳播

教義，很多傳教士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豐碩成果。

儘管各種詞典的編撰方法及體例各異，但皆旨在忠實描述並

記錄上海方吉以便不詰福語的教士學習之需。現將筆者目見

之七種傳教士所撰種語詞典及語法專著概述如下:

(一)英國倫敦會傳教士艾約瑟 (Joseph Edki肘， 1823-

凹的)所著《上海方吉口語語法:>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的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一八五三年於

上海倫敦佈道會出版，一八六八年又由上海長老會再版，是

迄今所知西方人撰寫的第一部中國方吉語法著作。全書由語

12 A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Vemacular Socie句， An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臼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1),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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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詞類、句法三部分構成。語音部又分元輔音字母表、聲

調、上海話聲調及上海話語音的聲韻母四節;詞類部有詞彙

的分類及特點、合成詞及調綴、格、開放類詞與封閉類詞研

究五節;句法部有詞類活用、複合詞、重疊詞、比較句、疑

問句、雙賓語句六部分。儘管該書是以上海方吉為主要論述

對象，但作者將其與官話、閩南語及江湖一帶的其他方吉作

比較，介紹了方吉與書寫語吉之間的差別，並借用英語中的

長、重音現象詮釋上海方育的語音現象。

除此之外，艾約瑟還著有《上海方盲字典:> (A 

Vocabulaη ofthe Shanghαi Dialect) ， 該書一八六九年出版

於上海。艾約瑟本欲以此書作為《上海方吉口語語法》之

附錄，但在出版商的建議下將其單獨付梓。該書由凡例及

正文兩部分組成。凡例說明音標的用法，正文作雙欄排列，

每一詞條首先列出英文詞，然後為上海方吉訶彙的官話對

應詞及羅馬拼音，最後是該詞的近義詢及其羅馬拼音。如:

Ashamed' 坊銳t'ants'白ng' ，勿好意思 veh‘hauí‘ sz‘，羞

恥 sieu't'紹，慚愧 zankw岳‘

為更加有效地闡明某一方吉訶彙的意思，艾約瑟常將

福語與官話、文盲與白話交互使用。艾約瑟此二書不僅聞

方吉語法研究之先河，同時也在漢語方吉學史上佔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

(二)美南浸信會傳教士高樂福所撰《上海土音字寫

法》。此書出版於一八五五年，左倒線裝，版框高寬分別

為 12.6 與 8.6 庫米。全書凡二十二頁，未署作者姓名及付

梓時間。扉頁題「此字筆劃甚少，最為易學。五六天即能

通曉。第需記清音韻字母而已。」其後出韻母及音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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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列韻母四十個、音韻三十六個。接著為作者敘、土音總

目及以該系統拼寫之上海話例句、例文。綜合考察高樂福

上海土白拼音文字，可以發現高氏從漢字「門」中得到靈

感，設計出以橫豎兩種筆劃為基礎的「韻母」四十個及「音

韻」三十六個(高氏拼音體系中的韻母、音韻可分別對應

漢語拼音中的聲母及韻母) ，並按左聲母、右韻母的規則

將其拼合成形似漢字的文字，再模仿漢字拼音的反切法發

音，聲母分高、低、送氣、不送氣聾四種，韻母除平、上、

去、入四聲外，尚有輕、重鼻音之分，以點、剔腳、三角

等符號標示。後又有那愛比在《善惡經》中對這一拼音文

字的字形及音調標識作了部分修訂及完善，將聲、韻母分

別調整為四十一及三十五個，標注句讀，並將漢字注音中

需用福語發音者加注了標識。

高樂福推出這套拼音文字後，曾以此印行佈道手冊，積

極加以推廣，並得到了一部分傳教士的認可，有人認為其簡

潔優美，引人注目，甚至還能保留一些行書或草書的特徵。

然而這一文字的實際推廣效果卻並不理想，只有為數不多的

幾個南美浸信會傳教士使用了這一文字，傳教士秦右

(Benjamin Jenkins '生卒年不詳)曾於一八六一年出版《中

國上海方吉:> (Dialect 01 Shangh叫" China) 一書介紹高樂福

拼音文字。而掌握這一文字的上海本地信徒數量也很有限，

高樂福自估僅一二百人而已，確切人數現已無法得知。

(三)美國聖公會傳教士吉士牧師(Cleveland Kei曲，

生卒年不詳)所編《上海土白入門:> (Zong'- 'HÆ 'T 'oo Bak 

Zaeh-Mung) 。該書一八六0年出版於上海，以羅馬字母拼

讀上海土白，吉士在標署「一人六0年八月二十七日上海」

的凡例(explanation) 中指出: í如無本地教師的協助，任

何一種字母體系都無法讓一個外圓人準確掌握漢語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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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所有只想從拼寫入于學習語吉的企圖最終只會結束於

謬誤百出的發音。但對中國人自己來說，情況便截然不同。

他們相信自己的耳朵能識別各種不同的讀音，並把種種差

異提供給本書拼音體系的構建，每個發音組合均有其一致

的發音。 J 13吉士在前吉中還介紹了該書的高、低音系列及

平、上、去、入四聾的標識符號。正文凡七十六頁，由「字

母J (即聲母) 、 「韻母」、 「號碼 J (即數字) 、「圈

點」、「聲音挨吹」、「拼法」、「土白字詞表J (分一

字、兩字、三字)和例文等部分組成，例文按不同話題如

「數量詞的稱呼j 、「中國朝代j 等編排，當然少不了「聖

書要略」、 「主禱文J 等基督教內容，字詞表及例文皆不

配漢字，只出羅馬拼音。該書現藏於牛津博德利安圖書館，

扉頁手書題“Rev. C. Keith" 

(四)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嘉湖 (John Macgowan, 

1726-1780 )所著《上海方吉詞語彙集> (A Collection 01 

Phr，ω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ystematically Arranged) 

