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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
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
台湾中原大学魏外扬

１９世纪素有“宣教大世纪”之称，欧美基督新教教会纷纷派遣传教士远赴异

邦，传扬福音，而其副产品则是中西文化之交流。英籍牧师马礼逊（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
ｒｉｓｏｎ，１７８２一１８３４）是近代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于１８０７年来华，１８３４年病逝
于广州，埋葬于澳门，墓碑上特别推崇他生前的三大文化伟业：译圣经、编字典、
办学校。本文就这三方面，略述马礼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一、译圣经
马礼逊来华的首要使命就是学习中文并将圣经译为中文，经过十二年的努
力，在米怜（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ｉｌｎｅ，１７８５—１８２２）牧师的协助下，包括旧约与新约的全本

圣经，终于在１８１９年底译成。手稿送到马六甲英华书院，以传统木刻雕版的方
式印制，于１８２３年完成，命名为《神天圣书》，并由马礼逊带回英国，亲自呈献于
英国圣经公会１８２４年的年会中。然而，这并不是英国圣经公会年会中出现的第
一本中文圣经。在前一年（１８２３年）的年会中。住在印度的英籍牧师马殊曼
（Ｊｏｓｈｕａ Ｍａｒｓｈｍａｎ，１７６８—１８３７）所主持翻译的中文圣经已经送到英国，拔得圣

经中译史上的头筹。
为了完成译经大业，马殊曼花了十六年的时间，马礼逊也花了十二年的时

间，两人投入的心力、劳苦都不容置疑，但由于秉持的理念不同、身处的环境不
同，他们译本呈现的风格颇为不同。以诗篇第二十三篇为例，马殊曼是这样
译的：

耶贺华为我牧我将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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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令我卧在青草处引我至水际
救返我魂为厥名而导我进善义之路
虽我游通死影之谷而不惧祸害

因尔偕予

尔棍与杖慰予耳

尔当仇辈之面而备一席我前傅油我首我爵满溢
我一生恩泽固从我我将永在耶贺华之堂也

再看马礼逊的译文：

神主为我之牧者故我未致受缺
其使我安偃在绿草田内

其又携我走于静水之边也

其使我心归于好处且为厥名其携我行于义之路也
又也我虽行通死影之谷我尚不惊惧盖尔偕我焉

尔杖与尔棍扶

我起矣
在我敌之面前尔为我而置一桌

尔以油傅我首我爵满而溢也

固然恩与慈将随我于我命之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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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我将居在神主之家至永远矣

两者相较，都未脱离原文原义，但很明显可以看出，马殊曼用字较少（１００个
字），且较为艰涩，马礼逊用字较多（１３６个字），也较为流畅。盖因马礼逊一向主
张，圣经不是为少数学者而译，而是为多数民众而译，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文体就
是像《三国志》那样，不会令学者嫌弃，民众也不会视为畏途，也就是雅俗共赏，琅
琅上口。
马礼逊一面译圣经，同时也编字典，而为了进行这两大学术工程，他从１８０７
年来华之初，就开始不问断、不惜代价地搜购中文图书。当他在１８２３年底初次
返回英国述职时，将大约一万本中文线装书带回英国，这批中文图书几经迁移、
略有散失，目前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书馆典藏，这就是所谓的“马礼逊文库”（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图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有学者认为，马礼逊文库中虽无特别难得的图书或版本，但是合在一起来
看，无论在当时或今日，都具有很高的价值。第一，马礼逊买书是为了全面了解
中国文化，因此文库图书所涵盖的领域广大，除传统经典名著外，也有民间通俗
作品。第二，马礼逊与中国传统的收藏家、鉴赏家不同，他买的多半是当时流通
的版本，也就是乾隆、嘉庆两朝的版本。时至今日，这些当时行家们所不屑一顾
的版本，反而成了稀有的东西。
以马礼逊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买书、藏书决不是闲情雅事，而是一种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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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进行的事情。由于洋人的行动受限制，马礼逊只好委托华人代办代买，虽然

明知为他买书的华人上下其手、借机图利，他也别无选择只好甘愿受骗。为了买
书花费大，马礼逊不惜过更简陋的生活，直到他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收入

大幅提高，才能应付愈来愈大笔的图书费用；而在当时极端排外的政策下，洋人
拥有大量的中文图书自然会引人猜疑，因此马礼逊谨慎行事，时刻处在惊恐之

中。即使是在澳门，他也不时要将身边的书籍藏好，以防清吏发动突击检查。
马礼逊用功读书的程度，实在令人敬佩。在一本读书手札中，他记下从１８１８
年底到１８１９年初的读书心得。在这几个月中，他读了包括英文、拉丁文与中文
的几种书籍，例如英译的希腊史诗《埃利奥特》（Ｔｈｅ Ｉｌｉａｄ）、古罗马诗人霍勒斯

