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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第四屆宗教經典翻譯理論與實鑽研討會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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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學挽救授

朱漢雄

武漢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二0一七年六月一日至三日，第四屆宗教經典翻譯理

論與實踐研討會在山東省青島市中國海洋大學召開。這次

大會由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和中國宗教學會聯合主辦。

來自全國三十新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四十五位學者參加了會

議，四十位學者發言，涉及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道

教、巴哈伊教五個宗教議題，關聯漢語、希伯來語、希臘

菁、阿拉伯語、藏語、朝鮮語與英語。

本次大會萌生了建立與建設宗教翻譯學的理念。羅選

民的〈翻譯的宗教性和宗教的翻譯性) 1說﹒「人類翻譯的

歷史悠久，宗教典籍翻譯構成了人類最早、持續時間最長

的翻譯浪潮，我們傳統的翻譯研究往往著眼於一般意義上

的翻譯原則和標準的討論，耳里焦於勸譯中文本風格傅建和

語言轉換技巧等話題，幾乎沒有涉及宗教翻譯的宗教性和

社會性。現在，翻譯已成為了一門具有獨立身份的學科，

學科跨域發展迅速，方法和視角不斷豐富多元，分文學科

1 本主昕提及之文章，曹品是誼會當中醫表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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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增多，從結構和規模上來看，翻譯學已儼然大矣。就

目前翻譯學所涉及的研究領域而盲，唯有宗教翻譯研究是

最後的一塊大的亟待開墾的學術疆域。 J 此話既指示宗教

訶譯學的剛性學術需求，又指出宗教瀏譯學的兩大重點:

宗教性和社會性。

黃忠廉的〈聖經翻譯中的教權主義〉則提出了宗教翻譯

學的建設步驟: I基於宗教翻譯學獨特的研究物件確立其學

科性質，探討宗教翻譯學的理論體系，再依此嘗試設計其學

科框架，以從學科上探索宗教翻譯的系統研究，促進其學科

建設。 j 基於這樣的理念，根據大家的發育，我們可以把宗

教翻譯學構架為兩個層面的系統:一、宗教翻譯史;三、宗

教翻譯的方法，其獨特之處在於宗教性與社會性。如果把會

議討論的各種問題匯總起來，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宗教翻譯學

的框架，我們以此框架來評述會議的發育。

→、宗教翻譯史研究

任何一門學科，都要攜手翻譯史，宗教翻譯學也不例

外。宗教翻譯史包括譯史脈絡、譯事演變、人物個案與宗

教經典。

1. 韓史脈絡與糧草演變

宗教翻譯史是由分階鹿描述的譯事構成的。會上，蘇

髓的〈聖經翻譯中的教權主義〉討論了聖經被廣泛翻譯前

的歷史，以及譯者最終如何獲得翻譯權，該研究有利於對

比聖經被大規模翻譯前後的情況。王梓的〈從神學詮釋學

到哲學詮釋學的轉變:以「因信稱義」的多重釋義為例〉

討論天主教、新教和不同時代的學者在神學觀念上的分

歧，探討了他們在詮釋學原則上的差異，由此解釋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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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對「因信稱義」的幾種釋義。玉宏的〈從《詩經》

三譯本看起雅各宗教觀的轉變〉提出理雅各 (J祖es Leggel 

的《詩經》譯本在不同歷史階段應對不同需求推出過三個

不同的譯本，呈現出不同的風格，認為﹒「理雅各的《詩

經》三譯本體現了其宗教觀在不同階段所發生的變化:即

從對孔于嚴厲指責到逐漸友好和尊重的轉變過程。」這樣

通過縷清個譯史的脈絡可以看出宗教譯事的縱橫變化。

宗教翻譯史的研究要注意階段性與全面性。比如，辛

紅娟的〈經典的回聲一一《道德經》的跨文化應用〉提出

西芳社會各類《道德經〉英語文本主要被用作襄助《聖經》

漢諱的「百科全書」。此說在一定的歷史階殷與地域頗有

見地，但是否具有廣泛適用性，可以留待學人討論。早期

漠譯《聖經》者馬歇曼 (Joshua Marshman卜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l 等人並沒有研究《道德經》。

