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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初探《思高聖經》中與耶穌的母親瑪利亞相關的經文片段，透過文

本分析呈現《思高聖經》中的瑪利亞思想與聖經詮釋學。論文的分析聚焦於

《思高聖經》新約的正附文本，即經文正文和與之相關的序文、聖經註釋、附

錄等。研究顯示，《思高聖經》每每壓抑聖經中各書卷寫作者的書寫意圖，並將

後代發展出的瑪利亞思想讀入聖經文本，以此呈現出傳統保守的瑪利亞形象。

不過，《思高聖經》仍採納部分現代考證學方法，以之發掘聖經寫作者的原始書

寫意圖。從思高聖經 1946 年到 1961 年完成的早期十一大部聖經譯釋本，到

1968 修訂重出的單一合訂本，也呈現出詮釋學立場的微幅調整。以上總總《思

高聖經》翻譯與詮釋的特色，顯示其過渡特質，這一特質與近代天主教會的聖

經詮釋學發展歷史密切相關。本論文結尾肯定《思高聖經》的歷史意義，期待

未來能有更多與之相關的文本研究，也主張《思高聖經》已來到亟需進一步修

訂的時間點。 

 

關鍵詞：聖經翻譯、聖經詮釋、中文聖經、思高聖經、天主教、瑪利亞（馬利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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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ible verses related to Mary, mother of 

Jesus, in the Chinese Catholic Bible. The goal of this thesis is to present th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Bible by analyzing its Marian though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ext and paratext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Bible’s New Testament, 

that is, the scriptural translations as well as the related prefaces, annotations, 

appendixes and others. After an in-depth analysis, this thesis discovers that the 

Chinese Catholic Bible generally presents the traditionally conservative image of the 

Virgin Mary through the kind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hat suppress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human authors of the Bible and forces the later-developed Marian 

thoughts to be read back into the previously-written Scriptures. Nevertheless, the 

Chinese Catholic Bible has partially accepted the modern 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authentic voices of the biblical human authors, and has slightly 

switched its interpretational stance between the primary eleven volumes of Bible 

published from 1946 to 1961, and the revised single-volume Bible published in 1968. 

These traits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Bible betray its transitional character, which is 

great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tholic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hroughout 

history.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the Chinese Catholic Bible’s translation has great 

historical value and deserves to be studied more closely. Still, it insists that revision of 

this translation is an urgent need.  

 

Keywords: Bible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Chinese Bible, Chinese 

Catholic Bible (Si-Gao Bible, Studium Biblicum Version), Catholicism,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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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翻譯瑪利亞： 

動機、範圍、方法、架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與基督教各宗派相較，天主教徒對於耶穌的母親瑪利亞的尊崇有過之而無

不及，常稱她為「我們的女士」（Our Lady），天主教會中也流傳著這麼一句

話：「談論聖母，永遠不夠」（De Maria nunquam satis）。然而，關於瑪利亞，聖

經的記載實際上只有寥寥數句。究竟這些對瑪利亞簡短描述和引述的經文，如

何發展成歷史悠久、內容龐雜博大的瑪利亞學（Mariology）？而這儼然發展完

備、自成一格的瑪利亞學又如何回過頭來，與正典的內容交互影響？歷來諸多

聖經學者投入此研究。 

筆者在更正教1的教會中成長，一次略讀《思高聖經》的福音書時，發現其

中呈現的瑪利亞形象，與筆者熟讀的《和合本》有許多迥異的差別，這便引發

了筆者研究的興趣，好奇此般差異究竟從何而來？也想著，同為基督宗教分支

的更正教與天主教，如果各自習讀的聖經有如此鮮明的差異，眾基督徒共同企

盼的教會共融前景，真的有可能嗎？於是，這便成為筆者展開研究的熱情與負

擔，熱情在於嘗試理解天主教會詮釋聖經的視角，再由這一理解去評析《思高

聖經》的翻譯與詮釋。在同理中批判，在批判中同理。負擔是在熱情地開始閱

讀天主教文獻之後成形的，在嘗試深刻同理並批判《思高聖經》的過程中，筆

者也重新梳理了自身對於信仰的理解、化解了一些筆者從前由於陌生而對天主

教會產生的誤會，這使筆者斗膽地切望起透過微薄的論文書寫，期待或者能由

此促進教會更進一步在理解中共融。 

筆者在論文的一開頭即陳明自身的信仰立場，這是因為筆者認為，既然中

立客觀的研究視角是早已破滅的現代主義神話，那麼承認並說明研究者必然帶

有的主觀視角，反而能使主觀既不傷損論文價值，更讓讀者能以清楚衡量這篇

論文價值的背景資訊，也許讀者自身主觀，也能與筆者被天主教會中各種詮釋

觀點挑戰過後的主觀互相砥礪，進一步有所開展與調整，有所確認並堅固。 

《和合本》作為經典的更正教白話中文聖經，歷來研究已多，但是對於

1968 年完成的第一本單本天主教中文聖經全書，卻沒有相對應的豐富討論。筆

                                                      
1中文世界習慣將宗教改革後由羅馬天主教會分出去的更正教徒（Protestants，另一譯法為新教

徒）稱為基督徒，但筆者認為此稱法甚不利於基督宗教各分支的共融，因為如此稱呼，就沒有

概括性詞彙可以統稱基督宗教各分支的信徒。本論文中，筆者決定將基督宗教各分支的信徒以

「基督徒」（Christians）稱之，由羅馬天主教會分出去的更正教會信徒則以「更正教徒」

（Protestants）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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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想，既然瑪利亞學在天主教會中有特別的份量，是天主教界與更正教界一大

爭論焦點，也是吸引我想進一步了解《思高聖經》的起始點，那麼觀察《思高

聖經》中透過翻譯與詮釋呈現給讀者的瑪利亞，會是研究《思高聖經》一個不

錯的切入點。筆者也期許，此論文能為中文聖經翻譯史中不甚完備之處，加上

一些補充。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法國符號學者惹內（Gerard Genette，1930-2018）曾對文學作品正文以外的

「附文本」（Paratexts）進行討論，本論文分析《思高聖經》時會運用此概念，

不僅分析《思高聖經》的經文正文，同時關注相應而生的《思高聖經》附文

本，特別是書中豐富的聖經解釋與其他正文以外的神學符號，即《思高聖經》

中，正文以外的「內文本」（Peritext）。在這個文本範疇內，筆者將會透過與瑪

利亞相關的經文片段，觀察《思高聖經》如何詮釋聖經，以何種翻譯策略向讀

者傳達這種聖經詮釋觀，而這樣的詮釋觀又是在何種神學、文化、歷史等脈絡

中形成的。 

惹內（1997）的著作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書如其名，探

討附文本的定位。惹內主張，附文本有如「門檻」（threshold），是連接文本與

讀者的中介地帶，此兩者間並無一分為二的疆界，乃是透過附文本，往內通往

作者建構的文本世界，往外面向讀者所處的實體世界。由此，惹內進一步將附

文本區分為內文本（peritext）與外文本（epitext）。內文本包括書中所有非正文

資訊，如出版者對書籍做的分冊排版、書籍標題、作者題名與題名方式、致謝

詞、序與拔、書內大小標題、附註與書中其他補充資料等。外文本則是成書以

外的所有書籍相關資訊，又分為「公開的外文本」（public epitext）與「私密的

外文本」（private epitext），公開外文本包括出版社的書籍宣傳資訊、作者對於

書籍的公開評論與回顧等，私密的外文本包括作者的私人相關通信、私下相關

口述、私人相關日記等。 

鮮有書籍以僅含正文的形式存在，附文本由正文衍生而成，構成讀者所接

收之書籍及相關資訊。然而正本與附文本的關係頗為微妙：一方面附文本的功

能為輔助文本，其地位似乎從屬於正文之下；另一方面附文本並非立場超然的

論述，經常由其詮釋視角主導人們對於文本的解讀方式。透過正文與附文本的

交互對照，文本的意義由此動態的建構而成，李根芳（2014）評道：「附文本的

『門檻』角色讓我們在閱讀的經驗中，更加意識到意義的建構是個流動的過

程，在內外之間不斷游移、來回張望（頁 120）。」 

惹內在書末的結論，補充說明三種他並未多加分析的附文本類型：翻譯作

品、連載出刊文本、書中插圖。關於翻譯文本，惹內表示，經過作者修訂審核

的翻譯作品、或擁有雙語或多語種能力的作者翻譯自身作品時，特別具有附文

本的功能，可用以詮釋原文內涵（Genette，1997）。由這個角度觀之，所有天

主教聖經譯本都可以某程度地被視為附文本，因為在天主教的神學中，聖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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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書卷都有雙重作者，第一層作者是著書的寫作者，更上一層的作者則是默

感寫作者提筆著書的天主，而天主也是護佑教會中的譯者翻譯聖經的那一位。

因此，如果我們將聖經的啟示內涵視為終極的正文本，那麼不同版本的天主教

聖經便是多重的附文本，我們可以由此觀察天主教會如何詮釋聖經啟示的內

涵。當我們進一步專注於特定版本的天主教聖經，我們便可以由此觀察特定年

代、特定區域、特定修會背景的天主教譯者，如何詮釋聖經啟示的內涵。這是

一種可供參考的宏觀敘事研究視角，不過在本論文中，筆者會使用比較狹窄的

方式界定正文與附文本：將《思高聖經》的聖經譯文視為正文，將其他聖經內

外資訊視為附文本，附文本的分析會聚焦於《思高聖經》的內文本。 

必須一提的是，聖經書卷的雙重作者特性，使各版本天主教聖經的正文與

附文本間的辯證關係，均超越惹內書中的討論範疇：聖經的寫作者，不一定是

最了解文本意圖的那一位，天主透過成書文本所欲彰顯的啟示，可能遠超過受

到歷史文化等因素侷限的寫作者所能理解，而教會的訓導當局（magisterium）2

有詮釋聖經啟示的職責，引導信徒探尋超越聖經字面意義的深邃天主啟示。因

此，一本獲得教廷承認的天主教聖經，其中的附文本（特別是聖經解釋等內文

本），地位不必然低於聖經正文，反而是透過聖經正文與附文本的交互參照與辯

證，流動的建構起一套詮釋聖經啟示的深層文本脈絡。 

由此筆者認為，以《思高聖經》正附文本為研究範疇，以聖經詮釋學的角

度探討《思高聖經》對於瑪利亞相關經文的翻譯策略，會是個有意思的研究方

式。論文副標題名為「《思高聖經》瑪利亞的詮釋初探」，顯示此論文具有「初

步探索」的性質，嘗試挖掘瑪利亞相關經文片段，由此探討《思高聖經》的詮

釋議題，也由《思高聖經》的詮釋，評估其瑪利亞思想的立場。因此，本論文

並未窮盡《思高聖經》中所有與瑪利亞相關的正附文本，分析片段主要集中於

福音書中的瑪利亞，但也尚未徹底分析福音書中所有瑪利亞的相關文本，本論

文力有未逮之處，只好等待未來的研究者進一步探索了。 

為了深入觀察第一代《思高聖經》譯釋者對於經文的詮釋立場，所有經文

皆會同時分析 1946 到 1961 年分十一冊出版的聖經譯釋全文以及 1968 年出版的

合訂本，1999 年以後的各種修訂譯版則不列入分析對象。譯文在多次修訂過程

中的演化轉變，會是個有趣的研究題目，唯 1999 年以後的版次已涉及譯釋者的

更迭，超過本論文欲聚焦的研究範圍，只好等待未來的研究者進一步發掘。引

用經文和註釋時，凡未特別指明譯本，或簡單說明出於《思高聖經》者，皆指

1968 年的合訂本；引用分冊版次時，會另指明出版時間。因為本論文聚焦於天

主教會中的聖經詮釋，聖經書卷的名稱及縮略寫法以《思高聖經》的譯法為

準，基督宗教中的專有名詞以天主教會慣用譯法為主，如使用其他譯法，將特

                                                      
2 「教會的訓導當局」指的是「教宗」聯合「主教團」形成的宗徒團體，天主教會視此團體為

耶穌十二宗徒的合法繼承者，以伯多祿的繼承人「教宗」為首，與各地區主教所組成的「主教

團」一同領導整個天主教會克盡傳揚福音之職，並治理牧養眾信徒，此為「教會訓導當局」的

「教會訓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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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說明。 

 

第三節 研究架構 

以下筆者將說明本論文接下來的論述架構，第貳、參章提供文本分析所需

的背景脈絡，第肆、伍章是文本分析的正文，第陸章是論文總結與展望。 

第貳章筆者會先簡述《思高聖經》成書的背景，說明《思高聖經》的特

色，並對《思高聖經》相關研究文獻做出回顧，接著簡述歷史中重要的聖經抄

本及譯本，做為第肆、伍章中比較考證校勘過的原文和一些不同的聖經譯文的

基礎背景，筆者相信這樣的比較能夠突顯《思高聖經》的詮釋立場及詮釋的來

龍去脈。第參章筆者將進一步說明天主教會基本神學詮釋觀點：天主教如何看

待成文聖經和不成文教會傳統之間的關係；為何且如何將聖經詮釋為無錯誤的

天主聖言；最後呈現天主教會中的瑪利亞教導，以及這些教導的歷史脈絡。 

透過第貳章聖經抄本與譯本發展歷史與第參章天主教聖經詮釋脈絡和歷史

中瑪利亞學的發展脈絡，我們可以瞥見一些天主教內外詮釋張力，以及在這些

張力中天主教詮釋觀的衝突、調和、發展。雖然文化歷史的脈絡不管如何陳述

都無法窮盡，然而筆者期待盡力建立出基礎的脈絡背景，以至於當我們進入第

肆章的文本分析時，有足夠厚實的基礎，去比較並理解不同的詮釋角度，並由

此觀察《思高聖經》在成書時期獨特的歷史片段中，發展出怎樣的聖經詮釋

觀，以此持續影響著中文世界中的基督徒。 

第肆章筆者名之為〈瑪利亞初登場〉，先簡要探討收錄進新約正典的最早期

瑪利亞相關文本——迦拉達書 4:4；接著探討反映譯釋者對新舊約詮釋觀的「厄

瑪奴耳」預言——由瑪竇福音 1:23，返還依撒意亞書 7:14 預言出處，再回到瑪

竇福音 1:23，來回分析其中的詮釋爭議。這一章所涵蓋的瑪利亞相關詮釋，是

天主教會與從中分支而出的更正教會，面對新約正典時都需探討的詮釋議題。

第伍章筆者名之為〈瑪利亞的特質〉，先集中討論「充滿恩寵者」這一瑪利亞頭

銜的原出處——路加福音 1:28，探討其中所涉及的翻譯議題和歷史中延伸發展

的神學詮釋；再接著討論「終身童貞者」這一瑪利亞頭銜的所涉及的複雜經文

脈絡——路加福音 1:34 瑪利亞是否誓願保持童貞，瑪竇福音 1:25 是否暗示耶穌

出生後若瑟與瑪利亞同房，路加福音 2:7、2:23 是否暗示耶穌出生後瑪利亞又生

了其他的孩子，最後，四福音書並新約正典中散見的耶穌「弟兄姊妹」身分為

何？這一章所涵蓋的瑪利亞相關詮釋，特別涉及正典與正典後教會歷史發展之

間的詮釋關係。這是天主教會欲保留歷史中累積的豐富教會傳統時，必須正面

處理的議題，也是對更正教徒而言陌生而難以理解的議題。筆者會於文中兼述

兼議《思高聖經》詮釋的歷史脈絡及合理性。 

各種主觀的詮釋觀點有如不同的觀看透鏡，透過不同的透鏡觀察到的經文

內容，可能不盡相同。在第肆、伍章的分析中我們會看到，天主教會內部對於

如何詮釋聖經也有所分歧，因為在基礎的天主教聖經詮釋態度的範圍內，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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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內部有所差異的詮釋立場相互辯證，也逐漸容許教會自身的聖經詮釋與基

督教其他支派的詮釋觀相互激盪，透過這些辯證與交流，使教會在歷史的發展

過程中，能以逐漸調整，使其整體的聖經詮釋觀更加發展完備。而筆者也於前

文中陳明自身更正教徒的信仰背景，於是，在論文第肆、伍章的主文分析中，

筆者會以自身的聖經詮釋為思考起點，透過理解天主教的聖經詮釋觀在歷史中

發展至當代的樣貌，深入審視《思高聖經》中重要瑪利亞經文片段——包括最

常被簡化地判斷為誤譯的經文——也不迴避在討論完每一文本片段的關鍵字句

內涵、翻譯脈絡、比較不同的翻譯後，向讀者說明筆者對於《思高聖經》翻譯

及詮釋方式的判斷。 

在本論文結論章，筆者會先撮要整理論文主文中對於《思高聖經》中瑪利

亞的翻譯與詮釋的分析，做出回顧。接著簡要論及論文主文中無暇處理的瑪利

亞相關經文，包括創世紀 3:15 和若望默示錄第 12 章等，由此進一步指出有待

挖掘的《思高聖經》翻譯議題，希望能提供未來的研究者堪用的踏腳石。最後

筆者會陳明《思高聖經》全面修訂的必要，並分享研究過程中得出的心得及省

思，期待能藉此和讀者一起更深思考翻譯及詮釋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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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思高聖經》及歷代聖經之網 

 

天主教會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Second Ecumenical Council of the 

Vatican，以下簡稱梵二大公會議或梵二）中做出許多重要的決策，促使了教會

發展的轉向與革新，其中不容忽視的一項是教會的「本地化」政策。過去天主

教過份強調教會的普世性，要求各地教會在彌撒中使用拉丁語；然而在梵二大

公會議中，教長們以壓倒性多數決通過在地化的禮儀改革（Wilde，2007），准

允教會在彌撒中廣泛使用本地方言，在宣讀與勸勉時也多使用譯成本地方言的

經文（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74，禮儀 36 號）。當教廷在 1963 年公布本決

議時，港澳台的華人教會已有相當的條件迅速與這項改革接軌，這是因為在梵

蒂岡會議召開的前一年，雷永明和他的團隊已經首度將天主教聖經3完整地翻譯

成中文，而中國內地的天主教會也後來的改革開放中，陸續進行相當程度的禮

儀改革，並廣泛採用思高譯本。由此可見《思高聖經》在中文世界的重要性。

本章第一部分筆者將把焦點放在思高聖經的成書始末，第二部分則把焦點置於

歷代聖經抄本及譯本的成書始末，以此提供第肆、伍章評析《思高聖經》時的

文本背景脈絡。 

 

第一節 《思高聖經》的創始成終與相關評論 

以下筆者將從《思高聖經》主譯者雷永明的生平述起，再看《思高聖經》

的成形始末、修訂歷程、及相關評述。雷永明一生中，除了致力譯經外，也花

許多時間心思於對華福音工作、天主教社會學思想的傳播與實踐、親身從事社

會關懷等。不過礙於篇幅有限，關於雷永明的記述，將集中於那些和譯經相關

的事件，間或述及雷永明對瑪利亞熱心敬禮4之情，以此讓讀者由主譯者的生平

                                                      
3 基督信仰三大分支天主教、正教會、更正教對於聖經正典的界定略有不同。新約的部分，正

典書目大致在四至五世紀完成確認，後來基督信仰雖然陸續分裂形成天主教、正教會、更正

教，卻都接受 27 卷新約書目。舊約部分，則有較大的歧異。基督教所稱的「舊約」大致等同於

猶太教所稱的《塔納赫》（תנ״ך，Tanakh），唯基督信仰三大支派所承認的舊約書目有所出入。

《塔納赫》為縮略詞，取自經書三大組成文集的字首《律法書》（תורה，Torah）、《先知書》

 也有人將之譯為《希伯來聖經》（Hebrew，（Ketuvim，כתובים）《文集》、（Nevi'im，נביאים）

Bible）。更正教的書目完全跟隨猶太正典《塔納赫》；天主教舊約包含《塔納赫》中沒有的書

目，稱為「次經」（deuterocanonical books）；正教會舊約包含天主教舊約的所有書目，並有一些

天主教舊約沒有納入的書目（「聖經正典」，1996；Brown，1997）。關於天主教和正教會舊約書

目的差異，主因是雙方對於正典的定義有所不同（Grondin，2017）；關於天主教和正教會舊約

書目（即《塔納赫》書目）的差異，在本章第二節介紹七十士譯本的部分有補充說明。 
4天主教以「敬禮」（Cultus）一詞指出於內心的尊敬，而發於外在的崇敬行為。天主教將敬禮區

分為三種等次：「敬禮」（Dulia）是向歷代基督教聖者的致敬；「特殊敬禮」（Hyperdulia）是專

屬瑪利亞的致敬，因為天主教會認為她在救恩奧蹟中佔有特殊地位，配得這種特殊敬禮；最

後，「欽崇」（Latria）是單單歸屬於獨一天主的愛慕敬拜（「敬禮」，1996；Gustafson & 

Longenecke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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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窺《思高聖經》瑪利亞學的建構背景。 

 

一、雷永明的生平與《思高聖經》的成書始末 

 雷永明（Gabriele Allegra，1907-1976）出生於義大利的西西里島，父母皆

是熱心教友，天天頌禱玫瑰經，且特別熱心恭敬聖母。雷永明 11 歲進入了方濟

會在西西里的阿奇肋阿（Acireole）小修道院，預備將來成為方濟會士，16 歲

宣發暫願，18 歲入讀方濟會聖安道大學（University Antonianum）的國際傳教

學院，21 歲宣發大願，終生成為方濟會士，22 歲晉鐸，成為方濟會神父（韓承

良譯，1987；韓承良譯，1992）。雷永明的傳教與恭敬瑪利亞的熱忱，初始於家

學背景，深化於方濟會的培育。關於方濟會熱心於傳教與恭敬瑪利亞的歷史，

筆者將於下一段簡述，在此先引一段雷永明的自述，一窺他對於瑪利亞的孝愛

之情如何發端： 

 

「我最初的嬰年，就在一座聖母小堂的蔭庇之下；在家裡，受熱心敬主的父母撫

養教育；後來在方濟會裡，又接受那些非常恭敬聖母的師長的訓誨。所以，我從吮乳

的那個時候起，就吸收了對聖母的愛（引述自胡安德譯，1980，頁 33）。」 

 

方濟會創始人亞西西的方濟各（Francis of Assisi，1181/1182-1226）生處於

西元十二至十三世紀之間，他強調以簡單直接的方式，走入大眾、宣揚真理，

可見方濟會自創始人起首，便有強烈的傳教取向。十六世紀天主教改革

（Catholic Reformation）5以來，方濟會與道明會並列為第一批積極前往異地宣

教的修會，隨後跟上的才是在明清之際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力的耶穌會。方濟

會對瑪利亞的熱心崇敬也行之有年。當亞西西的方濟各摒棄一切財富，走入社

會最底層傳教時，他也把一位不再高坐母后寶座上的平民瑪利亞，介紹給人

們。方濟會的瑪利亞貧窮、謙卑、順從，與人們同在，廣受人們歡迎。方濟會

的董思高（Duns Scotus，1266-1308）更是在瑪利亞思想的發展中有重要的影響

力，他提出「先贖論」（praeredemptio）促使瑪利亞「始胎無玷」的思想進一步

發展6。日後方濟會士也和道明會士一同倡議天主教徒使用《玫瑰經》默想祈

禱，效法瑪利亞一生事奉天主（Hichcock，2012；Warner，1976）。方濟會積極

傳教的特質，使得雷永明有機會在相關活動中，更多了解天主教在華傳教的現

況，乃至下定決心來華傳教並翻譯聖經；方濟會恭敬聖母的特質，也在雷永明

翻譯聖經的過程，乃至《思高聖經》的正附文本中，展露無遺。 

                                                      
5有論者稱此天主教運動為「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乃注意其中與更正教對抗之

精神。然而許多天主教論者選擇稱之為「天主教改革」，這是由於將著重點放在這波運動中天主

教對於自身的革新，且認為「反宗教改革」之名有誤導之嫌，讓人以為天主教會的革新完全是

因應更正教的激動而起。其實在馬丁路德以前，教會內部已有種種改革的呼聲；而在馬丁路德

以後的南歐天主教革新，也不完全是因應更正教的出現而起（Mullett，1984）。 
6 關於「先贖論」和「始胎無玷」的進一步說明，請見本論文第參章第三、四節。 

 



8 
 

 在雷永明求學的階段，許多事件鼓舞他走上了中國傳教之路，其中包括閱

讀來華傳教士明德正神父（Cipriano Silvestri）所創辦的《方濟會傳教區雜誌》，

也包括在羅馬聖安道大學就讀期間，有幸聆聽傳教區秘書長斯加塔貝里神父

（P. M. Scartabelli）、後來在華殉道的楊恩賚主教（C. Jarre）和恩理濟主教（E. 