此書一八六二年由上海基督教長老會出版社出版，將日常

用語分為家常、數字、身體、船運、購物、時間、職業、

上帝、疾病、宗教信仰、中國王朝等二十九類，每一類皆

先詞後句。每一詞條皆由漢字、羅馬拼音及英語三部分組

成，以便西人識記及拼讀。如:走 Ts帥， to walk ，房間

Vongk妞， a bedroom ;耶穌個道理後首傳到普天底下

Ya-sookuhdau-le eu-seudzay tau p'oo t'en te au' The doc仕ines

of Jesus will in after times be spread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1d 。這一詞典分類科學，簡單明瞭，尤其適用於以熟悉

英語及羅馬字母的人學習福語。

13 吉士， <上海土自入內》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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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國長老會傳教士薛思培(John Alfred Silsby, 

1858-1939) 所編之《上海方吉字表按音序排列:} (Shanghai 

Syllaba吵， Arranged in Phonetic Order) 。此書一八九七年由

美國長老會出版社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付梓於上海，一九00年再版時作了部分增益。在前育有

關上海方吉發音的說明中，作者指出純正的上海發音只能

從中國老師那兒習得，大部分發音無法在英語語音中找到

相似者，故仍以羅馬音標拼讀上海方音。接著作者簡介了

拼音中的聲母、韻母及聲調標誌。全書共收錄六千餘字，

按英語二十六個字母為序排列，羅馬拼音在上，漢字在下。

此書另外配有偏傍部首表及偏傍部首記憶法兩個附錄。該

書現藏於牛津博德利安圖書倍。

另外，薛思培還編有《上海方盲漢英字典:} (Shanghai 

Vernacular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及《上海語音匯總》

(Complete Shanghai 砂你的吵" with an lndex to Dαvis and 

Silsby's Shanghai Vernacular DictionaηI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 o[ each Character) 、《上海方育學習簡介》

Untroduction to the Stu砂 o[the Shanghai Vernacular) 等字

典及教材，上述三書分別在一九00 、一九0七、一九一

一年付梓於上海美國長老會出版社。

(六)一九0一年上海種語社 (A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Vemacular Society) 出版的《英漠上海方吉詞典》

(An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the Shanghai Dialect) 。

該書前吉介紹了編寫該字典的必要性、所遇的困難(方育

發音無統一標準，且新、老種語之間也有一些差別)及其

與艾約瑟等人所編宇典的差別，凡例則分別介紹了羅馬字代

音系統、聲母、韻母及聲調四部分。正文「上海方吉宇彙」

按英文單詞二十六個字母的順序排列，每個單詞由英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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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釋義及羅馬拼音三部分組成，如“insupportab1e" ，當勿

住 taung-'veh-也u' ，當勿起 taung'veh-'chi '熬勿住

ngau-'veh且也u' 。該詞典對熟悉英語及羅馬拼音的人來講，

是一本極為便利的學習灑語的工具書。但其不足之處在於

因某些方言詞有音無字，故在調用音近的漢字時捉襟見

肘，很多字的發音只是近似，如使用很普遍的表示娛樂、

玩耍之意的「勃相 J (beh-sim嗨， amusement) 二字，官話

發音與方吉發音問仍有差別。因而，詞典編撰者有時只能

生造漢字，如 scream to '其釋義為「版來鬧 J '相應的羅

馬拼音為“fan 1e nau" , I 日反J 為生造字，漢字中並無該字。

該書現藏於大英圖書館。

《上海方言實用短語彙編》書影

(七)隸屬於美國長老會的麥根陶教士( Gi1bert 

Mcintosh. 1858-1919?) 撰寫的《上海方吉實用短語彙編》

(的φû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with lndex

vocabulaη and Other Helps) 。該書一九0六年由美華書館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出版於上海，現藏

於大英圖書館，正文前有簡介(Introduction) 及對羅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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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盲的描述 (Description ofthe Shanghai Romanised) , 

前者介紹了該書偏重於日常生活用語的特點及適用人群，

後者仍分聲音、韻母兩大部分介紹上海方盲的羅馬拼音系

統，附帶平上去入四聾的介紹。正文按稱呼、購物、天氣、

時間、烹飪等二十三個常用話題安排方吉短語或詞彙，每

一例句皆按英語、漢語、羅馬拼音的順序排列，如: Nursery 

小囝房間 Siau-noenvaung-kan ; How old are you ? [ordinary] 

儂幾歲? N oongkyisoe ?全書最後是按英文字母排序的事司

彙索引 (index) 。該書最後一頁為廣告，提供了美華書館

出版的其他上海方吉教材的信息，除《中文初階'} (First 

Lessons 的 Chinese) 、《中英字典'} (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 、《中英上海方吉字典'}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the Shanghai Dialect) 等幾種外，還有三種完

全以中文編撰的教材，如郭斐蔚 (Frederick Rogers Graves) 

主教編寫的《馬蒂爾上海方吉教程'} (Mateer 's Lessons in 

Shanghai Dialect) 、克蘭灰(Kranz) 牧師編寫的《上海方

育指南'} (Guide to the Shanghai Dialect) 、薛思培編寫的

《上海方吉訶彙二百例'} (Shanghai 200 Characters) 等，

可惜這些文獻皆己亡候。

除以上七種筆者目見之資料外，尚有以下福語詞典或

教材:

序 書名 出版 作者 出版地

號 時間

l 上海土白 L臼sons in the Shanghai 1850 秦右 (Be吋amin 上海?

Dialect Jenkins) 

2 羅馬字著作中的上海方言詞彙表 約 1861 秦右 上海?