2. 宗教經典與人物個東

各種各樣的經典形成各類宗教文化的源頭。研究聖經

的學者很多。傅敬民的〈聖經漠譯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敢

示〉通過考察聖經在一千五百年的漢譯歷程，研究聖經漢

譯與基督宗教在華傳播的關聯性，特別關注聖經漠諱的歷

史性和局限性。莫錚宜的〈寧波方言拼音聖經譯本考述〉

研究了寧波方言拼音聖經譯本，該譯本始是當年在寧波的

英美傳教士合作的成果，體現了當時傳教土對寧波文化的

理解。吳聖愛的〈聖經漠譯與聖經朝鮮語翻譯比較一一以

《雅歌》為例〉以《雅歌》比較聖經漠譯與聖經朝鮮語翻

譯，提出朝鮮語聖經翻譯從語言風格、版式排列和重要神

學術語方面模仿漢語聖徑，使人們看清朝鮮語聖經與中國

的淵源。唐一辰的(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傅》英譯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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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傅》的不同英譯本，提出英國漢

學家比爾的翻譯偏重歷史考首壺，中國學者偏重佛教典籍的

完整譯介，又因譯者時代國籍等背景的不同，措辭用句也

存在差異。宗教經典的翻譯研究要與社會歷史背景緊巒相

連，在詢彙 (1臨時叫) ，句子 (syn個ctical) 與風格 (stylis世c)

三方面的研究只是譯本的文字層面。譯者直接受自身理念

的支配，同時與社會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盟置，因此研究者需

要探討信仰與措辭之間、動機與風格之間、譯者與社會之

間的關聯，研究要基於文本而超越文本。

且時以，譯本的研究最終要回歸譯者的研究。岳峰、余

俊英的〈理雅各翻譯中國古徑的宗教融合傾向〉根據二十

部譯本的完全統計資料，提出「理雅各一貫把中國宗教的

至高神『帝』翻譯成基督教的“God" ，譯法明顯不同於其

他翻譯家。理雅各的翻譯實踐受到他的宗教融合理念的影

響。理雅各宗教理念的形成與其非國教背景及自然神學理

念、早期耶穌會士的索隱派傳統、近代漢學研究的專業化

轉向有關。」這項研究突顯了理雅各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

基督教宗教性，這支配了理雅各的術語翻譯體系。

二、宗教翻譯方法研究

1. 豪聲、原則與技巧

羅選民在〈翻譯的宗教性和宗教的翻譯性〉說: I從

事宗教翻譯要懷有敬畏之心，以嚴謹的態度對待宗教經

典，要從元角度看待宗教性文本，做到知行合一，追求事

物的本源。」此話提出了宗教翻譯者的基本素養。此外，

宗教翻譯本身帶有跨學科性，新以翻譯者需要熟悉宗教與

翻譯兩個學科。譯者熟悉了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有利於

忠實有效地傅建原文的宗教文化資訊(參買爾艾比拜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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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合甫， <少數民族典籍中的宗教文化翻譯初探一一以《拉

失德史〉為例)) ，有利於全面把握並表現出語言吾者的宗

教話語語用意圖(參任東升， <宗教話語翻譯實踐與對外

話語體系建構) ) 。關於宗教的原則，筆者整理為三點:

一、尊重超自然理念，不以世俗遮罩宗教;二、明晰超自

然理念，不混灣各教派要義，三、提倡翻譯詮釋，鼓勵翻

譯引導宗教對話。該觀點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可。

在這個領域，宗教翻譯研究者與宗教翻譯家都要有，

理論與實踐並畫，木能偏向任何一邊。宗教翻譯理論的發

揖餘地很大，有很多的新視角。比如李龍泉的〈西1ï譯論

與聖經教義的思想關聯〉提出西方譯論與聖經教義有相當

的關聯，值得進行系統化的研究。實際上，在鼓勵研究的

同時，宜宣導實踐。

根據卓新平的〈跨界遐想與學術融合〉所說，宗教翻

譯的技巧太約有五點:一、系統熟悉瞭解所譯宗教經典的

宗教背景;三、注意不同語境同一措辭的不同含義;三、

注意宗教語言的言外之意;四、注意不同宗教的表述不同，

五、要做宗教比較，才有超越文本的理解與審視，翻譯才

能到位。這個歸納捕捉了宗教翻譯許多微妙的細節，下文

還要細化討論。

2. 俯語

對於一門宗教來說，術語統一是根本的，一些學者提

出不同宗教所存在的術語翻譯不統一的問題。海瑪特(Allen

Hemmat) 的〈術語翻譯方法.從超驗到內在〉認為翻譯神

學術詣的語言過於模糊且深奧，主張在神學與哲學的語境

來詮釋，在此基礎上翻譯。他以巴哈伊經典文本為例來進

行闡述。這樣說不無道理，但要把握度，不能過火，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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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哲學來詮釋神學術語，神學就成了哲學。隨著新形勢

發展，新問題會出現，比如徐新的〈猶太教經典翻譯基本

術語應統一規範〉提出 中國譯者翻譯猶太教經典不到三

十年，中猶/中以的交流日益擴大深入，由於歷史上文化

交往的缺失，猶太教經典基本術譜的翻譯木統一，於是術

語工作成了當務之急。

3. 改寫典故體

改譯很常見，但就宗教翻譯而言，改譯是慎而慎之的

事，對宗教的寓意不能改動，但是表述的方式可以改變，

因為改譯可能使對方在自己原有的文化中悟道。譚瓊琳的

〈一則禪宗公案的英譯及其在美國現代派詩歌中的改寫現

象〉研究 H本禪師鈴木大拙英譯的青原惟信的禪悟體驗，

這則英譯帶有大量的改諱。改譯超過原文，在詩歌領域頗

為常見，涉及東方宗教的詩歌在戰後的西方容易流行，與

戰爭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社會心態有闕，在改譯之後，社

會接受度大幅度提高。此外，周復初的〈再恩聖經譯本的

標點符量是一一以弗 1:3-14 節為例〉研究翻譯《新約》希臘

文文本時對標點符號的改寫。這個討論的適用性頗為廣

泛，因為不少宗教經典是沒有標點或少有標點的。張承遁

的< {古蘭經》的普世價值觀〉對〈古蘭經》阿諾「訣塞

拓」的譯法提出改諱。查常平的〈教會大使命的希臘文及

其翻譯表述一一從希臘語的分詞功能看《馬太福音》

28:18-20> 從希臘語的分詞功能，提出譯文表述使讀者不

能精確理解教會大使命的問題。普通宗教文本中的改譯是

可能的，但大經典如聖經、《古蘭經》等涉及禱告語言的

經典，恐怕是不可操作的，詳見下文關於宗教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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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惠研究

對於宗教文本而盲，讀者的反應更為重要，不同信仰

的人群，對於同一個宗教文本的反應截然不同，研以為讀

者考慮是非常重要的。下建華的〈後顧式翻譯和前瞻式翻

譯一一以 Ten Thousand Miles without a Cloud ( <:萬里無雲))

