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四十六期二O一七年春

敦煌寫卷《序聽迷詩所經》寫本考

項秉光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脆宗教學專業博士候選人

一、寫卷現有之問題與研究現狀

敦煌藏經洞的景教文獻，流佈世間，身世曲折，至今

猶有傳承不明者，以致對於文獻之真假，猶有爭論。今所

存之文獻，藏日本的有四種，其中一部就是高楠順吹郎教

授所藏的《序聽迷詩所經> (後簡稱《序經>) ，亦稱高

楠文書。羽田亨博士曾稱: r此蓋敦煒出洞之珍，先藏中

土某氏許，近乃歸教授者。 J 1高楠教授在主編《大藏經》

時，將該經收入外教部。

近年日本武回科學振興財團所屬之杏雨書屋，將其所

藏之西域出土文獻，以《敦煌秘笈》之名出版。其第一至

四三二號文書，即《李木齋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錄》中所列

的全部文書，第四五九號既是《序經> 0 <序經》寫本規

格為 276.8x26.3 腫米，人紙，共一百七十行，行十六、十

七字。卷軸裝，首全尾殘，入橫，有烏絲欄，楷書。該卷

原本面世，使圍繞它所產生的一些爭論，再吹引人注意。

1. 寫卷題名之惡

羽田亨博士第一吹披露《序經》時稱: r經名命義何

1 羽田亨著，錢稻孫諱， (景教經典序聽迷詩研經考釋> '載《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

一卷第六號 (1929) ，頁 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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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棄光

在，驟亦不可解。 J 2他認為「迷詩所」乃是迷詩訶之誤，

而迷詩訶既是 Meshia 的譯名，即基督之意。至於寫卷中迷

詩訶與彌師訶的混用，他以為按韻書， r迷」、「彌」同

音， r詩J 、「師」音肖近，為同音之誤書。「所J 與「訶J ' 
則音絕不相同，羽田亨以為是形近而誤。「序聽」二字更

為難解，羽田亨以為序肖 ye 音，而以聽字為發「數」之音

之字的誤寫。故此， r序聽J 二字，實為「移鼠J '亦即

耶穌的音譯。如此，則整個題目名意為:耶穌基督經。

雖然此解很難令人滿意，學界還是接受了這一說法，

或對其稍作修證。佐伯好郎就認為， r序j 字在中國的南

方發音為 ye 或誨，而在日本法為 djo 或 jo 0 而「聽」字在

日本發音為 cho' 而同時在古代中國則是發 chu 0 因此，兩

字的發音在日本為 jo-cho '而在古代中國為 ye-c恤，而在

唐代更正確的應該發為狗，凹，即耶穌的音譯。 3佐伯好郎先

生似乎認為日本的發音，更近中國中古的發音。此觀點雖

然與羽田亨稍有不同，但其考證的路線，無疑是沿著羽田

亨的思考方向在推進。此後，林仰山先生介紹了明義士先

生 (J. M. Menzies) 的一種新的解釋。他依據寫卷開頭的那

句: r爾時彌師訶說... ... J 認為「聽J 即為本字之意，而

「序」則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序」的「序」字，以

為敘述或序盲。故「序聽迷詩所經J 可解釋為: "A Sutra 

giving an Account of the Hearing of the Messiah" 或“A

Preface to the Hearing of the Messiah Sutra" 0 4題名中的

「序」有兩種解釋，一作序育，林悟殊先生認為此解釋頗

2 向上，頁 441 。

3 P Y S甜隘， TheM目的rian Documents and Re/i，臼 in China (Iokyo: Themaru昂n Company, 
1951), P 147 

4 F S Drake，呵be Nestorian Li記mture of the T'a且.g Dyn且可弋 The Chin回e Recorder 66 

(1935), pp 67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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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卷《序聽迷詩所經》寫本考

為牽強，因為序如果與景教碑之序同義，應置於題名之末。

二作描述，林悟殊先生未發表意見，因為林仰山先生在提

出這個觀點時，未做說明。

近年台灣的趙璧礎先生，從希臘語入手，認為「序聽」

二宇與希臘語讀作 sot甜的「教世主」發音相銜。而「迷詩

所」則與希臘語讀作 messon 的「中間」一詞發音相近。如

此，則「序聽迷詩所經」應該翻譯為「教世主中保經J 0 5 

而另外一位學者吳昶興先生則反駁了趙的觀點，認為景教

的語言為敘利亞文，以希臘文來揣測題名之意，顯然不妥。

吳先生從敘利亞語中找到「義者」一詞，其發音為 zedika'

且漢譯敘語時，常取前兩個音節，則發音與「序聽」肖似。

而敘利亞語之「中保J '也可讀為 metsaya' 與「迷詩所」

音近。因此，吳昶興先生推斷「序聽迷詩所經J '應譯為

「義者中保經J 0 6 

以上所有觀點，除了明義士先生的觀點外，都是羽田

亨所持以題名為全譯名的研究觀點的演變。除吳昶興先生

的觀點之外，林悟殊先生評論了其他所有觀點。林先生認

為，六個字的題名，竟然有四個字錯誤，此為不可思議之

事。而按照趙璧礎先生的希臘語譯文觀點，則文本內容中

的譯名又是按照敘利亞語翻譯，如此，文題不對，形同見

戲。林先生認為一部宗教寫卷，居然連題目都寫錯，顯然

令人生疑。

2. 寫巷中的譯名問題

《序經》除題名難解之外，還有一個更為麻煩的問題，

5 趙璧礎， (就景教碎反英文獻試探唐代景教本色1~> '載《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論文集》

(北京:今日中國， 1998) ，真話-60 。

6 吳昶興， (論景教《序聽迷詩研經》中的上帝、基督與救世思想> '載《浸神學刊.> (2010) , 

頁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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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文中關於耶穌的譯名。耶穌兩字， <序經》翻譯為「移