A List 01 Syllables lor Romanizing 
Works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o壘uial Sounds 01 the Shanghai 
Dialect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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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文基礎 The Rudiments o,fthe Chinese 1864 詹姆斯薩默斯 / 
Language, with Dialo,gues, Exercis凹，
and a Vo，cabulary 附錄中收錄上海方

言詞彙表

4 上海土白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約 1865 Dr. R. Jenkins 或 上海

Dialect Rev. J. Wherry 
5 松江方言練習課本 Leço，nso，u Exercices 1883 f次名 上海土山

de Langue Chino,ise Dialecte de 灣~I'書館

So,ng-kiang 

6 法華上海方言松江方言詞典 1894 Rebouin, R. P 同上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Dialecte 
de Chang-hai, So,ng-kiang 

7 中文初階課程 1899 M.T.Y泌的， D.D. 上海大美

First Lesso,ns in Chinese 國聖經會

8 上海方言醫院用語 1906 W. H. Jeff缸" 同上

Ho司pital Dialo,gue in Shanghai 

9 上海方言教程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1907 萄街濟 (Prancis 上海長老

Dialec Lister Hawks Pott) 會出版社

10 土話指南 1908 f失名 上海土山

灣慈母堂

11 上海方言練習 Shanghai Dialect 1910 D. H. Davis, D.D. 同上

Exercises, in Ro,manized and Character, 
with Key to, Pro,nunciatio,n and English 
lndex 

12 中英柚珍字典:官話及上海話 1911 Darrell Haug 同上

Chinese-English p o,cket Dictio,nary with 
Mandarin and Shanghai Pro,nunciatio,n 
and Reference to, the Dictio,naries o,f 
Williams and Giles Davis 

13 上海方言中英字典 An English-Chin臼e 1913 / 上海長老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會出版社

14 上海方言教程(修訂本) L臼'so，ns 的 the 1920 PottHawks 同上

Shanghai Dialect (revised edition) 
15 寶馬上海方言詞彙 Useful Phrases in 1927 Mcintosh Gilbert 同上

the Shanghai Dialect with 
lndex-vo,cabulary and Other He加

以上諸種皆為近代英美傳教士所編上海方吉詞典，這

些著作不僅收錄了豐富的近代灑語語料，表現了十九世紀

末二十世紀初上海方吉中的各種語法現象，許多敘事性文

134 



近代傳教士所撰上海方言文獻考述

字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展現了近代上海西風東漸的

清晰烙印。

三、清心堂與《花夜記> :西式學堂中的糧語兒童般蒙

教材14

美國長老會傳教士蒞約翰 (John Marshall W i110ughby 

Far曲徊， 1829-1917) 自一八六0年來到上海後，在福南陸

家挨上海長老會第一會堂清心堂義塾的基礎上，創辦清心

男塾 (Lowrie Ins世tute '的今上海市市南中學) ，故年又與

其妻范瑪麗 (Mary Jane Sco位 Far曲am' 生卒年不詳)創辦

清心女塾(訂閱M訂yF紅nham Girls' School '今上海市第八

中學) , 16 r清心」之名取《新約》中之「清心受福」之意。

學校收容招收太平天國離亂流民的失估寒素子女，實行免

費教學，並提供食宿。此教會學校起初「召集生徒，誠非

易事，必於宗教書籍之外，兼授經史，而後腫門求進者尚

稍有其人。不然則竟至無人過問。 J 17但幾年以後，在蒞約

翰夫婦的苦心經營下， r教友漸增，生徒甚眾，乃復購地，

建一大禮拜堂，規模宏囑，可容數百人，閱三月告成，仍

以清心堂名之，道舊制也J 0 18據粗略統計，一八九0年，

清心書院入學人數已達一百四十二位，至一九00年學生

更猛增至六百零九位。的

14 本節內容參考了台灣師範大學游巧玲碩士論文《上海清心書院(Lowrie High Sch∞1) 

與晚清新式文教事業的發展》一文所引用的部故土資料。

的學塾之英文名稱來自美國長老會牧師宴離華 (Wa1ter Macon Lo'前ie) 之名。南北戰爭期

間，上海長老會因與美國差會斷了聯擊而缺少經費，宴萬聖華遺婿曾捐贈巨款，並為清心

堂向 f遠東救助會j 書響摩揹辦學經費，故蒞約翰以

念。參見《上海私立清心中學校人十周年紀念冊> (民國二十九年) ，頁 2幻3 。

16 湯志鈞編， <.近代上海大事記> (上海上海辭書， 1989) ，頁 142 。

17 蒞約翰， (上海清心書院濫觴記) ，載《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 1989) ，頁 275 。

18 <畫圖新報) (台北:學生書局，民國 55 年) ，真 251-252 。

19 <.清心中學堂五十年歷史》之「同學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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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創時期的清心書院以初等

教育為主， I所定之課程，亦力

求切實有用，故於國文之外，旁

及天文、地理、格物、算術之類，

故於文課之外，又添設工藝一

門，或教耕隸之勞，或事灑掃之

役，男則耕種，女則紡織J 0 2。為

節省辦學經費，范約翰開辦小印

書房，印刷宗教讀物及上海最早

的方吉報刊之一《聖書新報》

此後，印書房逐漸發展壯大為清

心書館，發行《小孩月報》、《畫
《花夜吉己》書影

圖新報》等報刊及宗教書籍，成為書院學生的「且工且讀」

的實習基地。除傳教佈道及敢蒙教育外，清心書院也重視

傳播先進的人文思想，如男女平等 ， I校中男女學生雖分

堂教授，以重禮節，絕無畸輕畸重之勢，非惟力矯當世重

男輕女之弊，使男女同教育，抑且欲使男女受同等之教育，

故男女二校課程悉同，惟女校則加音樂一科，以臻完善而

已 J ; 21又如強調德、美、體與智育的共同發展，力爭培養
出品行高尚、體魄強健、知識結構全面的新型人才。范約

翰搶任清心書院監院前後凡二十二年，為中國近代新型文

教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清心之舊生，能出而有為者，

所在皆是J ， 22校友畢業後投身於教育、宗教、商業、出版、

工業、醫藥、政府等各行業，教育家郭鴻聲、金融實業家

沈饅雲及商務印書館的幾位創始人皆為清心校友， I要講

20 蒞約翰， (上海清心書院濫觴記) ，頁 276 。

21 同上，頁 276-277 。

22 薛恩培， (清心中學堂二十年之歷史 (1890-1910) ) ，載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 第四