中宗教因素的翻譯為個集〉研究英籍華裔作家孫淑雲的紀

實性書籍〈萬裡無霎) ，提出應著眼於譯作的目標受眾，

增加譯作的普遍性滲透力。索朗旺姆的〈薩班-貢噶堅參

著作《薩迦格言〉英譯本研究〉提出由於國外譯者一開始

就以國外讀者為受眾，翻譯效果比圍內譯者外諱的強。因

而宗教翻譯者一開始就要把受眾定位好。

5. 第略研究

一個問題是文學性與宗教性的考量與取捨。張，思永的

〈宗教文學文本的翻譯:宗教性和文學性的雙重考量一一

以《神曲》漢譯為例〉提出 翻譯應該雙重考量其宗教性

和文學性。比如劉譯《神曲) ，既要充分考慮作品中的聖

經文化因素，又要充分分析文本中的聖經文化修辭、意象

等特徵。如果譯者要在宗教性和文學性之間做出選擇，那

麼無疑應該選擇宗教性，杏則就不成其為宗教經典。另一

問題是本土化研究，因為宗教總是藉由翻譯在另一個文化

下傳播。比如，劉燕的〈施約瑟〈北京官話舊約聖經》的

翻譯策略及其跨文化特質〉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聖經白話

中譯本《北京官話舊約聖經) (1875) 為例，總結了施約

瑟 (Samue1 Isaac Jos可，h Schereschewsky) 尊重中國傳統，

以易讀性為導向的的當地語系化翻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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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性與社會性

1. 宗教個囂的宗教性

宗教翻譯學蔚成風氣

所謂宗教性，指的是宗教經典及譯本所表現出的一種宗

教特質與超自然屬性，脫離了宗教性，就無所謂宗教翻譯。

以聖典爾譯為例，玉芳的〈試析玉漠川的《新約》編

譯本〉分析主漠川的《新約》編譯本的文本，認為主漠川

的《新約》新譯是結合中國文化語境和聖經文學本質的有

益嘗試，該譯本的文字和修辭均適合中國大陸讀者的閱

讀，在語義傳真和語吉優美之間保持了較好的平衡。但是，

宗教經典的譯文不是單純的文本，而有神聖化的意味。一

部聖經的改寫是非同小可之事，涉及一家幾代人禱告語育

的變化，換言之，從和合本在中國扎根到現在，聖經基本

不可能再更換版本了。只有初信的人才會覺得不太習慣那

種語言，但很快就適應並且感覺很好了。讀聖經不是讀文

學經典，文學經典可以一再翻譯，一門宗教的大經典延續

至今日，很難再改變。既然不會再改變，也就沒有必要再

翻譯，現在多數人會擁抱文學經典的譯本，但基本不會接

受聖經的新譯本，因為聖經的宗教性。

李玉良的〈理雅各中國典籍翻譯:基督教情結與中西

宗教比較研究〉提出: I理雅各在儒家十徑的翻譯中植入

“God" ，編織中國古代宗教多神等級體系，流露出求證『上

帝』普遍存在、貶低儒教的意識，以及基督教至上的優越

感... ...因此《中國聖書》中所呈現的『中國古代宗教』的

『原教』是扭曲的。」批判者與譯者的重要分歧可能是在

中西方的至高神是否一致，可否把中國文化的至高神翻譯

成“God" 。其實，超自然的概念並不在我們的可感知範

疇，這個翻譯問題涉及宗教性，不是可以靠推理、論證或

想象而知，因此不要輕易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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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譯事為例，高玉霞的〈華人譯者《聖經》獨立譯本