鼠 J 。佐伯好郎將其英譯“Remove-Rat-Confusing

teacher" ，並形容其為「惡劣的、糟糕的」。林仰山先生

推測，可能是在口授時，聽寫者用了別字來表示。但是林

悟殊先生隨後反駁，認為原作有誤，並且如此明顯，為何

景教僧侶在傳抄過程中，沒有予以改正?而趙璧礎先生則

別出心裁，認為「移鼠」兩字必有深意。「移」字，他認

為是希臘文耶穌的第一個音節，又是中國人的一個姓氏。

而「鼠」宇並不是一定不好，首先，它是中國十二生肖之

首，國人對其「頗有喜愛之意」。其吹，古籍屢載西域有

火鼠，其毛可織成火龍布制衣。而景教人士，取其意以名

教世主，既說明其來自西方大秦，亦可說明其死而為人造

避永火之衣。他認為這是景教之人的良苦用心，亦說明其

本色化之努力。 7林悟殊先生則認為，以「移」為姓的，非

常少見，而同音的「伊J 才是著名的姓。棄「伊」用「移J ' 
甚不合理。隨後，更是用大設的材料說明，國人對鼠的感

觀絕難稱佳，趙先生的解釋很難成立。 8景教隨後亦棄「移

鼠」不用，在《一神論》中，改耶穌的譯名為「聽數J

說明即便當時的教中之人，也認識到此譯名確實不佳。

譯名問題還包括教世主譯文前後不統一。題名中寫為

迷詩所，而文本中有時寫作彌施訶。

3. 寫卷文本內容難讀之感

《序經》面世及今，有許多的句讀版本，從羽田亨起

始，對兩部寫卷做過錄文句讀的如佐伯好郎，他按行著錄、

句讀，並有增刪和考訂。此後有梁子涵本、龔天民本、羅

7 趙璧礎， <就景教碎及其文獻試探唐代景教本色fl:) ，頁 35-ω 。

8 林悟殊， <:唐代景教再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2003) ，頁 224-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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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林本、張奉儀本、江文漢本、翁紹軍本，還有最近的王

蘭平本和聶志軍本。其中羅香林教授的文本，是在佐伯本

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校勘標點，翁紹軍先生即在其基

礎上做的錄文句讀。最新的王本和聶本，則是按照影印件

的分行來標注，並標明行數，利於查詢。

如此多的本子，錄文相差不大，但句讀各不相同。以

致聶志軍先生猶稱，要「爭取拿出一個錯誤最少、使用最

方便的景教文獻本子J 0 9 {序經》不少章節句讀困難、文

意不過、難以閱讀，思想更是難以理解。以致迄今為止，

都沒有一個權威的令人滿意的校勘定本。

4. 寫卷的真備之事

陳垣先生曾說: I近來，我看見一本經，名序聽迷詩

所經。我見的經不多，有幾千本。此經文字之美，在唐經

中，可算數一數二。 J 10羅香林先生稱其抄寫者為: I殆習

褚遂良一派書法者J 0 11不但如此， {序經》一百七十行，

三千人百四十五宇，都沒有一筆塗抹修改，沒有一句一字

改寫。此經文字和外觀精美，但其內容卻就漏百出，且傳

承不明，原件秘藏不示人，缺乏科學方法鑑別。林悟殊先

生認為，此寫卷乃現代人偽造，但鑑於內容不易憑空偽造，

因此，其最有可能是依據原有寫本重新膽寫。膳寫之時，

經濟利益高過宗教追求，重外觀而輕內容。因此，他認為，

這是件精抄廣品。

二、寫卷底本彤成原因考證

林悟殊先生認、為《序經》是後世的精抄廣品，而如果

9 聶志軍， {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 (長沙:湖南人民， 2010) ，頁 309 0

10 陳垣， {陳垣學術論文集}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 ，頁 98 0

11 羅香林， (唐元二代景教} (北京.中國學社 '1966) ，頁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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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之推論成立，那該卷似乎沒有再研究之必要了，此

為景教學界無法繞過去的問題。林先生此論斷之背後理

路，是多年以來，學界一直規改卷為珍品。但是無論把改

卷視作神學論文還是宗教經卷，都很難在整體上回答寫卷

所存之問題，故有廣品之疑。

然確如林先生所說，則該卷應當還有一真的作為底本

之寫本存在，否則無從可抄。然而現今所見之抄本有如此

多的問題，是否說明寫本本身就有如許多的問題?林先生

認為作假人會根據自己的喜惡和習慣，對經典的行文、宇

句肆意修改。 12此點尤令人難解，造假者造假，一般皆力求

以假亂真，怎會故意商L改，以留破綻?或吉原本過於污損，

無法照原件如實膳寫。如此則或有缺字，甚至缺句。但現

有寫卷的問題，絕非殘缺而已，還關係到文章結構、譯名、

題名，這些問題都與卷面和抄寫所造成的問題無關。所以，

精抄廣品之說，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序經》一直被認

為是部譯加述的經典。羽田亨先生及後來的學者，苦心孤

詣的想要確定《序經》的經題譯名意義，或是在寫卷中尋

索文本，以對應《聖經} ，都是先已經認定寫卷是譯經。

然而宗教經典翻譯何以如此馬虎，缺乏校勘，以致問題重

重。且宗教經典的翻譯是用來閱讀，特別是在宗教活動中

使用，如此多的錯誤，怎麼沒有在使用過程中被發現並予

以改正?對此，譯經之說是無法解釋。所以，本文認為，

該文獻只能稱為寫卷，而非寫經，它是在景教初期特殊的

宗教活動中形成的講道現場記錄。

1. 景教初期的譯經狀況:翻經書殿考

大秦景教碑有「翻經書殿J 一語，雖然羽田博士認為

12 林悟殊， {唐代景教再研究} ，頁 2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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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經書殿」之類「不免誇飾，譯經之事亦自難全信J , 13 

但是在其著作中還是一一嘗試解釋譯名，並將文中的句子

與《聖經》原文相比對。但是，寫卷的部分內容和《聖經》

文本難以一一對應，跳躍性強，且常常突然插幾句非經文

的話。而另外一部分，則敘述涉及耶穌的事蹟，以及早期

教會五旬節的事，還包括耶路撒冷被攻破，又提到了距耶

穌六百四十一年，即貞觀十六年。其中夾文夾白，夾論夾

述，又隨處用比喻，甚至與《聖經》經文不符合。因為文

本中這些複雜的情況，所以學界都普遍接受寫卷是譯述結

合的經典。

可以確定的是，翻譯經典絕非易事，其中涉及到教理、

語盲，不僅是口頭語盲，還要有比較高的文化知識。而要

獲得好作品，則完備的譯經制度亦不可缺，如佛教的譯場。

即便是佛教，從漢哀帝元年(西元前 2 年) ，博士弟子景

廬受伊存口授《浮屠經} ，至有經典傳譯歷史的漢靈帝光

和二年(西元 179 年) ， 14期問懸隔一個半世紀之久。而現

代技術己有大發展，中西交流非常頻繁的前提下，基督教

之羅馬公教於一五人三年再吹來華，而第一吹片斷式的翻

譯經文，是陽瑪諾 (Emmanuel Diaz) 神父於一六三六年出

版的《天主降生聖經宜解} ，到十八世紀，還只有零星的

翻譯。等到全面的翻譯，已經是十九、二十世紀的事了，

如王多默神父於一八七五年翻譯的《四福音及宗徒大事

錄} ，李問漁神父於一八九七年譯的《新經全集} ，馬相

伯神父一九一乏的《新史合編直講》。而現在新教普遍使

用的《和合本》和天主教廣泛使用的《思高本} ，分別是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六八年翻譯的。一本《聖經》的翻譯，

13 羽田亨著，錢稻孫譯， <景教經典序聽迷詩所經考釋) ，頁 441 0

14 小野玄妙編， {:佛書解說大辭典} (東京:大束， 1982) ，頁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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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了近四個世紀，可見譯經之難。景教碑稱阿羅本: r貞

觀九祖，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

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閣。深知真正，特令傳授。」阿羅

本才來，官方既已經「深知真正，特令傳授」了?從何而

知的?就算翻譯經典再快，也不至於如此。或許初來之時，

會有一些片殷式的經文翻譯。但是所譯應非《序經} ，第

一，寫卷規模大，超過後來官方正式譯經行為的產物之《志

玄安樂經》和《宣元本經》。第二，寫卷內容詰屈聲牙 3

即使是現代精通基督教神學的教中人士和學養深厚的學

者，亦無法讀遍，更何況當時的中土人士。豈能靠這樣的

文本就能夠「詳其教旨 J r觀其元宗J ? 