輯，頁 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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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商務一族的故事便一定要從長老會講起，因為長老會

所辦的清心堂、清心書院及美華書信是商務其中六位創辦

人的搖籃，他們在這三處信教、結識、讀書、共事、結為

姻親到成為主事人J 0 23可見清心書院對鮑戚恩、夏瑞芳、

高鳳池等商務鼻祖的整個人生的巨大影響。

蒞約翰認為中國的《三字經》、《蒙童訕。並不適合開

發見童的智力、擴展他們的視野，因而他親自操刀編寫教

材。《花夜記} (1加 Chinese First Reader) 是用官話、福

語雙語編寫的低年級敢蒙教材之一。此書一人七五年出版於

上海美華書館，書長寬分別為 19.8 與 13 塵米，版框長寬為

16 與 10.5 庫米，版心黑單魚尾，鈴書名、卷數及頁碼，副

標題說明此為預備班敢蒙讀本 (A Primer is 姐 Course of 

Preparation) 。標題下注明兩種語吉: r文理睹土自」。凡

兩卷，卷一為一字、兩字之名詞，卷二敘器物體用，皆有插

圖，又以上海士自釋之，頗便訓蒙。如「禮拜堂」一詞，云:

「崇拜真神及講道之處，有鐘樓。」釋以上海士自: r一隻

禮拜堂，是拜神睹講道理個戶蕩，上頭有鐘樓。 J 24禮拜堂

的圖片儼於文字的中間，簡明扼要，生動直觀，尤適於敢蒙

教育。作者序也閻明了編撰此書之目的:

是書文諺參半，博雅者所不取。然我泰西諸圈，此類甚

繁。以其放迪家童，俾其見圖玩索，漸至認字知書，其益不

淺。余閩中華有《花夜記》一書，今擴而充之，加以土語以

代注釋，亦以此三字題之。希幼學者亦作夜記讀之，則庶乎

行遠自迪、升堂入室之一助云爾。是為序。 2S

23 羅元旭，(東成西就一-t;位華人基督教家族與中西交流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12) , 
頁 282 。

24 蒞約翰， <:花夜記》卷二(上海:美華書僧，光緒元年) ，第一頁。

25 <:花夜記》卷二， r序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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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此書為綜合性識字教材，蔡元培、茅盾等人回

憶自己所受的敢蒙教育時均提到該書。

《聖經》學習無疑是清心書院的重點課程，根據兒童

喜聽故事的特點，范約翰還自己創作了上海土白聖教小說

《種早預備》、《日腳長拉裹》、《剛擔丟士》、《撒庇

傳》、《審判日腳} ，五種小說皆付梓於戊辰季冬或仲冬，

封面題「申江」、 「福城」或「上洋」清心堂刊。統一形

制，書長寬分別為 12.5 與 8.5 庫米，版框長寬分別為 10 與

7 庫米，版心鈴書名、黑單魚、尾及頁碼。故事皆以孩童信教

為主題，如《撒庇傳》講述四千多年前，歐洲瑞士國一個

貧寒之家孩子名撒庇者，雖衣不蔽體，食不裹腹，為生計

四處流浪，仍矢心不二，篤信上帝的故事。估計這幾種小

說為清心學堂學生的課外宗教讀物。

此外，范約翰還擔任中國最早的見童雜誌《小孩月報》

(The Child法 Paper) 26之主編。范氏因深感「報之為類多

矣，或關於國家，或關於商賈，或憑街談巷議為奇聞，或

據怪狀奇形為創見，或著詩辭為規勸，或借文藻為鋪張，

而要之皆無補於童年初基也J 而創辦此雜誌。《小孩月報》

為月刊， 27創刊於光緒元年 (1875) ，每月發行量由二千份

26 費毓玲、馬光仁等人認為《小孩月報》為蒞約翰創辦於一八七五年，參見費毓玲、陳祖

恩， (小孩月報與中國近代敢蒙教育) ，載《新聞研究資料》總第 26 期 (1984) ，頁

218-223 ;馬光仁， {上海新聞史 (1850-1949)}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6) 
頁 52。而朱傳譽卻認為，{.小孩月報》由普洛姆夫人和胡巴爾夫人在清同治十三年 (1874)

創刊於福州，光緒元年 (1875) 三月遷至上海，由范約翰續任主編，以「中國聖教公會」

名義印行。參見朱傳譽， {.中國早期的畫報報人﹒報學﹒報史} (台北 台灣商務印

書館， 1967) ，頁 106 。周振鶴及方漢奇則認為范氏接辦了嘉約翰 (]ohn Glasgow Kerr) 

在廣州主編的《小孩月報》。參見周振鶴， (新聞上未被發現與利用的一份重要資料一一

評介范約翰的中文報刊目錄) ，載《復且學報(社會科學版) } 1992 年第 1 期，頁的，

方漢奇編， {.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 (福州﹒福建人民， 2006) ，頁 58-59 。

27 (小孩月報誌異序) ，載《小孩月報誌異》四月第一號(上海﹒美華書館，光緒元年)

《小孩月報誌異〉是《小孩月報》第一卷第一號至十三號的合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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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增為四千五百份，一宜發行至民國四年。蒞約翰自述其

辦刊初衷曰:

俾童子觀之，一可漸悟天道，二可推廣見聞，三可辟其

靈機，四可長其文學，即成童見之，亦非無補。 28

俾童兒見之靈機，自辟眼界、時新其理，淺而明其詞，

粗而但且佐以諺詞，俾童稚心領神會，標以圖畫令小子觸目

感懷。"

