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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以美國普林斯頓巴特翻譯者研討班為例

雇旭彤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脆副教授、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引言

三0一八年六月三十至三十三日，本人以觀察員身份

受邀參加普林斯頓神學院巴特研究中心 (C阻ter for B甜h

Studies, 扭扭臼ton Th間logica1 Seminary) 主辦的巴特翻譯者

研討班 (Bar也 Translators' Semin缸) 。與本人一同受邀的

新參與者還有兩位年輕學者。一位是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

博士生基南 (Oliver James Keenan) 。他是天主教道明會修

士。自開始學習神學起，他就己對新教神學家巴特充滿興

趣，並且正在撰寫關於巴特和〔新〕托馬斯主義傳統的博

士論文。另一位則是本人在德國海德堡大學 (U血V間ity of 

Heidelberg) 求學時的老朋友和教席同事萊歇爾 (Hanna

Reichel)博士。她之前撰寫博士論文的主題是巴特與海德

堡教理問答，現正在負責《巴特全集:> (Karl Barth 

Gesamtausgabe) 相關分卷的整理和編輯工作。她原在德國

啥勒大學 (Universtiy ofHa11e) 神學院擔任教席助教，於二

。一八年初來到普林斯頓神學院，擔任改革宗神學副教授

終身職位。

二、緣起

二十世紀九0年代中期，如同很多專門從事巴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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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旭彤

並且吉音熟德語的學者一樣，巴特研究中心成員、普林斯頓

神學院間書館僧長克羅科 (Stephen Crocco) 博士注意到，

現有巴特作品(特別是《教會教義學> [Kirchliche Dogmatik]) 

的英文翻譯儘管讓人充滿欣賞、敬意和感激，但依然存在

看很多不容忽視的問題，而且已給英語學界的巴特研究和

接受帶來不少挑戰，甚至干擾。與此相應，越來越多巴特

學者在進行具體研究和寫作時不得不對現有翻譯加以修

前，以便更準確和到位地表達巴特原文的意思。一一他的

這一觀察，作為巴特研究者，本人也深有體會。英語學界

對巴特的誤解，不管是褒槳，還是批判，都可能與巴特作

晶之前的英語翻譯有看密切關聯。在克羅科博士的提醒

下，巴特研究中心認識到，若想在英語世界更進一步推進

對巴特的理解、研究和接受，關鍵在於.如何提供更為可

靠的翻譯，特別是如何具體應對在專門術語、一貫性、準

確性、恰切風格等方面的挑戰。

有鑑於此，為了促進更高標準的翻譯和鼓勵更多人士

參與翻譯，巴特研究中心在二00七年六月巴特年會期間

邀請一些對巴特作品翻譯感興趣的、來自神學界、教會界

和其他界別的專家學者、教會牧師和博士生，組成巴特翻

譯小組，眾集在一起討論具體文本的翻譯問題。緊接著當

年的巴特年會，小組成員第一次畫展集，共同探討應該如何

提高巴特翻譯的質量。作為起步性的具體措施，小組開始

嘗試制定翻譯詞彙表，儘可能在一些巴特特有詞彙的翻譯

上達成共識。

小組一開始的負責人是普林斯頓神學院教會史教授弗

勒利希(Karl師ed Froehlich) 博士，他曾在六0年代初就讀

於巴特門下。作為母語為德語的巴特學生，他在小組討論

時的主要任務是解釋德文文本的細微之處，以及複雜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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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出處，為的是讓大家更好地理解原文的語法、語境和語

氣。後來，接續弗勒利希博士負責小組眾集的是普林斯頓

神學院傳教學和普世神學榮休教授古德 (Darrel Guder) 博

士，他的母語是英語，博士畢業於德國漢堡大學 (University

ofHamburg) 