其實，景教寫卷 P.3847 之《尊經》已經說的比較清楚，

只是在「翻譯書殿J 的認知前提下，沒有很好的解讀。《尊

經》說:

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屆於中夏，並

奏上本音。房玄齡、魏征宣譯奏言。後召本教大德景浮譯得

已上三十部卷，餘大數具在貝皮夾，猶未翻譯。

此處文獻表明，第一，所謂的「問道禁闡 j 只是阿羅

本將景教的大旨向唐朝官方作說明，既「奏上本音」。本

音，即根本宗旨，亦即思想大意。第二，太宗皇帝是否接

見阿羅本，文本中並沒有直接的表示。但可以稍作推論，

如果皇帝接見，如此大事，景教豈能輕易放過?從景教碑

對供奉歷代帝皇像大事渲染可以想見，如此殊榮且其有政

治意義的重要大事，不應漠然處之。且特地提到了兩位政

府高官，對於太宗卻並未提及，如果太宗真的接見了阿羅

本，這樣的處理方式，那就實在是不可思議了。如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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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阿羅本並不會漢文，否則無需宣譯。第四，明確記載

有翻譯行為的，是後來的大德景淨。第五、由「召」字可

證，景淨譯經乃是官方行為。

如此看來，景教碑中的「翻經書殿」之舉，並一定指

阿羅本，景教碑是以文學的于法敘述歷史。此處之「書殿J ' 
翁紹軍先生認為是皇帝的書室，很多人也依據此認為景教

初來中土，就已有高規格的待遇。其實「書殿」在唐時，

乃有特措。劉禹錫詩《郡內書懷獻裴侍中留守:> : r兵符

今奉黃公略，書嚴曾隨翠鳳翔。 J 塵蛻圓先生筆證，云當

時劉裴兩人其在集賢院，所以此處用書般。 15書殿為特有之

名詞，在唐指集賢院乃是通例，全唐文和全唐詩中，上至

於詔書，下至於應酬之詩文，皆以書殿指集賢院。唯一之

例外，在清嚴可均所收之《全隨文》中。《全隨文》卷二

十八《迷樓記:> '載宜者王義上書;場帝，其中有吉: r 臣

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然此文摘自《迷樓記:> ' {迷樓

記》則為宋人之志怪傳奇文一類， 16實不足為訓。即便此時

書殿一詞已有它指，也已經與唐代之用法無關。《新唐書﹒

百官志二》

集賢殿院學士、宜學士、侍讀學士、修撰宮，掌刊輯經

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峙，

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 17

故此可知，書毆的職責所在，既是收集編輯天下圖書

經籍，並予以研究。所以阿羅本所帶來的經典，原來可能

收在秘府或崇文館之類的地方，集賢院成立後，統一收到

15 塵蛻園， {劉禹錫集畫畫證.) (上海，上海古繕 '1989) ，頁 1214-1215 。

16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北京:人民文學， 2007) ，頁 109 。

17 宋祁、歐陽修， {新唐書.) (北京 中華書局 '1975) ，頁 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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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符合朝廷規制。集賢院全名集賢毆書院，成立於唐

聞元五年，初稱幹元院，後改麗正院。開元十三年，改為

集賢院。 18阿羅本初來之時，為唐貞觀九年，其時書殿未立，

無從「翻經書般」。則景教碑此處記載的翻譯情說，應非

景教初傳之狀況。

而且《尊經》中開列三十五種景教經典，並無《序經》

之名，由此可知後來之景教，對此卷之態度，令人王軍磨。

吳昶興先生認為《尊經》不收此經，很可能是該經駕取漢

語能力未臻成熟。 19然而經典難得，更何祝宗教經典更具有

神聖性，如果確知譯文有問題，應該是重譯或修訂，如佛

教及後來的基督教之反復譯經，不應隨意將其神聖的經典

排除出經典名單。因此，或許此卷有可能不是經典。

2. 景教之初傳真寫卷的形成:問道華團考

當眾佈道，是基督教的基本宗教儀式。約公元三世紀，

教會的禮拜系統化，星期日是崇拜的主要日子，禮拜的內

容包括了讀經、講道、禱告、唱詩。 2。這種規制在教會歷史

中一直保存下來，無論在哪個派別都是如此。並且由此產

生了不同時期的大量的講道文，傳之後世。

景教顯然亦保留了這種儀式。景教碑上就記載當時「七

時禮贊，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不但如此，

景教寫卷 P.3847 之《三成蒙度贊> '一早就被認出為敘利

亞文讚美詩《榮歸上帝頌》之譯。 21可見，景教當時不但有

星期日禮拜，而且保存了唱詩的儀式。一九0五年在新疆

18 鄭偉章， (唐集賢院考> '載《文史〉第 19 輯 (1983) ，頁的-73 。

19 吳昶興， (論景教《序聽迷詩研經〉中的上帝、基督與救世思想> '頁 20 。

20 荻爾克薯，哥華善玲、農琦、朱代強譚， <:基督教會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1991) 

頁 106-107 0 

21 穆爾著，郝鎮華譯， <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 (北京:中華書局， 1984) ，頁

5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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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發現的四葉斷片景教祈禱文，考證為晚唐至五代的遺

物。22斷片文獻中有特別以紅字標明的文字，以指示那些「遵

守主的祭日的會眾J '該如何進行禮拜。如第一葉表面第

十三行，第一葉背面第二行，都是關於唱詩的。第一頁第

九行、第二葉表面第十一行皆有「聽啊」之字，呼籲聽眾

聽講，顯然下面是宣講部分。第三葉表面第五行第九行第

十四行第十八行第二十二行第二十七行，分別標明「祈

求J '則這一葉整面都是祈禱文。第三頁背面第八行，標

明在「接受主的聖體時J 的儀式。第十二行標明「教會禮

拜儀式也結束了 J 0 23此文獻清楚地顯示了景教當時的聚會

儀式，整個儀式有唱詩有宣講有祈禱有聖餐禮，很完整的

保存著初期教會的儀式。景教在中國留下了讚美詩，留下

了祈禱文，則《序經〉會不會是講道時影成的講道文，而

不是一直以來以為的譯經?