考〉提出「華人譯者在聖經漠譯中的角色實現了從譯經助

于到獨立譯者的真正轉變，譯經主動權從外國傳教士手中

轉移到了中國人手中。」其實，翻譯《聖經》就是為了傳

教，所以無論是傳教士，還是教民翻譯，都是一樣的，並

不存在主動權轉移的問題，宗教不是政治，所以進行宗教

翻譯學的研究，要突顯宗教性，而不是政治性。相關研究

還有王治國的< <格薩爾》史詩宗教文化在文本翻譯中的

流變探析〉對宗教文化翻譯的世俗化傾向研究，世俗化傾

向削弱了宗教性，是值得注意的反向進程，還有馬士奎〈威

建利《北京民議〉英譯本中的宗教主題〉對宗教戲諱語翻

譯的立場研究。宗教經典的宗教性是宗教文本的首要性

質，為翻譯的一大要領。

2. 宗教翻譯的社會性

宗教翻譯與社會互動，可以導致社會文化的擴容或導

致街突。歷史上這種例子很多，比如明末清初的「禮儀之

事」與宗教翻譯有闕，曾導致羅馬教廷與清廷之間的對立。

會上，姜春蘭的〈跨文化視域下鳩摩羅什的佛經翻譯研究〉

研究鳩摩羅什的佛經翻譯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發展所產

生的巨大作用。藍紅軍的〈翻譯與民族身份構建 以傳

教土保傑族地區的翻譯為例〉研究傳教士在保傑族地區的

翻譯如何消解了其傳統的民族身份，構建了新的身份意識

和倫理意識，增加了歷史意蘊和人類學內涵，並改變了保

傑族的認知方式。張德讓的〈晚明儒士的宗教情節及其中

西會通〉研究晚明儒士的宗教情節對翻譯的影響。比如，

徐光敢「既是浸潤於堯舜孔孟種朱陸主的士大夫，又是試

圖以天學『補儒易佛』的洋教徒J '因而天文曆算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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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調會通中西，如《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的譯本

表現出中西數學學湛的會和。有個有趣的現象，在源文化

被邊綠化的宗教文本在男一文化有機會被經典化，鮑曉英

的〈寒山詩譯介研究〉闡述了這點。寒山是西元七世紀唐

代隱逸詩人，主要作品有《寒山子詩集:> '在中國並沒甚

麼影響，但英譯到美國就被經典化了。這個集例說明了宗

教翻譯與社會的特殊互動規律:接受士壤決定了接受程度。

以上根據與會代表諸多的思路構架出宗教翻譯學的系

統，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宗教翻譯史，包括歷史脈絡、譯

事變遷、人物個案奧宗教經典。二是宗教翻譯方法，研究

宗教翻譯的素養、原則、技巧、術語、改寫與改譯現象、

受眾與策略。宗教制譯的特殊性在於宗教性與社會性，使

其有別於其他類型的翻譯。宗教翻譯學蔚成風氣是「第四

屆宗教經典翻譯理論與實鑽研討會」給人最深刻的印象，

希望在日後的發展中日趨成熟。

關鍵詢:第四屆宗教經典翻譯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宗教翻譯學宗教翻譯史宗教翻譯方法

宗教a性

作者電郵地址: yuefc凹的ei@163.com (岳峰)

513998224@qq.com (朱漢雄，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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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4也 Chin品e National S個inar of Re1igious 

Trans1ation was co-hosted by China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祖dChin自e

National Society of Religions from 1st to 3rd June 2017 垣

Qingd帥， Shandong Pm討nce， ChinιForty scho1缸s de1ivered 

speeches on religious trans1ation rela:脂d 10 five religions 

(Bahaism, Taoism, Buddhism, Islarnism and Christianity) 血d

six languages 個ebr呵， G自恤， Tibe個且. Ko扭曲， English 祖d

Chinese). The v詞時 of the spee油es made it possible to 

figure out 由e ∞ns甘uction of a system of the science of 

religious 個nslation. The sys阻m ∞ntains his10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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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血。dology. The research contenl扭。f也e his個ry of間ligious

translation are the history of events of translation, important 

甘阻slato間， scriptur回祖d religious classics. The study of 

methodology includes 也e principle, ways, adaptations, readers 

祖ds個tegies of religio田 transla世on. What distinguishes the 

science of religious 仕血slation from 血e translation of other 

fields 虹e two special qualities: religiosity 血d sociality. 

Keywords: 羽田 4th Chinese N ational Sernin缸 ofReligious 

Translati凹; Scien間 ofReligious 扭曲slati凹，

E五story of Religio閣 Translation;

Ways ofReligious Translation; Religiosity 

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