可知其目標讀者為見童。《小孩月報》設詩歌、故事、

博物、科學、名人傳記、教會信息、各處奇聞等欄目，文

字淺近，圖文並茂，並列有宗教樂譜歌詞及小孩需讀書目，

尤其適合兒童在格致之學、中西文化等方面的敢蒙教育，

享有近代「敢蒙第一報」的美稱。從該報之問答專欄看，

清心書院的不少學生亦為其忠實讀者，而且部分程度較高

的學生或清心堂教徒可能還是此報作者，因為《小孩月報

誌異序》中有這樣一設公告性文字: I凡我聖經義塾諸生，

如有新奇見解，合於聖道，足以敢發童蒙者，亦可按月郵

寄福地小南門外清心書院內蒞約翰處，登報以公同好可

也。 J 3。這種學以致用、師生過力協作共創聖教事業的案例

即便放置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具有先進性及範式性。

《小孩月報》之姐妹刊《花闡新報> (The Chinese 

Illzιstrated News) 則創刊於一人人0年五月，自一人八一年
第一卷起改名為《畫圖新報> '每月發行三千份，主編仍

為蒞約翰，編刊印刷皆由清心書院的師生協力完成，以「上

28 <小孩月報誌異序〉
29 <新添小孩月報誌異記> '載〈申報》第九百廿六號，大清光錯乙亥四月十四日，頁三。

30 <小孩月報誌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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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清心堂書館」名義一直發行至一九一三年。創刊號上有

潘治準序，云: I美國蒞約翰先生，學問淹博，性靈穎敏，

來寓中華，將卅載於茲矣。思欲以道義之訓，格致之理，

褲益中土。 J 31該報仍以宣傳教義為主，兼有新聞、天文、

地理、格致、軟事等欄目，圖文並茂，雖以成人為目標讀

者，但也設有「小兒好問J 欄目，解答孩子們各種奇怪問

題，將敢蒙教育與宗教、科學作了很好整合。

致力於編譯糧語見童敢蒙讀物的男有吉士夫人

(Caroline Phebe Tenney, 1821-1862) 。吉士夫人早年就學於

美國馬塞諸塞州查爾斯頓女子神學院 (Charlestown Female 

Sem旭a可) ，一人五0年來到香港、上海從事神職工作，一

人五四年在福與美國聖公會傳教士吉士結婚。吉士夫人編撰

翻譯多種上海方育的基督教敢蒙文獻，如《教子錄》

(Kiautslok) 、《亨利實錄》、《蒙童訓》等。出版於一人

六一年的《教于錄》實為加拉德特(Thomas Hopkins Gallaudet, 

1787-1850 的 Child法 BookoftheSoul (London, 1832) 的上

海土白譯本。此外，由其編撰的普及自然科學知識的《地理

志問答) (ωDe佇叫-le-闢耐.

文並茂，圍繞七幅地圖，以問答形式介紹東西半球五大洲四

大洋的地理分佈及世界各國的地理位置、風土人情，非常適

合敢蒙兒童世界地理知識使用。

總之，以范約翰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上海開設學

校，親自編寫教材並擔任教學工作，儘管他們的要旨仍在

傳播福音，但在客觀上，他們為近代中國的新式初等教育

開獻了先河，打下了基礎。

31 轉引自葛伯熙. < <:小孩月報》的姐妹刊《花園新報>) • <:新聞研究資料> 1985 年

第 3 期，頁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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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傅教士所撰上海方吉文獻的文化及學術價值

上述西方傳教士撰寫的上海方言文獻儘管彤式、內

容、體例各不相同，但其主觀目的均為傳播基督教義。然

而，在客觀上，傳承至今的這些文獻的價值已遠超傳教士

們當初的設想，成為研究晚清上海方吉及社會風貌的珍貴

資料。我們可從以下幾方面來考察傳教士所編上海方育文

獻的價值:

(一)展現了基督教方言化進程在以上海為中心的吳

吉區的深入。

自明朝利瑪竇始，基督教在中土的傳播向以官話

(M扭曲rin) 為大宗，先後出現了如利瑪實及羅明堅所編

的《葡漢字典》、衛匡圈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所

編的《漢語語法》等學習官話的工其書。他們認識到官話

是中圖分佈區域最廣、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種方言， 32因而理

所當然地將其視為最重要的傳教用語。鴉片戰爭以後，西

方傳教士在炮下之盟的庇護下紛紛來華傳教，晚清南方五

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亦成為傳

教中心，而這些地方的方育與官話差別巨大，如何推動基

督教在這些地區的方吉化引起了各教會組織的重棍。為

此，西方各國傳教士付出很多努力，如英國倫敦會傳教士

馬禮遜撰寫《廣東省土話宇彙) ，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

思編寫《漢語福建方吉字典) (A Dictionary of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伊age' 1832 年出版於澳門) ，英

國長老會傳教士杜嘉德 (Cars個irs Douglas, 1830-1877) 編

寫《廈英大辭典)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32 如馬禮遜在其《華英字典.> (A Dictionary ofthe Chin目'eLangz叫ge， in Three Parts) 就多
1x稱其為「官話1ï盲J (M:扭曲血 dialect) ，第二部分卷一(澳門東印度公司出版社，

1819) ，頁 1 。官話1ï言約有百分之七十的使用人口，分佈在全中國四分之三左右的廣

闊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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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 1873 年出版於倫

敦)、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麥利和 (Robert Samuel Mac1ay, 

1824-1907) 及美部會傳教士摩嘉立 (Caleb Cook Baldwin 

1820-1911 )等人編寫《榕腔注音字典}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the Chinese Language in Foochow Dialect' 1870 