三、《巴特談話錄》第一卷翻揮過程

在三00七年六月第一次眾集時，小組成員決定，慢

慢開始共同翻譯巴特作晶。二0一三年，華裔博士生趙馳

亞先生來到普林斯頓神學院，師從在國際巴特學界享有盛

譽的麥科馬克 (Bruce L. McCormack) 教授，準備撰寫與巴

特《教會教義學》中天意論相關的博士論文。趙先生加入

小組，逐漸成為整個翻譯項目的協調人，開始對合作翻譯

的真正進展產生重大的助推作用。他曾在國書出版行業供

職八年有餘，善於溝通，熟練掌握計算機技術。他建立追

蹤翻譯進展和編輯瀏譯作品的系統，一方面負責翻譯團隊

的組織和協調，另一方面負責與出版社的溝通與交流，使

得翻譯作晶的完成和出版成為真正的可能性。同樣在二。

一三年，在神學院院方的大力支持下，巴特研究中心行政

主管杜根(Kait Dugan) 女士開始為整個項目提供機構性的

和經濟性的援助(也正是由於杜根女士的介紹，我有幸認

識趙博士，並且受邀參與了今年的研討班) 。在此值得一

提的是，特別由於已故的神學院董事鄧普頓爵土 (Sir John 

Templeton) 的慷慨捐贈和投資天才，普林斯頓神學院可能

是北美乃至全世界財務狀況表現最好的一家神學教學科研

機構。故而，院方不僅非常樂意，而且很有能力持續穩定

地支持巴特研究中心及其開展的巴特翻譯項目。

巴特翻譯項目成員約有三十位，核心成員大體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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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時有新鮮血液加入。J1J 目前為止，該翻譯團隊已經譯出

全集版三卷本《巴特談話錄》。第一卷 (1959-1962 年)已

於三0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第三卷 (1963 年)將於

二0一八年九月二十日面世，第三卷 (1964-1968 年)預計

於二0一九年秋付梓。

以第一卷為例，內容是巴特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

的談話合集。之所以選擇翻譯這一卷，一方面是因為其中

的內容不僅能滿足專業學者對巴特的研究興趣，也能幫助

普通讀者了解巴特神學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特色;另一方面

則是因為其中的談話錄分為長短合適的不同章節，有利於

團隊成員的翻譯分工和合作。

就一般的操作流程而言，首先，當年十一月底，協調

人發給各位成員供選擇的需翻譯頁數分配草案，根據具體

篇章、個人興趣和時間安排，每位成員大概分得或選得十

到三十頁左右(最多不超過一萬七千的德文單詞數)的翻

譯任務;其次，來年六月，在巴特年會後的巴特翻譯者研

討班，團隊成員~集在普林斯頓，一同討論各自碰到的具

體翻譯問題;第三，一個月左右的譯稿修訂時間;第四，

母語為德語的弗勒利希教授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對照德文

原文，通讀全部個諱，統一體例，並且看重考察英文譯誦

的忠實性和準確性;第五，母語為英語的古德教授用三個

月左右的時間，過讀全部翻譯，統一體例，並且著重考察

英文譯端的清晰性和可讀性，最後，英文譯稿提交出版社，

出版社負責排版、印刷和發行等事宜。通過這樣的翻譯流

程和譯場合作，謝譯參與者試圖提供一個儘可能權威、可

靠、準確和可讀的英文譯本。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六月持續三天左右的年度

眾集中，每位譯者均被分得充足的時間，向與會成員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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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具體挑戰和問題。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

參與討論，每位成員均應提供一份已完成的翻譯初稿，並

且標注出其中需要提交大家討論的詞彙和詩句。這樣密集

的交流和討論，益處良多，有助於翻譯團隊成員關係和信

任的彼此建立、翻譯質量共識和標準的共同認可、以及具

體譯者翻譯蒙質和技能的提升。

如此大費周章的合作翻譯，其目的不僅是為了滿足一

般讀者對巴特的了解和閱讀，而且更是為了給巴特研究者

提供一份可靠的研究資諒。因此，在翻譯過程中，翻譯團

隊非常重視德文版的編者注，在保留德文編者注的同時，

會在具體翻譯時把編者注的解釋融合進文本的翻譯，並會

作出原文和補充之間的明確區別。

如上新述，二0一七年十一月二十目， <:巴特談話錄〉

第一卷 (1959-1962) (Barth in Conversation, Vo1u血e 1, 1959-
1962) 由著名神學出版社威斯特敏斯特﹒約翰﹒諾克斯出