Ricci）等許多天主教傳教士的講話。但影響雷永明起意翻譯中文聖經最關鍵

的，還是以下兩件事：1928 年，雷永明約 20 歲時，參加了一場紀念天主教於

元朝第一位來華傳教士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逝世

六百周年的大典，席上他聽聞孟高維諾主教傳教事蹟，以及他曾將部分聖經經

卷譯為中文（或許是元代官方通用的蒙古文），只可惜譯文早已散佚。雷永明形

容大典中的這場演講對他而言有如「向一座火藥庫投射一條已經點著的導火線

（韓承良譯，1987，頁 52）」。隔年，華人高思謙神父入讀聖安道大學，雷永明

與之結交，並由其得知當時中國天主教會只有新約譯本，舊約聖經則未曾全數

翻譯出版，雖然在華主教曾於 1924 年召開會議，欲組織聖經翻譯委員會，卻延

遲多年無所動靜。雷永明聽罷，下定決心，不只以中國為傳教目的地，更以

「到中國去翻譯聖經（韓承良譯，1987，頁 53）」為其傳教之首要任務。 

 自雷永明定下傳教目標，至 1931 年突獲通知，起程前往中國，僅餘一兩年

進修神學的時間。雖然此時雷永明對許多譯經必備的知識尚處初學的階段，卻

已建立起堅定的聖經詮釋態度，他深信釋經學者必須在教會訓導權威的引導

下，竭盡才智所能去理解聖經的深意，並以此解釋聖經、護衛聖經，幫助讀者

免於私意解經，而這正是天主教會正統的釋經立場。雷永明之所以突獲徵召前

往中國，是因當時在華傳教的柏長青主教（R. Palazzi）需才孔亟，請求長上迅

速派遣雷永明，前往出任衡陽黃沙灣小修道院的院長。此一命令使雷永明本欲

先取得聖經學位，後至中國傳教與翻譯的計畫，忽遭擾亂，雷永明的心煩意亂

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雷永明卻在自傳中述及此段時，提及一段先前向聖母的

祈禱7，說明他為何能立即順服這個意外的調度，於 1931 年 5 月，動身前往中

國： 

 

在那次談話中，我許下了要從事聖經翻譯的工作；但我也向她說明了——好像天

上的媽媽不知道實況似的——我的缺點：我還沒充分學好希伯來文，也沒有修畢

解經學的課程，無論是舊約，或是新約；不過，我要動身，帶著兩本小字典和兩

本文法，一本為希臘文，一本為希伯來文，還有奈斯勒（Nestle）出版的新約和英

國聖經公會出版的希伯來文聖經……我一點不懂中文……我沒有像鐵一般的健

康……我屢次在會院裡浪費時間，而且我還不知道好好地分配我的時間，好能利

用它來讀書……總之，我把我的期望、我的憂慮，以及我的志願完全都告訴了聖

母；我覺得她了解我，祝福我，且答應我，要像慈母般照顧我（韓承良譯，

1987，頁 66-67）。 

 

                                                      
7 關於天主教神學中信徒向諸聖人禱告的意涵，請見第參章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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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段記述我們可以看見雷永明翻譯聖經的心志，及他個人對於瑪利亞的親愛

崇敬之情。 

 雷永明自 1931 年乘船前往中國開始，便積極蒐集各種版本的聖經，以預備

將來的翻譯工作。旅經埃及北部港口時，購置了第一本中文聖經：更政教各派

聯合出版的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早期版本。抵達中國後，又拜訪一更

正教「湖南聖經學院」，參考更多當時更正教各派已出版的中文聖經。後來雷永

明進一步瞭解天主教歷代中文聖經翻譯工作後，得知清朝中葉耶穌會神父賀清

泰（Louis de Poirot，1735-1813）曾將聖經幾乎完全譯出，只是沒有出版，北堂

圖書館存有手抄本。他便設法將其全數攝影，留作參考，以後其他學者研究賀

清泰譯本時，也嘗參考雷永明團隊所保存的譯本攝影照片（賀清泰譯註，

2014）。他也託人幫忙抄寫一份存於大英博物館（今大英圖書館）內由白日昇神

父（Jean Basset，1662-1707）翻譯的新約書卷手抄本《斯隆抄本 3599 號》

（Sloane Manuscript #3599）（Foley，2009）。另外，雷永明神父還盡量蒐集了各

種版本的聖經原文和其他語言的聖經譯本，和聖經翻譯和詮釋所需的各式辭

典、神學書籍、中國及聖經背景相關的文化歷史書籍，由此展開中文聖經翻譯

的準備工作（韓承良譯，1987；Camps，1999）。 

 自 1931 年夏天初抵中國至 1935 年前期，是雷永明聖經翻譯的預備期。雷

永明每天盡力安排五小時學習中文及漢學、三小時研讀聖經和聖經詮釋學、其

餘時間用以神修祈禱及照料修院修生。自 1935 年 4 月，雷永明開工翻譯聖經，

從舊約譯起。他的翻譯主要依據馬索拉希伯來原文（Masoretic Text），同時參照

希臘文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武加大譯本（Vulgate）、敘利亞文培熹塔譯本

（Peshitta）等古譯本，中文的宗教術語曾參考更正教的委辦譯本和「一本普通

話聖經（韓承良譯，1987，頁 94）」，這很可能是指 1919 年出版的官話《和合

本》，因為此前雖有其他普通話聖經譯本，但《和合本》出版未及十年，銷量已

超越先前各版本中文聖經之總和，可見其普及程度，雷永明最可能用來參考的

更正教普通話聖經，應是這一代表譯本（謝天振，2013；韓承良譯，1987）。雷

永明日後籌組聖經學會，從事進一步聖經譯釋時，也陸續參考死海古卷等最新

出土的聖經抄本和晚近出版的譯本。 

 自雷永明 1935 年起筆翻譯聖經，日機轟炸已是不絕於耳，及至 1937 年中

日戰爭全面爆發，更是戰火轟隆，雷永明在此艱困的處境中埋首於譯經工作。

其中於 1939 年年中因過度操勞體力不濟，返回義大利休養，後又至羅馬聖經學

院進修，期間也去了經上所記載的聖地作實地考察。待 1940 年年中雷永明決定

整裝重返中國時，歐陸戰爭爆發，耽延多時，才輾轉旅經紐約、舊金山、日本

等地，於 1941 年 4 月抵達上海。1941 年 5 月宗座駐華代表蔡寧面見雷永明，

商討譯經工作，支持雷永明以他起初訂定的翻譯原則繼續譯經：「一個純新的翻

譯，且是來自原文的翻譯和古譯本相互對照的翻譯（韓承良譯，1992，頁

32）。」到了 1944 年 11 月，歷經種種挑戰，雷永明完成了舊約全書初稿（韓承

良譯，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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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永明翻譯舊約的工作接近尾聲時，便開始思考如何校閱、修改譯文。他

相信自己的譯文頗為忠於原文，卻需要有相當中文造詣的助手將其潤改為文雅

通順的中文；也認為需要成立一團隊，共同為聖經中的每一卷書編寫引言和註

釋，以幫助讀者理解其中深奧之處。在前述總總考量下，1945 年雷永明於北京

成立了「思高聖經學會」（韓承良譯，1987；Camps，1999）。此學會的名稱是

為了紀念中世紀神學家董思高，雷永明很喜歡他說過的一句話「因此，我們欠

祂很多」（Ideo multum tenemur Ei），以此提醒自己，回應神無限量的愛，人的

服事不僅理所當然且仍舊虧欠。雷永明也很欣賞董思高對於瑪利亞學發展的影

響，稱之為「無玷聖母瑪利亞的辯護人、是她的騎士、是她的聖師、是她的殉

道者（韓承良譯，1987，頁 131）。」雷永明奉瑪利亞為思高聖經學會的主保，

奉董思高為副主保，從此處可以再次看見雷永明敬奉瑪利亞的熱心（胡安德

譯，1980）。 

 思高聖經學會成員在學會成立初期的首要任務，是一面學習希伯來文和希

臘文，一面潤改雷永明的譯文、經卷引文、經文註釋。很快的，1946 年 9 月舊

約的《聖詠集》就出版了，1947 年 10 月出版《智慧書》，1948 年 1 月出版《梅

瑟五書》。當學會接連出版譯作之時，大陸黃土上，已因國共激烈內戰，局勢動

盪，最後學會決議在出版完《梅瑟五書》後便行南撤，在該年年底之前，學會

成員已陸續抵達香港（韓承良譯，1987；韓承良譯，1992）。 

 學會抵港初期，也是大量天主教神職人員或因自願或受逼迫，而由內地撤

出的時期，此時香港教區一下要收容大量流動人員，在資源分配上頗為困難，

學會也經歷一段艱困時期，並有從暫時居留之處再行搬遷的必要。雷永明的傳

記《二十世紀的一道亮光》記述此時期一段雷永明向聖母的禱告： 

 

至聖的童貞，我的慈母，你在天主面前是大能的護衛者，求你賞賜我一個恩典。

求你開放人們的心靈，幫助我們找到一個工作的適當地點，好能更有效地翻譯天

主成書的聖言。你知道這些聖書在不同時地間接地提到你，因為你的聖子是這些

書籍的中心。仁慈的母親，你是中華人民的母后，我們願將天主成書的聖言奉獻

給這個偉大的民族，求你助我們一臂之力，使我們成功地領導這個民族永遠認識

和讚許你和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聖母無玷之心，為了給我們一個你為我們恩愛的

表徵，求你賜給我們所祈求的恩惠（韓承良譯，1992，頁 41）。 

 

 雖然翻譯聖經本身即是艱難的工作，學會翻譯聖經的過程又歷經中國教會

最困難的一些時期，學會還是按時出版修訂完成的聖經書卷。1949 年 10 月出

版《舊約史書上冊》，1950 年 11 月出版《舊約史書下冊》，1951 年 8 月出版

《依撒意亞書》（即《先知書上冊》），1952 年 12 月出版《耶肋米亞與厄則克耳

書》（即《先知書中冊》），1954 年 5 月出版《達尼爾與十二小先知書》（即《先

知書下冊》），如此，將所有的舊約翻譯註釋出版完畢，共有八大冊之多。完成

舊約以後，雷永明帶著學會的創始團隊赴聖地進行一年的休息與學習，接著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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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從事新約的翻譯工作。1957 年 8 月《福音》（四福音書）問世，1959 年 12 月

《宗徒經書上冊》出版，1961 年 8 月《宗徒經書下冊》問世。至此，聖經全部

付梓，共是十一大部經書。 

 雷永明和他的團隊認為，聖經翻譯不僅是字對字的轉換，更是詮釋的工

作，因此思高學會所翻譯的聖經，是一套欲反映天主教聖經詮釋學的作品。雷

永明曾在述及四福音書的翻譯時清楚指明，他期待這套帶有詮釋的聖經，能幫

助司鐸們向信徒闡釋真理： 

 

如果不講質量而只看份量的話，我們出版的這部四福音，的確可與任何其他外語

的釋義來互相比美。我們希望的是，使司鐸們準備道理的時候，不再用那些古老

的講道集，更不要用誓反教
8
的一些不太權威的聖經釋義，而用這本新的福音釋

義。它是在參考了許多現代的學者和教父的著作之後而寫作出來的，它既有歷史

的背景，又有豐富的道理，是一本司鐸們所需要的最現代化的聖經釋義。在我看

來，有許多新出版的聖經釋義，既不健全，又不適用，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忽略了

教父們對聖經的見解……（引述自韓承良譯，1992，頁 55）。 

 

雷永明也在出版新約最後一部書《宗徒經書下冊》時，特別於序文聲明，這套

內涵豐富釋義的聖經，即或有所不足，實是一部切望完全服從天主教會聖經詮

釋立場的作品： 

 

本會歷年所出版的書籍，將近萬葉，其中難免有欠妥或無心之誤；為此我們特別

在此聲明，本會完全服從慈母教會的訓導，一如聖方濟所命，我們也甘願服從教

會，全屬教會權下，因為我們只是為愛教會而工作，也切願常為愛教會繼續工作

（思高聖經學會，1961，頁 IX）。 

 

雖然學會自信這部經書能提供司鐸和聖經學者許多幫助，但學會也了解，

這麼多冊的聖經合輯不可能廣為流通，因此修訂精簡的合訂本至為重要。思高

聖經學會成員先於 1962 年年底完成整部新約的修訂，取名為《新約全書》，緊

接著排定了時程再次修訂整部聖經。終於，在 1968 年 12 月這個聖誕月，天主

教中文聖經合訂本出版了，雷永明很高興地命其名為「白冷聖經」，以紀念耶穌

誕生地「白冷城」（Bethlehem），有時又稱其為「聖誕聖經」。不過這兩個名字

後來都不廣用，反倒是《思高聖經》這個名稱漸漸流傳開了，紀念努力不懈翻

譯這本聖經的思高聖經學會全體譯釋者。學會忙於出版聖經的年間，兼有出版

其他書籍，與瑪利亞敬禮相關的有《聖母小日課》、《聖母無玷聖心侍衛團手

冊》、《聖母無玷聖心默想》等，再次可見雷永明本人對於瑪利亞學的重視如何

影響整個學會的發展方向。合訂本聖經出版後，學會又花了許多年的功夫編修

                                                      
8 「誓反教」指 Protestant，除了本處間接引用韓承良的譯文用詞外，本論文其他地方一律將

Protestant 譯為「更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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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辭典》，幫助教友了解聖經，以後又出版了聖經雙月刊等以闡明聖經為目

的的出版品。（趙維本，1993；韓承良譯，1987；韓承良譯，1992）。 

 當聖經辭典於 1975 年 4 月出版，已是雷神父在世最後一個年頭，同年他依

長上之命完成自己的回憶錄，於章標題前題上所深愛的董思高名句：「因此，我

們欠祂很多」。此時雷永明的身體已經頗為不適，但他還在積極地從事聖經重新

註釋的工作，也計畫著編寫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字典，為華人教會準備研經材

料。1976 年元月 26 日雷永明過世，在世 68 年又一個月。學會成員聞訊趕至醫

院，為他唱一曲〈我的靈魂頌揚上主〉，這首歌由路加福音中的瑪利亞讚主曲

（Magnificat）所改編，是雷永明畢生最愛的歌曲。關於雷永明的生平，還有一

點值得一提。雷永明平生歷經梵二大公會議的重大變革，雖然雷永明完全順服

牧長們在會議中的所有決定，卻對其帶來的改變有所疑慮，特別是梵二後拉丁

文漸行廢棄的趨勢和瑪利亞學的衰弱。雖然雷永明主持翻譯的聖經是華人教會

本地化的重要推手，但他本人卻渴望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仍能以拉丁文彼此連

結，並與教會歷史中的累積的拉丁文神學書庫有所連結。關於瑪利亞學衰微的

趨勢，他更敦促方濟會中的同仁與後繼，於梵二後繼續「傳揚、宣講、稱讚聖

母的地位、聖母的使命、聖母無玷聖心的各種奧蹟（韓承良譯，1987，頁

276）」。 

 

二、《思高聖經》的三大特點 

 關於《思高聖經》的翻譯原則，除了服從教會的聖經詮釋學這點外，還有

幾點值得補充。第一，聖經由原文直接翻譯。從 1935 年雷永明本人提筆始譯聖

經，到 1945 至 1968 年學會共同修編聖經的漫長歲月裡，《思高聖經》對於各版

本原文、古譯本、當代譯本之參考比重幾度重新調整。這大約是因為天主教會

直到 1943 年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1876-1958）世頒布的《聖神默感》

（Divino Afflante Spiritu）通諭，才正式鼓勵不通過《武加大譯本》，直接由原

文譯出聖經9。因此最初雷永明起筆譯經時，對於原文的態度仍偏向「和古譯本

相互對照（韓承良譯，1992，頁 32）」這種帶有保留空間的態度。直到思高聖

經學會出版第一部譯釋本《聖詠集》時，已轉向「由原文譯出（思高聖經學

會，1946，頁 6）」，這一原則持續到合訂本出版之時，且愈發明確地定調為

「依據原文，即希伯來、阿拉美和希臘文，間或有時依據古譯本，將艱澀的經

文稍加修改（思高聖經學會，1968，頁 III）」這種以考證校勘10過後的原文為翻

                                                      
9 《聖神默感》通諭不僅鼓勵聖經由原文譯出，也對天主教會詮釋聖經的態度有重要的影響。

關於天主教會的聖經詮釋學，請見第參章第二節「當天主教會詮釋聖經」。 
10 聖經的新舊約文本在近代印刷術發明以前，歷經千年以上的傳抄過程。在歷代傳抄中，聖經

原文文本也出現一些版本上的差異，因此當譯者決定要直接由原文翻譯聖經時，也必須進一步

決定使用哪一個原文版本來進行翻譯。文本考證學（textual criticism）學者對於各版本原文進行

考證校勘，研究版本的演化流變，判斷哪一個版本最接近初始的版本。這樣的研究很幫助譯者

能有所根據的選擇所依據的原文版本，《思高聖經》的譯釋者也頗重視文本考證學，每每謹慎考

證原文才進行翻譯。更多與「文本考證學」相關的內容，請見本章第二節「馬索拉文本與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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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基礎的立場。1968 年出版合訂本前，適逢 1966 年更正教聯合聖經公會

（United Bible Society，UBS）出版新修訂的希臘文聖經，於是思高學會也將這

本考證版原文聖經納入參考。聖經修訂過程同時參考宗座認可的義大利文聖經

及天主教耶路撒冷聖經（La Bible de Jerusalem）（韓承良譯，1987；聖經思高學

會編譯，1968）。 

第二，聖經必須附有解釋。《思高聖經》無論是分次出版的單行本還是統歸

於一的合訂本，都有四種類型的聖經註解文字：一、各類型書卷的總論、概論

或引論；二、各單一書卷的引言；三、經文中的隨文旁註；四、書末的附錄、

附圖、附表等。《思高聖經》內含這樣豐富的註解文字，背後是雷永明的堅持。

在《思高聖經》翻譯之初，天主教會內各界人士多敦促雷永明以譯全聖經為第

一要務，暫時不必費心於註釋，雷永明卻認為，天主教的聖經必須提供充足的

閱讀指導原則，避免聖經背景知識薄弱的讀者以個人臆測任意解經（陳維統，

1985）。他也在這個堅持之上，建立了一個聖經學會。因此思高聖經學會的團

隊，不僅自己是以順服教會為前提去解讀聖經的，也是要求所產出的聖經，能

幫助讀者在教會的聖經詮釋觀內去理解聖經。由此初衷出發，雷永明於自傳中

特別說明《思高聖經》的聖經解釋所著重的範圍： 

 

我們的註釋，應該是屬於歷史教義性的，不可著重於文學高低的批評、文體的種

類和編輯的過程等等問題。總之，我們在出版這種專為建設和教育天主神聖子民

的聖經時，應該注意永存的訊息，不可致力於代代變易地批評問題……不是批評

家分歧的意見，而是聖教會的訓導（韓承良譯，1987，頁 219）。 

 

第三，聖經譯文盡量在忠於原文和易於理解之間取得平衡。直譯（word-

for-word translation）和意譯（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的辯證，是翻譯史中

恆久的探討主題，而雷永明仍期待找到一條居中的路子是「無論對原文的涵

義、或是譯文的典雅都能兼顧的信譯（韓承良譯，1987，頁 200）」。在信譯的

前提下，雷永明也進而要求，這本聖經的語域必須適中，因為本書不專為知識

份子而譯，乃要成為一般大眾都能理解的聖經。又要注意聖經各書卷的原文風

格有所出入，譯文也要盡量要表現出不同風格的文體。不過，雖然雷永明在主

持聖經翻譯時，對於譯文的產出成果有極高的期待，思高學會成員事後回顧，

仍承認面面俱到的譯文是極難達到的，學會成員之一翟煦（1975）借用嚴復

「信達雅」的概念，說明每當聖經譯文難以在這三方面兼顧時： 

 

本會譯文多偏重於「信」，但同時也注意到「達」的要求。在原文上遇有特別複雜

的概念，盡力設法按上下文的意義將之表達出來……。如果談到「雅」的問題，我們

則不能不承認這初次的譯文尚有許多須加潤色的地方。不過，仍需聲明：為宣揚天主

的聖言，「雅」並不是為首的的條件。否則，未曾讀過書的宗徒和俺宣講天主的聖言？

                                                      
文本考證學」及「希臘文新約及新約文本考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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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希臘語言略知一二的馬爾谷和若望何敢撰寫福音？就是聖保祿也聲明，他的宣講

「不在於智慧動聽的言詞」，不在「巧妙的言辭」，而「在於聖神和他德能的表現」（格

前 17 章 2-4 節）（頁 40-50）。 

 

綜此而論，只要可行，《思高聖經》皆追求對譯出語的忠實以及對譯入語的

合宜表達，然難以兼顧時，對原文「忠實」仍是學會的首要考量。按趙維本

（1993）和任東升（2007）等學者的觀察，也都認為《思高聖經》在對原文的

嚴謹跟隨上表現得較為突出。關於學者對思高聖經的評述，筆者會在下文進一

步說明。 

三、《思高聖經》的歷次修訂 

《思高聖經》自 1968 年合訂本成書以來，久未修訂。這部分是出於雷永明

的遺願：期待合訂本出版二十年後再開始新一輪的完整修訂；部分也是由於學

會資源人力等的不足（劉緒堂，1989）。到了 1999 年年底，華人天主教會為了

迎接千禧年的到來，出版了《千禧版聖經》（或作《禧年版聖經》），終於展開簡

要的修訂，更正了些許書中錯漏之處，但沒有對翻譯及註釋做出大幅調整，這

是合訂本《思高聖經》第一次修訂（思高聖經學會，n.d.）。 

在《思高聖經》1968 年的合訂本出版以前，思高聖經學會嘗分次出版 11

部聖經釋譯經書，起首的是 1946 年出版的《聖詠集》，收尾的是 1961 年出版的

《宗徒經書下冊》，這 11 部經書對於聖經內的各書卷既有提綱挈領的簡介，亦

有盡可能詳盡的經節附註，甚至思高聖經學會在合訂本中的序文中建議讀者，

若愈追求更深進的聖經知識，「請他們參考本會以前出版的《聖經》各卷註釋

（思高聖經學會，1968，頁 III）」。由此可見思高聖經學會後來雖出版單本的合

訂聖經，也仍然重視此前出版的 11 部聖經譯釋系列。自 2004 年開始，思高聖

經學會開始將這 11 部書重新修訂出版，命名為「思高聖經原著譯釋版系列」。

起首的是 2004 年修訂出版的《梅瑟五經》，接下來依次為 2005 年出版的《福

音》、2006 年出版的《聖詠集》、2007 年出版的《宗徒經書上冊》、2008 年出版

的《宗徒經書下冊》、2009 年出版的《先知書上冊》、2010 年出版的《先知書中

冊》、2011 年出版的《先知書下冊》、2015 年出版的《智慧書》、收尾的是 2016

年出版的《舊約史書上冊》和《舊約史書下冊》。這套系列書籍更正了些許初版

譯釋的錯漏之處，其中的經文與註釋也與當時最新版的《思高聖經》及 2004 年

重新修訂出版的《聖經辭典》作出調和，不過也沒有譯文和註釋的大幅調動。 

合訂本《思高聖經》的第二次修訂工作，起始於 2008 年籌組的聖經修訂小

組，完成於 2012 年面世的修訂版《思高聖經》。這也是思高聖經學會第一次重

新參照聖經原文、並評估中文的語言變異，而對《思高聖經》做出的全面修

訂，修訂精神基本上追隨雷永明團隊當初訂定的翻譯原則。在原文方面，參考

最新的考證版原文聖經，新約部分基本上以梵蒂岡抄本（Codex Vaticanus）為

底本，若有疑義則參考 Nestle-Aland 第 27 版希臘文考證版聖經，是當時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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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修訂過程中若認為有增補修訂註釋之必要，也適量附加於經文旁註裡。

關於譯文直譯與意譯之間的平衡，新版修訂工作的總負責黃國華神父也同雷永

明神父最重視對原文的忠實「以『信』為最優先（陳培佳、霍桂泉，2011，頁

51）」，其次才是譯文的可理解性和文本藝術形式的展現。 

2015 年適逢思高聖經學會成立七十周年，學會再推出七十周年版《思高聖

經》，此版聖經對於《思高聖經》又進行了一番更新改正，特別是對於經文以外

的導論、概論、年表等附文本做了一次重整梳理，可視為合訂本《思高聖經》

的第三次修訂（思高聖經學會，2015），不過筆者略察幾處本論文涉及的關鍵經

文後，發現最新版的聖經詮釋觀仍大體與 1968 年合訂本維持一致。 

 

四、《思高聖經》的相關評述 

遍查中文學界資料，目前未見《思高聖經》研究專書，相關評論文章也不

算多，但還是有些踏腳石能幫助後繼的研究者，據之以從事進一步鑽研，以下

由論著專書、天主教刊物、論文等依序回顧《思高聖經》相關研究資料。 

聖經的通論性書籍論及《思高聖經》時，多半僅概述其翻譯背景，至多再

加入一兩句簡評，如楊森富（1968）的《中國基督教史》和蔡錦圖（2011）的

《聖言千載：聖經流傳的故事》。這些通論性書籍對於欲進一步了解《思高聖

經》內文的讀者來說，較難提供幫助，但能幫助讀者概略理解《思高聖經》所

處傳教歷史的脈絡，以及在中文聖經譜系中的位置。另外，透過譯者的相關傳

記頗能幫助讀者了解該譯本的成書始末，雷永明自己撰寫、思高聖經學會成員

韓良承（1987）協助翻譯的《雷永明回憶錄》，就是了解思高聖經翻譯始末的代

表性參考書籍。 

有兩本研究聖經翻譯的專書，雖非以《思高聖經》為單一分析主體，但包

含較多《思高聖經》的分析篇幅，值得一提：第一本是趙維本（1993）的《譯

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第二本是任東升（2007）的《聖經漢譯文

化研究》。《譯經溯源》簡短回顧早期中文聖經譯本後，將主力放在五本具代表

性的當代白話文中文聖經：國語《和合本》、《思高聖經》、《現代中文譯本》、當

時還在翻譯中的《新譯本》、以及天主教與更正教學者合力進行中的《共同譯

本》翻譯計畫。趙維本依次介紹各譯本的翻譯始末、翻譯工作的進行方式、翻

譯原則，再綜合比較分析各譯本路加福音一章 46 至 56 節之譯文。在第四章介

紹《思高聖經》的部分，趙維本觀察到這部聖經的翻譯準則，是由起初模糊而

逐漸清楚訂定的，這在歷次專名翻譯標準的更新中，可以看得最清楚：雖然

《思高聖經》在多數專名上始終採取音譯的辦法，但音譯的具體原則上，也由

無甚準則，演變為先詳細比照中文與原文的對音，再取最近似中文發音，至於

沿用已久的專名，「如亞當、厄娃、亞伯郎等（頁 80）」，則不改其譯法。此

外，由於《思高聖經》是趙維本所分析的五大聖經中，唯一附有詳盡解釋的聖

經，趙維本也在《思高聖經》的專文介紹中，特闢一章概述經書中的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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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文字可以看出作者曾概覽 11 部單行本和最後的合訂本中豐富的附文本，並

做出初步的分析整理。在書中第七章，趙維本抽取路加福音中被後世統稱為

「讚主曲」的一章 46 至 56 節，由此分析五大中文譯本的三個面向：譯文體裁

的呈現方式、專有名詞的翻譯方法、翻譯策略偏向直譯或意譯。由此段文本分

析，趙維本認為《思高聖經》的譯文充分反映原文的詩體特性；在專有名詞方

面多數承繼天主教中文翻譯傳統，但也有彈性地納入更正教的翻譯方法；在翻

譯策略上偏向「形式相符」（Formal Correspondence Translation）的直譯，對原

文語法嚴謹跟隨。總地來說，筆者認為《譯經溯源》對於思高聖經進行的相當

好的初步分析，也發掘了幾個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至於任東升的《聖經漢譯

文化研究》，於第二章論及聖經翻譯史時，列表比較了《思高聖經》和其他聖經

譯本的卷名、人名、地名之異同，不過並無進一步說明；第五章探討《現代中

文譯本》的動態對等翻譯原則時，有一處舉例援引《思高聖經》的譯文，稱此

譯本具「學術性（頁 201）」並指其處翻譯策略為「直譯（頁 201）」，但這兩個

特點的關聯性為何，則不甚了了。第五章續討論《現代中文譯本》的翻譯策略

時，觸及如何翻譯天主屬名יהוה（YHWH）的難題，在第八章討論聖經的詩歌翻

譯策略時亦觸及此議題。兩處皆引思高聖經的譯法作為比照，說明思高聖經多

處將之譯作「上主」，少數幾處譯為「雅威」，但沒有進一步說明兩種不同譯法

的使用時機。總地來說，筆者認為《聖經漢譯文化研究》涉及了《思高聖經》

的有趣翻譯議題，但處理上頗有蜻蜓點水之感。 

在天主教的刊物中，筆者尋得兩種主要與《思高聖經》相關的文章。第一

種是思高聖經學會成員的工作分享或回顧，如陳維統（1989）的〈聖經學會譯

釋聖經的工作方法與原則〉、陳培佳與霍桂泉（2011）的〈修訂思高聖經譯文的

經歷分享〉等；第二種是對《思高聖經》內文的簡評，如房志榮（1989）的

〈中國天主教會腳前的明燈：為紀念「思高聖經」二十週年而作〉、區華勝

（1989）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等。陳維統以思高聖經學會成員的身

分，說明《思高聖經》翻譯過程中的工作原則：關於原文，若遇到文本殘缺或

有兩種以上異文，如何處理；關於註解，方法和重心為何；關於翻譯的信達

雅，優先次序為何等。這類文章頗為寶貴，補充雷永明於回憶錄中敘述譯經過

程的空白或過於簡要之處。陳培佳與霍桂泉皆參與 2008 年開始的《思高聖經》

的修訂工作，他們分享團隊在修訂聖經時所持守的原則，並由首先修訂的費肋

孟書和弟鐸書中舉例，說明翻譯小組如何實踐這些修訂原則。這篇文章亦至為

重要，讓以後欲研究《思高聖經》修訂過程的學者有初步的基礎比較 1968 年第

一版合訂本和 2012 年的修訂版，除了這篇文章以外，目前並未尋得其他探討

《思高聖經》修訂工作的文章。房志榮的〈中國天主教會腳前的明燈〉一文，

讚美《思高聖經》的譯文設法保留原文的圖像、比喻等文學手法，卻也認為譯

者過度謹守原文的長句，使譯文常顯得拗口難懂。論及《思高聖經》內的附文

本時，房志榮認為書中繁雜的總論、導論、概論、引論、引言等，可以加以簡

化，免得喧賓奪主，干擾讀者閱讀正文。此外，思高聖經學會在編寫註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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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顧及當代聖經研究的學說和假設，卻不願意明白引用或表達自身對於這