景教初來，既有「問道禁闡」之事。翁紹軍解釋「禁

闡」為皇帝的內室 ， 24其實「禁闡」亦可指宮廷亦可指朝廷。

唐設鴻驢寺，蕃客流寓長安者，有賴其給衣食。 25 <唐六典》

中載其職能共有兩方面，一為管理外夷蕃客，一為管理宗

教。 26景教即為蕃客，又是宗教，則應為鴻驢寺該管。鴻驢

寺及其接待蕃客之鴻驢客僧，都在長安皇城內， 27此即景教

碑中所言「賓迎入內J 之「內 J '亦即問道之「禁闡」

鴻腫寺的職責分外交和宗教兩方面，單外交方面就有

十六項基本事務，其中包括翻譯和了解蕃情。 28 <唐六典》

22 向上，頁 332 。

23 同上，頁 332-341

24 翁紹軍， <:漢語景教文典詮釋> (北京三聯書店， 1996) ，頁 54.

25 向遠，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長沙.湖南教育， 2010) ，頁 6 。

26 李林甫等揍， <:磨六典.> (北京:中華書局， 2005) ，頁 504 。

27 徐松摸，李健趨增訂， <:增訂唐兩京城坊考.> (西安:三秦， 2006) ，頁 10 。

28 郁賢皓，胡可先， <:唐九卿考.>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2003)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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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尚書兵部》職方郎中條載:

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鴻爐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

為圖以奏焉;副上於省。"

《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規定:

每使至，鴻爐堪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理遠近，

並其主名字報。 30

不但要了解蕃客的各種信息，鴻驢寺還有宗教任務，

《唐六典》中稱:

凡天下寺觀三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為眾所推

者補充，上尚書祠部。

故鴻驢寺還負有評斷宗教人物的重任。因此，景教徒

作為外來蕃客，一定會受到鴻朧寺方面的各種詢問，從風

土人情到宗教道理概莫能外。因此，景教碑中所謂「問道J ' 

大概即此之類。景教方面的回復，亦即《尊經》所稱之奏

上本音。

《尊經》還稱: I房玄齡、魏征宣譯奏育。」通常宮員

不適胡語，因此，真正承擔翻譯和收集信息工作的，是鴻腫

寺的譯官。故《新唐書﹒回鵲傳》中有「使譯官考山川國風J

之語。鴻驢寺是尚書省的下級機關， 31其收集的信息，或報

尚書兵部，或報尚書祠部，或報史館，且自身亦需備案。

29 李林甫等揍， <:唐六典> (北京 中華書局， 2005) ，頁 162 0

30 王海撰， <:唐會要} (上海上海古籍， 2006) ，頁 1258 0

31 嚴耕里， <:嚴耕望史學論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 2009) ，頁 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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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的歷史情形可能並非景教自己描寫的那

樣，待遇特隆，可能只是朝廷派人了解和考察其思想教義。

在阿羅本抵京到「特令傳授J 這三年之間，景教之宗教儀

式是私下的不公開的狀態下舉行的。而在敕建義寧坊大秦

寺之前，其地點亦只能在番客居住之鴻驢客倌。不惟如此，

他們的宗教活動亦會被官芳派人例行考察。因此，此時景

教之宗教儀式，不能簡單的以宗教活動視之，其尤其重要

之意義，還在於它是朝廷和景教雙方溝通的一個方式和機

會。景教可以藉此讓政府了解其教旨教儀，期望獲得公開

活動的允許和甚至幫助。而政府亦藉此考察景教， I詳其

教旨 J ' I觀其元宗」。可以想、見，從阿羅本抵京的貞觀

九年，到朝廷允許其公開活動之貞觀十二年，其間三年，

兩方面的交流和來往一定不會少。因此，景教早期的文獻，

是在一特殊的微妙的歷史背景中產生的，它不僅僅是宗教

信仰的產物，更不是學術化的思想研究的產物。

3. 寫卷的具體形成方式與其問題封析

在正式的經典傳譯之前，一般的教義交流，往往有賴

於口頭的方式。如《三國志》引《魏略》說:

昔衷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浮屠經> 0 32 

至兩晉南北朝之時，不但所譯經典已有很多，而且已

經開始對經典進行解釋，即所謂注疏。《漢魏兩晉南北朝

佛教史》中說:

32 陳禱， <:三圓志) (北京:中華書局， 1982) ，頁 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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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以前，雖有注經，然注疏創始，用功最勤影響甚大

者，仍推晉之道安。 33

而注疏遠種解釋經典的方式產生，亦有一種文獻的形

成方式隨之相伴而興。渴用彤先生又說:

僧睿《恩益經序》云: r予與道恆謬當傳寫之任，輒復

疏其，記其事(指什公所言) ，以跆後來之賢。 J 未詳作者

之《雜心序》云: r余不以精短，腐在二集(宋元嘉三年及

八年譯《雜心.> '共前後二次。)之末，取記所間，以幫'1 章

句。」此皆受師口義，隨文作釋，乃注釋最重要之一種。"

一邊是「隨文作釋J '一邊是「疏其吉，記其事J

這種隨聽隨記的文獻產生方式，在中國古代亦為平常。中

國佛教著作，如華嚴《金獅子章) ，既是法藏為武則天講

佛法而形成。如禪宗的《壇經) ，則是六祖說法而弟子記

之。景教的這部寫卷，其形成方式大概亦同此類。湯用彤

先生說:

注疏名目各殊，而性質亦不同:其專分一經之章段者目

科文;其隨文解釋字旬者日文旬;其隨文解釋義理者目義

疏;而此中因師口授，筆記所得，則謂之述記。 35

景教講道體倒與佛教有所區別，所以，如《序經》者，

無法像佛教規制，為其分類。只能最大眾化的題其名為

「序J '即為之述記之意。

33 楊周彤， <:漠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頁 395 。

34 同上，頁 196 0

35 盡量用彤， <:惰唐佛教史稿> (北京:中華書局， 1982) ，頁 7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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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們大致可以想見當時的情形。景教初來之時，

在鴻驢客館舉行宗教儀式，大德上立講道，旁有受官方指

派之譯語人為其轉譯，而記錄之人，在旁隨聽隨記，也有

可能譯語人一人現聽現記，並作為最初的文檔，以備「問

道j 審查之用。譯語人與記錄之人，可以肯定不是景教中

人，不懂景教歷史和教理。其時狀況，有點像後來的景淨

譯佛經。《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載:

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密經》譯成七

卷。時為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浮不識梵文，復未

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徒竊虛名，匪為福利，錄表

聞奏，意望流行。 36

此毆對景淨之考語，或因涉及宗教之事而有門戶之

見，然各自不同宗教之差異，亦不可全然無視。沮譯語人

不如景嚀遠甚。如此，則寫卷的錯誤百出就容易理解。首

先是詰屈聲牙、白話的行文，或者是譯語人實時翻譯之時，

難以準確表達之故。而文吉味道較重的地方，則是記述者

隨手潤飾。其吹漏字之處，則可能是快速記錄造成。再者，

譯語人和記錄者不明景教教理，亦會使這些問題更加嚴

重。講道者在講遁的時候，或講解經文，或講述教會歷史，

或灌輸各種倫理觀念，或者因時因事而發議論，皆無定規。

如此則整卷寫卷順序寫來，卻並無起承轉合的邏輯關僚，

或有主題或無主題，或主題轉換稍顯隨意，皆是可能之事。

而且文本中時而引用《聖經》經文，時而議論講述，沒有

定規，亦符合講道隨口引用經文的特點。這種口頭表達，

36 {大正藏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第十七 (http://cbe個online dila e伽 tw/#/zhff2157_017 ' 

2016 年 12 月 19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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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手記錄的文獻，大致都有這種現象。如號稱不立文字，

重視口頭傳遞的禪宗，既是如此。任繼愈先生說:

早期禪宗大師多見識高超而文化低下。我們看到唐人手

抄的禪宗語錄，錯別字送出，甚至文義不全。這種現象在其

它宗派的手抄本中極少出現。 37

景教初來，雖然會了解基督教思想，但是不可能有多

麼高深的中土文化水準，與禪宗情況大致吻合。其講遁的

文本，與禪宗的文本，亦有大致相似的狀況。

講道記錄文雖然有各種錯誤，然而在一方無法閱讀漢

文，另一方不知教理的情況下，亦無法進行校對。但是佛

經有原本，可以重譚，或者校勘。而講道記錄文沒有原本

可以對照，即便在以後景教的整體漢文水準改善時，也無

法進行校勘。而且速記之時必用草書，則再抄錄時，錯誤

將會更多。如此種種狀況，才有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文本。

趙璧礎先生曾經認為此寫卷或為講稿，宛如果是個人用的講

稿，事先準備妥當以備使用，豈能有這樣的文本狀況。並

且對於各種錯誤，完全可以隨手改正。因此，此卷雖然是

在講道過程中形成，但並非講稿，而是講道的現場記錄。

4. 寫卷的文本內容與形成方式考察

寫卷的形成方式在一定程度的從其內容中表現出來，

如此則我們可以試看觀察一下文本的內容，以求找到一些

佐證。

37 任繼愈， <以禪宗方法整理《壇經}) ，載李申合校、方廣錯簡注， {敦煌壇經合校簡

注} (太原:山西古籍， 1999) ，頁 3 。

38 趙璧礎， <就景教碑及其文獻試探唐代景教之本色f心，頁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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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經》的開頭說: I爾時，彌師訶說天尊序娑法J ' 
爾時即意味講道之人在引述彌師訶說法。此旬之格式與佛

經過常的開頭格式: I如是我聞，一時佛在... ... J '非常

相似。而佛經過常被認為，一開始是以口傳文獻的方式存

在的，這或許多少也反映了《序經》的文獻性質。

文本中有些非常口語化的句子，比如第 96 行、第 97

行、第 102 行、第 103 、 104 行等。還有如 21 行、 25 行、

36 行、的行，都具有很強的對話性。這些都是在講道中常

用來勸勉聽眾的話，比較符合講道的語氣。當然，以上的

這些語吉特徵並不絕對。而比較能說明問題的證據是第

128 、 129 行: I (彌施訶)年過十二，來於淨處，名述難
字。即向若昏入湯裕。 J 此設文本直到 139 行，講的是耶

穌受洗的事情，整康大致可讀，從羽田博士開始， 39學界都

接受此為耶穌受說的故事，主要對應於《馬太福音〉和《馬

可福音》。雖然對應於兩部福音書，但記載的順序有點不

同。福音書襄面先記述約翰的生活和事蹟，然後再說耶穌

來此受洗。而此處是先說耶穌來受洗，然後突然插一肢，

跳到約翰的介紹，然後再回來。這也符合口頭語盲的特徵，

沒有書面文本嚴謹。但此處更重要的錯誤，是說耶穌年過

十二來受洗，而《聖經》上記載耶穌傳道之初亦即受洗之

時，乃是三十歲(路 3:23) 。記載耶穌十二歲的事蹟的，

是《路加福音》二章 41δ2 節，記述了耶穌在聖嚴襄與猶

太教的教師對談之事。此兩件事並無相干，且記載在不同

的書卷。而《序經》將其混在一起，肯定無法以抄錯或者

語吉不成熟之類來解釋。第 140 行這種錯誤再吹出現: I彌

施訶年十二，及只年三十二已上，求所有惡業眾生，遣回

向好業、善道。」這句話，沒有對應的經文。是緊接著耶

39 羽田亨著，錢稻E罷課， (景教經典序聽迷詩所經考釋) ，頁 451-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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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受洗之後，講道人自己的概括議論。一句話概括了彌施

訶從受洗到釘死之間的所行之事的目的。此處更可能是口

語的表達特點產生的文本狀況，如果是書面翻譯，這些事

記載在不同的地方，不應該簡單的總結在一起。

其吹一個比較明顯的口語化特徵'是《序經》的第 154-

161 行。此設記載了耶穌受審判時的情形。其中有多句對

話，分別是第 154 行: r告因此羅都思(彼拉多)前，即道:

『彌師訶合當死罪。Jl J 。第 155-156 行: r 向大王阻止羅

都思邊道: ~彌師訶計當死罪。Jl J 此兩處應該都是轉述，

因為釘死耶穌的猶太人，不可能稱耶穌為彌施訶，所以此

處應該是間接引文。而復面彼拉多的話: r其人當死罪，

我實不間不見，其人不合當死。」猶太人回答的話: r (殺)
其人不當，死我男女。」彼拉多又說: r我實不能殺其人。 J

此幾處用的又都是第一人稱，即直接引語。間接引語和直

接引語如此混亂使用，蓋不合書面語規矩，更不合譯經規

制。最可能的是，在口語中無需規則，比較自由。特別是

講到耶穌之時，景教中人習慣於稱彌師訶，則自然而用之。

此外，學界向來將寫卷當做最早的《聖經》翻譯。寫

卷中確實有經文內容，現在來仔細考察出現的經文，其實

許多都是轉述。關於寫卷與經文的對比，王蘭平博士對此

做了統計，在《序經》中列舉了大概十七處認為是使用經

文的地方。觀察這些經文對比，其實很多時候談不上是引

用經文，比如: <:序經》第 41 行: r為先身緣業，種果團

圓犯有。 J 佐伯好郎先生認為圓圓是園圍之誤，即伊甸園。

以此比對《創世記》的偷食禁果的故事。其實此處，只是

用自己的語吉描述《聖經》而已。如第 97-99 行: r庸力

見若莫罵。諸神有威力，加罵定得災郭。貧兒如要讀錢，

有即潰與。無錢可與，以理髮遣，無中佈施。」比對《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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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瑪拉基書》三章 5 節: r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