年由福州美華書局出版)及《榕腔初學撮要》等等，一大

批方盲詞典應運而生。與此同時，各種方吉《聖經》及基

督教普及性讀物也紛紛出爐，但大部分尚處於自發性個人

行為階展。

一八九0年五月，上海召開了全國新教第二吹傳教士大

會， {聖經》的翻譯出版成為一大議題，決議由新教各宗派

聯合組成翻譯班子，成立深文理、淺文理及官話和合聖經譯

本特別翻譯委員會。考慮到中國是個多方盲國家，差距之

大，不能互遍，大會又決定撰寫《聖經》方吉譯本，大致分

為吳方吉、閩方吉、客家方吉、粵方育和黨方吉五大類，上

海、寧波、溫州|、台州、福州、廈門、油頭、廣州等十七個

方吉版本被列入重譯之目錄， 33此決議可視為基督教中土方

吉化的里程碑。一九0八年，美華聖經會承印的《聖經》全

書和合本上海土自譯本終於應運而生，此本由潘慎文 (Alvin

Pierson Parker, 1850-1924) 、惠雅各(James Ware '生卒年

不詳) 、范約翰、薛思培等七位傳教士共同翻譯而成。 34

相較於廣州、廈門、福州等傳統基督教傳教重鎮，上

海、寧波、溫州等吳語地區則是鴉片戰爭後的新辟教區，

呈較為明顯的後來居上之勢。以上海為例 9 一八四三年開

埠之前，基督教方吉文獻的數字為零，但自一八四七年麥

都思以上海方吉翻譯《約翰福音》起，灑語《聖經》、讚

33 Records 01 the General Conference 01 the Pro帥tant Missionaries 01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個gh血: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IXII 
34 此本《學經》或己亡候，筆者並未找到其藏書地及其他相關信息。

142 



近代傳教士所撰上海方育文獻考述

美詩及其他佈道文獻便紛紛湧現。在一八四七至一九一一

年間，出版了福語基督教書籍及報刊上百種，在其他方盲

宗教文獻中居領先位置。 35更重要的是，上海基督教方育出

版物的強大影響力輻射到蘇州、杭州、寧波、台州、南京

等鄰近江南地區， 36更擴展至福建、廣東、海南等南中國省

份。上海墨海書館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

美華書信(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土

山灣印書館等教會出版機構在宗教書籍出版業界扮演了重

要角色，尤其是美華書館，其為北美長老會在中國設立的

出版印刷機構，前生即為澳門華花聖經書房。一八四五年，

長老會傳教士柯理(Rich訂d Cole) 夫婦將華花聖經書房從

澳門遷至寧波，成為傳教士在中國經營最早的印刷機構之

一。一八五八年，傳教士姜別利 (Wi11iam Gamble, 1830-

1886) 主持華花聖經書房，改其名為美華書館並於一人六

0年將其從寧波遷至上海。在其苦心經營下，美華書館得

到不斷發展壯大，至一八九五年已取代墨海書館成為上海

規模最大的印刷廠和基督教在中國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機

構。除上述三個教會出版機構外，其餘設立在上海的較大

的教會印書館還有美華浸會書局、聖經會和廣學會等，上

海地區的教會及外資出版機構在數量、規模及影響上居於

全國首位， 37它們出版印行的包括官話在內的各種方言基督

教讀物發行至全國各地。

(二)方盲的遞擅代謝折射出歐風美兩侵襲下的上海

城市近代化進程。

35 據遊汝傑統計，以上海方言所譯《聖經》為六十種，僅次於廣州方育的一百四十六種及福

州方言九十七種，位列第三。遊汝傑， <: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育學著作書目考述> '頁 16-17 • 
36 如麥都恩編譯的南京方盲版《新約全書〉、《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

等系列聖經讀物，均於一八七四至一八人四年悶在上海出版。
37 高信成， <:中國圖書發行史:>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 ，頁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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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傳教事業在福的發展與城市的壯大、商貿的興

盛景密相隨。隨著城市的快速掘起和商貿運輸業的日益繁

榮，一個以租界為中心、以法治、民主、自由為理念的近

代市民社會逐漸形成。語言是活著的思維及交際工具，儘

管每個語系均有其傳承性及穩定性，但因受到使用的推動

以及經濟、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豪的影響，語言總在不

斷的新陳代謝中，儘管這種變化不是非常明顯和快捷，上

海方盲也不例外。

上海自開埠以後，西jj文明迅速入侵，遼東第一大貿

易港口初具規模，社會轉型隨之進入了快速軌道。各行各

業的新生詞不斷湧現，而且呈現出鮮明的洋溼淇 (pidgin)

傾向。「洋運淚」本為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之間的一條

河淚，後成為十九世紀流行於上海租界的中西混雜英語的

代稱。對洋溼讀英語的研究已不在少數，因而不列入本文

的討論。此處借用洋控訴一詞形容開埠以後上海方育的中

西混雜性，而這種特性又恰好是十九世紀中後葉上海社會

華洋雜處、新舊交織特性的寫照，滲透進上海社會生活的

方方面面，乃至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以《上海方言詞彙

集》、《上海方育實用短語彙編》、《上海方吉口語語法》

等書中出現的相關詞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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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洋布、喬奇妙、西裝

食:牛奶餅 (Cheese) 、外國山芋 (Potato) 、洋菜 (ag缸

ag蚓 、咖啡、自來水

住:公寓、嘎斯 (gas) 、電梯、沙發、水門汀 (cement) 、

德律風 (tel句hone) 、電燈

行:電車、腳踏車、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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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關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新詞體現了上海城市基

礎設施的近代化，當時已有便捷的交通工具，高效的通訊

服務，充足的水電氣供給等，上海市民的居住條件得到提

升，電梯、煤氣、電車等的引進保證了市民居住及出行的

舒適、安全及便捷。

但城市的近代化不僅限於物質層面，還表現為政治、

經濟、教育、醫療、環境的近代化及市民思想觀念和文化

素質的近代化。

有關城市商貿、保險行業的外來詞舉不甚舉，代表了

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如稅單(Duty Meno) 、進出口單

(Import and Export Application) 、派司 (Customs Pass) 、

英洋 (Mexican Dollar) 、花旗洋錢(American Dollar) 