些學術成果的看法，而房志榮認為這是學會成員的多慮，在將來修訂聖經時可

以更明確的表達其譯註的立場。區華聖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和上一篇

房志榮的文章都是為慶賀《思高聖經》合訂本出版二十週年而作，文中直率指

出《思高聖經》譯文和註釋中留有許多近代天主教學者多已放棄的老舊學說，

也期待譯釋者於往後修訂再版時，能考慮多加採納近代學者的見解。總地來

說，筆者認為天主教刊物中對於《思高聖經》的簡評短文，雖不及學術期刊中

的論文嚴謹，但也有一些頗具見地的文章，值得參考。 

中文學界翻譯相關的學術期刊，目前亦無以《思高聖經》為研究主體的論

文，其他與《思高聖經》有關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兩種：分析其他譯本時，述及

其與《思高聖經》的關係，如鄭海娟（2014）的〈文本之綱：《古新聖經》與前

後代《聖經》漢譯本之關係〉，文中肯定《古新聖經》與《思高聖經》的傳承關

係。亦在比較聖經中特定翻譯片段或翻譯方法時，將《思高聖經》納入其中一

個分析樣本。周復初、謝仁壽（2018）的〈再思《聖經》概念合一語法的翻

譯〉，文中探索「概念合一」這一特定語法可能的表達方式，也在比較各種譯本

時，肯定《思高聖經》的翻譯有表達出「概念合一」的語法。 

與聖經翻譯相關的碩博士論文，有一本極富代表性的論文：洪媽益

（1996）的《聖經翻譯：路加福音第一章中譯文之比較》。洪媽益先簡述聖經翻

譯的歷史與相關理論，接著說明歷代重要的中文聖經譯本，以後分析比較這些

譯本的字句、神學取向、直譯時可能造成的翻譯問題。譯本按更正教和天主教

這兩大基督教支派做出區分，在這兩大分類底下，又區分出早期的文言譯本，

與近代的白話譯本。在第二章簡述思高聖經成書背景時，洪媽益指出，光是福

音書的部分，到 1968 年合訂本出版為止，《思高聖經》就歷經三次修訂，有些

譯文會在反覆修訂的過程中，改回初版的譯法。在第三章比較不同中譯本的字

句譯法時，洪媽益發現所有中譯本都有嚴謹跟隨原文字句的直譯傾向，不過更

正教譯本間有較明顯的互文與承繼關係，而早期天主教譯本之間關聯性則較

弱，顯示為各自獨立的翻譯工作，晚期譯出的《思高聖經》則明顯承繼許多慣

用的天主教用語，也看得出《武加大譯本》（Vulgate）的影響。論文的第四章分

析神學取向對譯文的影響，在此洪媽益指出，涉及神學觀點的翻譯不能簡化地

判斷是否誤譯，並發現所有的天主教譯本在神學詞彙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思高聖經》也不例外，這可能是反映天主教自明末入華以來悠久的禮儀用

語。透過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析，洪媽益認為偏向直譯的譯法能使譯文更加明

確、縮小神學立場造成的譯文歧異。但在第五章的分析中，洪媽益也指出過度

執著於直譯，也可能使譯文無法反映原文字詞的豐富內涵，在《思高聖經》的

某些譯文裡也出現這樣的狀況。總地來說，筆者認為洪媽益的論文承接了《譯

經溯源》不同版本中譯本的比較方法，並將分析發展得更加細緻，其中第四章

神學取向對於譯文影響的分析，對於筆者的論文頗具啟發作用。 

由以上文獻回顧可見，學界對《思高聖經》的研究仍處於初步發展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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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對於這一重要的天主教中文譯本，仍有開闊的空間待後繼研究者進一步發

掘。筆者將於第肆、伍章針對「翻譯瑪利亞」這一主題分析《思高聖經》的內

文，分析時會將所有參與翻譯工作的思高聖經學會成員，統稱為「思高聖經譯

釋者」或簡稱「譯釋者」，視整個團隊為一個整體的對象，探討其翻譯與詮釋的

立場及理據。 

第二節  傳教中的譯經 

在基督信仰中，傳教與聖經翻譯絕少各自獨立進行，甚至研究翻譯理論的

謝天振（2013）表示，聖經翻譯乃是「基督信仰傳播與建立的一個指標（頁

17）」。我們也已經由《思高聖經》的成書始末看出，這本天主教官方中文本版

聖經的成形，正是起於天主教在華傳教之需要。以下，筆者會先簡要說明聖經

正典的形成與重要聖經抄本，接著盡量按年代先後介紹一些聖經譯本，特別是

前文提過的幾部對於《思高聖經》之成形有重大影響的抄卷及譯本，也會間述

《思高聖經》以外，天主教在華傳教過程中產出的幾部重要中文聖經譯本。 

 

一、馬索拉文本與舊約文本考證學 

舊約正典的書目並非一時一地完成的作品，相反的，是在超過一千五百年

的傳承和累積的過程中，歷經書寫（部分書卷可能也包含書寫前漫長的口傳歷

史）、編輯、篩選，逐步形成的文本。經文成形的明確歷史進程已不可考，但西

元前 586 年南國猶大滅亡、第一次聖殿被毀的歷史事件，激動以色列民族重新

反思自身的信仰與身份認同，於是加速了經書的彙編與修訂。不過，這個時期

的經典已隱然出現至少兩種經文傳統的原型，一是撒瑪黎雅五經（僅包含梅瑟

五經的文本）的傳統，一是猶太正典的傳統，不同的傳統原型有相似的順序與

架構，但保有些許內文的出入。從西元前二世紀開始到西元 70 年第二聖殿被毀

為止，猶太教中興起保存多樣化經文傳統的次團體，從七十士譯本和培熹塔譯

本等古譯本中，就可以觀察到出於不同經文傳統的希伯來文底本，這些經文傳

統維持極大的相似性，但也保有細節上的差異。第二聖殿被毀以後，各猶太教

次團體紛紛消亡，僅倖存法利塞文士社群，從此以後，法利塞人使用的正典文

本逐漸成為主導經文傳統，並逐漸發展成日後的馬索拉文本（Albrektson，

2010；Wegner，1999）。 

馬索拉（Masoretes）是活躍在西元六至十一世紀左右的猶太文士社群，他

們發展出繁複的音標和文法傳統，為的是準確保存當時已大致定型的單一正典

文本。馬索拉文士在三大地區發展出區域性次團體，這三大地區分別是巴比

倫、耶路撒冷、提比里亞（Tiberias），日後提比里亞的次團體取得主導地位。

在十世紀前半在提比里亞興起兩大馬索拉家族，分別出自「阿協爾的子孫」家

族（Ben Asher）和「納斐塔里的子孫」家族（Ben Naphtali）。後者保存的經文

文本逐漸散逸，唯阿協爾子孫這一家族傳抄的文本存留下來，其中最重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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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895 年完成的 Codex Cairensis，西元 925 年完成的 Aleppo Codex，和西元

1008 年完成的 Codex Leningradensis。最後提及的這一文本是目前完整性和整體

抄品質最佳的聖經舊約抄本，近代猶太正典《塔納赫》最權威的學術考證版都

以此文本做為底本，依次為：1906 年出版的 Kittel’s Biblia Hebraica（簡稱

BHK），1977 年出版的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簡稱 BHS），和 2004 年開

始出版、尚未出齊所有《塔納赫》書目的 Biblia Hebraica Quinta（簡稱 BHQ）

（“Biblia Hebraica Quinta”，n.d.；Kelley，Crawford，Mynatt，1998；Wegner，

1999）。猶太學者、基督教界學者及其他宗教研究學者都常引用這系列考證版

Biblia Hebraica 做參考，雷永明及學會成員在翻譯中文聖經舊約部分時，參考的

便是當時最好的考證版 BHK（洪媽益，1996）。 

西元 1947 年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又稱為昆蘭古卷）出土，後來陸

續又在 Murabba’at、Masada、Nahal Hever 等地發掘出西元初年的聖經抄本。這

些近兩千年和甚至超過兩千年的抄本，超越現存的馬索拉文本，成為當今最古

老的聖經抄本。這些古卷見證馬索拉抄本的準確性，也同七十士譯本、培熹塔

譯本、武加大譯本等古譯本，一同成為修訂馬索拉文本的有力文獻，是當代舊

約文本考證學（Textual Criticism）11的重要工具（Wegner，1999）。 

雖然馬索拉文本整體品質大大超越其他現存抄本，其中卻不免有所錯漏、

甚至有文意顯然怪異難解之處。Albrekston（2010）主張，這是因為長久以來學

者假定馬索拉文本是經過系統性修訂而形成的單一正統文本，但這一主張並不

符合文本的內外證據，事實上馬索拉文本可能僅代表倖存的法利塞文士所保存

的經文傳統，並非無誤，也並非不能挑戰與修訂。Wegner（1999）也主張，當

今舊約文本考證學的主要價值在於：第一，比對不同文本後，確認出最為可靠

的文本；第二，如果我們無法判定出單一的確定文本，文本考證學幫助我們不

陷入不容許異議的教條主義；第三，文本考證學幫助讀者理解為何少數經文會

有兩種以上異文的出現，日益發展完備的文本考證學，也能幫助基督徒對於手

中經文的可靠程度更有信心。 

《思高聖經》的翻譯，除了次經部分為馬索拉文本所無，無法據以參考

外，其他經卷都以馬索拉原文為底本。學會採納當代文本考證原則，以古譯本

和最新考古成果校訂原文，遇有疑義之處，在不違背天主教聖經詮釋原則的前

提下，依學會成員的最佳判斷選定譯文（韓承良譯，1987；韓承良譯，1992）。 

 

二、希臘文新約聖經與新約文本考證學 

耶穌並未將信念和對於福音的詮釋書寫下來，乃是以宣講的方式向門徒和

群眾說明，因此福音書中許多內容歷經口傳、抄寫、乃至編纂才逐漸成形。初

                                                      
11 Textual Criticism 亦常被翻譯為「文本批判學」，然筆者認為 Criticism 在學科中的使用，並非

盡表示負面的批評與判斷，而是展現對於文本所進行審慎的分析與決定，因此認為將 Criticism

譯為「考證」更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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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宗徒書信多半針對特定教會所寫，為要處理特定教會中的問題，許多後期

完成的宗徒書信則有為了更廣泛的基督徒群體而書寫的特徵。第一代見證耶穌

死裡復活的宗徒逐漸凋零後，這些被認定內含福音核心價值的作品經過蒐集、

整理，最後在教會領袖大致的共識中被確認為新約正典（Brown，1997）。 

新約各書卷的原始抄本早已散佚，但目前面世的手抄本就有超過 5400 份，

遠超過舊約抄本的 800 份，許多宗徒書信可能一經完成，立即大量傳抄送往不

同的教會。不過許多抄寫者並未接受專業訓練，教會文士抄寫的嚴謹程度，也

往往不及傳抄舊約的馬索拉家族，因此傳抄過程中出現不少錯漏改動。新約文

本考證學的一大挑戰，便是如何在這些繁多的經文材料中，分析出傳抄中刻意

與非刻意的經文變異，由此界定出抄本在歷史中的文本演進過程，也試圖尋找

抄本的最古原型（Wegner，1999）。 

 新約文本考證學的主要的分析方法，是將經文材料做出譜系分類，由此觀

察各家族文本之間的關係，從而推論出最原始文本可能的樣式。在這個領域集

大成的學者是 B. F. Westcott（1825-1901）和 F. J. A. Hort（1828-1892），他們將

歷代新約抄本大致歸納為敘利亞式（Syrian）、西方式（Western）、亞歷山大式

（Alexandrian）、中性（Neutral）這四大文本家族。Westcott 和 Hort 主張中性文

本家族最少發生混雜的現象，最接近原典，其中的代表是梵蒂岡抄本（Codex 

Vaticanus）；而敘利亞文本家族則成形最晚，其中明顯參考過早期通用的各版希

臘文經文，出現異文融和的現象。這兩位學者的主張經過調整與擴充後，廣為

後代學者所接受，並沿用至今（Metzger，1968；Wegner，1999）。 

Westcott 和 Hort 於 1881 年出版的《原始希臘文的新約聖經》（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成為當時最出色的考證版希臘文新約之一。這

時的西方文本考證學者也經過不斷蒐集異文經文材料、嘗試發展各種方法以系

統化比較經文後，逐漸將從前具有權威地位、卻素質不佳的新約《公認經文》

（Textus Receptus）給淘汰。《公認經文》主要依據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1460s-1536）1535 年完成的希臘文聖經。伊拉斯謨編纂希臘文聖經

時，僅根據少數幾份由敘利亞文本家族發展而成的較晚期希臘抄本，其中有些

異文甚至根本沒有已知希臘文獻的佐證，而是由武加大譯本回譯為希臘文的！

然而《公認經文》成為英王《欽定版聖經》（King James Version，KJV）和其他

許多歐洲主要聖經譯本的底本，因而取得崇高地位。早期的文本考證學者質疑

《公認經文》的內文不符文獻證據時，往往被視為質疑聖經的神聖性，而遭受

強烈抗拒（麥金華，2014；Metzger，1968）。 

有幾本考證版希臘文聖經對於前後期《思高聖經》的翻譯十分重要：由奈

斯勒（Eberhard Nestle，1851-1913）完成，於 1898 年出版的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由默爾克（Augustin Merk，1869-1945）完成，於 1933 年

出版的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et latine；由 Matthew Black、Bruce Metzger、

Allen Wikgren、Kurt Aland 主編，於 1966 年出版的《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

聖經》（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UBS）。奈斯勒的新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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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Westcott 和 Hort 合編的新約和 Tischendorf 所編輯的新約這兩本重要考證版聖

經各自的極端之處，形成一經典的全新考證版聖經。雷永明初期獨立翻譯聖經

時，相當倚賴奈斯勒考證的聖經，他首次動身前往中國時，所攜帶的唯一一本

希臘文聖經便是奈斯勒聖經（韓承良譯，1987；Wegner，1999）。耶穌會士默爾

克的考證版聖經出版後在天主教界廣受歡迎，自 1933 出版後，再版不斷，至

1984 年，出到第十版（Silva，1995）。思高聖經協會 1957 至 1961 年分次出版

《福音》、《宗徒經書上》、《宗徒經書下》時皆參考第七版默爾克聖經。及至

1966 年更正教聯合聖經公會出版當代經典的修訂版希臘文聖經，思高聖經學會

再將最新的這一考證版聖經納入編訂合訂本時重要的參考原文（洪媽益，

1996）。由此可見，雷永明率領思高聖經學會的成員，盡力與時俱進地按最新學

術研究成果，調整所依據的考證版聖經經文。 

 

三、《希臘文七十士譯本》：聖經的第一次翻譯 

 《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 LXX）是希伯來聖經譯為其他語言的首次嘗

試，也因為其影響力巨大，稱之為是聖經翻譯史上最重要的譯本也不為過。《七

十士譯本》的成書年代約在西元前 250 年到西元前 100 年之間，之所以稱之為

「七十士」，得名自《阿立斯體亞信札》（Letter of Aristeas）中記載的傳說。相

傳西元前三世紀統治埃及的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為蒐集世界上最好的文

學，遣使至耶路撒冷，求得七十二位賢達的猶太文士為譯者，至埃及亞歷山大

將律法書（即梅瑟五經）譯為希臘文，此七十二賢士即為「七十士」之由來。

後代歷史學者認為這個記載是為了提高《七十士譯本》的地位而杜撰出來的，

《七十士譯本》更有可能是由聚居亞歷山大的猶太人所譯。他們的後代逐漸希

臘化、不習於閱讀希伯來文，為了傳承信仰，遂將以梅瑟五經為首的猶太宗教

經典譯為當地普遍使用的希臘文（Metzger，2001）。 

 猶太正典《塔納赫》在法利塞文士的主導下，於西元二世紀前逐漸定型，

而現存的《七十士譯本》中，包含許多未被《塔納赫》收入的書目，如馬加伯

上、馬加伯下、多俾亞書、友弟德傳等，天主教會將這些書目以「次經」的地

位收入舊約裡。一說主張這些書目可能是西元初年聖經正典確立以前，某些法

利塞文士以外的猶太教團體所使用的經典；一說認為這些書目是後代不清楚猶

太教的基督徒擅自加入舊約裡的，原始《七十士譯本》並無這些書目。何說為

真不容易斷定，因為現存較完整的手抄《七十士譯本》僅有三本，年代皆落在

西元四至五世紀，目前發現最早期的兩卷抄本年代落在西元前一、二世紀，但

都僅剩下極小一部份斷簡殘篇，因此沒有足夠的早期文本證據為假說提出佐證

（莊新泉，2001；Albrektson，2010；Wegner，1999）。 

 前文已述，《七十士譯本》應為亞歷山大地猶太人所翻譯，早期猶太團體和

基督教團體皆十分尊崇此譯本，然後來此譯本的地位在猶太社群間大幅衰落、

甚至遭受厭棄。原因之一是基督教團體對此譯本的推崇引起猶太人的反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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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基督徒常引據譯本中的字詞佐證其信仰，其中最爭議的一例是依撒意亞書

7:14 中的 parthenos（παρθένος）一詞。《思高聖經》將此詞彙譯為「貞女」，基

督徒據此力稱馬利亞童貞懷孕在舊約中早有預言，猶太教徒則否認這種論證方

式，關於這個爭議的討論，筆者將於第肆章進行。《七十士譯本》在猶太群體間

受歡程度大幅滑落，還有另一原因。《七十士譯本》的內文和馬索拉文本有諸多

出入。暫不論上述次經書目的疑難，其他如約伯傳、耶肋米亞書、達尼爾書

等，《七十士譯本》的內容皆與馬索拉文本有明顯的經節增減。再者即便經文內

容大致相同，在細節描述上也時有差異。這些差異，部分是由於舊約聖經正典

文本確立以前，存在多樣化相近卻有別的經文傳統，這便成為《七十士譯本》

有時可以用以校正馬索拉文本的原因，但也成為《七十士譯本》後來遭受猶太

人排斥的原因：它的內文多處偏離後代猶太人視為唯一正統的馬索拉文本（莊

新泉，2001；Metzger，2001；Wegner，1999）。 

 《七十士譯本》極為重要，因為它突破了猶太社群界線，成為第一個進入

古典時代希臘羅馬世界的猶太文化載具，也因此形塑了後代猶太文化載具的成

文形式。首先，《七十士譯本》透過翻譯猶太經典，為猶太思想中「律法」、「公

義」、「憐憫」等重要詞彙，找出在希臘文化中的表達方式，後來許多猶太學者

和新約作者以希臘文書寫時，都使用了《七十士譯本》的譯法。關於新約文本

值得說明的一點是，新約作者不只以《七十士譯本》的詞彙申釋信仰，更常在

引用舊約時，直接擷取《七十士譯本》的翻譯！因此我們要了解新約中詞彙的

定義和對於信仰的詮釋，常常需要回頭去了解《七十士譯本》。《七十士譯本》

也對基督教舊約正典的形成極為重要，除了已經提及的次經由來，基督教的舊

約書目排序也受《七十士譯本》的影響。另外，直到今日希臘正教會（Greek 

Orthodox Church）使用的舊約文本，仍以《七十士譯本》為底本（漢語聖經協

會，2005；Metzger，2001；Wegner，1999）。 

由於《七十士譯本》和基督教思想的形塑關係密切，早期教會領袖一度認

為《七十士譯本》比希伯來原文更準確、更接近天主的啟示。當耶柔米

（Jerome，347-419/420）決定不依《七十士譯本》，而直接由希伯來原文重譯拉

丁文聖經時，還遭許多人大加撻伐，甚至奧斯定（Augustine of Hippo，354-

430）也表達了對於如此翻譯的疑慮。《七十士譯本》也是許多古聖經譯本在翻

譯舊約時所使用的底本，包括古拉丁文（Old Latin）、科普特文（Coptic）、哥特

文（Gothic）、衣索比亞文（Ethiopic）、阿拉美文（Aramaic）、敘利亞文

（Syriac）、阿拉伯文（Arabic）、斯拉夫文（Slavonic）等語種的聖經，成為猶

太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傳播的直接和間接載具，在許多區域發揮多重影響力

（Metzger，2001；Wegner，1999）。 

如同多數古譯本，《七十士譯本》也有眾多不同版本的抄本。其中，1587

年出版，以新舊約梵蒂岡抄本為底本完成修訂的《羅馬（西斯汀）七十士譯

本》（Rome (Sixtine) Septuagint）成為廣為接受的舊約希臘聖經文本。以後許多

進一步考證的希臘聖經皆以此為底本，1887 至 1894 年陸續出版的 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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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kley Swete 的《七十士譯本》便是以此為基礎完成的考證版聖經，這是雷永

明初期譯經時參考的《七十士譯本》版本。1935 年出版的 Alfred Rahlf 考證版

《七十士譯本》則非以特定希臘文底本為主體，而是博納各抄本之長所完成的

考證版聖經，雷永明後期率學會成員分次出版聖經書卷時，改以 Rahlf 版舊約

《七十士譯本》譯文作為主要參考依據（洪媽益，1996；趙維本，1993；

Dines，2004）。 

四、《武加大譯本》：形塑西方文明的關鍵譯本 

從多重獨立翻譯的古拉丁聖經譯本，到耶柔米集大成而出的《武加大譯

本》（Latin Vulgate，又譯作拉丁通行本），拉丁文聖經影響了往後千年以上的西

方文明。《武加大譯本》中的用詞，如「受……祝聖、成聖」（Sanctificatio）和

「成為義人、成義」（justificatio）12等，促使西方基督教以較為規範的方式理解

神學概念，與較為哲學的希臘式思考形成對比。這些詞彙與概念的使用，也從

宗教場域延伸至文化中各個層面，甚至左右了歐洲語言的發展（Metzger，

2001；Wegner，1999）。 

西元三世紀中葉以前，羅馬帝國通用語言為希臘文，之後才逐漸轉為拉丁

文。三世紀中葉以前只有高盧（Gaul）和北非兩地以拉丁文作為官方和貿易的

溝通用語，推測最古老的拉丁聖經譯本即產自這兩個區域。古拉丁譯本並沒有

統一版本或單一譯者。相反的，有些經卷有許多不同的譯本並存，甚至奧斯定

稱：「將聖經由希伯來文譯為希臘文的譯者，數目可以計算；但拉丁文聖經譯者

的數目，無以計數（引述自 Metzger，2001，頁 31）。」眾多譯本令人感到無所

適從，又許多拉丁譯本添加原文所沒有的資訊，如福音書中兩位與耶穌同釘十

字架的犯人，在古拉丁譯本中被冠上了各式各樣的名字。再加上古拉丁文聖經

多半未經潤飾、常按字面意義逐字翻譯，種種因素使教宗達瑪穌一世

（Damasus I）於西元 383 年敦促耶柔米修訂古拉丁文聖經，讓信徒可以有一可

靠、易讀的拉丁文聖經（Metzger，2001；Wegner，1999）。 

一般認為耶柔米修定拉丁文聖經，費時約有八年，從西元 383 年開始，至

大約 405 年結束。《武加大譯本》並不是一個全新的翻譯，而是在參照原文和古

譯本之後做出的譯文修訂。學者也發現《武加大譯本》的前後翻譯標準並不統

一，這可能是因為耶柔米在翻譯的前期較依賴古譯本，後期才轉而側重原文；

也可能是在譯文翻修的過程中，耶柔米的翻譯技巧有所提升與轉換；還有學者

主張，耶柔米並沒有完成整部聖經的修校，《武加大譯本》的新約部分有其他譯

者的工作痕跡。整體而言，《武加大譯本》最大的貢獻，在於將舊約按希伯來文

整個重新翻修為拉丁文。從文本考證學的觀點來看，我們也可以由《武加大譯

本》一窺西元四世紀末到五世紀初的舊約希伯來文本傳統。不過，當翻譯涉及

神學的關鍵爭點，耶柔米也斟酌裁量，有時並不依從希伯來原文的字面意義，

                                                      
12 這兩個詞彙的翻譯方式與神學思想高度相關，在此不多闡釋。此處兩個詞彙的中文對應皆採

《思高聖經》的翻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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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偏向七十士譯本的詮釋，前文所述依撒意亞書 7:14 便是一例（Metzger，

2001；Wegner，1999）。 

前文也已提及，耶柔米重譯聖經之時飽受攻擊，不過到了西元八、九世

紀，《武加大譯本》已經全面取代古拉丁文聖經，成為此後數百年西方基督徒唯

一的聖經版本。在宗教改革興起以前，《武加大譯本》是許多方言聖經的翻譯底

本，包括著名的《威克里夫聖經》（Wycliffe’s Bible），也間接影響了許多宗教改

革運動興起之後，直接譯自原文的方言聖經，如《欽定版聖經》。雖然《武加大

譯本》自中世紀即成為通用的聖經版本，但一直到天特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才被天主教會賦予官方聖經的地位，但還未有官方核定版本。《武加

大譯本》與其他古文獻一樣，歷經世代傳抄，出現許多不同版本的傳抄錯漏與

內容出入。教會在 1592 年公布一經過修訂、足稱完善的官方版本，稱之為《西

斯篤─克雷孟武加大譯本》（Sixto-Clementine Vulgate），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以

前，此版本是天主教唯一的官方拉丁文聖經。1979 年，天主教會依當代文本考

證學的原則，按聖經原文文本，再出版一本經過考證的官方拉丁文聖經，稱之

為《新武加大譯本》（Nova Vulgata）（「拉丁文通行本聖經」，1996；Metzger，

2001；Wegner，1999）。雷永明於其《回憶錄》中稱所參考的拉丁聖經為「格辣

瑪提卡主教出版的《拉丁通行本聖經》（頁 95）」。 

 

五、從基督信仰傳入不列顛，到《欽定版聖經》的完成與修訂 

要追溯英文聖經的翻譯歷史，就得探源不列顛地區的傳教歷史。早在西元

三世紀，不列顛地區就有基督信仰活動的痕跡，其後一度於盎格魯─薩克遜人

遷居不列顛群島的過程中衰亡，又因西元 597 年教宗額我略一世（Gregory I，

540-604）派遣司鐸至不列顛傳教而重振。初期的聖經翻譯為因應傳教需求，多

半是自由的口語詮釋，到了西元九至十世紀，部分拉丁文聖經經卷中出現逐行

插入的古英文翻譯。1066 年諾曼第王朝建立以後，諾曼法語取代古英文成為中

上階層的通用語言，古英文聖經翻譯的發展中止。直到西元十四世紀，英文聖

經的翻譯再興，這時使用的語言是書面中古英文，最具代表性的是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1320s-1384）的聖經翻譯（France，2003；Metzger，2001）。 

我們通稱的《威克里夫聖經》很可能不是威克里夫個人的作品，而是許多

人共同翻譯的成果。這是英語世界第一本完整的聖經翻譯，全書由《武加大譯

本》譯為英文。第一版於 1382 年出版，這個版本的翻譯嚴格依從拉丁文聖經的

句法，有時甚至違反一般英文語序。第二版於 1388 年出版，這個版本的翻譯捨

棄嚴格的字對字翻譯，全書呈現出較為通暢的書面英文。雖然遭受教會官方反

對，第二版《威克里夫聖經》廣為流傳，成為十六世紀初期以前唯一通用的英

文聖經，甚至影響了英語的發展。 

《威克里夫聖經》是由《武加大譯本》間接譯成的，而首度嘗試將聖經由

原文譯為英文的是丁道爾（William Tyndale，1494-1536），新約原文使用的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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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伊拉斯謨的希臘文聖經，舊約原文使用的是馬索拉文本。丁道爾於 1526 年出