版社 (Wes恤inster J ohn Knox Press) 順剩出版。根據出版

社的最新反饋，這本書頗受讀者歡迎。此次翻譯堪稱跨國

跨界長期合作翻譯的典範。就國別而盲，小組成員分別來

自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就界

別而育，小組成員主要來自神學界和教會界。

四、二0→A年六月二十至二十三日;研討班觀察手記

一九九七年，為了促進巴特神學的研究和推廣，普林斯

頓神學院成立巴特研究中心。此後不久，每年六月中旬，在

學期結束後，該中心選取特定主題，邀請各國各背景的巴特

專家進行大會主題報告，並且逐漸開始邀請專門研究巴特的

博士生舉行小組報告。今年會議的舉行時間是二0一八年六

月十七至三十日，具體主題是「巴特與解放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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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結束後的六月二十日下午，研討班成員在巴特

研究中心會議室眾集一堂。除了我們三位受邀參與的觀察

員外，有十五位成員到場，另有兩位成員(一位是瑞士巴

塞爾大學 [University of B聞el] 的巴特研究專家高科爾

[Ma叫lÏas Gockel]博士，他曾撰寫關於巴特與施萊爾馬車在 (F

D. E. Schleiermacher) 的博士論文，現在負責翻譯作品的德

文統稱和編輯，另一位是英國阿伯了大學[University of 

Ab自由e吋的巴特研究新秀、皇家講席教授尼莫[Paul T 

Nimmo] ，他的研究專長是巴特倫理學)在特定時間通過視

頻參與。在十五位到場成員中，古德教授是研討班主持人，

趙馳亞先生負責具體會務，兩位分別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

神學院教授正在舍作翻譯巴特的「哥廷根教義學J <.基督

宗教教程> ( Unterricht 的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按照之前的安排，這次研討班集中討論的是《巴特全

集》中的《演講和小論文(1905-1909) >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05-1909) 。這篇文集的篇幅，包括編者注和正

文在肉，共計四百十七頁。參與劉譯的成員共十六位。在

研討會期間，每位成員有五十分鐘向與會人士報告自己在

翻譯中碰到的各類問題供討論，問題主要集中在具體字詞

或語旬的理解和個諱，涉及技術性詞彙、人名轉寫、具體

頭街、外來語(特別是希臘語和拉丁語)詢彙和語甸、基

本概念、縮寫詞彙和其他具體字詞等等。其他細節性的問

題還有很多，比如，如何使用標點符號、如何在不干擾全

集版已有編者注順序的情況下做好和標記譯者注、如何理

解巴特對斜體形式的使用等。

值得一提的還有四點:其一，研討班非常重視母語為

德語者的參與。在與會成員中，至少有五位的母語是德語，

他們與母語為英語的成員一同討論可能的翻譯用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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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成員也會就譯者提供的具體翻譯，並且根據自己

的翻譯經驗和語吉感覺提出具體的改進意見。其三，除了

專門分配給每位譯者的固定時段外，研討版遺留有兩個專

門時段，前者用於風格和腳注方面問題的交流，並會涉及

出版社編輯的相關回應，後者則用於行政方面事宜的討

論。其間，會議期間，除了負責與不在場成員的網絡連接

和德文電子版的牆面投影等技術性細節之外，趙先生按照

之前確定的系統(主要是充分利用應用軟件「印象筆記」

[Evem。但1) ，負責記錄，特別是記錄大家共同認可的翻譯

詞彙和規範(包括新規範和對規範的細微修訂) 。當然，

譯者也有相當大的靈活性，可以根據文本上下文給出更合

適的創譚。

五、翻譯固隊的近期規劃

根據j趙馳亞先生提供的來自巴特檔案館(Kar1 B缸也

Achiv) 的最新消息， <:巴特全集》共有七十五卷，預計三

十一世紀三0年代中期出齊。現在的工作重點正是《演講

和小論文 (1905-1909) }所屬於的第三部分「演講和小論

文」。就這一部分的現狀而育，已編輯和出版六卷

( 1905-1909 、 1909-1914 、 1914-1921 、 1922-1925 、 1925-

1930 、 1930-1933) ，另有五卷仍待編輯和出版。在可預計

的將來，普林斯頓神學院巴特研究中心巴特翻譯團隊將以

五年為一週期，陸續合作翻譯接下來的三卷( 1905-1909 、

1909-1914 、 1914-1920

六、結語

!/;î1.且時周知，翻譯作品的質量往往會極大影響對該作品

的吸納、以及該作品的流傳和影響。德國神學家霎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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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rhard Jünge1) 素以知識廣博和思想深逮著稱。他解釋