臨近你們，施行審判。我必速速作見證，警戒行邪術的，

犯姦涅的，起假誓的，虧負人之工價的，欺壓寡婦孤見的，

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此等文本其實很難算是譯

文，只是其思想內容大致不差。

寫卷第 135國 137 行: r虛空中問(閱)道: W彌師訶

是我兒，世間所有眾生，皆取彌師訶進止，所是處分皆作

好。j] J 該句對應經文為《馬太福音》三章 17 節: r從天

上有聲音說: W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j] J 和《馬

可福音》一章 11 節: r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 W你是我的

愛子，我喜晚你。j] J 兩處經文稍有不同， {馬太福音》

講話的對象是大眾，而《馬可福音》則以耶穌為講話的對

象，但基本內容相差不大。而寫卷中又要取其進止，又要

作好，都是原文沒有的內容。這樣的譯文，已經與創作無

疑。曾陽睛先生認為:

這樣細節上的差異，對於「翻譯J <.聖經》而言是不可

思議的，如果我們用傳統街譯理論中那種基本的「對應J 棚

係來定義「衛譯j 的話。在《序聽迷詩所經》與《一神論》

〈世尊佈施論第三〉中所謂的「翻譯 J <.聖經》當中，我們

將會看到許多像是這樣細節上的差距。其實「改寫」的成份

居多，甚至於帶有「創作J 的意味。 40

由此可知，寫卷中的經文內容，雖然與《聖經》內容

多有相似。但是， {聖經》末尾對於擅自改變其內容的行

為，有嚴厲的懲罰規定。所以這樣相似度，不足以說明文

40 曾陽睛， <:唐朝漢語景教文獻研究> (台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2∞5) ，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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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譯經。綜合來說，更可能是口頭講道時，描述基督教

的歷史，將經文與傳統，甚至傳說，整合在一起。

5. 寫卷的題名、譯名問題考釋

按羽田亨博士對《序經》題名的考查，造成了經名中

的教世主譯名和文本中的譯名無法對應的問題，還有林悟

殊先生所說的六個字的題目錯了四個字的尷尬局面。而其

中唯一對此有不同見解的是明義士先生，林仰山先生在其

文章中提到了明義士的觀點，認為「序」字當為序言或者

敘述之意， I聽」如本字，經題譯為「一部描述聽救世主

說法的經書J '或者「聽救世主經的序盲」。林悟殊先生

認為「序」如果如此解釋，當在經名之末，此不合漢語習

慣，且《全唐文》未見可循之例。其實，林悟殊先生在此

或有失查， (全唐文》確有「序」字在題名之首的用例，

只是不做序首解而已。

序宇本即有敘說、敘述之意，亦為古人研習用。《全

唐文》卷五七九有柳河東先生文《序飲》、《序棋》兩篇，

皆是「序」字在題名之首。《柳河東集》之《序棋》的題

名之下，加注曰: I敘其輔居零陵時間有以寓意焉耳。 J 41 

此序，即為敘述、敘說之意。如蜘惜抱先生所盲: I柳子

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J 42還有曾子回先生

之《序越州鑑湖圖) ，亦為此例。

明吳納《文章辯體序說》中，其「序」條目稱:

大體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敘事理為上。近世應用，

惟贈送為盛。的

41 柳宗元， <.柳洞東集> (上海:上海古繕， 2008) ，頁 411 。

42 :!d~幸自鍋， <.古文辭類築(影印囚庫備要本) > (北京﹒中華書局， 1936) ，頁 6 • 

的吳納、徐師曾， <.文章辯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 (北京:人民文學， 1962) ，頁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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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序之類的文章，本來即是敘事論理之用，只是後

來之人將其狹隘化。按此，則《序經》題名，如明義士先

生所言，可以譯為《記敘聽到的〈迷詩所經> >。所講的

內容，即為《迷詩所經》裹的內容。這樣，此題目剩下的

問題就是何為《迷詩所經> ?林悟殊先生說:

任何一篇經典，不是以其所要論說的主題來立名，便是

賦以某種特別的含義。如果「序聽迷詩所經j 就是「耶穌基

督教經」之謂，那麼所有的景教經典何嘗不是「耶穌基督教

經 J '何嘗不是「序聽迷詩所經 J 0 抖

此處或可商榷。竊以為此處的《迷詩所經> '就是《彌

賽亞經> '亦譯為《基督經》。查《尊經》中所列的經典

名字，至少有三部經典是以人名來命名的: {多惠聖王經》

即《大衛王經> 0 {寶路法王經> '即《保羅法王經》

《牟世法王經> '或指摩西五經之一，或指摩西傳記。 45以

此可知，景教確實有以人名為經典命名的習慣。查《序經》

中昕涉及的，包括了耶穌的基本事蹟，都是福音書中關於

彌賽亞的故事，稱為《彌賽亞經> '亦符合景教的題名習

慣。而且林先生所說的景教經典都可以稱《耶穌基督經> ' 

亦可商榷。比如《詩篇> '比如摩西五經、保羅書信，它

們都有自己的主題和內容，怎能稱之為《耶穌基督經> ? 

大概福音書，如此稱呼倒是不錯，因為其內容都為耶穌的

傳記。《序經》的題目，應該是如實的反應了歷史的情形。

羽田博士認為「迷詩所J 必為「迷詩訶」之誤，“應為

44 林悟殊， <:唐朝景教再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2003) ，頁 220 。

的吳其星， (唐代景教之發王與尊經考) ，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 2001) ，頁 48 。
46 羽田亨著，錢稻E罷課， (景教經典序聽迷詩研經考釋) ，頁 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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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因為寫卷是隨聽隨記，所以必用草書。而「所J 和