版第一版英文的新約全書，於 1534 年出版第二版。舊約部分翻譯完成的有梅瑟

五經、約伯傳等，然而未待舊約聖經翻譯完成，丁道爾即於 1536 年以異端之名

被處死，他遺留的舊約譯稿，後來被收入 1537 年出版的《瑪竇聖經》

（Matthew’s Bible）。《丁道爾聖經》的翻譯於宗教改革的驚濤駭浪之中進行，

期間教會質疑其沾染馬丁路德的不良影響，又堅信讓大眾自行閱讀聖經容易導

致私意解經，於是強力鎮壓《丁道爾聖經》的翻譯及出版。雖然如此，《丁道爾

聖經》成為現代英文聖經的先驅，也為往後的英文聖經翻譯奠定基礎

（France，2003；Metzger，2001；Wegner，1999）。 

威克里夫完成聖經翻譯時，歐洲尚未有印刷技術，第一本完整付印的英文

聖經要到 1535 年才面世，這本聖經由柯弗代爾（Miles Coverdale，1488-1569）

完成，梅瑟五經與新約全書皆以丁道爾聖經為參考底本，丁道爾未及翻譯的部

分則參考其他歐陸流通的聖經譯本完成翻譯與修訂，這是因為柯弗代爾不諳希

伯來文與希臘文，無法直接由原文翻譯聖經。柯弗代爾的舊約書目完全跟從

《武加大譯本》的編排，唯將次經部分自舊約書目中抽離，統一收集於附錄

中，後來更正教的聖經欲保留次經書目時，都依循同樣的方法處理。1539 年第

一本受英國官方認可的聖經出版，史稱《大聖經》（The Great Bible），名稱源於

其體積之大。這部聖經也是由柯弗代爾所完成，只是他修訂時並不參考自己先

前出版的聖經，乃是參考 1537 年出版的《瑪竇聖經》，只是《瑪竇聖經》中許

多牽涉神學敏感神經的附註，都在《大聖經》中予以刪除。1560 年出版的《日

內瓦聖經》（The Geneva Bible）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約翰班揚

（John Bunyan）等英國文學史上重要作家所使用的聖經，也是伊莉莎白一世

（Elizabeth I）在位時廣為流傳的聖經譯本。愛德華六世（Edward VI）在位期

間，加爾文思想被引介到英國；瑪麗一世（Mary I）即位後，宗教改革運動受

鎮壓，天主教的地位復升；伊莉莎白女王繼位後，更正教活動又活躍起來。《日

內瓦聖經》即由一群逃避瑪麗一世宗教鎮壓的更正教人士所完成，他們流亡到

加爾文的根據地日內瓦，在此展開聖經修訂，書成後獻給伊莉沙白女王。這部

聖經的註釋帶有清楚的加爾文思想和反天主教情結，出版之後迅速取代《大聖

經》，成為當時最受英國更正教徒喜愛的聖經。1568 年出版的《主教聖經》

（The Bishop’s Bible）是第二本獲得英國官方地位的聖經。此版聖經根據《大

聖經》修訂而成，英國國教會試圖以此取代有濃烈加爾文色彩的《日內瓦聖

經》，不過這番努力並未成功。日後，英國國教會與清教徒之間的角力促成了

《欽定版聖經》的問世（France，2003；Metzger，2001；Wegner，1999）。 

宗教改革以後，更正教學者積極翻譯聖經，這也激發了天主教學者翻譯英

文聖經的企圖。《杜埃—蘭斯聖經》（Douay-Rheims Bible）由一些於伊莉莎白女

王在位期間流亡法國的天主教學者所完成。1582 年新約全書於蘭斯（Rheims）

出版，1609 至 1610 年間舊約全書於杜埃（Douay）出版，因此整部聖經合稱為

《杜埃—蘭斯聖經》。這版聖經由《武加大譯本》間接譯為英文，但新約部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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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參考希臘文聖經。附註清楚呈現天主教的聖經詮釋，也常引用奧斯定的神學

論述做為佐證，因為編譯者相信這位早期教父的思想對於更正教人士有說服

力。整體來看，《杜埃—蘭斯聖經》翻譯的一致性頗高，但過於拘泥於《武加大

譯本》的表達方式，以致於某些片段對於不諳拉丁文的讀者而言頗為難懂。十

八世紀沙洛納主教（Richard Challoner）為這部聖經進行一連串詳盡的修訂，修

訂過後的聖經又被稱作《杜埃—蘭斯—沙洛納聖經》（Douay-Rheims-Challoner 

Bible，1691-1781）（France，2003；Metzger，2001；Wegner，1999）。 

詹姆士一世（James I）甫上任英國國王，旋即置身於棘手的政教關係，於

是他在 1604 年召開漢普敦御前會議（Hampton Court Conference）。會議中通過

一個關鍵的決議： 

 

應針對完整《聖經》進行翻譯工作，其內容應與希伯來及希臘原文文本相符，並

於翻譯完成後予以付印，譯文中不應有任何邊註，並在所有英國國教會的禮拜儀

式中使用（引述自張曌菲譯，2002，頁 161-162）。 

 

這就是《欽定版聖經》開工之始，究其原委，實因清教徒不接受《主教聖經》，

英國國教會的主教也不接受《日內瓦聖經》，而兩方都對天主教正在進行的《杜

埃—蘭斯聖經》翻譯工作感到焦慮，於是一個可以被清教徒和教會當權派共同

接受的新譯本便被提出來了。1604 年漢普敦會議結束後，《欽定版聖經》的翻

譯工程即刻展開，五十多位英國最優秀的學者加入了翻譯團隊，聖經初版於

1611 年面世。必須說明的是，《欽定版聖經》的翻譯並不是歸零重新開始的翻

譯計畫，反而可視為審慎的聖經修訂計畫。經過國王核准的《欽定版聖經》的

「翻譯規則」，一開始就明訂以《主教聖經》為聖經修訂的基準，必要時參考

《丁道爾聖經》、《瑪竇聖經》、《柯弗代爾聖經》、《日內瓦聖經》的譯文。另

外，為了平衡各宗派的勢力，如漢普敦會議中已聲明的，聖經內不添加任何含

神學解釋的邊註，只有在原文確實可能含有異義之處做出說明（張曌菲譯，

2002；France，2003；Metzger，2001）。 

 《欽定版聖經》五十多人編制的翻譯團隊，往下又區分為六個工作小組，

各自負責不同書卷的翻譯工作，這延伸出翻譯品質有所參差的問題。然而由後

代文本考證學的研究成果來看，《欽定版聖經》最大的缺陷還在於品質欠佳的原

文底本，特別是新約的部分。《欽定版聖經》的舊約原文主要依據馬索拉原文，

雖然近代學者也對馬索拉原文進行些許考證校勘，差異畢竟還算小；但《欽定

版聖經》新約原文所依據的《公認經文》，就有些重要的段落因為缺乏早期文獻

證據，而被後代文本考證學學者強烈質疑。於是《欽定版聖經》第一個重要的

修訂本《修訂版聖經》（Revised Version）和《欽定版聖經》最關鍵的差異，就

在於改變新約部分所使用的原文底本。《欽定版聖經》面世初期並沒有引起多大

的購買蜂潮，詹姆士王期待透過聖經翻譯緩解國內宗教分裂的做法，似乎沒達

到什麼果効。《欽定版聖經》成了新一代教會當權派的聖經，《日內瓦聖經》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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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教徒的最愛。直到 1642 年英國內戰爆發、清教徒短暫的共和體制成形又瓦

解、1660 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復辟，經過了數年的動盪，《日內瓦聖經》

及其邊註被視為具煽動性的文本，再也不受歡迎。《欽定版聖經》的地位逐漸穩

固，成為往後近三百年許多英語使用者唯一認識的聖經（張曌菲譯，2002；麥

金華；2014）。 

 在文本考證學持續發展中，以《公認經文》為翻譯底本的《欽定版聖經》，

愈發顯得不合時宜；再加上日常使用的英文隨著時代的發展日益變遷，《欽定版

聖經》中的英文型態也更加顯得古舊拗口。於是在十九世紀末，由英美學者合

力完成的修訂譯本出版了，是為《修訂版聖經》（Revised Version，以下稱

RV）。RV 新約部分於 1881 年出版，舊約部分於 1885 年出版，這是第一個根據

當時最新文本考證學研究成果全面修訂《欽定版聖經》的重要聖經譯本，上文

述及的重要新約文本考證學學者 B. F. Westcott 和 F. J. A. Hort 也參與此版聖經的

修訂計畫。然而此版聖經對於《欽定版聖經》英文型態的修訂持保守態度，甚

至在聖經中加入一些《欽定版聖經》所無的古舊字彙。總地來說，RV 仍在英文

聖經的翻譯史中佔有重要地位，促使後來更多學者進一步修訂《欽定版聖經》，

只是此版聖經本身推出後，不甚受歡迎，多數人仍然偏愛慣用的《欽定版聖

經》。1901 年出版的《美國標準版聖經》（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以下稱

ASV）是美國學者對 RV 所做的延伸修訂版，內文與 RV 極為相近，也保有 RV

大部分的優缺點。ASV 比較特出的一點是，聖經中所有提及天主屬名יהוה

（YHWH，tetragrammaton）之處皆音譯為 Jehovah。這種英文音譯天主屬名的

方式可以溯源至《丁道爾聖經》，其後的《日內瓦聖經》、《欽定版聖經》、RV 皆

有出現，唯十分審慎地使用，次數皆不多。直到 ASV 乃全面改譯為 Jehovah。

此翻譯策略顯然透過美國在華傳教士和譯者影響了經典中文聖經《和合本》的

翻譯，白話文版《和合本》中以「耶和華」稱呼天主的次數多達 5909 次。近代

學者多認為 Jehovah 或其他類似音譯方法是不熟悉馬索拉學者標音傳統所造成

的誤解。50 餘年後出版的《修訂版標準聖經》（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和 70

年後出版的《新美國標準版聖經》（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都將

Jehovah 全面改譯為 LORD，這兩版聖經都是由 ASV 而出的修訂譯本，不過

Jehovah 這一音譯策略還是在許多地方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比起它的隔海兄弟

RV，ASV 顯然更受歡迎，出版不久長老教會就決議以此版聖經取代《欽定版聖

經》（麥金華；2014；France，2003；Wegner，1999；Zetzsche；1999）。 

 在 ASV 以後，1952 年《修訂版標準聖經》（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出版，這版聖經在使用最新考證過的原文底本修訂 ASV 之餘，更設法更

新其英文用法，使其更加符合當代英語使用習慣。1971 年《新美國標準版聖

經》（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出版，是另一使用最新的考證學成果修

訂 ASV 的聖經譯本。1982 年《新欽定版聖經》（New King James Version，

NKJV）出版。1989 年《新修訂版標準聖經》（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RSV）出版。以上這些英文聖經都是根據修訂時所能獲得的最可靠考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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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直接或間接地對《欽定版聖經》做出修訂。所依據的翻譯原則雖有差異，

但都不是全新的聖經翻譯計畫，乃是《欽定版聖經》的子嗣，溯其原型，皆可

推及十六世紀丁道爾翻譯的聖經，保留了數百年來精粹而出的英文聖經語句

（France，2003；Wegner，1999）。 

 

六、當代中文聖經先驅：明末清初天主教聖經翻譯 

 當代中文聖經翻譯的傳統，往前回溯，應推至明末清初將基督信仰傳入中

國的天主教會士。更早以前，雖然唐朝景教一度活躍，也留下內含片段經文釋

譯的文本，不過出土甚晚，對於後代聖經翻譯影響，實透過明清時期天主教徒

間接發揮作用。元朝初入中土的天主教會士孟高維諾，也譯有經書，據說包含

整部新約和詩篇，卻也早已散佚，沒能留下影響。直到明朝末年，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和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再度成

功進入中國內地，中文聖經的翻譯，才又開始。起先是在說明天主教教理或聖

經史實記述的書籍中，開始聖經專有名詞的翻譯及部分經文的節譯，如利瑪竇

的《天主聖教實錄》、艾儒略（Giulo Aleni，1582-1649）的《天主降生言行紀

略》、及陽瑪諾（Emmanuel Diaz，1574-1659）頗為豐富的福音書註釋《聖經直

解》。另又有因應教會禮儀需要的彌撒經書和祈禱本，編纂翻譯了許多中文經

文，如 1670 年印製的《彌撒經典》、1674 年初刻的《司鐸日課》、1676 年初刻

的《聖母小日課》等。不過，首部包含完整聖經經卷的翻譯作品，就要等到十

八世紀的《白日昇譯本》了（蔡錦圖，2011）。 

 白日昇屬於巴黎方外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的教士，1689

年到達廣州，先後負責江西和四川的教務，1707 年康熙年間的禮儀之爭離開四

川，同年於廣州逝世。白日昇身後留下一部翻譯未全的新約譯稿，由福音書開

始，譯至希伯來書，後世一般通稱其為《白日昇譯本》。福音書的部分為四福音

合參，將四卷福音書按內文時間順序彙編為單一書卷，稱為〈四史攸編耶穌基

利斯督福音書之會編〉，其他書卷則依武加大譯本編排的書卷次序翻譯（亦為多

數更正教聖經的編排方式），希伯來書只譯了開頭第一章。翻譯底本根據的應為

當時天主教官方版武加大譯本《西斯篤─克雷孟武加大譯本》，唯四福音合參部

分的底本不明，白日昇本人亦可能曾對福音書內容加以編輯後翻譯（蔡錦圖，

2008；Zetzsche，1999）。 

《白日昇譯本》，對於後代天主教譯經甚具影響力，雷永明翻譯聖經前，就

曾特意託人至大英博物館抄錄此譯本。但《白日昇譯本》對於後代更正教聖經

翻譯也產生重大影響，甚至蔡錦圖（2008）稱其為「天主教和新教在早期聖經

翻譯歷史上的交接點」。先是 1801 年更正教牧師莫斯里（William Moseley）在

當時的大英博物館中發現一份譯者不明的新約中文抄本。後來發現此抄本是

1739 年某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在廣州獲得的《白日昇譯本》，他將抄本呈送給英

國皇家學會會長斯隆爵士（Hans Sloane），以後轉送給大英博物館，此抄本被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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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斯隆爵士眾多收集中的第 3599 號，故稱為《斯隆抄本 3599 號》。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1782-1834）由莫斯里得知此譯本，請助手容三德（Yong 

Sam-tak）抄寫，隨後攜至廣州，成為他初期譯經時甚為倚靠的譯本。後來這份

抄稿也複製給了在東南亞一帶分頭進行翻譯工作的馬殊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和拉撒（Joannes Lassar）。馬禮遜最早期的新約聖經翻譯，幾乎可

視為對《白日昇譯本》的修訂，就連馬禮遜本人也如此承認。雖然 1823 年出版

馬禮遜和助手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共同完成的新舊約全書《神天

聖書》時，已經建立較明顯的翻譯特色，與《白日昇譯本》有更明顯的區隔，

而後來繼續發展的更正教中文聖經翻譯與修訂，也似乎把《白日昇譯本》遺留

下來的痕跡進一步沖淡了。但有些影響至為深遠，特別是白日昇選擇以「神」

翻譯 Deus，這樣的譯名選擇在馬禮遜和米憐、馬殊曼和拉撒的聖經譯本中都得

到繼承。後來更正教各派激烈爭辯如何翻譯至高者稱號13時，也有許多更正教

傳教士及學者支持直接承繼自白日昇的「神」一詞譯法（蔡錦圖，2008；蔡錦

圖，2011；Zetzsche，1999）。 

首度將單一聖經經卷完整譯為中文的是天主教教士白日昇；以後還有耶穌

會士殷弘緒（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譯畢舊約次經的多俾亞

傳，題名為《訓慰神編》，是天主教會首度出版的單一中文聖經書卷。而首度將

整部聖經近乎譯畢的也是天主教教士：於乾隆年間（1770 年）抵華的耶穌會會

士賀清泰。其時清廷禁教已久，京城以外禁教政令雷厲風行地執行，京城以內

來華天主教教士也因此大為減少。然而賀清泰以其繪畫及語言專才見用於乾

隆，嘗蒙特許向中低階層百姓傳教。公務之餘賀清泰也苦心於聖經翻譯，先是

滿文聖經《滿文付註新舊約聖書》，譯出舊約大部分、瑪竇福音、宗徒大事錄；

後是中文聖經，題為《古新聖經》，除了雅歌和大部分的先知書外，其他全數譯

出，是《思高聖經》成書以前最接近完整的天主教中文譯本。賀清泰的聖經由

拉丁文間接譯出，推測同白日昇一般，根據的也是《西斯篤─克雷孟武加大譯

本》（李奭學，2013；蔡錦圖，2011）。 

《古新聖經》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近乎完整的譯出整部聖經，更在於其為首

部白話文中文聖經。《古新聖經》不用高雅文言、不用正統官話，據李奭學

（2013）分析，《古新聖經》比明清以來的白話章回小說還要俚俗，已近乎「實

踐黃遵憲（1848-1905）所謂的『我手寫我口』（頁 62）」了。由於 1655 年總管

教廷對外傳教事務的傳信部（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規定，傳教士不

得印行未經該部會同意的著作，又 1803 年賀清泰陳請傳信部准允刊刻《古新聖

經》遭到駁回，從此《古新聖經》的手稿便遭受多年陳放書閣的命運。然而，

這不代表從此《古新聖經》與世隔絕，喪失影響力。有足夠的文本內外證據讓

                                                      
13 如何翻譯אלהים/θεος/Deus/God 這類稱呼基督教中永恆至高者的詞彙，是中文聖經翻譯史中的

一大難題，史稱「譯名之爭」（Term Question）。為了指明筆者認為這個譯名或可視為一種類別

名稱（Generic Term），或可視為一種稱呼方式（Appellation），但不是特定專有名詞（Proper 

Name），筆者以至高者的「稱號」稱呼這類詞彙。至於יהוה（YHWH）這一詞彙，筆者則視之為

表達天主自有且永有的屬性的專有名詞，筆者以「屬名」稱之，在此一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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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敢於推斷馬禮遜翻譯聖經時曾參考《古新聖經》的福音書譯稿，而《思高

聖經》對於《古新聖經》的參照更是明顯，光是專有名詞的翻譯就清楚可見。

透過一層層文本間的承繼關係，某些《古新聖經》首創、或透過《古新聖經》

承接並在後代文本中再一次經歷變形的詞彙，如今在中文世界已頗為常見，包

括「樂園」、「撒但」、「聖詠」、「聖徒」等字詞，還包括「以眼還眼，以牙還

牙」這樣的詞組。《白日昇譯本》與《古新聖經》，都在跨語際的翻譯過程中，

不只影響了後代的中文聖經翻譯，還透過宗教文本成為形塑當代中文白話文體

的濫觴（李奭學，2013；蔡錦圖，2008；鄭海娟，2014）。 

 

七、從《神天聖書》到《和合本》：更正教經典中譯本的成形 

自宗教改革以來，「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的信念就賦予更正教各派

積極從事聖經翻譯的動力。於是，在異文化傳教的過程中，更正教比天主教更

加重視聖經翻譯這一環節。在對華傳教的歷史中，自 1807 年第一位更正教來華

的傳教士馬禮遜抵達廣州起14，至 1860 年清廷敗給英法聯軍、開啟內地傳教為

止，這段期間更正教傳教士雖仍難以進入中國內地，卻已接連出版幾部重要的

新舊約聖經：1822 年馬殊曼和拉撒的譯本、1823 年馬禮遜和米憐的譯本、1836

年和 1838 年對馬禮遜和米憐譯本的新舊約修訂分別出版、1852 年更正教英美

各派首度嘗試聯合翻譯的《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新約部分，1854 年

英國傳教士合力出版的《倫敦差會譯本》（London Mission Version），期間雖然

多有波折和各方勢力的角力，成果卻不可謂不顯著。 

馬禮遜和米憐、馬殊曼和拉撒的翻譯工作近乎是異地同步進行。前文已

言，馬禮遜的新約翻譯極為倚重《白日昇譯本》，而早期馬殊曼和拉撒則獨立在

印度進行中文聖經的翻譯工作，及至收到馬禮遜的《白日昇譯本》和馬禮遜自

己的新約譯本後，也在多處調整其譯法，結果是 1822 年出版的馬殊曼和拉撒聖

經，新約部分大幅向馬禮遜的譯本靠攏。馬禮遜與米憐、馬殊曼與拉撒，雙方

的工作既因相似而有競爭性質，便產生許多衝突摩擦。馬殊曼和拉撒所屬的浸

禮宗（Baptists）由於教義因素，特別重視對於希臘文 βαπτιζω 的譯法，而偏愛

他們的譯本，後來在華浸禮宗也一度與其他更正教教派分離，獨立進行聖經翻

譯與修訂的工作。然而，整體而言，馬禮遜和米憐合作完成的《神天聖書》對

後世的影響力較大，從這本聖經產生出好幾代更正教中文聖經（Broomhall，

1977；Zetzsche，1999）。 

 馬禮遜於 1834 年過世，過了兩年，對《神天聖書》的新約修訂版即完成付

印。聖經修訂的工作成員包含隸屬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 for 

                                                      
14 近代陸續有人主張，17 世紀抵台、以台灣原住民族為主要傳教對象的荷蘭傳教士才是第一批

來華的更正教傳教士。此處涉及對於「華」一字定義的歷史演變及相關概念的辯論，筆者敘而

不論。不過在更正教界，由於馬禮遜在傳教歷史上的影響力，還是廣受推崇為更正教第一位來

華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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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Missions）的第一位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iah C. Bridgman，1801-

1861）、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Karl F. A. Gutzlaff，1803-1851）、與馬禮遜同屬

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1796-

1851）、馬禮遜的兒子馬儒漢（John R. Morrison，1814-1843）。其中新約修訂的

部分，前期由馬儒漢負責，後期轉由麥都思主導；舊約修訂的部分由郭實獵主

責。新約修訂的速度堪稱迅速，然而部分由於此譯本過於急進的挑戰馬禮遜譯

本、部分由於未顧及其他倫敦傳道會同工的感受，最終大英與海外聖經公會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以下簡稱大英聖經公會）拒絕贊助發行此譯

本，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也僅願意支付已經開銷的經費，

而不願意支持進一步印刷。種種因素使這個修訂版銷量不如預期，但修訂版比

起原馬禮遜譯本更重視譯文的可讀性，對於聖經翻譯的策略有許多調正，甚至

可視為新的譯本，成為以後聖經翻譯極重要的參考值（蘇精，2012；Zetzsche，

1999）。雖然新約的修訂遭受挫折，郭實獵仍然繼續舊約修訂重譯的工作，1838

年郭實臘的譯本出版了，從 1838 年到 1855 年，郭實獵再三的修訂與再版聖

經，並為幾個版本爭取到大英聖經公會和美國聖經公會的支持。從這些早期的

聖經修訂重譯計畫開始，逐漸形成了一個傳統：更正教中譯本要在傳教士獲得

一定程度的承認，需爭取到至少一個聖經公會的支持。也值得一提的是，郭實

獵的譯本後被太平天國採納並改寫，成為影響中國歷史甚巨的聖經譯本（李熾

昌，2009；Broomhall，1977；Zetzsche，1999）。 

 1842 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後，香港割讓給英國，上海、廈門、福州、

廣州、寧波五個通商口岸開放，中國對外開放的程度已經遠比馬禮遜初抵廣州

時高的多了。更正教各派遂感到有必要出版一為各差會所承認、且華人易讀易

懂的聖經，於是在 1843 年，以共同翻譯聖經為目的的傳教士大會在香港召開，

此前共同修訂《神天聖書》的麥都思和裨治文也列席其中。大會中決議：新版

聖經在新約部分要以《公認經文》為底本，修訂當時最新的譯本，即 1836 年麥

都思和裨治文參與修訂的新約譯本；舊約部分以馬索拉希伯來原文為底本，進

行聖經重譯。另外，大會也決定，各差會應派出傳教士代表（委辦），籌組「委

辦譯本委員會」，對新版聖經的翻譯做出最終的決議。雖然《委辦譯本》發起的

初衷良好，期間卻因各派立場不同，出現難以消解的爭執。先是 1847 前第一次

委辦會議召開之前，浸禮宗代表已因為對於 βαπτιζω 的譯名堅持，退出委辦

會。接著，對於至高者稱號的翻譯爭議再一次被提出，前文已提及，馬殊曼和

拉撒 1822 年的譯本、馬禮遜和米憐 1823 年的譯本，皆選用了「神」的譯法；

而 1836 年的新版譯本，則引進了天主教另一早先使用過的「上帝」譯法。在翻

譯委辦聖經的期間，裨治文提議回歸「神」的譯法，而麥都思則堅持繼續使用

「上帝」的譯法，這便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最後，裨治文爭取到多數美國傳教

士的支持，麥都思則爭取到多數英國和德國的傳教士支持，美國和英國的聖經

公會也分別支持這兩個不同的立場。本來，按這僵持不下的局面，委辦會議最

終可能會出版兩個不同版本的聖經，但委辦會在新約出版之前便分裂了，最後

 



32 
 

只有大英聖經公會在 1852 年出版了使用「上帝」這一譯法的新約《委辦譯

本》。分裂以後，英國的傳教士繼續翻譯聖經，於 1854 年出版舊約《倫敦差會

譯本》；美國傳教士則以裨治文、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1819-

1862）為首，另起爐灶翻譯舊約，於 1863 年連同再次修訂後的新約《委辦譯

本》交由美國聖經公會出版。《委辦譯本》的合作計畫，雖然最後以委辦會分裂

告終，不過這個譯本在中國還是廣受承認，盛行了很長一段時間。《委辦譯本》

在中文聖經翻譯史上也有相當的重要性：聖經翻譯委員會的形式，稍作修改

後，在以後的更正教聯合聖經翻譯計畫中沿用了下來；而在翻譯過程中所出現

的翻譯爭議，在日後的聯合翻譯計畫中也會再次浮上檯面（Broomhall，1977；

Zetzsche，1999）。 

 從更正教第一代聖經翻譯，到《委辦譯本》的完成，聖經中譯本都是以文

言文為基準，這是因為傳教士們均認為過於俚俗的文體，不會為中國文人所接

受。然而隨著 1858 年〈天津條約〉和 1860 年〈北京條約〉的簽訂，傳教士可

以留居中國內地、了解更多中國民情以後，開始有更多人提倡以通行的官話為

聖經翻譯的文體，這是朝廷官員使用的語言，北方各地的市井小民也能大致理

解這種語體。1856 年出版的《南京官話譯本》是更正教的第一部官話譯本，由

麥都思和施敦力（John Stronach，1810-1888）協同一位南京人，將《委辦譯

本》改寫成淺白的官話。必須一提的是，這位南京人應稱為共同譯者，然依當

時西方傳教士的翻譯觀，此人的名字未曾被提及，此前和此後由傳教士主導的

中文聖經翻譯，幾乎都有類似的情形。多數評論者認為《南京官話譯本》譯文

不甚準確，這是因為譯者將文言文轉譯為白話文體的過程中，並沒有再與希臘

原文做比較，以至於譯文時而偏離原文。雖然如此，此譯本作為開路先鋒的官

話譯本，仍十分有價值（Broomhall，1977；Zetzsche，1999）。 

下一部重要的官話譯本是《北京官話譯本》。北京對外開放不久，進入北京

居留的傳教士便感受到官話譯本的迫切性，終於在 1864 年，於施約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1831-1906）的主持下，成立了一個翻譯委員會。

與會的傳道士還包括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

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包約翰（John Shaw Burdon，1826-

1907）、白漢理（Henry Blodget，1825-1903），其中丁韙良同時忙於翻譯《萬國

公法》等事務，參與不多，所以翻譯的重任主要落在其他四位之上。起先，四

位同工共同分擔新約翻譯的工作，但很快的，身為猶太人的施約翰便因其希伯

來文的長才，被分派全時間投入舊約翻譯的工作。1872 年新約《北京官話譯

本》出版，1874 年施約瑟獨力完成的舊約部分出版，1878 年新舊約合併出版，

同時獲得美國聖經公會和大英聖經公會的支持，也在傳教界獲得高度讚揚。此

後，施約翰繼續單獨從事新舊約修訂工作，雖然他後來的翻譯工作因為種種因

素沒有立即獲得主要聖經公會的支持，導致流傳不廣，但施約瑟的翻譯對於日

後成為經典的官話《和合本》影響深遠，他在 1988 年完成的舊約修訂版，成為

官話《和合本》舊約部分重要的參考本。新約《北京官話譯本》也成為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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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重要的參照底本，甚至官話《和合本》的執行委員在評估此項任務