公司 (Company) 、通事 (Linguist) 、西息 (House Boy) 、

火險公司 (Fire Insurance Company) ，等等，不一而足，

展現了上海城市經濟充滿了活力及張力，對外交流活躍，

金融、商業、保險業齊頭並進，工廠實業亦居全國領先地

位，初現城市經濟近代化的規模。而育嬰堂、施醫院、醫

生、外科、奎寧 (Qu姐姐e) 、金雞納霜、阿四不林片等新

詞則展現了醫療行業已擺脫了江湖郎中走街串巷的傳統行

醫模式，公共衛生體系及更科學、更具療效的西醫已進入

上海。此外，格致之學、天文、數學、地理、齊柏林輕氣

球、飛艇等新詞展現了學生已從記誦領受「書經」大義逐

漸轉變為學習近代分科設學體系下的新型課程，天文、數

學、地理等自然科學學科開始進入偏重經學教育的傳統教

育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外來調只是新生事物甫入上海時

的應急詞語，因而具有速生速誠的特性。如「新聞J (Imperial 

Customs) 一詞， I新」字體現了當時上海對外貿易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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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這一機構之新。隨著時代的變遷，此詞已為「海關」

替代。另如「德律風J ( telephone) 、「司答脫J (start) 、

「拿摩溫J (number one) 、 「康白度 J (comprador) 等
音譯詞隨著時代的變化，很快便被其意譯詢電話、繼電器、

工頭及買辦取代，體現了漢語強大的同化能力。而有些外

來詞，尤其是晉詞，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用至今，

如阿木林 (a moron) 、噶三壺 (gossip) 、讀大 (gander) 、

航三 (on sale) 等。

這些詞語的新陳代謝使我們看到語盲對社會變遷的敏

感性，上海城市的近代化進程在傳教士方吉文獻中得到了

很切實、形象的體現。

(三)在語吉學方面，保存了一些目前業已消亡的聲

韻調及詞語，為研究上海方育的學者提供了寶貴的語料庫。

基督教上海土白文獻中所呈現的語料遠多於目前通行

的上海方吉。以艾約瑟《上海方吉口語語法》為例，其記

錄的聲母遠比現在使用的複雜，如尖團音尚有「精組」及

「見組J 之分，有些聲母如“dz" 當時還在普遍使用，但

尖團音的區分及dz這一聲母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已逐漸

消失。更顯著的是韻母及聲調的流失，據語言學家統計，

十九世紀的上海方吉有韻母六十個、聲調八個，現在已分

別減少為三十七個及五個。 38

語法的檀變現象也不在少數，如代詞、助詞的演變，

較典型的有人稱代詞「我J 、「我們」變成了現在的「阿

拉J '疑問語氣助詞「曼J 、「末J 變成現在「嘲伐J ' 
形容詞「多化」變成現在的「交關」等等，而且當時的語

氣助詞也較現今使用的更為豐富。另外，語法結構也有變

38 參見胡明揚， <上海話一百年來的著平變化) ，載《中國語文:> 1978 年第 3 期，錢乃
榮， {阿拉講閒話其主毛響 上海}ï言(里話:>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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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形容詞置於副詞前， r奇怪非常J (Uncommon) 變

成現在的「非常奇怪J ;又如動詞、形容詞混用， r平靜

賊匪 J ( Suppress the rebels) 變成現在的「平定賊匪」。詞

彙的變化更為明顯，因其與社會變遷及現實生活的關係最

為密切。在很多新詞誕生的同時，也有許多詞語在潭滅，

以《上海方吉口語語法》及《福語彙編;} 39中出現的幾個詞

句為例:

覺 heu' ， the king-crab, rainbow40 

小翠花只好一路大眼41

論一票以外個財香42

以上分別表示彩虹、大聲叫罵、財寶之意的「費」、「大

眼」、「財香」三個宇詞均為已消亡的土語詞。這些消亡的

語音及詞語大多是因為城市近代化及工業化的進程促使生

活節奏加快，而快節奏的生活造成了詞語的簡化和語速的加

快。另外，解放後普通話的大力推廣也擠壓了方盲的生存空

間。基督教宗教文獻及方吉字典忠實記錄了這些已消亡了的

39 派克 (R A Parker) 所編撰的《濾語彙編> (Lesso悶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In Romanized 

and Character, with Key to Pronunciation) 是所有福語教材中最為特別的一種。作者並非
傳教士，而是工部局翻譯，但因該書於一九三三年由上海工部局委証有教會背景的廣學

書局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出版，因而也權且列入本文的討論。該書由前吉、
羅馬字發音方法概要、正文三部分組成。發音概要則分高音、低膏、韻母、元音幾個部

分，對該書所用羅馬拼音的發音作簡要介紹。正文由一百四十一課組成，每課為話題各

異的短文，有新聞、小說、諭述文、說明文等各種體裁，每個漢字下標注羅馬拼音。文

章通俗易懂，貼近時事，信息量大，相當於泛讀性教材。更有意義的是，自一百三十一

課起，作者收錄了上海公共會審公廳的傳單、提票、諭單、提票存摺、律師翻譯出庭規

則、訴狀存摺等法律文書，每份文件皆有官話、濾語及英語三種版本。全書結於詢彙及

勘誤表。該書現藏於大英圖書館。

40 Joseph Edkins, A Grammar 01 Colioquial Chil呵呵"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53), p 71 

41 Parker (ed), L臼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p 73 
42 向上，頁 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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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及語吉現象，為當今語吉學家研究上海方盲的變遷與發

展提供了豐富的語料庫。

(四)灑語報刊及教材記錄了近代上海及江漸一帶的

風土人情及民俗文化，不時展現出東西方文明間的衝突。

《福語彙編》一百三十則短文對近代上海的時事新

聞、人情世態多有記載，從不同側面展現東方魔都的社會

生活，同時準確傅建出了中西文明及思想觀念間的衝突。

作者首先敏銳體會到了上海市民一個較為普遍的特

徵:精打細算，他在第一課《論隨便講講》中舉例描述雲:

「第家人家真正做人家，吃起物事來終嘸沒一顏糟蹋個。

吃西瓜頂算省，吃完之拿西瓜皮鹽之當粥菜，西瓜子抄 (1rJ;)