「訶j 的草書大致相似，左邊都可寫為一豎，而右邊如 f3J

字形，如果「訶」字書寫速度快，口字分開程度變小，則

與所宇差可相混。而寫卷重抄時，會有認錯的可能。

《序經》的問題還包括譯名混亂、不善的問題。譯名

混亂如「迷詩訶J '又寫為「迷師訶j 、「彌師訶」。我

們可以確定的是當時的景教並無譯徑，也就談不上確定譯

名的統一規制。如此，書寫之人在錄寫時，純粹是按照發

音自己臨時填字，前後不一，也可理解。迷和彌，師和詩，

都是同聲相轉。 47所以上下文用宇雖然不同，但音同，所代

表的意思也一樣。

而「移鼠」之名亦然。譯名既沒有統一規定，錄寫者

按照自己的第一反應，尋找最普遍的字填寫，這兩個字都

是生活中的常用字。且錄寫之人亦非景教信徒，可能連「移

鼠」所指的人物是誰，所代表的意義都不清楚，更談不上

用宇恰當、好壤之類的顧忌。等景教中人漢語文化能力加

深，則定然棄而不用。而文中有如「佛」之一類的佛教化

的詞彙，或是記錄人的當下反應。佛之一類的詞彙與神之

類的意義，差可對舉。在當時強烈的佛教文化氛圍中，聽

到最高神靈之類的詞彙，大概第一反應，出現在腦海中的，

必是原有的宗教內容。新的宗教及其含義，還需要一段時

間，才能為社會所認知。

三、〈景教富岡高楠文書辨偽補說〉辨

林悟殊先生後來在〈景教富岡高楠文書辨偽補說〉中，

追加了兩點疑問。第一點是關於譯名超前性的問題，他認為

《序經》中以「天尊」翻譯景教至高神，非常的貼切，並綺

47 同上，頁 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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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很高評價。而後來的經典，卻將最高神音譯為「阿羅訶」。

林先生認為此有違古代譯經先音譯後意譯的一般規律。

其實在另一卷景教文獻《一神論》中，對至高神也譯

為「天尊J '而且還有稱彌師訶為「世尊」的譯名，都是

中土宗教文化的原有詞彙。其時景教初來，翻譯稱謂時，

但取中士文化原有之名為我用，草制之期有依靠佛道以立

足中士之意。這種狀況在佛教初傳中土之時，也曾有過。

其在漢時依附黃老道術，中國之人，因而視之如一家。“

林先生稱這麼好的譯名，為何拋棄不用，而用莫名其

妙的音譯。竊以為，這兩個譯名並非如林先生所吉的盡善

盡美。這兩個譯名短處，在於它們是佛道教的舊詞彙。一

旦景教獨立性加強，需要標明白身特性的時候，就要找一

個別人都沒有用過的詞。比如景教碑中的「無元真主」

《宣元本經》中的「玄化匠帝J '都是比較有自身特點的

詞。如後來公教來華，初來的傳教士，直接用《尚書》中

的「天」、「上帝」來比附基督教的神。直到嘉定會議，

決定用自造的「天主」來代替原有的稱謂。 49可見在文化交

流中，有其共遍的特徵。

上面所舉的兩個譯名， r天尊」後面在經典中不見，

但「世尊」還在用，然而卻降低了地位，不再指與神「同

歸一體」的彌師訶。《三威蒙度贊》第 7 行稱: r於諸世

尊為法皇， J 乃指吹一級的神靈，或者指眾天使而育。其

中或暗含有貶低佛道之意。後來的景教，在《宜元本經》

中稱至高神為「匠帝J '在《志玄安樂經》中稱彌師訶為

「一尊J '兩者皆是新造的稱呼，而棄「天尊」和「世尊J

48 湯用彤，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頁 32 。

49 李天綱， (中國禮儀之事，) (上海:上海古籍， 1998) ，頁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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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可見景教從原來對中土文化思維語盲的依附中，慢

慢獨立出來的傾向。

最有獨特性的詞，應是音譯詞，但是音譯的詞往往無

字面意義。所以後來景教採用「阿羅訶」的譯名，既有音

譯的原因在，又借用佛教中的詞彙，使音、意能夠兩面兼

顧。而且宗教典籍中的音、意兩種譯名往往同時並行，如

佛為音譯 3 但是還是有十號與其並行。如後來《聖經》中

的「上主耶和華J '景教《志經》中的「一尊彌師訶」

並不存在音譯詞為不可理解的狀況。

林先生提出的第二點疑問，是關於高楠文書中的尊君

思想。認為《聖經》中沒有如此露骨的尊君思想，而阿羅

本初來中土，怎麼對中土文化就有如此有深度的認識。我

以為這個疑問的前提，是將尊君思想視為中國化的一個特

點。但是，景教來中國之前，已經存在了幾百年。三一五

年，波斯教會開始組織成一個統一的東方教會，直到約一

百年後，歷經逼迫，才被國王批准，成為波斯帝國合法的

宗教，而其主教都需要波斯政府的批准。"作為少數派的景

教無需等到來中國後，才感受到王權的力量。毋庸置疑，

在王權統治的社會，尊君思想是普遍存在的。因此，這樣

的思想體現在景教的經典裹，恐怕並不能說景教初來之時

思想超前了。

更何況初來之時，景教處於一種或被拒絕，或獲得承

認的微妙的境況中。「問道禁闡 J 之時，如《序經》之類

的內容，抬高君主的地位，是最容易取悅官方。因此，反

而是越早期產生的經典，尊君思想可能會越濃厚，越往後

反倒有比較寬鬆的環境可以談論教理了。

50 朱心然， {安身與立命:東方教會在華宣教史} (香港﹒浸信會出版社， 2009) ，頁 76-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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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林悟殊先生關於《序經》是後世的精較廣品之觀點，

如果能夠成立，則關於該寫卷的研究就面臨一個危機。本

文即嘗試從文獻和歷史考證的角度做些考證，為復面更進

一步的基於該經的景教思想研究打好基礎。《序經》及其

與其同類型的《一神論) ，產生於唐初景教初來之時，是

在特殊的交往處境中形成的特殊之文本，這也正是它之意

義所在。相對與純粹的宗教經典，它有更強的歷史感，更

有時代性，更能反應該教在這一處境中的思想應對，對於

研究唐初期的景教是重要的文本。

關鍵詢:序聽迷詩昕經講道記錄唐代宗教景教敦煌文獻

作者電郵地址 xiangbg@hotmail.com

181 



項秉光

中文書目

《大正藏﹒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第十七。 http://cbetaonline.

dila.edu.tw/#lzhIT2157 _017 0 2016 年 12 月 19 日瀏覽。 [Taishõ

Tripi!a如: Catalogue 01 the Buddhist Teachings Newly Established in 

the Zhenyuan Era. 而1. 17. h句://cbe個online.dila.

edu.tw/#/zh/T2157_017. Accessed 19 December 2016.] 

小野玄妙編。《佛書解說大辭典》。東京:大東出版社， 1982。伽o Genmyo, 

ed. Fo shu jie shuo da ci dian. Tokoyo: DA1TO Publishing Co., Inc. 

1982.] 

王縛。《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0 [w ANG Fu. Tang hui 

yao. Shan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06.] 

朱心然。《安身與立命:東方教會在華宣教史》。香港:浸信會出版社

(國際)有限公司， 2009 0 [ZHU Xinran. Being Human: The Church 01 

the East Mission in China (635-1368). Hong Kong: Chinese Baptist 

Press, 2009.] 