的報告書中，更傾向把他們的工作描述為修訂，而非翻譯（Eber，1999；

Zetzsche，1999）。《北京官話譯本》有一個類似《委辦譯本》的委員會，但成員

並不是由選舉產生，而是自願組成的，對於特定譯名的翻譯方式也更有共識和

包容性，因此在合作上取得了比《委辦譯本》更大的成功。對於至高者稱號的

翻譯方式，翻譯委員會均認為「上帝」與「神」均不是最合適的翻譯。前者在

中國已有主要神祉使用此稱號，可能會造成信徒概念上的混淆；後者意義太過

廣泛，不適合用於稱呼基督信仰中的獨一至高者；委員會提議，也許天主教最

後統一採用的「天主」一詞更為適切。委員會雖有共識，但也同意各界以各自

認為適切的方式更換譯本中至高者的稱號，於是《北京官話譯本》出版了五種

採用不同稱號的譯本：分別是「天主」、「神」、「真神」、「上帝」、「上主」

（Zetzsche，1999）。與此相關卻有別的翻譯難題，是如何翻譯至高者的屬名יהוה

（YHWH）。施約瑟起初翻譯時，保留了與經典英譯本《欽定本》類似的翻譯

方式，有節制的使用「耶和華」這一有問題的音譯詞。在後來的修訂版中，他

決定全面刪除這一譯法，改譯為「主」。這一改動，當時難以被較為保守的傳教

士所接受，今天看來，卻頗為明智。大體而言，更正教聖經翻譯史中，下一階

段最重要的譯本官話《和合本》直接受惠於《北京官話譯本》和施約瑟的舊約

聖經翻譯。Zetzsche（1999）更是直接把施約瑟評為最傑出的第三代更正教中文

聖經譯者，第一代是拓荒者馬禮遜，第二代則是主導第一次聖經修訂及第一本

官話聖經的麥都思。 

《北京官話譯本》在華北一帶廣受歡迎，但到了官話不通的南方，就難以

符合傳教需求了；而早先確立權威地位的《委辦譯本》對於知識份子以外的大

眾而言，又過於艱深。於是，便有傳教士試圖尋找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淺白文

言，好能符合最多數中文使用者的需求，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

包約翰與白漢理、施約瑟都曾嘗試以這種語域的文體翻譯聖經。有傳教士稱這

種淺白文言為「淺文理」（Lower Wenli），稱《委辦譯本》追求的典雅文言為

「深文理」（Higher Wenli）。其實，以「文理」指古典中文，乃傳教士所創用，

當時傳教圈外的人都不使用此詞彙。到了十九世紀末，在華更正教傳教界普遍

認為需要一本更能代表各宗派的聯合聖經譯本，而譯文的語域究竟應該劃定在

深文理、淺文理、還是官話，就成為一大辯論議題。另外，1880 年代英文世界

出版了對《欽定版聖經》做出重大修訂的 RV，這一新版聖經放棄使用《公認經

文》，改用最新文本考證學的研究成果作為希臘文底本，這一重大轉向也挑戰了

中文聖經翻譯的譯經準則。在這兩個主要的推動力下，一本聯合譯本的討論成

了 1890 年的在華傳教士大會最重要的議題（麥金華，2014；Zetzsche，1999）。 

 1809 年的這場大會，成為《和合本》（The Union Version）誕生的會議。會

議中，由於各界對於什麼語體的譯本最適合做為聯合譯本的意見不一，最後決

定同步展開深文理、淺文理、官話三種版本的聖經翻譯工作，是為「聖經惟

一，譯本則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底本部分選用與英文 RV 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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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底本，但每當此文本與《欽定版聖經》所使用的底本有所出入時，譯者可

於兩者間斟酌裁量。至於此前譯本所遭遇的諸多譯名選用難題，大會特別指明

God、Spirit、Baptize 三者，讓各聖經公會自行選用合宜的翻譯方式。由以上決

議可以看出，傳教士大會為能最大程度地容納分岐路線，對重大爭議採取兼容

的立場，這一方面使翻譯得以在初期和諧展開，另一方面卻把爭譯延後至翻譯

進程之中，也部分促使深文理和淺文理的譯經委員會歷經曠日費時的翻譯後，

還是於 1907 年決議把兩種聖經版本的出版計畫合併為一。深文理《和合本》與

官話《和合本》的新舊約全書都於 1919 年出版，而 1890 年傳教士們發起譯經

計畫時所沒有料到的是，《和合本》的翻譯計畫，竟逢上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

語言轉折：白話文運動。滿清官員所使用的語言「官話」，逐漸被廣泛應用於書

寫中，此書寫體通稱為「白話文」。清末民初政府，進一步以「官話」為基礎，

確立「國語」的標準，間或有人稱之為「普通話」；待共產政府期間，則全面以

「普通話」取代另外兩種用詞。同時興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也鞏固國語作為

全國通用語言的地位（王東傑，2014；Zetzsche，1999）。這一歷史際遇導致深

文理《和合本》和官話《和合本》面臨完全不同的命運：官話《和合本》的接

受度巨幅上升，到了 1950 年代初期，已達到 99%的華人更正教徒使用的極高普

及率；另一方面，深文理《和合本》在 1934 年出版最後一版以後，就不再印刷

（Mak，2017；Zetzsche，1999）。現在我們稱呼《和合本》時，通常都是指官

話《和合本》，而非深文理版本。不過，關於歷史處境，更確切的說，不只是

《和合本》的命運被中文的演進所影響，《和合本》也影響了中文的發展。官話

《和合本》在白話文的標準還未完全確立時，就透過譯經，摸索如何合宜地運

用中國已有的白話文學文體和各地的日常官話語體，來表達中文原本所無的語

言形式。這種帶有實驗性質的翻譯文體，不僅影響了菁英的文學領域，也透過

教會、學校等場域實實在在地影響了大眾的日常用語，現在許多我們慣用的基

督宗教詞彙，都可在 1919 年出版的《和合本》中找到。《和合本》出版至今，

在華語更正教界確立了權威譯本的地位。雖然市面上陸續推出《現代中文譯

本》、《新譯本》等新的聖經譯本，國語《和合本》仍是多數更正教徒最習慣使

用的譯本（Mak，2017；Zetzsche，1999）。 

  

八、近代天主教中外文聖經：持續中的故事 

 前文所提及的《古新聖經》約成書於嘉慶十年（1805 年）前後（李奭學，

2013），自此直到清朝末年，天主教中猶有個別致力於聖經翻譯的人士，不過都

只是部分譯出新約書卷，且集中於四福音書及宗徒大事錄這幾部書卷，多數譯

為文言語體，泰半為私人譯本，流傳不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部分別為：

1887 年耶穌會士李問漁（1840-1911）出版的文言《宗徒大事錄》，這是第一部

翻譯後成功付梓的天主教中文新約單卷譯本。1893 年巴黎方外傳教會會士德如

瑟（Joseph Dejean，1834-1901）出版的文言《四史聖經譯註》，這是第一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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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出版的四福音書（蔡錦圖，2011；Choi & Mak，2014）。 

民國初年，天主教第一次出版了白話文的聖經譯本：耶穌會士蕭靜山

（1855-1924）於 1918 年出版的《四福音》，隨後再於 1922 年出版的《新經全

集》。《新經全集》是第一部天主教出版的完整新約全書，此譯本以《武加大譯

本》為間接翻譯的底本，不過也以希臘原文為修訂的參考依據。相較此前出版

的文言聖經，文字淺白易懂，又正值五四白話文運動興起之時，迅速成為中國

天主教中頗為流傳的聖經譯本。蕭靜山的《新經全集》正是雷永明來華以前所

聽聞的中國天主教唯一的新約全書譯本，也是雷永明的《思高聖經》付梓以

前，最受歡迎的中文天主教譯本，於 1948 年、1956 年都有再版（蔡錦圖，

2011；Choi & Mak，2014；Romano，2017）。民國期間，另一頗具特色的天主

教聖經翻譯是吳經熊（1899-1968）的譯本。他由聖詠入手，將聖詠譯為文言詩

體，以後又陸續翻譯福音書、宗徒大事錄，最後完成整部新約的翻譯。翻譯過

程中，密切與蔣介石（1887-1975）合作，吳氏譯經，蔣氏校閱，蔣氏為更正教

徒，所以此譯本也可看作個人層級的天主教與更正教的合作之果。雖然吳氏翻

譯期間，白話文運動已頗為流行，但知識份子仍倡議文言之美，故此吳氏譯本

流傳程度雖不若其他白話聖經譯本廣泛，但在知識份子間頗受好評，加之有吳

氏與蔣氏的名人效應，譯本在 1940 年代出版以後，又多次再版（張樂，2017；

蔡錦圖，2011）。 

西元 1968 年出版的《思高聖經》是天主教歷史上第一本完整的新舊約中文

聖經，其翻譯始末已於前文簡述。在此筆者要介紹《思高聖經》修訂期間參考

的重要外文聖經：1956 年出版的法文版《耶路撒冷聖經》（La Bible de 

Jerusalem）。這本聖經是 1943 年教宗通諭《聖神默感》公佈後，第一本直接譯

自聖經原文，而非間接由《武加大譯本》譯出的天主教方言聖經。爾後，英國

天主教聖經協會（British Catholic Bible Association）籌備參照法文版《耶路撒

冷聖經》的英文版聖經，並於 1966 年出版，亦名為《耶路撒冷聖經》（The 

Jerusalem Bible），雖然這部聖經在用字上明顯受法文版聖經影響，但所有的譯

文亦經過與原文的審慎比對。法文與英文版《耶路撒冷聖經》皆按《聖神默

感》通諭的鼓勵，吸納當代文本考證學、歷史批判方法（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並在聖經的附註中表現譯者詮釋聖經的觀點

（Metzger，2001；Wegner，1999）。雷永明率思高聖經學會修訂聖經時，參考

《耶路撒冷聖經》的翻譯成果，但也申言在遵從同一天主教聖經詮釋的原則

下，不會亦步亦趨地跟從《耶路撒冷聖經》的翻譯與詮釋（韓承良譯，1987；

韓承良譯，1992）。限於語言能力，筆者於後文比較不同版本譯文時，僅斟酌參

考英文版《耶路撒冷聖經》的翻譯，用以對比在同一天主教傳統下，《思高聖

經》的翻譯與詮釋立場。1985 年英文版《新耶路撒冷聖經》（The New 

Jerusalem Bible）出版，大幅修訂許多經文，是一本更加獨立於法文版《耶路撒

冷聖經》的譯本（Metzger，2001），2018 年又有《修訂版新耶路撒冷聖經：新

約與聖詠集》（Revised New Jerusalem Bible: New Testament and Psalm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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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完整重修的新舊約全書將於 2019 年面世，相信將能反映天主教內部其中一

種最新的聖經詮釋態度。1994 年中國上海天主教教區亦曾出版一參考法語版

《耶路撒冷聖經》、並以其他聖經中文譯本為基礎完成的新譯本，名為《聖經新

約全集（注釋本）》（蔡錦圖，2011）。 

天主教透過梵二大公會議，加速推展大公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
15，梵二文獻《天主的啟示》（Dei Verbum）教義憲章中，特別表明聯合基督教

其他支派共同翻譯聖經的願望：「但願能有機會，並經教會權威者的許可，與分

離的弟兄們合作翻譯聖經，供給所有基督徒使用（天主的啟示 22 號）。」，1968

年教廷與聯合聖經公會共同發表〈合作翻譯聖經的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s for Interconfessional Cooperation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此文件促進

天主教與更正教合作翻譯不同語種的聖經共同譯本，不過其實在這一文件發布

以前，已有更正教與天主共同接受的譯本問世。繼 1952 年更正教《修訂版標準

聖經》（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以下稱 RSV）完成以後，1957 年此譯本推出

一新版本，其中增補了天主教和部分更正教派共同接受的次經內容，1966 年天

主教官方認可的《修訂版標準聖經天主教版》（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Catholic 

Edition，RSV-CE）出版。以上種種修訂使得 RSV 成為自 17 世紀《杜埃—蘭斯

聖經》與《欽定本聖經》分庭抗禮的局面以來，第一本天主教與更正教共同接

受的英文譯本。1977 年 RSV 再推出一新版本，其中增訂了正教會所接受的次

經書卷，成為當時接受度最廣的英文大公聖經譯本。RSV 出版逾一、二十年

後，學者們便覺得其內容落後最新聖經考古暨文本考證學研究成果，於是《新

修訂版標準聖經》（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以下稱 NRSV）的翻譯委員

會便成立了，委員會中包含寬廣的基督教各支派學者：更正教、天主教、正教

會，還有一名猶太教學者。NRSV 承繼 RSV 的遺緒，1989 年一次推出三種版

本的聖經：更正教接受的聖經正典版本、加入天主教次經內容的天主教版聖

經、於天主教次經之外再加入東正教次經文本的共同譯本（The Common 

Bible）。於是，NRSV 成為繼 RSV 以後，當代享有最寬廣接受幅度的聖經版本

（Metzger，2001；Wegner，1999）。在中文聖經的部分，也有天主教聯合基督

教其他支派共同譯經的努力，目前已面世的成果有 1975 年出版的《新約全書現

代中文譯本天主教版》，以及 2015 年出版的《共同譯本四福音書》。《現代中文

譯本》的舊約部分原不包含次經，因此舊約部分沒有天主教版，而《共同譯

本》的翻譯計畫則仍在進行中（夏俊明，2016；朗晴，2000；蔡錦圖，2011）。 

當代還有一重要的天主教英文聖經：1970 年出版的《新美國版聖經》（The 

                                                      
15 「大公」這個詞彙的希臘原文 oikumene（οἰκουμένη）可用來指世界，天主教會以此指稱代表

普世教會召開的大會，是為「大公會議」。約十九、二十世紀起，由更正教的教會領袖為首，發

起謀求普世基督宗派合一的運動，也以「大公」稱之，是為「大公運動」。大公運動之所以會興

起，是因為福音工作者們看到一個分裂的基督宗教不利於福音的傳播，而決意克服這種分裂的

狀態（“Ecumenical movement”，2003）。教宗若望廿三世是天主教會方面大公運動的重要推

手，他召開梵二大公會議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為了促進大公運動，而梵二的許多改革成果，

也被許多更正教觀察家評為有益於大公運動的持續發展（Colberg，2016；Wilde，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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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merican Bible，以下稱 NAB）。這一聖經翻譯計畫的發起和《耶路撒冷聖

經》一樣，是為了回應《聖神默感》通諭，從原文直接翻譯聖經。比起深受法

語版《耶路撒冷聖經》影響的英文版《耶路撒冷聖經》，NAB 更可以當之無愧

的被稱為第一本由原文直譯而出的天主教英文版聖經。受到大公運動精神的影

響，此版聖經的翻譯委員會中有基督教其他支派的學者參與，完成的譯本也受

到美國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的接納。不過，因為是以多達五十位譯者合

組翻譯委員會的方式完成翻譯工作，NAB 有一定程度翻譯品質參差、策略不一

的問題，這是以翻譯委員會完成譯作時容易產生的問題，前述的《欽定版聖

經》和《和合本》亦有這樣的狀況（Metzger，2001）。關於天主屬名יהוה

（YHWH）的翻譯，相較於《耶路撒冷聖經》以較多學者接受的音譯方法

Yahweh 取代 Jehovah，NAB 回歸更為傳統的翻譯方式：以 LORD 這一稱號來翻

譯這個屬名。自八零年代起，為了回應婦女運動對於性別關係的反思，許多修

訂再版的英文聖經與全新翻譯的英文聖經，採用性別包容語言（Gender 

inclusive language）16處理經文中涉及性別的詞彙。率先大膽使用此翻譯策略的

是 1985 年出版的天主教聖經《新耶路撒冷聖經》，爾後基督各派的聖經譯本陸

續跟進，1986 年修訂後重出的《修訂版新美國版聖經》（Revised New American 

Bible，乃至 2011 年再次修訂後出版的《新美國版聖經修訂版本》（New 

American Bible Revised Edition，以下稱 NABRE），都嘗試在譯文中採用性別包

容語言，也在每次再版修訂中，不斷調整其使用的幅度。直到如今，如何處理

聖經中涉及性別的語彙，仍是探討中的問題，天主教官方對於水平性別包容語

言有一定程度的接納，對於垂直性別包容語言則明確反對。推陳出新的天主教

譯本，亦在這大一原則下，展現各自對於翻譯中性別詮釋的態度。NABRE 已

啟動最新的新約修訂計畫，預計將於 2025 年完成（蘇倩雅，2002；Jule，

2005；Metzger，2001）。 

當代還有一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1998 年出版的《牧靈聖經》。這版聖經

是由于賀神父（Bernardo Hurault，1924-2004）主持的台陸翻譯團隊完成，底本

主要依據當時已出版的法文、西班牙文、英文版《牧靈聖經》，斟酌參照原文完

成。此版聖經的譯文淺顯易懂、註釋貼近生活實踐、書卷前的導論也精實有水

準，受到許多教友歡迎，在大陸已有超過 45 萬本的流通量。然而，由於此翻譯

團隊的華人成員並非專業聖經學者，又因急於出版，譯文多處出現錯漏，出版

後也收到大量的指正批評，連其審閱者李子忠也認為此版聖經雖有良好的翻譯

目的，卻不適用於嚴謹的查經和學術用途。《牧靈聖經》自 1998 年出版繁體版

聖經後，2000 年出版簡體版，最新的修訂版於 2008 年完成出版（李子忠，

                                                      
16 性別包容語言，亦有人以性別中立語言（Gender neutral language）稱之，是為了回應文本在

父系社會的背景中生成時，常有排除女性的情況。在聖經翻譯與性別的討論中，性別包容語言

可分為「水平包容語言」（Horizontal inclusive language）和「垂直包容語言」（Vertical inclusive 

language）。「水平包容語言」涉及與人相關的經文，避免以男性代詞作為通稱代詞；「垂直包容

語言」涉及與聖父、聖子、聖神相關的經文，避免以男性詞彙指稱天主。前者常被視為溫和的

包容語言，後者則被視為激進的包容語言，常引發激烈神學論辯（Witherup，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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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牧靈聖經編譯組，1999；房志榮，2000；張士江，2007）。 

 

 本章筆者用不短的篇幅回顧了《思高聖經》的成形過程以及歷史中重要聖

經抄本與譯本的成書與其重點特色，這些是我們評析與比較《思高聖經》如何

翻譯瑪利亞之前所需的背景知識。下一章我們還要進一步建立天主教神學中的

聖經詮釋學與瑪利亞學背景知識。綜合這兩章所建立的脈絡，筆者將於第四章

進入《思高聖經》的文本，和讀者一起更多探討這本聖經中的瑪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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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天主教歷史中的傳統、聖經、瑪利亞 

 

在這一章中，筆者會依次簡介基本的天主教神學背景，包括天主教中聖經

與傳統的關係、聖經詮釋方法的演變、神學中的瑪利亞信理的發展、瑪利亞學

在教會歷史中的演變軌跡。這些背景知識都是接下來分析《思高聖經》經文時

的重要脈絡。 

 

第一節  當天主教會面對傳統與聖經 

 在我們探討天主教聖經的經文詮釋與翻譯之前，需要先瞭解天主教如何理

解傳統與聖經之間的關係。天主教會看見，傳統早於聖經。無論是舊約還是新

約文本，都是在歷史傳承中發展出來的（“Tradition (In the Bible)”，2003）。在

聖經正典的書目塵埃落定之後，教會的傳統也沒有就此停止，而是持續在歷史

中發揚啟示。因此，天主教會並不接受「唯獨聖經」（Scriptura sola）的聲稱，

而是力主正典和傳統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權威，共同形成一個完整的信仰寶庫，

並由天主交付教會所託管。在聖神的幫助下，歷代信徒一同將啟示的奧秘漸次

發揚，而教會的訓導當局則是啟示詮釋的最後一道把關。這是當代天主教會對

於啟示來源的立場，不過此一立場，也是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明確化的。 

 在中世紀晚期，教會內部發展出兩種主要的傳統觀。第一種傳統觀是主張

啟示只有一個源頭的「單一來源論」（single-source theory）。此傳統觀相信所有

在正典成形之前發展出來的宗徒傳統都已納入正典之中，聖經裡有天主充足完

備的啟示，正典定案之後再發展出的傳統，僅是對於聖經正典的詮述。第二種

傳統觀是主張啟示包含聖經和傳統兩種獨立源頭的「雙重來源論」（dual-source 

theory）。這種傳統觀認為，傳統包括獨立於正典之外的教導與沿襲成規，聖經

對於某些事項是沉默的，所以必須靠不成文傳統來補足這些聖經沒有說明的部

分，這些傳統往上可回溯至宗徒的教導，往下則由教會在世代間傳承與發展

（McGrath, 1993）。 

 在中世紀晚期的教義多元主義氛圍中，這兩種傳統觀似乎能共存於教會

內，然而宗教改革迫使天主教會重新自我界定，並對這兩種傳統觀的相容性進

行審視（Pelikan，1983）。於是，在 1546 年天特大公會議的第四場會議中，天

主教會宣布：「這真理及準則都包含在書寫成文的聖經和未經書寫成文的傳統之

中17（中文為筆者自譯，底線為筆者所加）。」有些觀察家認為此文獻顯示教會

官方正式倒向雙重來源論的傳統觀；然而，亦有論者主張文中的「和」（et）一

詞語意不清，顯示大公會議並未對這兩種傳統觀做出裁決。事實上，除了這兩

種在論述光譜上各據一端的傳統觀之外，教會內部還發展出其他較為趨中的傳

                                                      
17 本翻譯參考 J. Waterworth（1848）天特大公會議相關文件的英文翻譯（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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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觀，在此不多贅述（McGrath, 1993；Sawyer，2006；“Tradition (In 

theology)”，2003）。 

 在 1962 年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會議期間，與會教長們明確拒絕在憲

章中納入「雙重來源」的表述，這可以視為教會明確拒絕為雙重來源論背書

（“Tradition (In theology)”，2003；Abbott，1966）。然而，這亦不代表教會就此

轉向以聖經為單一來源論的傳統觀。事實上，對於種種傳統觀的辯論，在天主

教會內仍然是開放的問題（Tavard，1966）。梵二大公會議在這個議題上的申論

乃是：啟示最終的源頭來自「同一神泉」──天主自己，聖經與傳統都由此而

出，「彼此緊緊相連並相通（天主的啟示 9 號）」。所有虔誠的信徒及牧長一同以

生活詮釋基督信仰的啟示，但對於信仰詮釋的最終把關，仍在於教會生活的訓

導當局；這不代表教會的訓導權凌駕於神所啟示的信仰之上，教會需要遵循聖

神的帶領，忠實的守護傳述天主的神聖啟示。 

因此，關於聖經於傳統之間關係的辯論，梵二大公會議鄭重地確認，需要

再加上「教會」這一角色，以及運作在三者之上的「同一聖神」： 

 

聖傳18及聖經組成天主聖言的同一寶庫，並託給教會保管，全體聖民依附着它，在

宗徒的道理及共融內，擘餅及祈禱，常常與自己的牧人團結一致（參閱宗：二，

42），於是在堅守、實踐以及表現所傳授的信仰上，形成牧人與信友奇妙的同心合

意。……聖傳、聖經及教會訓導權，按天主極明智的計劃，彼此相輔相成，三者

缺一不可，並且三者按各自的方式，在同一聖神的推動下，同時有效地促進人靈

的救援（天主的啟示 10 號）。 

 

無論是成文的正典還是不成文的傳統，本身都是不充足的。必須在聖神的保守

中，透過由教會牧長監督的活生生的教會群體，才能在每一個當代處境中，把

死的文字和規條，詮釋出活的精意。 

 以上就是天主教會對於經文和傳統之間的連結的申論。接著來筆者要在第

二節進一步說明天主教會如何看待聖經、理解聖經，並於第三節簡要地介紹四

個重要的瑪利亞信理以及與信理的發展相關的經文。在接下來兩章的文本分析

中，筆者也會對聖經經文和教會傳統做出更多探討。在本篇論文中，筆者不欲

深論文本和傳統間複雜的關係，然而筆者相信，讀者在繼續閱讀的過程，必會

更深的思考正典文本與傳統之間的關連。 

 

第二節  當天主教會詮釋聖經 

 「詮釋學」指的是一種解釋的理論與藝術。廣義來說，大至對於一切事物

的認識與解讀；狹義來說，則專指對於文本內涵的理解（“Hermeneutics”，

                                                      
18 「聖傳」一詞在梵二大公會議文獻《天主的啟示》憲章的拉丁原文為 Sacra Traditio，指的是

神聖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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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當代天主教會對於聖經正典的理解方式，可以由梵二《天主的啟示》教

義憲章中的這段文字，一言蔽之： 

 

因為受默感的聖經作者所陳述的一切，應視為是聖神的話，故此理當承認聖經是

天主為我們的得救，而堅定地、忠實地、無錯誤地、教訓我們的真理（天主的啟

示 11 號）。 

 

天主教會堅持，整本聖經都是聖神的話，也就是「天主的話」，是天主給人類的

訊息，由天主的眾僕人，也就是聖經的寫作者所書寫而成，傳達天主「無錯誤

的」真理。在此，筆者想在兩個相互關聯的重點上稍微著墨：第一，聖經是天

主完美的話，由不完美的人類以不完美的人類語言寫成；第二，聖經是天主無

錯誤的真理。 

第一，當代天主教會聲稱聖經是天主的話時，並非指整本聖經是寫作者在

頭腦一片空白的情況下，一字一句聽寫聖神的的指示而完成的。天主教會承認

聖經中包含一些不是天主直接啟示的內容，如人的祈禱、人自身的經驗和情

感，且聖經的寫作者書寫時，也運用天主所賜的人類理性，蒐集資料、編排內

容架構、申論闡述等等。然而，雖然聖經的內容不都是天主的直接啟示，卻確

確實實是透過「天主默感」而成（弟後 3:16），也是天主自己定意「屈尊就卑」

的使用人類脆弱又不完全的語言來彰顯祂大能的啟示（天主的啟示 13 號）。第

二，天主教會堅持聖經的無錯誤性。然而，對當代天主教會而言，這不是指聖

經的所有內文都必須以字面意義去解讀且不會出錯，甚至不是保證聖經作者在

理解自然現象和記述歷史事件時，都符合現代科學研究結果準確無誤的標準。

聖經無誤指的乃是在關乎「為我們的得救」一事上，聖經有準確無誤的啟示。

天主教會又指出，綜觀整本聖經，我們可以看見，這啟示並不是一開始就完全

顯明，天主乃是進入人類自我設限的文化框架中，滿有耐心地引導祂的子民漸

次認識祂所欲顯明的啟示，也透過聖經去表明這準確無誤的啟示（ “Inerrancy, 

Biblical”，2003；Bowley，1999）。 

既然天主教會視聖經為一部天主給信徒的書，記載祂的啟示，那麼天主教

會如何理解聖經中「舊約」與「新約」兩大部分之間的連結呢？猶太人只接受

舊約的正典性19，基督教會則在萌芽之初就出現像馬西翁（Marcion of Sinope，

85-160）20這種只接受新約中的基督而否認舊約中的天主的思想家。在這兩極立

場之間，確認舊約與新約如何共同形成連續且一貫神聖啟示，是天主教會詮釋

聖經的重要課題。 

天主教會主張整本聖經充滿「重讀」（re-readings）特性，後期聖經著作重

                                                      
19 猶太人不稱舊約，稱之為《塔納赫》，更多說明請參第貳章註 3。 
20 馬西翁，生卒年間約為第一世紀晚期到第二世紀中葉，初代教會視其為異端。他認為猶太人

所崇拜的是較低級的、嚴厲又殘酷的神，而基督的天父是最高級的、充滿愛的神。因此，兩者

絕非同等，基督宗教應該徹底斷絕和猶太教之間的關聯。馬西翁編輯一套自己認可的新約聖

經，去除其中一切的猶太教成分（「馬西翁主義」，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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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詮釋前期聖經著作，擴張其意義，甚至更新其意涵。透過舊約的前後期書