（Ｈｏｒａｃｅ）的作品、朱熹的《论语集注》与毛宗岗增补的《三国演义》。马礼逊很欣
赏《三国演义》的文体，主张为了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翻译中文圣经最好也采用
类似的文体。

马礼逊译的中文圣经已在１８１９年底完成，因此他在１８２３年回国时，决定将
他私人的中文图书馆搬回英国，希望藉此带动英国研究汉学的风气，不料这个过
程是一波三折。这些线装书好不容易历时三个多月飘洋过海来到英国，遇到的

第一个难题就是巨额的关税，非马礼逊所能承担。经多方陈情、有关人士力说，
公文来回数月之久，海关当局才准予免税放行。第二个挫折是马礼逊心目中最
佳的两个捐赠对象，牛津或剑桥大学，竟然都兴趣缺缺，反应冷淡，这批远道而来
的图书只好暂时存放在“伦敦传教会”（ＬＯｎｄ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仓库中。
直到１８２３年，新成立不久的伦敦大学学院（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Ｉ。ｏｎｄｏｎ）才接受

捐赠，并如约设立汉学讲座，由曾任马六甲英华书院院长的修德牧师（Ｓａｍｕｅｌ
Ｋｉｄｄ）主持。这批图书在此定居八十多年后，１９２２年又迁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直到今日。在此期间，马礼逊文库被打散与其它中文图书混编在一起，逐渐失去
其特色与价值。直到１９９６年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赞助之下，进行一
次最新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不但出版了《马礼逊文库图书目录》（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Ｃ０１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也重新将它们集合陈列，以便学者参考

使用。至于马礼逊在华第二阶段（１８２６—１８３４）所搜购的中文书籍，目前则由香
港大学典藏，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学术遗产。

二、编字典
马礼逊字典的英文名字是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分为三部

分、六大册，合计将近五千页。第一部分中文名为《字典》，是按部首排列的汉英

７５５

黼黼冲撞融合
字典，共有三册。第二部分中文名为《五车韵府》，是按声韵排列的汉英字典，占
两册。第三部分是按英文字母排列的英汉字典，只有一册。
其实马礼逊最初的构想，还不仅是编一部字典，而是编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

质的大辞典。以第一部分第一册的第一个字“一”为例，他的解说与例句如下：

第一“Ｏｒｄｅｒ ｏｎｅ，”ｉ．ｅ．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同一般ｏｒ一样

ａ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ｏｒｔｈｅｙ

都是一样
画一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ｏ ｄｒａｗ

ｏｎｅ

ａｒｅ

ａｌｌ ａｌｉｋｅ．”

ｌｉｎｅ．”ｉ．ｅ．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ａ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ｕｌｅ．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不能画一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ｆｆｉｒｍｅｄ ｏｆ ａｌｌ；ｏｒ ｔｈｅ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ｍａｎ—

ａｇｅｄ ａｌｉｋｅ．”
“Ｇｏｏｄ ｓａｙｉｎｇｓ

好语似珠穿一一
一个人

“Ａ ｍａｎ．”

一口水

“Ａ ｄｒａｕｇｈ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视色事如鸠毒一入口即立死
ｓｏｎ，ｗｈｉｃｈ，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ｉｔ

ｅｎ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ｌｉｋｅ ｐｅａｒｌｓ ｓｔｒｕｎｇ

“Ｖｉｅｗ ｉ１１ｉｃｉｔ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一·心

“（）ｎｅ ｈｅａｒｔ，”ｉ．ｅ．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ｈｅａｒｔ．

一生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１ｉｆｅ．”

一总ａｎｄ一概ａｎｄ一切

ｏｂｊｅｃｔ，ｕｎｄｉｖｉｄｅｄ

ｏｎｅ．”

ｙｏｕ ｗｏｕｌｄ ｐｏｉ—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 ｎ．”

Ａｌｌ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ｅｒｅ ｉ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ａ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不能一概而论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ｄｅａｔｈ．”

专一

ｔｏ ｏｎｅ

ａｓ

ｏｎｅ

ｕｓｅ

ｏｒ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ｆ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ｆ ａ１１．”