熟之當小吃，第個叫又省工夫又省柴。 J 43以閒聊的方式活

畫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節儉。另有《論中國人搭之美國

人個比較》則將討論話題從上海人擴展到了中國人，從性

情、體格、對尊貴的不同理解等方面將中美兩國的國民性

作了對比，認為中國人多疑、固執、多憂愁、少運動，不

講信用和衛生、講話拐彎抹角，美國人則相反。 44在作者眼

中，中國人的性格多負面成份，他尤其厭惡自私貪小及損

人利己的行為，如城市居民亂扔瓜皮及碎玻璃傷害到別

人，農民在新收的棉花里攪水、石膏、沙泥以致棉花發黃

霉變等不道德的行為。“當然，作者有以偏概全之嫌，並忽

略了文化差異對國民品性的影響力，但不能否認他也一針

見血地揭露了中國人品格中的某些劣根性。

《福語彙編》對種潰及江漸一帶民俗的記載尤其豐富

多彩，如南京立夏日有拿秤稱人、禁坐門檻等的風俗，據

說被秤過的人夏天方能強健，立夏日坐門檻整個夏天定會

的向上，頁 1 0 

44 向上，頁 88-89 。

的同上，頁 100-1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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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瞌睡，當天還須吃斑豆糕從而免除發揮苦、霍亂等時疫。

另如每年農曆七月三十，江南各地要插地藏香慶賀地藏菩

薩生日以求神佑，紹興民俗則尚放河燈，獎江村的湖燈會

尤其美不勝收。在林林總總消逝胎盡的民俗中，只有端午

賽龍舟延續至今，且看帕克的描述，記載了上海及周邊地

區端午競渡的盛況:

每逢陰曆五月初五日，就是俗語稱為端陽節，第個時候

貼准是仲夏，雨水蠻多，湖水也大，鄉下人全忙來了勿得。

凡係蓋龍船個人家，全要預告拿船一齊修好啥，揀選頂熟手

個老大，預備比賽。第個風俗中國相傳下來已經多年者，就

叫競渡。有個辰光多起來有幾拾只船一淘比賽。伊個船身合

捕之龍個麟，還有龍頭、龍尾巴，伊個榮也有花紋，所以十

分美觀。船里還有特別個樂器啥鑼鼓。中國相傳下來個公眾

個運動啥，比賽是頂少，勿像西國有跑馬哈、賽船搭之別樣

個遊戲，一年終有幾轉。為之少有，所以每回到端午自去看

劃龍船個人實在勿少，有個到太倉，有個到嘉定啥，南期也

有個，到常熟耳者、閱巷，像現在有之火車是頂方便，一日天

可以打轉田，勿比前頭趁船個費時。 46

《種語彙編》一書中也有很多記載展現了東西方文明

間的衝突，最突出的是反對中國人的迷信舊觀念。如《諭

攀親應該廢脫排人字的習慣:> '縱論以男女人字的相合或

相克為決定婚姻的準則是一種迷信惡俗，作者認為決定男

女攀親以否的關鍵有五: í人家阿相配否;二阿曾讀過書

個;三年紀幾歲者;四性情和順否;五晶貌端整否。講到

人字個神魁勿神魁，全勿可以相信個。因為第個全是瞎話，

46 同上，頁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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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文明個世代，迷信個行為應該除脫。 J 47另女日常熟竹

園產出一隻高二尺、周長一尺的奇筍，當地百姓認為是不

祥之兆，架火將其燒毀。作者認為很可情，應將其放置於

上海博物倌供大眾觀賞或作檀物學研究。他也不忘調侃西

方社會的迷信風俗，如有狗用爪抓門，這戶人家將要死人;

貓打噴噴新娘子就會遇到喜慶之事等等，說明迷信是世界

性現象。 48

其吹是對某些固步自封、不願接受西方先進文明思想

及科學技術者的勸諜。如《論一個頑固的先生》一文抨擊

了私塾先生李世卿閉目塞聽，不肯接受西方先進思想及科

學知識的冥頑。又如《論一個冤枉死的女人》講到某女子

生病後不及時就醫，反而迷信瞎子占←，去城皇廟求仙方、

做道場，結果因耽誤了病情而一命嗚呼。

最後是對中國人仍以天朝上邦自居、視一切外邦為蠻

夷或狄的妄自尊大的諷刺。《論解說疑問》敘述了中國人

對西洋人的種種誤解及謬論，如生番、半人半獸、挖人眼

做千旦鏡、控心臟做迷神藥等等，以至不敢與外國人交際，
不肯租房給他們等等。 49作者樂觀地認為，隨著中西方文明

接觸的增多，這樣的謬論最終也將煙消雲散。

綜上，近代西方傳教士所撰上海方吉宗教讀物及詞典

教材儘管旨在傳播基督教義，但在客觀上卻具有獨特的文

化及學術價值，成為後人研究基督教中土傳播史、上海城

市近代化及中西文明衝突的珍貴文獻，尤其是近代傳教士

關於上海方吉的著述已成為語吉學界的全新研究領域，如

錢乃榮二0一四年出版《西方傳教士上海方吉著作研究:

47 岡土，頁 31-32 0 

48 同上，頁 32-33 。

49 同上，頁 160-16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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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1950 年的上海話) ，這也許是當年那些畢路藍縷在上

海開闢天路歷程的傳教士們所始料未及的。

關鍵詢:傳教士;文獻;上海方吉

作者電郵地址 shiye@s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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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enourous evangelical publications when 

Christianity entered China. Most of them, written by Westem 

missionaries, were in Mandarin, because they used this 

language to preach. However, we sti1l can find a few which 

were written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especially after 1843, 

when Shanghai was opened up as a commercial port. Through 

a study of Christian reading material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ritten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as well as the 

dictionaries or textbooks on this diale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use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in 也e progress of eady modem 

Christiani可 in China. We can also get valuable information on 

the modemization of the city and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Shanghai dialect by studying these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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