卷，就可以看到這種經文的重讀；而從舊約到新約跨越，更是顯見經文大幅度

的重寫和重釋。天主教會指出，耶穌自己就是在新約時代重新詮釋舊約啟示的

第一人，祂的教導每每迥異於所處時代的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立場，因此備受敵

視。祂的死亡和復活更是「把祂展開的闡釋過程推至其極限，在某些地方引發

與舊的闡釋徹底決裂的同時，引入了前所未見的新開端」（冼嘉儀譯，1995，頁

76）。但這並不是說，所以舊約不再重要，可被廢棄。相反的，天主教會追隨奧

斯定的教導，堅持「新約隱藏於舊約裡，舊約顯露於新約中」（引述自天主的啟

示 16 號），舊約在新約更新的啟示中完全被接受了，而其中種種的「準備」、

「預告」、「預像」、「預示」都在新約中以更完全的方式顯明了，因此，關於舊

約，天主教會隆重的指示眾信徒：「這些書中亦暗含得救的奧蹟；為此，基督信

徒當虔誠地加以接受。」（天主的啟示 15 號）。 

那麼天主教會的釋經方法經歷過怎樣的變遷？現今又是何等樣貌呢？新約

作者對舊約的重新詮釋開啟「預像解釋法」（typology），視舊約中的事物內涵超

越自己本身的意義，而成為指涉新約真理的預像（type）。許多初代教父都承接

了這種傳統，且進一步把「所有」舊約內容都視為新約的預像，教父如此解經

的初衷在於：聖經所有內容都是天主賜下的，就算是新約作者沒有提及的舊約

部分（其中有好些難解的經節）也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因此教父們積極為舊約

經文尋找新約意義，甚至不惜斷章取義，在最不可能的片段，詮釋出新約的意

涵（冼嘉儀譯，1995；Jeanrond，1991）。這種解經取向延續到中世紀，發展成

所謂的「四重解經」（Quadriga, or Fourfold sense），為每節經文加上四重意義，

其中包含兩大分類：第一種是「文字意涵」（literal sense），指的是聖經的寫作

者書寫時所欲表達的意思。第二種是「靈性意涵」（Spiritual sense），靈性意涵

中又包含三個層面：「寓意意涵」（allegorical sense），指經文表面意涵之下的隱

含的另一重真理；「借喻意涵」（tropological sense），指經文提供給信徒的生活

實踐指引；「奧義意涵」（anagogical sense），指經文的終極意涵、末世性意義

（蔡麗貞，2014；McGrath, 1993）。中世紀重要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主張所有的靈性意涵都必須奠基於文字意涵。由此，他縮小了靈性意

涵的解釋幅度，並擴大了文字意涵的解釋幅度。然而，強迫所有經文都要分析

出文字意涵和靈性意涵，仍使中世紀的釋經學呈現出各式毫無根據的主觀解

經，也在接下來的世紀成為宗教改革者針砭的對象（“Hermeneutics, Biblical”，

2003；Jeanrond，1991）。 

對於教會內部聖經詮釋的問題，天主教會的回應起初甚為遲緩，卻在近代

轉為積極開放。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天主教聖經詮釋相關文件如下：1943 年教宗

庇護十二世頒布的《聖神默感》通諭、1965 年保祿六世（Paul VI，1897-

1978）頒布的梵二文件《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Dei Verbum）、1993 年由宗座

聖經委員會（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編寫並上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John Paul II，1920-2005）的《教會內的聖經詮釋》（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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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hurch）。 

 透過這些文件，天主教會回歸對於經文原文和文字意涵的重視，相信聖經

的寫作者原先所欲表明的意思，亦是聖經的首要作者天主所欲闡明的首要意

思。與此同時，天主教會也接受一段經文內含多於文字意涵的多重詮釋可能

性。所以，為了避免重蹈任意解經的覆轍，必須注意一段經文的靈性詮釋不得

與其文字詮釋相異牴觸，而必須根植於文字意涵之中，再往上發展。然而，天

主教會認為這一限定不需要以死板的方式理解，因為有時聖經的首要作者天

主，所欲透過聖經寫作者闡明的啟示，已經超越此寫作者當時所能理解的，而

在這類經文中，文字意涵中所蘊含的「更豐富的含意」（sensus plenior, the fuller 

sense）有待後代成書的正典經文和教會的權威教導，慎重地予以定奪（冼嘉儀

譯，1995 ；“Hermeneutics, Biblical”，2003）。 

 天主教會重新正視原文的文字意涵時，就發現不能不同時正視聖經寫作者

所處的歷史及文化脈絡，因為天主教會意識到「聖經並不以一個直接啟示出

來、無時間性的真理的姿態出現，卻是一個成文的憑證，證實天主在一連串的

參與人類歷史中自我顯現（冼嘉儀譯，1995，頁 124）。」當代天主教會積極以

歷史批判方法分析聖經中跨年代元素，也以各種近代新興的文學分析方法

（literary analysis）分析聖經中同年代元素，並廣納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

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加以應用於天主教的聖經研究。不過，天主教會也警告

教內釋經學者，要避免研究「局限於經文的人性層面」，並要始終記得釋經的目

的是「協助基督徒更清晰的意會這些經文中天主的話」（冼嘉儀譯，1995，頁

x）。當代天主教會反覆重申，為了達到此目的，詮釋聖經時，需祈禱刻仰賴

「聖神」的帶領；並要注意從歷代到如今，眾聖徒呈現何種「活的釋經傳統」；

最後，也當將釋經的終極定斷置於教會的權柄之下，「因為教會擔任保管及解釋

天主言語的使命與天職（天主的啟示 12 號）」。天主教面對聖經詮釋的議題時，

如同面對聖經和傳統之間關係的爭議一般，強調神聖啟示的終極裁判權由教會

守護，杜絕任何釋經者以聖經文字意涵之名，行私意解經之實。 

 以上我們進一步認識了當代天主教會內的聖經詮釋，在第肆章的經文分析

中，我們會觸及舊約與新約之間的關聯及詮釋，在第伍章的經文分析中，我們

會著墨新約與正典後傳統之間的關連及詮釋。由此，筆者會觀察《思高聖經》

的譯釋者如何為這些詮釋做出連結：經文如何被翻譯、被引用、被作出最後呈

現於讀者眼前的詮釋？這樣的詮釋又造成何種效果？討論文本翻譯片段時，我

們也會觸及多種天主教使用的文本考證方法及詮釋方式。相信在討論的過程，

讀者必能深刻體會，翻譯不只是文字的轉換，更是對文字的深度詮釋。 

 

第三節  天主教會所教導的瑪利亞 

在這一節，筆者會先簡介四個重要的瑪利亞學思想——瑪利亞特殊的母親

身分、瑪利亞特殊的童貞狀態、瑪利亞特殊的受孕狀態、瑪利亞特殊的離世方

 



44 
 

式。這四大思想一般被稱為瑪利亞四大「信理」（Dogma）。「信理」一詞在早期

教父的使用中，泛指一切關於基督信仰的思想與實踐，直到近代的教會訓導文

件中，才更明確地將其嚴格意義界定為天主教會以隆重而公開的方式、確定的

條文樣式宣布的天主啟示（「信理」，1996；“Dogma”，2003）。以下筆者要介紹

的四大瑪利亞學思想被稱之為信理，是因為天主教會主張，雖然這些瑪利亞學

的思想表面上描述的是瑪利亞，實際上的神學指涉則與天主的救恩啟示相關，

是教會重要的神學教導。然而，雖然通稱為信理，是否都應理解為嚴格定斷的

信理，在天主教會內仍有辯論的空間（周飛譯，2017；邱建峰、何奇耀，

2013），筆者在下文討論瑪利亞相關思想時，也會不時使用「信理」一詞，讀者

卻不必盡以嚴格意義理解。現在，筆者將簡述這四個與瑪利亞相關的重要信

理，並點出這些信理如何與我們接下來要分析的經文相關。 

 

一、生育天主者——身份特殊的母親 

 歷史中的瑪利亞，我們知道得很少。何時出生、何時死亡（甚至是否死

亡！）、家譜、外貌等，在聖經這本與之相關的正典文獻中，全無記載。甚至在

新約聖經中，她初次被提及，僅以「女人」一詞帶過（迦 4:4），在整部新約正

典中，也只有平生幾個片段的記載。 

 聖經中對瑪利亞最直接的記載，散見於新約的瑪竇福音、馬爾谷福音、路

加福音—宗徒大事錄（原為同一部作品，後在新約正典化過程分為二卷分散於

聖經中的書卷）、若望福音。雖然後世許多聖經學者仔細比對這四部作品時，認

為其中的敘述或有看來互為矛盾衝突之處（Brown，1997），四部福音書作者都

異口同聲的肯定，耶穌由那名女子所生！而這就是瑪利亞的母親身份最獨特之

處：按基督教教義，歷史上唯一產下天主子的母親21。 

 耶穌是人的孩子「人子」，又是天主與我們同在「厄瑪奴耳」，這兩種差異

懸殊的本性如何同時存在於基督裡？早期的教父和主教們為此吵得面紅耳赤，

終於，在西元 431 年舉行的厄弗所大公會議中，為了鞏固基督的神性與人性並

存不分離的信理，瑪利亞被正式冠上 Θεοτόκος（Theotokos）這個頭銜，並在西

元 451 加采東大公會議中，再次確認這個封號。Θεοτόκος 這一希臘字的字面意

義為「生育天主者」。在聖經中安靜隱匿的瑪利亞，何竟被一步一步推上基督教

歷史中的核心位置？理由不一而足，但基督教早期神學的發展背景，很可能正

是原因之一（Warner，1976）。 

 對瑪利亞的熱心敬禮，在厄弗所大公會議之前就有。據考，現存最早的瑪

利亞禱詞 Sub Tuum Praesidium，可能在西元三世紀晚期就已經出現

（Gambero，1999），而對瑪利亞敬禮的加速發展，則出現在厄弗所和加采東兩

                                                      
21 雖然四福音作者偕同保祿，一致肯定耶穌為女子所生。實際上只有瑪竇、馬爾谷、路加—宗

徒大事錄的作者在文中明言，此女子名為「瑪利亞」。在若望福音中，耶穌母親的姓名是未曾被

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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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公會議之後（Shinners，1989）。教父們對於「生育天主者」這一頭銜的關

注，主要集中於神學上的思考；普羅信徒之間，則是早有行之有的年的敬禮風

氣，又因官方對瑪利亞頭銜的正式認可，更加旺盛地發展起來（Hamington，

1995）。在「生育天主者」這一封號之後，教會內又陸續發展出「天主之母」
22、「教會之母」、「眾生之母23」、「天上母后（天上母皇）」等詞彙，在這些不同

的稱呼中，瑪利亞的母親形象出現了程度不一的衍伸轉化。從基督的母親，到

教會的母親，乃至所有人類共同的母親，這樣的轉化，在聖經中是否已現端

倪？在《思高聖經》中我們會看到瑪利亞怎樣的母親形象？在接下來兩章中我

們會進一步探討。 

 

二、從貞女懷孕到終身童貞？ 

 關於瑪利亞的母親身份，新約瑪竇與路加福音進一步闡明其特別之處：瑪

利亞尚未與任何男子發生性行為，即懷上了耶穌，成為耶穌的母親。四福音書

中，只有瑪竇和路加福音敘述瑪利亞童貞懷孕的事蹟，二福音書皆以 παρθένος

（parthenos）這個希臘詞彙稱呼瑪利亞，《思高聖經》譯為「貞女」。路加福音

詳細記載從天使報喜，到瑪利亞回以讚主曲的過程，瑪竇福音則僅簡單說明，

瑪利亞在與約瑟同房前，即因聖神懷孕。不過，記述雖短，瑪竇福音比路加福

音更進一步地引用了希伯來聖經：「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

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瑪 1:23）」。這一引用，就在後代引

發了許多爭辯，此事涉及聖經的詮釋與翻譯議題，筆者將於第肆章詳細討論。 

 聖子如何由貞女懷胎？為何懷胎於貞女？歷代神學家試圖為這一違反理性

的奇蹟補上合理的解釋，歷史中很長一段時間，教會接受亞里斯多德生理觀，

認為母親給胎兒的是質料（matter），父親給胎兒的是形式（form）和動力

（movement），由此說推想，瑪利亞因為「聖神的臨及、至高者能力的蔭蔽

（路 1:35）」而懷胎耶穌似乎也有那麼一點道理（Warner，1976）。然而，當近

代生物學發展起來，人們更了解了精子和卵子在生命延續中扮演的角色，要相

信童貞懷孕也就更為困難了。對此，天主教會堅定地宣稱貞女懷孕是一件超越

自然法則的事蹟：「是件屬神的工作，超越任何理智和人類的能力（天主教教理

497 號）」，顯示了天主如何積極介入人類歷史：「天主……的絕對主動性（天主

教教理 503 號）」，教會也堅持，應當將之理解為在舊約時期即預備好救贖計

畫：「教會在這事上，看到天主藉先知依撒意亞的口所作的許諾獲得實現（天主

                                                      
22 根據 1992 年天主教官方欽定的《天主教教理》（Catechismus Catholicae Ecclesiae），

Theotokos 這個希臘字，在天主教官方的對應拉丁文為 Deipara，英文為 Mother of God，中文為

「天主之母」。然而，筆者和 Hail Mary（1995）一書的作者 Maurice Hamington 看法相同，認為

官方的英文和中文翻譯是內涵已經過進一步轉化的詞彙，更貼近原文的翻譯應該分別為 God’s 

bearer 和「生育天主者」。所以在此筆者把「天主之母」認定為稍晚才發展出來的詞彙。思高譯

本的註釋中，亦有使用「天主之母」一詞，下文亦會提及。 
23 「眾生的母親」一詞在聖經中曾用以指稱厄娃（創 3:20），當天主教會在闡釋耶穌為「新亞

當」時，也逐漸把瑪利亞對應到「新厄娃」的身份，於是瑪利亞也成了新的「眾生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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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理 497 號）」。 

關於童貞懷孕的信理，在新約中有瑪竇及路加福音的記載，在西元 381 年

增訂完成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中，教會也使用 παρθένος 一詞對此做

出明確的宣告。不過，關於瑪利亞童貞的信理並沒有在此定型，而是繼續演

進。西元 451 年的加采東會議，是第一個接納瑪利亞「終身童貞」的大公會

議。西元 649 年的拉脫郎主教會議（Lateran Council of 649）中，首度在信條中

以 ἀειπάρθενος「終身童貞」描述瑪利亞。ἀει 這個希臘詞含有「恆常、永遠」

的意思，和 παρθένος 這個詞合併時，就是指瑪利亞是位「終身童貞的女子」。

這個概念在西元 681、811、1555、1964 等年間，多次受到教會肯定24（“Virgin 

Birth”，2003）。關於近代天主教會對此信理的教導，我們可以援引 1992 年經教

宗頒布的《天主教教理》（Catechismus Catholicae Ecclesiae）： 

 

對貞女生子這分信仰的深化，使教會宣認，即使在生下成為人的天主子後，瑪利

亞仍保持著真實和永久的童貞。因為基督的誕生「並未損害她童貞的完整，反而

予以聖化25」。教會的禮儀慶祝瑪利亞為「終身童貞」(Aeiparthenos)（天主教教理

499號，底線為筆者所加）。 

 

由以上文字我們可以看出，教會很早就出現終身童貞的思想，而天主教持

續保持此傳統，相信瑪利亞產下耶穌後仍然維持童貞的狀態，與若瑟在婚姻中

並沒有行夫妻之實，且瑪利亞一生中除了耶穌這個獨子外，沒有其他的孩子。

事實上，天主教的這一信理，反應許多教會的思想和處境，其中包含天主教的

婚姻觀：婚姻是聖召，然而獨身是比婚姻更崇高的聖召（Gustafson & 

Longenecker，2003）。新約格林多前書七章是天主教會此一婚姻觀的重要聖經

根據，保祿在書中主張：「誰若叫自己的童女出嫁，作得好；誰若不叫她出嫁，

作得更好（格前 7:38）」，保祿還有其他類似的論述。天主教神學家張春申

（2005）精要地總結了天主教會對此書卷的詮釋：「在《格林多全書》中，主要

強調的是童貞的末世觀以及婚姻的現世觀……教會傳統雖然對婚姻重視，但更

是強調獨身的末世價值（頁 103）。」 

天主教會相信，被揀選成為天主之母的瑪利亞，必定也選了更好的那份聖

召，終身獨身，致力於照料耶穌的成長，也做耶穌最忠心的門徒。然而，此信

理在天主教會內外遭受不少質疑，且不論如果瑪利亞與若瑟婚後各自持守終身

獨身，是否為一種扭曲的婚姻關係（Gustafson & Longenecker，2003），單就新

                                                      
24 然而天主教傳統上雖將瑪利亞的「童貞懷孕」乃至「終身童貞」列為信理，近代亦有天主教

學者對於瑪利亞是否終身保持肉身童貞的狀態存有疑慮，而更願意將瑪利亞的童貞詮釋為靈命

上美好無瑕的狀態。這些學者認為教會對於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教導，尚不屬於嚴格定斷的信

理，而更願意視之為「隆重訓導」（Solemn teaching），指的是沒有經過格式化確定條文宣布的

教導。《平凡中的聖者瑪利亞：聖母論的歷史沿革》的作者哥倫邦修女會會士 Kathleen Coyle 可

視為此類較開放的天主教學者中的一員（周飛譯，2017）。 
25 這段上下引號中的文字是《天主教教理》引述自《教會》憲章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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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聖經的文本來說，與論者也常提出許多經文作為質疑的依據，常見的質疑

如：路加福音描述耶穌為瑪利亞「頭胎男兒」（路 2:7），是否暗示他不是瑪利亞

唯一的兒子？四福音書皆言及耶穌的兄弟們（瑪 12:46-50，谷 3:31-35，路 8:19-

21，若 2:12，若 7:3-10），甚至有兩卷福音書不只列出耶穌諸位兄弟的名字，還

暗示耶穌有不只一位姊妹（瑪 13:55-56，谷 6:3），這些耶穌的「兄弟姊妹」我

們該如何看待？關於這些翻譯與詮釋的爭議，筆者會在第伍章進一步討論。 

 

三、始胎無玷——瑪利亞的聖潔異於常人？ 

 瑪利亞「始胎無玷」（Immaculate Conception，或譯「始胎無染原罪」）在

1854 年由教宗庇護九世（Pius IX，1792-1878）頒布為信理： 

 

藉由全能天主獨一的恩寵與特權，並鑒於人類救主耶穌基督之功勞，至榮福童貞

瑪利亞從她受胎的最初一刻起，便獲得保全而免於一切原罪的玷汙。此為天主啟

示之教誨，所有信徒必須堅定持守26（底線為筆者所加）。 

 

此信理旨在說明，瑪利亞獲得天主的特殊恩寵，豁免於亞當墮落以後人人固有

之原罪，自受胎的最初一刻起，便全然聖潔。天主教會一般主張，天主這一神

聖計劃，是因為「全然聖潔」方合適成為天主之母（ “Immaculate 

Conception”，2003）。 

 事實上，瑪利亞與眾不同的聖潔，早自教父時期就被許多重要的神學家認

定為事實且備受推崇。奧斯定就曾表示，人皆有罪——瑪利亞除外。奧斯定沒

有處理的是，如果瑪利亞一生不帶任何罪過，這表示她生來無罪嗎？或甚至是

自受孕起就無罪了呢？彼得倫巴都（Peter Lombard，1090s-1160）為這個懸宕

的問題作出解釋：人皆帶有原罪，這點毋庸置疑，瑪利亞受孕之時也帶有原

罪，但天主在她出生之前除去了她一切的原罪。中世紀最重要的神學家多瑪斯

阿奎納（Thomas Aquinas，1225-1274）同意彼得倫巴都的論點，並強調瑪利亞

雖然生來豁免於罪，卻不可能豁免於原罪，否則基督耶穌的救恩對瑪利亞而言

就會是多餘的了，但救恩不可能是多餘的，人人皆需救恩。此論述對於「始胎

無玷」的信理發展是一大屏障，直到董思高提出「先贖」的概念，信理於焉有

了突破性的發展：董思高主張，天主不需要在瑪利亞成胎後再除去她的罪，瑪

利亞在成胎之始已蒙恩阻絕於罪，是為先贖（陳滿鴻，羅國輝，1990；

Warner，1976）。自此，始胎無玷的信理逐漸在神學上站穩腳步，以後天主教始

胎無玷的主張，追隨董思高的神學邏輯。 

 由此可見，始胎無玷的信理是在歷史中逐步發展而成的傳統。神學上是如

此，在一般信徒間，也受到偽經《雅各伯原始福音書》（Protoevangelium of 

                                                      
26 本翻譯參考 New Advent 網站上對宗座憲章《莫可名諭的天主》（Ineffabilis Deus）的英文翻

譯，以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揭開基督宗教最難解的謎團》的中文節譯（張令憙譯，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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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等書當中的傳奇記載和古代女神崇拜遺留的影響，而特別推崇瑪利亞，

甚至在神學論述發展完備以前，就認定瑪利亞必定是異乎常人的聖潔

（Spretnak，2004；Warner，1976）。 

 然而，這一傳統的發展也和教會的聖經翻譯和詮釋息息相關，根據聖經，

就此信理展開的激烈論辯，亦不在少數。和「始胎無玷」信理的發展至關重要

的一節經文，出現在創世紀 3 章 15 節，這節經文常被稱為「原始福音」

（Protoevengelium），因為在這段天主對蛇（基督徒相信這蛇就是撒殫）的咒詛

中，似乎透漏出天主早已訂下的救贖計畫。在這段經文中，天主教官方欽定的

《武加大譯本》出現一個公認的代名詞誤譯，這誤譯使諸多論者認踐踏蛇頭的

為瑪利亞，而既然瑪利亞完全戰勝撒殫，自然也就是全然無罪的了。雖然本論

文的主文著重於福音書中直接提及瑪利亞的片段，不會深入分析這段經文，但

筆者在結論章展望《思高聖經》未來進一步研究可能時，會簡述思高譯釋者對

於這段經文的處理。 

 關於始胎無玷信理的另一重要經文是路加福音 1 章天使加俾額爾和瑪利亞

對話的開場白，《思高聖經》如此翻譯：「萬福！充滿恩寵者（路 1:28）」。有論

者主張，瑪利亞充滿恩寵的狀態是到了圓滿、完美的地步，因此，罪惡無係可

入，瑪利亞是全然無罪的（Gustafson & Longenecker，2003）。然而，這段經文

的探討也涉及翻譯的辯論，原文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kecharitomene）應該翻成「充

滿恩寵者」嗎？關於這一經文的翻譯及詮釋，筆者會在第伍章進一步分析。 

 「始胎無玷」是天主教會僅有的兩個以絕對無誤27宗座權威界定的信理之

一，另一條是我們要接著討論的瑪利亞「光榮升天」。 

 

四、光榮升天——瑪利亞塵世生命的結束也異乎常人？ 

 在 1950 年教宗庇護十二世頒布宗座憲章《廣賜恩寵的天主》

（Munificentissimus Deus），於其中申言： 

 

無玷的天主之母，終身童貞瑪利亞，在結束她塵世生命旅程後，身體和靈魂皆被

提升進入天堂的光榮中28（底線為筆者所加）。 

 

                                                      
27 教宗庇護九世在 1854 年以絕對無誤宗座權威頒布「始胎無玷」的信理後，於 1870 年第一次

梵蒂岡大公會議中進一步申言何為「教宗的絕對無誤性」（Papal Infallibility）。天主教會對於教

宗的絕對無誤性有嚴格的定義，必須是教宗以教會最高領袖及導師的身分，在「〔教宗〕宗座上

（ex cathedra）」發言，宣布關於信仰及道德方面的教導時才享有的，因為「這項不能錯誤的特

恩，是救主願意祂的教會在斷定信仰及道德的問題時所享有的，其不能錯誤的範圍和天主啟示

的寶庫範圍相等，這一寶庫必須謹慎地保存，忠實地講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74，教

會 25 號）」。因此，「教宗無誤性」非關教宗的私人言行，亦非用以表述教宗的個人特質或品

格。 
28本翻譯引用《耶穌的母親瑪利亞：揭開基督宗教最難解的謎團》的中文節譯（張令憙譯，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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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瑪利亞「光榮升天」（Assumption，或譯「靈肉升天」、「肉身升天」
29）信理的官方宣告，雖然此信理頒布的年代頗為晚近，卻不代表這是天主教

會近代的新發明，而可以說是天主教會對於發展千年以上教會傳統的拍板定

案。 

初代教會歷史對於瑪利亞在世生命的末了是緘默的，沒有瑪利亞殉道的傳

聞，也無人聽聞她的墓穴位於何處。不過，這樣的緘默反而激發歷代信徒更豐

盛的想像力和思辨，也衍生了不少關於瑪利亞臨終事蹟的傳奇記載和相關討

論。這類記載和信念先是出現在東方教會，後來因為穆斯林入侵東羅馬帝國，

大批東方修士往義大利遷徙避難，而逐漸影響西方的羅馬教會。不過在遷徙的

過程中，對瑪利亞離世事蹟的信念也產生了變化，從東西方教會的瞻禮中，就

可以明顯看出此差異。直到今日，東西方教會都在八月十五日紀念聖母的離

世，正教會稱此為「聖母長眠紀念日」（Feast of the Dormition），而天主教會稱

此為「聖母蒙召升天節」（Feast of the Assumption），節日名稱內含的差異也再

次顯示相關信念並沒有堅實的歷史證據30（談良辰，2013；Warner，1976）。 

因此，當天主教會宣布「瑪利亞光榮升天」是可信可靠也必須接受的信理

時，天主教會所據以申論的，並不是偽經傳說，而是理性的神學推論，而這個

神學推論，又是直接繼承「始胎無玷」發展而來的：如果瑪利亞異於常人的終

生無罪，那麼也該異乎常態的不受罪的死亡咒詛所轄制（Pius XII，1950）。教

會內有神學家主張瑪利亞沒有經歷死亡，就直接被天主提上升天；也有神學家

主張瑪利亞跟隨耶穌在世的腳蹤，經歷了死亡再復活升天。無論如何，瑪利亞

的靈魂和肉體一齊光榮升天，是天主教會所宣認的信德的道理（“Assumption 

of Mary”，2003）。 

「光榮升天」是目前瑪利亞四大信理中最後一項獲得教宗諭令宣認的信

理，我們也可以透過此信理，稍微瞭解瑪利亞學的兩種取向：「基督論典型

（Christotypical）瑪利亞學」和「教會論典型（Ecclesiotypical）瑪利亞學」31。

「基督論典型瑪利亞學」認為瑪利亞獲得獨特恩寵，超越教會群體之上。在凡

事上肖似基督，也與基督聯合。基督不帶原罪，瑪利亞也不帶原罪；基督以復

                                                      
29 Assumption 的三種譯法：「光榮升天」、「靈肉升天」、「肉身升天」顯示不同譯者對於此信理

強調的面向不同。選擇「光榮升天」譯法的譯者強調此事件顯示瑪利亞特殊的光榮和聖潔；選

擇「靈肉升天」的譯者反應憲章內涵，說明瑪利亞靈魂和肉體同時升天的狀態；選擇「肉身升

天」的譯者強調瑪利亞連肉身「也」一併升天了，原來天主教會本來就相信聖徒的靈魂死後直

升天堂，但肉身也一併升天卻是瑪利亞的特殊恩寵（Warner，1976）。 
30 「長眠」一詞代稱死亡，表示正教會相信瑪利亞有經歷死亡。而天主教會對於「升天」一詞