羽田亨。〈景教經典序聽迷詩所經考釋〉。錢稻孫譯。載《北平北海圖

書館月刊》第一卷第六號 (1929) 。頁 433-456 0 [Haneda Toru. “Jing 

jiaojingdianxu 出g mi shisuojingkaοshi". Translated by QlAN Daosun. 

Bei ping bei hai 似 shu guan yue kan, 1.6 (1929). pp. 433-456.] 

向遠。《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0 [XIANG 

Da. Tang dai chang an yu xi yu wen ming.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任繼愈。〈以禪宗方法整理《壇經> >。載《敦惶壇經合校簡注》。李

申、方廣錯校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0 [REN Jiyuren. 吋i

chan zong fang fa zheng liωng jing'. In Dun huang tang jing he jiao 

jian zhu. Edited by LI Sh扭扭d FANG Guangch祖.g. T缸yuan: Shanxi 

G吋i Press, 1999.] 

李天鍋。《中國禮儀之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0 [LI Tiangang. 

Zhong guo li yi zhi zheng. Shanghai: Shanghai G吋i Press, 1998.] 

182 



敦煌寫卷《序聽迷詩所經》寫本考

宋祁、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1975 0 [SONG Qi & OU 

Yangxiu. Xin tang shu. Beijing: Chung Hwa Book Co., 1975.] 

李林甫。《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 2005 0 [LI Linfu. Tang liu dian. 

Beijing: Chung Hwa Book Co., 2005.] 

吳其昱。《唐代景教之法王與尊經考} 0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頁 13-58 0 [WU Qiyu. “Tang dai jing 

jiao zhi fa wang yu zunjing kao". Journal ofthe Dunhuang and Tuφn 

Studiω， Vo1. 5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3-58.] 

吳昶興。〈論景教《序聽迷詩所經》中的上帝、基督與救世思想、> 0 <浸

神學刊} (2010) 。頁 3-46 0 [WU Changxing.“Lun jing jiao xu ting mi 

shi suo jing zhong de shang di ji du yu jiu shi si xiang". Taiwa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Annual Bulletin (2010). pp.3-46.] 

吳納、徐師曾。《文章辯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 1962 0 [WU Na & XU Shiceng. Wen zhang bian ti xu shuo wen ti 

ming bian xu shuo. Beijing: Peopl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2.] 

決爾克。《基督教會史》。孫善玲、殷琦、朱代強譚。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 1992 0 [Walker, Williston.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Translated by SUN Shanl妞， DUAN Qi & ZHU Daiqi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2.]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泊的。 [LIN

Wushu. Tan dai jing jiao zai yan ji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卸的s， 2003.]

柳宗元。《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0 [LIU Zongyuan. 

Liu he dongji. Shanghai: Shanghai G吋i Press, 2008.] 

姚肅編。《古文辭類毒害》。影印四庫備要本。北京:中華書局， 1936 0 

[YAO N旬， ed. Gu wen ci lei zuan. Be討ing: Chung Hwa Book Co. , 

1936.] 

徐松、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6 0 [XU 

Song, LI Jianchao. Zeng ding tang liang jing cheng fang kao. Xian: 

Sanqin Press, 2006.] 

183 



項秉光

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0 0 [CHEN Yuan.Chen 

yuan xue shu lun wenji. Beijing: Chung Hwa Book Co., 1980.] 

翁紹軍。《漢語景教文典詮釋》。北京:三聯書店 ， 1996 0 [WENG Shaojun. 

Han yu jing jiao wen dian quan sh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 1982 0 [CHEN Shou. Records ofThree 

Kingdoms. Beijing:Chung Hwa Book Co., 2006.] 

莫爾。《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郝鎮華譯。北京:中華書局，

1984 0 [Moule, A. C.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Translated by HAO Zhenhua. Beijing: Chung Hwa Book Co., 1984.] 

鄭偉章。《唐集賢院考> 0 {文史》第 19 輯 (1983)。頁 65-73 0 [ZHENG 

Weizhang. “Tangji xian yuan kao". Wenshi 19 (1983). pp.65-73.] 

趙璧礎。〈就景教碑及其文獻試探唐代景教本色化〉。載《基督教在中

國本色化論文集》。林治平編。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 1998 0 頁

35-60 0 [ZHAO Bichu.“Jiu jing jiao bei ji qi wen xian shi tan tang dai 

jing jiao ben se hua". In LIN Zhipin ed. Ji du jiao zai zhong guo ben se 

hua lun wenji. Beijing: China ofToday Press, 1998. pp. 35-60.] 

揚用彤。《惰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1982 0 [TANG Yongtong. 

Sui tang fo jiao shi gao. Beijing: Chung Hwa Book Co., 1982.] 

一 -o{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 1983 o [TANG Yongtong. 

Han wei liang jin nan bei chao fo jiao shi. Beijing: Chung Hwa Book 

Co., 1983.] 

曾陽睛。《唐朝漢語景教文獻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的。

[CENG Yangqing. Tang chao han yujingjiao wen xian yanjiu. Taibei: 

Hua-Mu-Lan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農蛻園。《劉禹錫集筆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0 [QU Tuiyuan. 

Liu yu xijijian zhe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1989.] 

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

[NIE Zhijun. Tang dai jing jiao wen xian ci 川 yan jiu. Changsha: 

Hunan People Press, 2010.] 

184 



敦煌寫卷《序聽迷詩所經》寫本考

羅香林。《唐元二代基督教研究》。香港:中國學社， 1966 0 [LUO Xiangl姐.

Tang yuan er dai ji du jiao yan jiu. Hongkong: C恤a Soci旬， 1966.] 

嚴耕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0 [YAN 

Gengwang. Yan gengwangshi xue lun wenji. Shanghai: Shanghai G吋i

Press, 2009.] 

外文書目

Drak:e, F. S. “τb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66 (1935). pp.677晶7.

Sae徊， P. Y. The Nestorian Doωments and Relics 的 China. Tokyo: The 

Maruzen Company, 1951. 

185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ma1 ofTheo1ogy (No.46 Spring 2017) 

The Research on The Hsu T'ingMí-Shíh-So 

Chíng of Dunhuang Nestorian Manuscripts 

XIANG Bingguang 

Ph.D. Candidale in Religious Sludies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ly of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the transcript of 正{su

T'，的gMi-Shih-So Ching, which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Dunhuang. By researching the rituals of the Nestorians, the 

history of scrip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Tang dynast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transcript was 

neither a direct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one nor a 

collection of translations, but a record of sermons by the 

Nestorian clergies. 

The manuscript had many erros, such as words missed, 

confusing tit1es, reversed sentences, inappropriate and 

inconsistent translations, etc. These e訂ors were caused by, for 

example,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igious cultu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language, and e叮ors of the live 

preaching. Some mistakes of the manuscript were difficul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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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布， but we can explain them by analyzing the fonnation 

of the origi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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