（未完，下略。）

后来因为进度太慢，到了第一部分的后两册，就只有简单地解释字义而已，
不复有大量搜集词句的情形。有学者评论说，中国传统字书中的例句，都从经史

文献而来，较少俗话俚语，马礼逊字典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收录了大量的日常用
语，保留了属于民间的事物与观念。
印刷出版这套皇皇巨著也是个难题，幸而东印度公司极为肯定这部字典的
价值，不但提供印刷的资金，还由英国派专人到澳门来主其事。全部字典终于在
１８２３年印妥，四开本，印制七百五十套，除公司留下一百套外，其余六百五十套都
归马礼逊所有。马礼逊除将一部分赠送教会、亲友外，其余的则委托英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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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马六甲、澳门等地书局或朋友销售。每套定价二十英镑，这虽然不是一笔
小钱，但出版三年以后，存书不到五十套，可见销售状况还相当不错。此外，在他

身前，这套字典已被翻译成日文，成为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管道。
除了这部字典，马礼逊对于中国语文还有其它许多贡献，例如他著有《通用
汉言之法》，这不但是马礼逊最早的中文著作，也是第一本有关中文文法的专书。
他还编了《广东省土话字汇》，则是一本广东话的字典，有助于外国人与当地人的
沟通。

三、办学校
马礼逊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人，当他日复一日在广州、澳门，埋首于编字典、

译圣经之时，已经想到在东南亚设立一个传教基地，如此在等候中国门户开放的
时候，也可以着手进行许多准备的工作。米怜牧师的来到使这个构想得以实现，
１８１５年米怜、梁发等人进驻马六甲，而英华书院也在１８１８年创立。
英华书院的规模虽不大，却有崇高的理想，是以沟通东西文化及实现全人教
育为目标。马礼逊、米怜都是对中国文化有相当了解与尊重的传教士，所以这所

学校收中国学生，也收外国学生，学习的课程有中学，也有西学。它不是一所狭
义的神学院，而是以成为一个东亚研究中心为目标的学习基地。对于这种比较
自由开放的文化、教育理念，他们所属的母会难免有些犹疑，所提供的支持也有
所保留，因此马礼逊个人的捐赠，才是学校得以成立与维持的主要原因。
马六甲英华书院从１８１８年创立，到１８４３年迁往香港，根植马六甲的时期为

２５年。前后七任校长，皆为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士，依序为米怜、宏富礼、高大卫、
修德、汤雅各、伊云士及理雅各。其中多半也具有汉学家的资格，例如高大卫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ｌｉｅ）翻译四书；修德回英国后出任伦敦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理雅各

（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翻译四书五经、出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更是一位西方公认的汉

学大师。
书院的教师，西学皆由传教士担任，中学则由华人学者担任。除这两大学术

系统外，也聘请马来文、泰文、越南文、甚至日文的教师，充分表现出兼容并蓄、多
元文化的特色。学生主要来自马六甲当地的华人家庭，人数不多，初创时只有七
位，以后维持在二、三十位，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位。学生年龄并无严格限制，有

一份名录显示，从十三岁到三十五岁都有。西籍学生不多，但像后来出任校长的
宏富礼、高大卫等人，也曾出现在学生名录中，可见有教无类是书院的一大原则。
马六甲居民中，华人只是少数，但书院学生仍以华人为主；华人中绝大部分以闽

７５７

—＿冲撞融合
南语为母语，但书院仍坚持以官话为主流，这些安排都反映出马礼逊、米怜的共
识：这所学校是为中国、为将来而设的。
马六甲时期的英华书院，栽培出不少杰出的校友，华人、西人都有。华人校
友，如梁发是第一位华人牧师，也是华人撰写传教文章的先驱；何进善是第二位
华人牧师、香港名人何启的父亲；袁德辉是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秘书。西
人校友，如宏富礼、高大卫先后担任母校校长；美国人亨德投身中外贸易，并著
《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书，为早期中外关系留下珍贵纪录；马儒翰（Ｊｏｈ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１８１４—１８４３）是马礼逊的儿子，克绍箕裘，可惜英年早逝。

书院中除教学设备外，最重要的就是印刷部门。英华书院中有许多员工全

力投入印刷工作，印中文的，也印英文的、马来文的书刊。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
俗每月统记传》，早在书院成立前的１８１５年就按月出刊了。马礼逊、米怜合作译
成的中文圣经《神天圣书》，当然更是书院最荣誉的产品。
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华书院于１８３４年迁往香港，１８４４年改为英华神学院，办

学理想与性质已与马礼逊、米怜领导时期有异，终于在１８５６年停办。停顿五十
多年后，１９１３年仍在香港复校，直到今日。其实，除了香港英华书院直接承袭马

—矿

礼逊的办学理念外，后来中国沿海地区出现好几所以英华为名的学校，也可视为
马礼逊精神的延伸。如厦门鼓浪屿的英华、福州的英华，都为中国近代教会与社
会培育出无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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