的闡釋，見於宗座憲章《廣賜恩寵的天主》（Munificentissimus Deus）的關鍵字句：「在結束她

塵世生命旅程後」（expleto terrestris vitae cursu），這段文字顯示天主教會並沒有對瑪利亞是否經

歷死亡做出明確判斷。教會內部兩種聲音都有，反對瑪利亞經歷死亡的論者主張：「死亡出於罪

罰……，瑪利亞無罪，所以不必死亡」。支持瑪利亞經歷死亡的論者則認為：「聖母參與耶穌基

督的逾越奧跡，必須經過死亡，然後才進入光榮。」（張春申，2002）。當代天主教會中，支持

瑪利亞經歷死亡而後升天的論者居多（“Assumption of Mary”，2003）。 
31 「基督論典型」或作「基督論中心（Christocentric）」，「教會論典型」或作「教會論中心」

（Ecclesiocen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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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形體肉身升天，瑪利亞自然也當肉身升天。「教會論典型瑪利亞學」認為瑪

利亞是教會成員之一，她的獨特在於她是教會完美的榜樣，是「第一位基督

徒」，是教會的原型，瑪利亞必須升天，如此才能顯示神對教會的救贖是圓滿完

全的（陳滿鴻，羅國輝，1990；Hamington，1995）。 

 瑪利亞的四大信理彼此之間互相連結，所據以發展的經文也相互關聯。探

討「光榮升天」的信理時，促使我們思考，當宗徒保祿表明耶穌為「新亞當」

時，我們是否能由此推論瑪利亞是那位帶來更新的「新夏娃」？當教宗若望保

祿二世（1987）稱呼瑪利亞為「第一位基督徒」時，也促使我們思考，四福音

書中的瑪利亞，是不是第一位相信基督，且相信到底的信徒。當「女性中保

（Mediatrix）32」、「共救贖者（Co-redemptrice）33」這類推舉瑪利亞地位超越教

會群體的詞彙被使用時，也促使我們思考當瑪利亞懷孕聖子的時刻、瑪利亞和

耶穌同在加納婚宴的時刻、瑪利亞立於十字架旁的時刻，瑪利亞和宗徒們一起

在樓房中祈禱的時刻，這些時刻反應瑪利亞怎樣的身分和地位？當我們探討瑪

利亞是不是教會的原型時，也促使我們思考默示錄 12 章中產下男嬰的那個女人

是誰？以上筆者提到的經文，凡出現在福音書者，會在第肆、伍章有進一步分

析，其他則會在結論章中簡論。 

 

第四節  天主教中昨日、今日、明日的瑪利亞 

 以上筆者簡要介紹了天主教關於瑪利亞的四大信理，也概述其相關神學在

歷史脈絡中的發展旅程。在深入經文分析之前，筆者還想要花點時間簡要探討

瑪利亞歷來發展出的諸多面貌。這在歷史中累積而成的瑪利亞圖像，也會成為

我們分析經文時的背景脈絡。著名的天主教聖經學家 Raymond Brown（1978）

曾表示：由於歷史中留下來的瑪利亞生平資料稀少，反而使基督徒得以有巨大

的想像空間去填補瑪利亞的形象，以其作為各種象徵之用途。致力於探討聖母

學歷史的天主教學者 Kathleen Coyle 也進一步補充：瑪利亞在歷史演進中出現

的諸多形象，可能更多反應的是當時教會的情況和需求，而不是歷史中的瑪利

亞的樣貌（周飛譯，2017）。 

當基督教從早期的備受迫害，戲劇性地一轉成為由政府指定的國教，為主

受苦的理想也相應地由至死忠心的殉道轉為禁慾的靈修生活（asceticism），此

時的瑪利亞被推崇為禁慾苦修者的主保（patron saint），在信徒的眼中也有了退

隱沙漠深處的苦修者的形象。在初代教會中，因著教父們的教導，守貞與聖潔

                                                      
32 「女性中保」的名號最早於十五世紀出現，旨在說明由於天主的自主選擇和恩寵，瑪利亞分

享了基督的中保工作（周飛譯，2017；Schreck，1984）。天主教會在梵二大公會議的文獻《教

會》教義憲章中亦提及「女性中保」一詞（教會 62 號），但並沒有明確定義，並於同一段文字

中立即澄清：「不過這一點的意思，對基督唯一中保的尊嚴與能力，並無任何增損」。 
33 「共救贖者」的稱號旨在肯定瑪利亞以受造者的身分，自願地與天主合作，以致於以特殊的

方式參與了救恩奧蹟。瑪利亞是否可稱為共救贖者？這在天主教會中是個開放的問題。教會官

方對此沒有明確的定案，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教義憲章對此術語也故意略過不提（「共救贖

者」，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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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密不可分的一體概念，守貞婦女在家靈修祈禱的生活模式也被大力推廣，

此時的瑪利亞就成了貞女們的特別主保。初代教會教父們把瑪利亞比為教會，

這種比喻關係隨著西方羅馬教會有意識的提升自身對世俗世界的統御力度，而

加倍強化。天上的瑪利亞被提升至「母皇/母后」的地位，地上的教會代理人教

宗的地位也提升至超越世俗君王之上的高度。瑪利亞被比做教會之後，隨之而

來的下一個類比就是新娘，在默示錄中教會終極的形象是「一位裝飾好迎接自

己丈夫的新娘」（默 21:2），於是瑪利亞就成了教會的終極樣態——最完美的新

娘。接著，雅歌中的新娘樣式被套用到瑪利亞的身上，在西元十二到十三世

紀，雅歌成了最受關注的聖經書卷，瑪利亞從高不可攀的女皇/女后位階走下，

成為獨身修士們純潔的愛慕對象，就如同當時盛行的宮廷愛情觀（courtly 

love）裡忠心的騎士與其所愛慕的貴婦之間的關係。在這個時期，瑪利亞也獲

得「我們的女士」（Notre Dame, or Our Lady）、「夫人」（Madonna）等封建制度

中貴族婦女的稱號（周飛譯，2017；Warner，1976）。 

歷史發展至此，瑪利亞已崇高如女皇/女后，備受愛慕如宮廷中的女主人，

同時也沒有失落她自始即有的母親的身分。中世紀的基督徒相信的天主是權能

正義卻又嚴厲可畏的，這和基督教的神學發展之初即帶有的律法主義色彩和逐

步建制而成的嚴格倫理規範不無關係（Hamington，1995；Olson，1999）。十四

世紀的黑死病瘟疫，被視為天主對墮落世界的審判，更加深了這種天主觀，教

會中因之興起了一波悔罪奮興浪潮，然而與此同時，也有許多信徒也把心目中

天主這一可怖的審判官推得更遠34。基督徒轉向他們視為親近又慈愛的瑪利

亞，索取他們在信仰上需要的慈愛憐憫。「憐憫必得勝審判」（雅 2:13），於是代

表憐憫的瑪利亞在許多信徒心目中的地位，甚至高過代表審判的天主，取代天

主成為人們祈禱35讚頌的主要對象，各種聖母敬禮和各式聖母奇蹟故事愈發增

生變形，終於成為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大力抨擊的標的36（周飛譯，2017；

                                                      
34 事實上，在歐洲帶下近乎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歷史性瘟疫「黑死病」，對於歐洲信仰的影

響，有許多不同的面貌。在某些地方，人們把天主視為降下瘟疫、施行審判的判官；把耶穌視

為在黑死病中與眾人同受苦難的人子（Mullett，1984）；把瑪利亞視為了解喪子之痛的母親，能

夠安慰在黑死病橫行的期間失去子女的婦女。而在另一些地方，耶穌就是那位充滿憤怒的審判

官，瑪利亞則是充滿憐憫的慈母，奮力攔阻她的兒子施行審判的膀臂。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

看到，在每個歷史片面中，各地天主教會的瑪利亞面貌仍然可能有所差異，反應複雜又多元的

教會景況，難以簡單地遽下定論。不過在這段歷史變遷的過程中，瑪利亞在天主教信徒心目中

的形象，大體而言仍是不斷攀升的（周飛譯，2017；Warner，1976）。 
35 天主教中的向瑪利亞祈禱，指的是請瑪利亞為信徒轉禱（Intercession 或譯代禱）。在天主教

的神學教導中，向歷代聖徒和瑪利亞禱告，是一種尋求信徒團體支持的方式。請諸聖徒代為禱

告，同時也與諸聖徒一起禱告，和諸聖徒互相支持、彼此援助，是為「諸聖相通」（The 

communion of the saints）。在天主教神學的定義裡，向諸聖禱告和向獨一天主禱告，概念上有嚴

格的區分，然而對於「向瑪利亞禱告」的主要論爭在於：信徒是否有時過度向這些「轉禱者」

禱告，而非直接向天主禱告？是否在情感上更倚賴這些「轉禱者」，而非倚賴天主（Gustafson 

& Longenecker，2003；Hamington，1995）？ 
36 更正教宗派分歧，對於瑪利亞的態度在不同宗派中有所差異。初代改革家有保守者如馬丁路

德，他所開創的路得宗在歷史中留下不少敬禮瑪利亞的痕跡；另一方面，亦有較激進改革家要

求立刻在教會中全面去除一切對瑪利亞的敬禮。然而，雖然各宗派有所差異，但是在宗教改革

的運動之中，改革家們紛紛譴責當時教會中誇大的瑪利亞敬禮，也認為對瑪利亞的合宜態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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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ngton，1995）。 

 與更正教宗教改革相對的天主教改革首重司鐸制度的改革，特別是建立高

度專業化的司鐸培育機制，同時重整禮拜儀式，並革除諸如贖罪券買賣等教會

陋俗。這波改革運動大幅提升了天主教會整體的倫理操守，也為教會釋放出巨

大的宣教能量，遠至東亞的中國和日本。然而在這波天主教會內部的整頓與革

新中，也呈現出不少對於更正教宗教改革的反動，比如編輯禁止教會成員閱讀

的禁書書目、建立新的宗教裁判所等（Mullett，1984）。在宗教改革之後一度增

溫的敬禮瑪利亞的熱情，也帶著這種反更正教宗教改革的情結。當教宗庇護九

世在十九世紀中葉宣布始胎無玷為天主教會定斷的信理時，此一行動在神學上

終結天主教會內部歷時長久的論爭，在政治上策略性地反制高漲的世俗政治勢

力，同時也可視為天主教對於宗教改革某些核心精神的反動，特別是與宗教改

革並生的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天主教會以公布始胎無玷信理的方式，宣示教

宗仍為信徒屬靈生命上無可動搖的最高領袖——真實基督信仰的最終裁判權，

不在於個人的信仰良心，不在於個人閱讀聖經時對於經文的主觀詮釋，而在於

教宗率領整個教會所做出的定斷信理（“Hermeneutics, Biblical”，2003；

Colberg，2016；Warner，1976）。 

 天主教教廷在二十世紀中葉正式將「光榮升天」定為信理。這並非天主教

的新發明，而是發展已久的傳統信念，只是遲至近代才正式宣布為信理。從十

九世紀中葉「始胎無玷」信理的訂定，到二十世紀中葉「光榮升天」信理的定

斷，史家一般視這將近一百年的時期為「瑪利亞黃金時代」（Hamington，

1995）。在這段期間，「透過瑪利亞達到天主面前」的概念愈發盛行；要求把瑪

利亞「女性中保」的身份宣布為定理的呼聲日益高漲；在神學的討論中，瑪利

亞的形象愈發獨立於傳統聖三論與基督論之外（周飛譯，2017）；各處更有多則

瑪利亞顯現的傳聞；許多信徒在智性上可區分敬拜天主和敬禮瑪利亞的差別，

在情感和經驗上卻彷彿在瑪利亞身上投射了對天主的依賴（Fiorenza，1979）。

「在二十世紀，聖母立於天與地之間，成了一位類似天主的角色（周飛譯，

2017，頁 40）」。至此，瑪利亞的地位上升至前所未見的高度，這是梵二大公會

議前夕的景況。 

 討論對瑪利亞學的近代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梵二大公會議之前，筆者想先暫

停一下，稍作回顧：瑪利亞的形象在歷史中逐步上升，除了上述種種歷史背

景，還可能反應了怎樣的教會景況？另一種觀察瑪利亞形象的演變的透鏡，是

由教會天主聖三論（Divine Trinity）37的發展來理解。當教會對於天主三位一體

                                                      
須以耶穌和聖經為中心來衡量（周飛譯，2017；Johnson，2007）。 
37 「聖三論」指的是基督宗教中關於父、子、聖神三位一體的教導。基督教是一神論

（monotheism）的信仰，相信神只有一個實體，但有三種位格，就是父、子、聖靈三種相對的

關係。西元 675 年的多雷鐸第十一屆地區會議（Eleventh Council of Toledo）提供了精要的聖三

論論述，成為重要的聖三論思想文獻，在此僅援引結語片段：「我們講一個實體，而有三位。因

為父之為父，不是對己，而是對子而言；相仿地，聖神之為聖神，也不是對己，而是對父與子

而言，因此，聖神被稱為父與子的神。同樣，當我們說『天主』時，不是對個別的（一位）而

言，如同父對子，或子對父，或聖神對父與子一樣，而是對整個天主（一體）而言（引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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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導有所偏頗或不足時，瑪利亞就經常擔負起彌補罅隙的角色。前文已提

及，當信徒對於天主的認識愈發限定於公義的領域時，天主慈愛的面貌就由瑪

利亞代之展現，瑪利亞的地位也因此隨之提升。另一個教會對於天主的認識長

期發展不足之處，在於「聖神論」（Pneumatology）。神學家探討聖三論的方

式，對一般信徒而言，常常太過艱澀；和信徒日常生活的關聯，又太過遙遠。

而其中的聖神論的發展，更是聖三論中較為邊陲的一塊，直到近代都還處於初

始階段（Johnson，1992）。於是在天主教的靈修38中，人們逐漸疏遠難以捉摸的

聖神，轉向看來更為平易近人的瑪利亞：「信徒們通過〔瑪利亞〕走向耶穌。她

已經被稱為中保、轉禱者、助佑者、安慰者等，這些原屬於聖神、施慰者的名

號（周飛譯，2017，頁 207）」。再者，近代天主教女性主義神學家反思神學的

歷史發展時，看到教會長期缺乏由女性形象反應天主本質的空間，也使得瑪利

亞起而代之，以彷彿女神的樣貌，彌補這個神學發展上的不足（Hamington，

1995；Johnson，1992）。創世紀的記載提供以女性反應天主形象的可能性：「天

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了人：造了一男一女

（1:27）」。然而在人類歷史中長期的父權體制下，「『天主是父親』的隱喻被過

度字面化理解，以『母親』作為天主的象徵因而黯然失色（周飛譯，2017，頁

208）」。 

 時序來到 1962 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召開，這是截至目前為止，教會

最後一次召開大公會議。召開世界性的大公會議是若望廿三世的宿願，他期望

在基督肢體的合一中，教會可以更有效的解決當代社會的問題（Colberg，

2016）。而此時天主教會中的瑪利亞已經因為上述種種歷史及神學的因素，同時

肩負起兩種身分：既是「基督論典型瑪利亞學」中相似天主的圖像，又是「教

會論典型瑪利亞學」中信徒完美的榜樣。天主教會是否需要在兩者間做出一個

抉擇？事實上，這一難題確實體現於會議期間最激烈的爭議焦點：「瑪利亞相關

條文是否應該併入《教會》憲章的陳述之內？」如果將瑪利亞自《教會》憲章

的脈絡中抽離，就可能加強瑪利亞由聖三論、基督論、教會論的討論中孤立出

來的傾向，自成一格地接受近似天主般的推崇，是為「基督論典型瑪利亞學」

的走向；如果將瑪利亞納入《教會》憲章的脈絡中討論，此一位置本身就是一

種瑪利亞學的宣稱，強調瑪利亞同是教會一份子，和我們一樣仰賴基督的救

恩，是為「教會論典型瑪利亞學」的走向。緊接著「瑪利亞黃金時代」召開的

梵二大公會議，內部存在強化「基督論典型瑪利亞學」的強勁動力，許多與會

教長盼望這次大公會議中能形成「女性中保」或「共救贖者」等新的瑪利亞定

斷信理，被觀察家視為支持延續既有傳統的「保守派」勢力。另一方面，天主

教會中的大公運動積極支持者，則不願意看到天主教為了瑪利亞而加深與正教

                                                      
「天主聖三」，1996）」。 
38 靈修（Spirituality）在基督信仰裡，就動態的活動而言，是指基督徒學習效法基督的習修過

程；就靜態的學識而言，是指整合神學和生活體悟而成的一套習修理論和方法論（「基督徒靈

修」，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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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更正教會的分裂；教會中以近代新興詮釋方法從事神學相關研究的學者，

也期待瑪利亞在教會中的角色能更符合神學研究的結論。這些教長是「教會論

典型瑪利亞學」背後的推動力，被觀察家歸為「改革派」勢力（周飛譯，

2017；Hamington，1995；Wilde，2007）。 

 在兩派勢力互別苗頭、競相爭取支持者後，大會投票表決瑪利亞相關條文

的位置，最後以 1114 比 1074 票的些微差距決定將瑪利亞置於《教會》憲章之

內，這是整個梵二會期中意見最分裂的一次投票（Colberg，2016）。如此，瑪

利亞在教會官方的神學脈絡中的位置，有了關鍵性的定調。然而，位置決定

後，條文的實際內容也是重要的。《教會》憲章第八章〈論基督及教會奧蹟中的

天主之母榮福童貞瑪利亞〉內文被當代天主教學者 Kathleen Coyle 評為「沒有

提供任何建設性指引」，並帶有「過渡性質」（周飛譯，2017，頁 55）。多數觀

察家認為這是由於改革派勢力為了確保憲章能以超過三分之二的支持率通過，

而和保守派勢力做出了妥協。不過，憲章的定案版本還是被視為改革派的一大

勝利，因為改革派成功阻止在憲章中明文認可許多備受爭議的瑪利亞頭銜

（Hamington，1995；Wilde，2007）。回顧梵二對瑪利亞學的影響，在台事奉的

天主教學者朱修德神父肯定地表示：梵二大公會議的決策雖沒明確指引未來瑪

利亞學的發展方向，卻對發展上傾向誇大的瑪利亞學做出「批判」及「修正」，

對於分裂的意見做出「協調」，幫助雙方找到一個有共識的基礎，使之成為當代

天主教會瑪利亞學發展的新起點。 

 梵二大公會議結束後，1974 年教宗保祿六世頒布《瑪利亞敬禮》（Marialis 

Cultus）宗徒勸諭，1987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布《救主之母》（Redemptoris 

Mater）通諭。前者根據梵二做出敬禮的延伸指導，後者則是信理理論的延伸發

展，都是梵二後重要的天主教官方瑪利亞文獻（周飛譯，2017；蔡愛美，

2003）。梵二後天主教神學界一度對瑪利亞學興趣減退，主流神學界研究興趣轉

向其他神學研究領域，直到近年學者對瑪利亞的興趣有回溫的現象，陸續有神

學家從聖經考證、歷史、女性神學等角度，分析當代天主教會中瑪利亞形像的

實然和應然，然而這些多元的神學見解不盡然與天主教官方教導一致（周飛

譯，2017；Hamington，1995）。天主教會在梵二後進行禮拜儀式的革新，並由

此降低對於瑪利亞敬禮的強調，不過天主教的平信徒敬禮瑪利亞的熱忱仍然時

常超越教會的官方教導，也有許多信徒熱衷於前往有瑪利亞顯現傳聞之處朝聖

（周飛譯，2017；張春申，2003；Hamington，1995） 

在這篇論文中，當筆者提到天主教會時，通常是指由訓導當局的立場出發

來看待的天主教會整體，但理論家 Maurice Hamington 用另一種方式看待天主教

會，他的觀點很能幫助我們思考瑪利亞學的何去何從。Hamington 將當代天主

教內部區分為三大子群體——以教宗為首的訓導當局、多元發展的天主教神學

界、人數最多且時常在思想和行動上獨立於天主教官方教導的天主教信徒。教

會的訓導當局和神學家之間的對話和角力，規範出瑪利亞學發展的的主要框

架，但人數眾多的天主教信徒對於框架中的內涵甚至框架的擴張變形，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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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容小覷。瑪利亞在天主教會中未來的象徵意涵、地位、影響力會往什麼方

向發展，端視此三大群體之間的互動將把她推往何方（Greeley，1990；

Hamington，1995）。 

 

 以上筆者簡要介紹了天主教會中傳統、聖經、瑪利亞學，以下筆者分析

《思高聖經》中的瑪利亞時，將時常反思歷史中綿長的瑪利亞學發展脈絡，由

此察看歷代天主教中瑪利亞的形象如何反應於一部聖經的翻譯？這本聖經中瑪

利亞的身影是否受到梵二的影響而經歷轉換？也察看這本天主教官方欽定的中

文聖經譯本，呈現出一位怎樣的瑪利亞給當代的中文讀者？這使思高聖經綜合

呈現出何種交織的聖經詮釋學與瑪利亞學？下文我們將進入《思高聖經》的文

本，分析文本中的瑪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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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瑪利亞初登場： 

從那名女子到那名貞女 

 

作為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在新約中正式登場。新約書卷的排列順序是：四

部福音書在先，宗徒書信在後，最末卷是帶有先知書性質的默示錄。不過，這

並不是各書卷的成書順序，部分宗徒書信完成的時間比四福音書還早。本章

中，筆者將先討論按歷史時程，瑪利亞最早出現於正典文本──宗徒書信迦拉

達書──中的形象，接著討論關於正典中其一瑪利亞生平最早的記載──瑪竇

福音中瑪利亞超自然受孕的奧蹟，並看思高譯釋者如何處理這兩處文本片段。 

 

第一節 那名女子 

據推測，迦拉達書約於西元五十年代之間完成，成書時間早於四福音書的

現存文本。在這點上，思高聖經譯釋者的意見與當代主流學術意見相同（思高

聖經學會，1957，1959；Brown，1978）。在這卷保祿寫給迦拉達教會的書信

中，錄有耶穌的母親首次被宗徒提及時，匆匆一現的身影： 

 

但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為把在法

律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迦 4:4-5，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裡的「女人」兩個字，出自希臘文中的 γυνή（gynē），是希臘文中常用以稱呼

女子的字彙。瑪利亞以非常「安靜」的方式在新約中登場（Warner，1976，p. 

3），保羅只以「女人」這個代稱略略提過，名字與生平都沒有提供。 

 在迦拉達書中，保祿比對舊約與新約的關係。舊的約是「禁錮」的

（3:23），為要管束眾人，直到新的約來到；新的約是「自由」的（5:1），使信

徒成為天主的兒子，蒙天主的引導，活出超越舊約規條的生活。而這兩個約的

連結點就在於保祿一筆帶過的 4 章 4 節：「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

人，生於律法之下」的時刻。 

 雖是一筆帶過，經文的內涵卻不簡單。天主的兒子，如何又是一介人類女

子的兒子？天主子，如何成為受限於受造物法律之下的人子，又如何能釋放眾

人脫離法律的限制，成為天主所認養的義子義女？在本書卷的其他經節裡，說

明了耶穌就是那位亞巴郎的後裔默西亞，即希臘文的 Χριστός「基督」（3:16）
39；又說他為眾人「釘在十字架上」（2:19），「捨棄了自己」（2:20）；並在書卷

                                                      
39 「默西亞」為希伯來文 יחַ  的音譯，意思是「受膏者」，指的是舊約眾預言中所（māšîaḥ）ָמשִׁ

指，被膏立要來解救神的子民的那一位。LXX 首先將 יחַ  意譯為希臘文ָמשִׁ Χριστός（Christ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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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開頭即宣告，雖經歷這一切，「他由死者中復活」了（1:1）！可見在迦拉

太書正文裡，我們已經可以窺見耶穌的不凡，他超自然地死裡復活改變了天主

所定規的法律秩序。但是在此，我們還看不到任何暗示天主子亦為天主的「聖

三論」教導，關於耶穌神性與人性之間的關係也還未有進一步的揭示。在此我

們僅看到「天主……的兒子，生於女子」這事件必定是不凡的，但文本並未著

墨於其中的不凡之處，以後基督徒公認的「貞女受孕」歷史性信條與瑪利亞

「天主之母」的信理，都無法直接由此書卷得出。 

 不過，加入了附文本之後，這段經文又會如何被理解呢？在 1968 年合訂本

《思高聖經》迦 4:4 的相關註釋頗為簡要：「到了默西亞時代，耶穌救贖人脫離

了法律，提高了人的地位，使人成為天主的子女，纔可呼天主為『阿爸，父

啊』（頁 1813）」，讀來並沒有超出迦拉達書這一文本的內涵，是對於此文本中

心思想的換句話說。譯釋者惟提醒讀者參見羅 8:15 相近的神學論述，及谷

14:36 耶穌呼求「阿爸，父啊」的示範。在此，我們看到一種「以經解經」的詮

釋方式，將迦拉達書置於整本聖經的啟示中，取其相近者，彼此呼應對照。不

過，思高學會早先於 1959 年分冊出版的《宗徒經書上冊》，旁註內容就不僅止

於此： 

 

「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一語，明證聖子在降世為人以前，早已存在，他

自永遠就是天主，居住在天父懷裡（斐 2:7-11 和註釋及若 1:1-14 等）。天父永遠

的聖子「生於女人」，是說他不但是真天主，也真是人；換句話說，基督並不是如

諾斯士學派所主張的，只是取了一個幻象的形體，而實是由聖母的淨血成胎，誕

生為人，有與我們人相同的血肉身體。誕生為人的耶穌，是一個有達味血統的猶

太人；按人性來說，他自然屬於選民，也就「生於律法之下」。他既然是天主而

人，人而天主，因此便是世人最理想的中保（希 4:15-5:10），能救贖陷入罪惡中

的弟兄——全人類，並特別能救出自己的同胞——猶太人，擺脫律法的束縛（羅

7 章註釋）（頁 913）。 

 

在此「他自永遠就是天主，居住在天父懷裡」、「他不但是真天主，也真是

人」、「他……是天主而人，人而天主」，註釋中三次強調耶穌不僅分享了天主

性，其實就是天主本身。註釋為內文做出超越文本的詮釋，解釋了「聖三論」

中父與子同為天主的神學概念，且聖母即為「天主之母」的瑪利亞信理也已經

可以由此推論而出。註釋中還提及了曾與基督信仰極力抗衡的諾斯士

（Gnosticism）思想：諾斯士學派底下雖然可以再細分出好些派別，但都同樣地

堅持物質是邪惡的、靈魂是良善的，因此聖子基督不可能真正成為擁有邪惡物

質形體的人類，只可能是取了一相似於人的形體、或暫時地依附於耶穌這個人

的形體之中（Olson，1999）。思高聖經的譯釋者並不同諾斯士主義的思想辯

                                                      
英文再由希臘文音譯為 Christ，中文則音譯為「基督」，新約各書卷作者均沿用此詞稱呼耶穌

（“messiah”，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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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只直接了當的申言：由經文觀之，基督確實「是由聖母的淨血成胎，誕生