巴特上帝論的名著《上帝之存在是在成為之中:> (Go自由 Sein

ist im Werden) 在第一次被譯成英文後，由於譯作的緣故，

他被誤解為是一位過程神學家。英國學者韋伯斯特 (John

Webster) 專研雲格爾多年，撰寫過關於雲格爾的博士論

文。直到他重新翻譯上書後，對雲格爾的上述誤解才待以

扭轉。但是，即使如此，由於其思想作晶深重重難懂，直至

今日，雲格爾在英語學界的影響力仍非常有限，完全不能

與他同時代的另一位神學家莫爾特曼相提並論。其實，這

樣的情況並非例外，相比於差不多同時代的哈具馬斯，思

想更為深遠難懂的德國社會學家盧曼 (Niko1品 L油mann)

在英語學界的影響也難以與之相提並論。德語英語本屬同

宗，語言、文化和思想差異己如此之大，從德語到漢語的

翻譯和轉化更是難上加難。

或許至少部分地由於語吉、文化和思想的巨大差異，

就漢語學界的現狀而言，無論是霉格爾和盧曼，還是巴特，

對他們的研究和劉譯仍然有待進一步的推進和落實。巴特

在漢語學界和教會界的影響，除了趙紫寢先生在上世紀三

0年代的初步推介( <巴德的宗教思想:> (上海﹒青年會

書局， 1938) ) 、以及劉小楓先生在人0年代末、九0年

代初期的大力引進(特別注重巴特與現代性的思想關聯)

之外，其實主要還是輾轉來自蘇格蘭(托倫斯[Tho血甜 F.

Torr祖ce]) 和美國威斯特敏斯特(蒞蒂爾[Corne1ius V血

Til])兩大改革宗神學傳統的影響。鑑於以上介紹的巴特翻

譯者研討班這樣的跨國跨界長期舍作的譯場典範，漢語學

界或許也可考慮至少在進深研究和建設譯場這兩方面繼續

推進對巴特神學作品的翻譯和吸納。就研究方面而言，參

與翻譯的主要譯者最好遁曉德文，對神學(特別是巴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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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有過專門研究，而且有能力並有意願撰寫詳細的注釋、

串解和導言。就譯場方面，對巴特神學作品的翻譯應向廚

有對神學(特別是巴特神學)感興趣的人群敞開，邀請不

同界則不同背景的學者和愛好者一同建立譯場，分工協

作，有規律地開展專門討論具體翻譯問題的研討班，以此

檢驗翻譯效果、提高翻譯質量，並且先後交由德文方面和

中文方面的相關專家負責統稿，保證諱稿的可靠性和可讀

性。通過在這兩方面的深入耕耘和長期建設，巴特神學或

許能由此在漢語思想中繼續扎根，並且為漢語，思想的進一

步生長提供有力的參照和借鑑。

關鍵詢:翻譯吸納 巴特瀏譯者研討班

作者電郵地址:曲。血asq阻utong@yahoo.com

277 



IβGOS & PNEUMACh扭間抽血a1 ofTh，圓logy (No. 49A Wmter2018 Special Jssu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An Example from Karl Barth Translato悶'Seminar in 

Princeton 

QU Xu!ong 

Associa!e Profess前， School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間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emergence of K.arl B虹也

Translators' Seminar hosted by the Center for Bar由 S個dies at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r世nary，也etr祖slation process of the 

first volume of Karl Barth in Conversation, and 也e 缸田間l

meeting in June 2018.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serious 

a仕:itode a且d the rigorous working process, and deals briefly 

m曲曲e prolem of re臼ption resulting 企om the tr祖slation.

Lastly，也is ar且cle aims to promote a research-based and 

甘阻slation-field-血la區d 甘anslation model, for which 也e K.arl 

Bar由 Translato間， S扭曲缸 provided a good ex缸nple for 

fostering 也e translation and also the reception of K.arl Bar曲's

th臼logical works. 

Keywords: Translation; Reception; 

Karl Barth Translators' S間l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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