為人」！為什麼思高聖經的譯釋者要在此註釋中岔出，駁斥諾斯士學派一番

呢？筆者曾在第三章中提及，瑪利亞被正式冠上 Θεοτόκος「天主之母」的封

號，是在教會領袖對於基督的神性與人性激烈辯證之際完成的。譯釋者似乎認

為強調完「由女人而生的基督實為天主」，應當再次強調這個概念的另一面「由

女人而生的基督確實具備人性」，於是以駁斥異端的方式，做出神學論述的反面

強調。 

比較以上兩者，我們看到兩個版次的《思高聖經》都以直譯為「女人」的

方式處理 γυνή 一詞，整段迦 4:4 經文的翻譯也都緊跟原文，但透過註釋卻引導

讀者對於經文產生不同層次的理解。1959 年的《宗徒經書上冊》引導讀者透過

多層的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詮釋迦拉達書卷的內文：透過聖經中其他書

卷的經文、透過教會統整聖經內涵後得出的明確神學概念、透過比對相反於教

會神學主張的思想。由這些互涉的文本，讀者看到迦拉達書與斐理伯書、若望

福音、希伯來書、羅馬書等其他新約書卷的關聯性，強化一種「以經解經」的

文本閱讀方式；讀者由註釋反覆接收了天主教會基督論的（Christology）立

場：「基督是真天主，也真是人」，這本來不是讀者由迦拉達書的正文可以直接

得出的神學概念；讀者也由註釋看到正文中直稱的「女人」，在天主教會的詮釋

脈絡中該時時尊稱為「聖母」；最後，讀者甚至可以隱約從註釋中一窺基督教神

學發展史的片段：基督教的神學思想與其他思想存在一種辯證的關係，基督信

仰有明確的界線，排斥不相容的立論，但互斥的立論也常被用來確定基督教信

仰的界線。在 1959 年版次的分冊《宗途經書上冊》，讀者觀看迦拉達書 4:4 的

透鏡是多層次而遞進的，而 1968 年版次的合訂版《思高聖經》，讀者觀看同一

經節的透鏡回歸到較單純的對迦拉達書本身的理解僅透過經文的相互對照，加

強迦 4:4 的中心論述。這一改變是合訂聖經時精簡註釋之必要，但也可能包含

了思高學會的成員在譯釋的過程中，對於詮釋方法做出了調整。 

關於《思高聖經》的詮釋立場，筆者會在分析更多經文片段時進行觀察，

也會在統整各分析片段後做出整體的評估。在此，筆者僅分析瑪利亞最早一次

掠過宗徒的筆下時的身影，在原文是關鍵而神祕的，經過了《思高聖經》的譯

釋後，則在第一版《宗徒經書上冊》的文本中大幅具象化，直接連結到其他新

約文本中瑪利亞的樣貌，在改版合訂本又退回原文中展現的樣貌。下文筆者將

進入瑪竇福音中記述瑪利亞受孕的篇章，觀察瑪利亞正式在新約登場時的舉止

神態。 

 

第二節 那名貞女 

欲分析瑪利亞在福音書中的形象，首先我們需要觀察思高聖經譯釋者對於

四福音書成書背景的理解，在此，筆者將重於瑪竇福音的背景，並由此開始分

析瑪竇福音開頭記述瑪利亞受孕的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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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貞女」預言所處的福音背景 

據思高聖經譯釋者（1957）在《福音》中的〈福音總論〉和〈對觀福音問

題〉的主張，現今聖經內四福音書目的編次：瑪竇、馬爾谷、路加、若望，便

是四福音書成書時序的大致排次。其中，前三部福音書的完成時間較為接近，

都在西元 70 年之前，結構和取材也有所雷同，常被稱為「對觀福音」（synoptic 

gospels），取其適合相互對照、一併觀看之意。至於若望福音，其內容與對觀福

音差異較大，成書時期也遠遠晚於前三者，推測約成書於第一世紀晚期。列於

福音書之首的瑪竇福音，牽涉了複雜的翻譯與編輯議題。按早期教父所言，第

一本成書的福音書是阿拉美文的瑪竇福音，唯早已散佚，如今流傳的希臘文瑪

竇福音則成書於希臘文福音馬爾谷福音與希臘文福音路加福音之後。希臘文瑪

竇福音的編譯者為何無從察考，但由文體可知此文本並非對於阿拉美文瑪竇福

音的字句直譯，而是在保留原瑪竇福音的體質後，重新經過一定程度編輯與內

文增補後的文本。現有瑪竇福音的內文，哪些是原瑪竇福音所有？哪些是編譯

者增減編輯後的成果？有時不易判斷，但觀諸整個文本始終呈現的意圖，譯釋

者認為，作者極力證明耶穌便是舊約裡反覆預言的默西亞，因此諸如耶穌受孕

及其童年史等記載，內容凡與默西亞議題高度相關者，可推測為原阿拉美文文

本所有，而記述中的某些重要的細節與引文，可能是瑪竇福音編輯者參照其他

口傳或史料候加以補充的，否則很難解釋似曾參照阿拉美文瑪竇福音的另兩本

對觀福音怎麼會略去這些重要的材料。下文中我們要討論的貞女預言，譯釋者

便主張，可能是在編輯中補入的引述。 

關於瑪竇福音的作者與原初寫作對象，思高聖經譯釋者（1957）在《福

音》的〈瑪竇福音引言〉中分析，此文本的行文帶有閃族文學的特色，事例好

以「三」或「七」為單位編排而成，神學術語也愛用猶大經師的語彙，以「天

國」代稱「天主的國」即為一例（頁 10-11），再由書中對於舊約經典、猶太習

俗、巴勒斯坦地理的嫻熟觀之，可以推測作者應為一名久住巴勒斯坦的猶太

人。又根據教會歷來的傳統、書中毫不避諱地將受人厭惡的「稅吏」一詞冠在

備受尊崇的宗徒瑪竇名字之前、及福音書中對當時的財政貨幣術語比起其他福

音書分辨的更加詳細等，思高聖經譯釋者主張，雖然目前尚無出土文獻提供有

力佐證，原阿拉美文瑪竇福音的作者實為宗徒瑪竇40。 

前文已指明，本福音書的目的是要證明耶穌是舊約預言中的默西亞，瑪 1:1

即開宗明義的直稱「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耶穌基督」，書中引證舊約經文達七

十次之多，顯見作者認為如此立論對目標讀者具說服力，再加上書中對於猶太

                                                      
40 思高聖經譯釋者將將瑪竇福音書的創作者做出兩層次的劃分：原阿拉美文作者瑪竇宗徒（無

出土文獻佐證）、後希臘文福音書編輯者（此編輯者身份不可考）。譯釋者嚴格要求把瑪竇福音

來源推於宗徒瑪竇名下，這與宗座聖經委員會於 1911 年頒布的訓導文件有關，這點下文會再提

及。筆者於本論文進行瑪竇福音的文本分析時，僅針對現存的希臘文瑪竇福音，並稱其立書者

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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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風俗不常多加解釋，似乎預設讀者早已瞭然，由此可推知作者寫作的目標

對象是猶太人。這些背景鋪陳了下文中我們要探討的翻譯議題：瑪竇福音中引

用依撒意亞書中關於「貞女」的預言，似乎是為了說服有猶太背景的讀者，然

而這一引用造成了何種翻譯及詮釋的激烈辯論？ 

進入經文的討論前，筆者認為在分析福音書之初，還應當簡要探討思高聖

經譯釋者如何面對「對觀福音問題」，這有助我們理解這批完成《思高聖經》的

成員，詮釋聖經時所持的準則。「對觀福音問題」之所以對基督徒重要，是因為

探索這三部福音的成書歷史及彼此間的關係，基督徒才有辦法解釋手中這些奠

定信仰根基的書卷，為何時有看似無法融匯的記述？在不連貫的記述中，基督

徒又該如何看見福音的本質？ 

首先，思高聖經譯釋者（1957）在〈福音總論〉中力陳福音的一貫性，又

強調對觀福音的根本和諧性：「福音出於一源，出於一種口傳（頁 100）」。至於

記述上的差異，有時是福音書作者為了適應不同的讀者，而做出的刪減或補充

解釋；有時是為了將相近的題材集中在書中的同一處，而抽取整併原本耶穌在

不同時空背景的講論；有時福音書作者著重的是字句的意涵，而不甚在意敘事

的精準，例如同樣記述施洗若翰對耶穌的崇敬，瑪 3:11 裡若翰說的是「我連提

他的鞋也不配」，谷 1:7 則是「我連俯身解他的鞋帶也不配」。在這些差異上，

思高聖經譯釋者建議讀者，不要斤斤計較於相異的細節，而要尋求看似衝突的

差異中相同的內涵（頁 102），也要記得，福音書作者所欲陳述的雖是歷史中的

真實，卻無意書寫狹義的史書或傳記，乃要藉著記述突顯所關注的神學命題，

若有人因福音書敘事上逐字逐句的準確程度而質疑其真實性，實是顧小失大。 

不過，細看《思高聖經》的聖經解釋，筆者感覺早期的譯釋者雖然以超越

字面的限制而專注於內涵的方式，預留了較大的空間容納看似衝突的記述，但

在實際詮釋經文時，卻每每要求記述中的調和達到字面上的融洽。其努力有如

完成《四福音合參》（Diatessaron）41的他提安（Tatian），這在譯釋者處理瑪竇

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差異頗大的耶穌童年史記述時，特別明顯。在 1957 年版次的

《福音》，譯釋者於瑪竇福音第一章的註解中主張，瑪竇福音和路加福音就耶穌

孩提時期的記事，「二者之間不但沒有相反之處，而且還可以說這兩種記述，互

補缺漏，且能把這兩個記述形成一篇上下一貫的記述（頁 36）」，在路加福音的

註釋中進一步解釋兩者可以如何調和，並於書末附上〈耶穌生平年表〉詳細說

明耶穌童年重要事件的排序：耶穌誕生（路 2:1-20）、耶穌受割損禮（路

2:21）、耶穌獻於聖殿（路 2:22-38）、賢士前來朝拜（瑪 2:1-12）、全家逃往埃及

（瑪 2:13-15）、埃及歸來後定居納匝肋（瑪 2:19-23）……，又於年表中附上確

切的公元年份作對照（頁 1346-1347）。1968 年版次的《思高聖經》中，這樣的

傾向降低不少，沒有再直接於瑪竇福音及路加福音的註釋中做事件時序的調

和，書末的〈耶穌時代大事年表〉也沒有再給出彷彿證據確鑿的精準年份對

                                                      
41 在試圖將四福音整合為一的努力中，他提安的《四福音合參》是基督教早期歷史中最重要的

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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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只給出大致估算的時域。由此可以觀察到，思高聖經始終堅持福音內涵的

一貫性，然而早期也極努力在字面上調合對觀福音中所有確切的事件，晚出的

合訂本中似乎仍帶有這一傾向，但傾向幅度有所降低。 

堅持了一貫的福音內涵，思高聖經譯釋者仍須思考如何解釋三卷對觀福音

間複雜的關係。關於此問題，思高聖經譯釋者堅定地宣稱：必依從教會的傳統

為火炬，依從教會的訓導權為嚮導，「在火炬光照和嚮導引領之下，來研討福音

內在的考證，是不會走入歧途的（頁 123-124）」。思高聖經譯釋者整理歷初代教

父的言詞，主張瑪竇、馬爾谷、路加依次寫下了三本福音書；瑪竇是以當時巴

勒斯坦地猶太人使用的阿拉美語寫的，後人編譯為希臘文，馬爾谷和路加則分

別根據伯多祿和保祿的宣講，以希臘文寫成。接著思高聖經譯釋者又引述宗座

聖經委員會在 1911 年和 1912 年就對觀問題作成的決議，重點包括：瑪竇、馬

爾谷、路加本人確實依次寫成了三本歸屬於他們名下的福音書；瑪竇確實以阿

拉美語寫成了福音，其內容大體與譯為希臘文的瑪竇福音相同；福音書中的預

言及所載事件具歷史真實性等。文件中並說明，決議的理由很大一部分歸諸於

以上提及的教會古老傳授、並包括古抄本的證據及新約聖經文本中的內證等。

文件最後指示，除了這些必須接受的決議，天主教學者可以自由辯論對觀福音

間的關係及來源假設等各種議題。由此觀之，當時的宗座委員會雖然設立了極

為嚴格的詮釋綱要，倒也無意給予對觀福音問題的細節權威解釋。1957 年的思

高聖經譯釋者在探討對觀福音問題時，看重教會對於此議題的古老傳授，也慎

重遵循宗座聖經委員會對此議題的所有指示，在這些前提下，審慎探討對觀福

音問題。 

在傳統及教會訓導提供的框架中詮釋聖經，是思高聖經譯釋者始終堅持的

態度，不過 1912 年以後，宗座聖經委員會逐步鬆綁詮釋規範，1964 年宗座聖

經委員會更是發布了一份重要的新文件《對福音歷史性真理的指示》（Instructio 

de Historica Evangaliorum Veritate）。在這份文件中，宗座委員會指明在教父及

教會作者歷代傳授之外，運用現代考證方法研究聖經的益處，惟警戒研究者採

用理性考證方法之餘，切勿接納不合乎基督信仰的哲學與神學原則：勿否認超

自然的可能、勿主張福音真理與歷史事實無干、勿主張福音書記載不具備歷史

價值等。文件中也特意闡釋了福音傳承的三個階段：首先，耶穌基督審慎酌量

各種情境，以各種人們最能理解與記憶的方式宣講福音的信息。接著，宗徒在

基督復活升天以後，對從前基督在地上的言行有全新的洞見，再依這更新的洞

見，並因應各種聽眾的背景，以各種適宜的方式宣講福音的信息。最後，福音

書作者憑藉諸位宗徒的口傳、前人已就口傳編成的記述等，並因應福音書作者

的主要寫作對象和目的，審慎完成各部福音書卷。由此，1964 年的文件暗示了

對觀福音之間差別的部分成因，也在持續堅持超自然神聖啟示之餘，更加肯定

當代考證學的對聖經詮釋的貢獻，不再對福音書作者、成書年代和順序等有嚴

格的堅持。另外，委員會仍沒有進一步表示教會對於對觀問題的細節解釋，顯

示其仍然希望給予此問題開放的討論空間。如此，雖然我們可由 1968 年《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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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合訂本的〈福音總論〉和各福音書引言，看出譯釋者對於對觀福音的立

場與前版保持一致，不過譯釋者不再言必聲稱謹守宗座聖經委員會的決議，這

顯然與 1964 年教廷最新核可的文件就對觀問題釋出新的態度有關。筆者也從這

點中感覺到，思高聖經學會的聖經翻譯成員似乎並非天主教會中的積極改革

派，而是亟欲收束其聖經詮釋觀點於歷代傳統與教會指引之下的審慎保守派，

只有在教會宗座明顯宣示立場調整後，才會隨之審慎地調整其詮釋。在下文更

多的分析中，筆者會從更多方面來觀察思高聖經譯釋者的詮釋傾向。 

思高聖經譯釋者在處理對觀問題時，在依從教會的傳統及訓導為前提後，

積極使用現代考證學者的研究成果，形成一套自身所持的見解。對觀福音的來

源可歸納為以下幾種可能的類型：一、宗徒們積極宣揚福音時，傳下的口頭講

授材料；二、福音書作者參照了共同的早期福音文件；三、福音書作者對彼此

著作的互相參照。思高譯釋者主張，沒有一卷現存的福音書單純出於其中一種

來源，反而都是綜合了幾種不同的來源而成書的。我們可以透過以下這張思高

譯釋者（1957）提出的圖表（頁 135）42瞭解其就對觀問題提出的解法： 

 

表 1 思高聖經譯釋者就對觀問題提出的解法 

 

 

其實，關於對觀問題的解法，有一著名假說「二源說」（two-source 

hypothesis）。此假說主張現存的瑪竇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曾參考現存的馬爾谷

福音或現已亡佚的馬爾谷福音原始版本（Proto-Marcus）；此外，現存的瑪竇福

音和路加福音，也都參考了另一耶穌言論集（Logia），瑪竇與路加福音共有而

                                                      
42 圖表完全照思高譯釋者所提出的架構呈現，惟稍微順過其中的用詞以利本論文讀者更易快速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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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錄於馬爾谷福音的內容可追溯至此文本，此言論集常以 Q 文件（Q 

document）代稱，取德文 Quelle「泉源」之意。雖然二源說不能解決所有對觀

福音的問題，目前也未有符合此假說的 Q 文件出土，但是在眾學說間，二源說

對於對觀福音間的異同具有最強的解釋力，也為最多聖經學者所接受（思高聖

經學會，1957；Brown，1997）。歷代學者提出二源說的許多不同變體，不過基

礎架構如下： 

 

表 2 二源說的基礎架構 

 

 

早期天主教會不接受二源說，1912 年宗座聖經委員會發布的文件亦明確反

對此假說，以其有反對教會歷代傳授福音書成書次序之疑慮，直到 1964 年宗座

聖經委員發布新文件，大幅解放天主教學者研究聖經的自由度，才又有許多天

主教學者據此假說解釋對觀福音的成書過程，目前擁護二源說的天主教學者亦

不在少數（思高聖經學會，1957；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1964；

“Synoptic Gospels”，2003）。比對表 1-1 與 1-2 可發現，思高聖經譯釋者提出的

對觀福音來源，事實上與二源說的基本概念頗為相符。雖然這批譯釋者為了積

極表示對宗座聖經委員會決議的完全順從，而明言拒絕太過單純的二源說原

型，但觀其提出的對觀問題理論架構，其實頗近於二源說的變體：思高譯釋者

承認現有的瑪竇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受到現存馬爾谷福音的影響，亦認為瑪竇福

音和路加福音都參考了某種載有耶穌言論的著作。只是思高譯釋者在耶穌言論

集以外，又主張現存瑪竇和路加福音都受到某些早期瑪竇福音希臘譯本的影

響，並加上「聖母口授」、「其他著作」等來源，以進一步解釋瑪竇和路加福音

間的差異。最後，思高譯釋者把三部對觀福音的來源都推溯至「基本相同的宗

徒教理講授」。如此，思高譯釋者對福音書成因的解釋既融合了具備一定解釋力

的模型，亦符合教會的傳授和訓導指示。由此可看出，思高譯釋者對於當代考

證學的發展有一定的熟悉度，也竭力吸收其研究成果，發展出自身的詮釋立

場。思高聖經的譯釋者，似乎不僅自視為譯釋者，也有作為聖經學者的自信，

於是敢於〈對觀福音問題〉中直言： 

 

聲望高的學者，有時也不免陷於錯誤，尤其他們抱有成見時，更容易自誤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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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應該有胆量，自己來審斷他人所提出的理由有無價值，或有無可取之處

（頁 117）。 

 

由以上三樣思高聖經譯釋者解釋對觀問題的基本態度，我們可以看出幾樣

思高譯釋者明顯的聖經詮釋態度：第一，始終堅持啟示的一貫性，由此延伸出

對於福音本質一貫性的堅持；第二，始終高舉教會傳授以及教會訓導權；第

三，在教會傳授及訓導權的架構下，再積極運用當代考證學的研究成果，提出

自身的詮釋立場。透過第二、三點，筆者特別感覺到思高譯者的詮釋立場是偏

於保守的，不會採取任何挑戰教會當時所設框架的詮釋立場，對於當代考證學

的運用，也始終堅持以其支持教會的歷代傳授與訓導指示，絕不用以質疑教會

的教導。有了以上關於對觀福音，特別是瑪竇福音的基本介紹，又整理了幾個

思高聖經譯釋者的詮釋立場後，我們要進入瑪竇福音的文本，去觀看《思高聖

經》如何呈現瑪利亞的身影，又從其呈現手法中，顯現了何種詮釋觀？ 

 

二、「貞女」預言所處的瑪竇福音族譜之脈 

 瑪竇福音初次提及瑪利亞時，比起宗徒保祿書信中的驚鴻一瞥，側寫她的

筆觸變多了。她不再是芸芸眾生中一介沒有姓名的女子，而是特別被錄入達味

後裔族譜中的女子（1:16），由此，瑪利亞踏入福音書之中。 

在瑪竇福音第一章羅列而下的漫長族譜中，列於瑪利亞之先的有塔爾瑪

（1:3）、辣哈布（1:5）、盧德（1:5）、烏黎雅的妻子（1:6），他們都是少數在舊

約中著墨記載的女子，於是，當瑪竇福音的作者一開始就先將瑪利亞的名字展

現於族譜中，這一安排本身就在提醒讀者瑪利亞的不凡。族譜中的句構將此不

凡做了強化，不過單從族譜觀之，還無法明確看出她的特別之處究竟為何。這

份族譜從起頭便依相同的句構 Ἀβραὰμ ἐγέννησεν τὸν Ἰσαάκ, Ἰσαὰκ δὲ ἐγέννησεν 

τὸν Ἰακώβ….「亞巴郎生依撒格，依撒格生雅各伯……（1:2）」，如此以「某父

生某子」的句法接續，依序記載父子間的承繼關係。這份反映猶太人家父長體

制（patriarchy）的族譜，每逢特別錄入女子名時，都以 Σαλμὼν δὲ ἐγέννησεν 

τὸν Βόες ἐκ τῆς Ῥαχάβ….「撒耳孟由辣哈布生波阿次（1:5）」這般「某父由某母

生下某子43」的句法記述。然而當族譜編排至耶穌基督的雙親時，卻出現了此

份族譜先前未有的記述方式：Ἰακὼβ δὲ ἐγέννησεν τὸν Ἰωσὴφ τὸν ἄνδρα Μαρίας, 

ἐξ ἧς ἐγεννήθη Ἰησοῦς ὁ λεγόμενος Χριστός.「雅各伯生若瑟，瑪利亞的丈夫，瑪

利亞生耶穌，他稱為基督（1:16）。」在此，由於中文語法規則的限制，《思高

譯文》的語序排列和希臘原文略有不同，但大抵上是忠實的翻譯，重點都呈現

出：若瑟和耶穌之間的直接關係斷鍊。若瑟是瑪利亞的丈夫，瑪利亞生耶穌，

                                                      
43 此處希臘原文的語序實為「某父生下某子由某母」，不過希臘文語法排列較中文自由，如果

將原希臘文語序改為「某父由某母生下某子」亦無不可，思高聖經在此按通順的中文譯為「某

父由某母生下某子」，合乎中文語法，亦忠於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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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瑟和耶穌的關係為何？瑪竇福音書的作者稱呼耶穌為「亞巴郎之子，達味

之子耶穌基督（1:1）」，可見福音書作者肯定耶穌屬於亞巴郎延續至若瑟的這個

譜系；但族譜中又不比照先前的語法直陳「若瑟生耶穌」，彷彿暗示若瑟並不直

接生耶穌。看似單純的族譜，透過語法的轉變，在結尾處營造出一種隱然的懸

宕意味。緊接著瑪竇福音作者寫道「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1:18）」，

這才向讀者娓娓道來若瑟與耶穌之間特殊的父子的關係。 

以上是單就正文觀之，讀者能由瑪 1:1-17 得到的印象，但加入這段經文的

附註觀之又是如何呢？《思高聖經》1968 年合訂本在這段的註釋裡，首先指出

「證明救主應生於亞巴郎和達味後裔」正是瑪竇福音於卷首即列出族譜的用

意，就瑪利亞的部分則說明「瑪利亞因聖神的德能受孕生耶穌……為此族譜中

未說若瑟生耶穌」，把瑪竇福音於 1:20 才要揭示的內容直接點明，不留懸疑空

間給讀者，最後表示「但若瑟在名義和法律上仍是耶穌的父親，有為父的一切

權利（頁 1509）」，解釋雖然若瑟和耶穌沒有直接的血緣關係，基督仍錄於這份

族譜中的理由。註釋中也標示瑪竇福音其他相關經文（1:21、1:25）和整部聖經

中其他可供參照的經文（路 1:35、路 3:23-28），再次顯示思高聖經譯釋者期待

讀者保持的詮釋觀：時時將經文置於全書的啟示、乃至於整部聖經的啟示脈絡

中去閱讀。至於瑪竇福音的鋪陳筆法，就不是譯釋者關注的重心了，常不惜打

斷漸進展開的文學敘事手法，把相關神學思想直接了當地向讀者說明。 

以上是 1968 年編修過後的合訂本註釋。那麼在前一個版次，思高聖經學會

1957 年出版的《福音》中，是如何處理同一段經文呢？首先，這個版次對於瑪

竇福音中耶穌基督的家譜，提供了比 1968 年版次更豐富的聖經內互文資料，族

譜內人名都與舊約文本及路 3:23-38 所記載的族譜詳加對照，討論疑義。第

二，1957 年版次族譜的附文本同 1968 年版次的附文本一般，都打破了敘述的

架構，直接在附文本中說出相關段落的正文中沒有提及的內容，但在 1957 年版

次的附文本，預說的並不是下文即將揭示的瑪利亞因聖神受孕，而是「若瑟與

瑪利亞結了真正而終生貞潔的婚姻，在這婚姻持續期中，耶穌誕生了（頁

35）。」這段註釋強調了若瑟並不是耶穌的生身父親，同時保留了正文中的懸宕

疑竇，並沒有點破既然若瑟與耶穌並沒有血緣關係，瑪利亞如何能受孕生子？

但這段註釋究竟該視為預說了該段經文尚未涉及的聖經啟示，還是該視為說出

了聖經中未曾含有、而在傳統中生成的概念「終身童貞」？ 

關於「終身童貞」的經文爭議，筆者會在第伍章進行更完整的分析。而在

此，觀察了瑪利亞在族譜中的身影後，筆者要接著分析瑪 1:18-23 中最直接關

乎貞女預言的經文片段。 

 

三、「貞女」預言所處的新舊約文本之網 

瑪 1:18-25 節是瑪竇福音中最初關於瑪利亞生平的記述。不過，在這段經

文中，她的身影仍然僅由簡筆描繪，我們既無法近觀她的動作神態，也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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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口中所出的任何一句話。此段敘述的主角是若瑟，強調的是天使向若瑟解釋

瑪利亞超自然的懷孕，福音書作者向目標讀者佐證此超自然事件的方式，是引

用舊約先知書上的話。瑪利亞及她懷孕的狀態仍然是以側寫的筆法簡單帶過，

只是這一簡短的「貞女懷孕」敘事及論證，便引起聖經翻譯及詮釋的軒然大

波。 

 

（一）關鍵字彙：是貞女，還是少女？ 

 我們且以表 3 比較瑪 1:23 的《思高聖經》譯文和希臘原文、文中所引述的

撒意亞書片段《思高聖經》譯文和希伯來原文。 

 

表 3 瑪竇福音 1:23 與依撒意亞 7:14 的譯文與原文比較 

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

我們同在（瑪 1:23，思高聖經，底線為筆者所加）。 

Ἰδοὺ ἡ παρθένος ἐν γαστρὶ ἕξει καὶ τέξεται υἱόν, καὶ καλέσουσιν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Ἐμμανουήλ, ὅ ἐστιν μεθερμηνευόμενον Μεθ᾽ ἡμῶν ὁ θεός (Matt. 1:23, UBS5, the 

underlining is added by this author). 

ἰδοὺ ἡ παρθένος ἐν γαστρὶ ἕξει καὶ τέξεται υἱόν, καὶ καλέσεις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Εμμανουηλ (Isaiah 7:14b, LXX ed. Rahlfs/Hanhart, the underlining is added by this 

author). 

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依 7:14b，思高聖經，底線

為筆者所加）。 

ל ֵֽ נּוַא  ָמָּ֥ וַעִׁ מ ֹ֖ אתַשְׁ ָקָרָּ֥ ןַוְׁ ֶדתַב ֵּ֔ ֶלֶ֣ י  ַוְׁ הַָהָרהַ  ָמָ֗ לְׁ ֶ֣הַהַָע  נ   Isaiah 7:14b, BHS, the underlining is added)הִׁ

by this author). 

  

 《思高聖經》在依撒意亞書與瑪竇福音中均譯之為「貞女」的字詞，是聖

經翻譯史中重大的爭議焦點，在馬索拉文本對應的字彙是ה ָמָ֗ לְׁ 在，（almah`）ע 

《七十士譯本》（以下簡稱 LXX）則是 παρθένος（parthenos）。希伯來文ה ָמָ֗ לְׁ 字ע 

面意義是年輕女子，無論成婚與否，是處女與否（Berlin, Brettler & Fishbane，

2004）。僅就舊約聖經文本中ה ָמָ֗ לְׁ 出現的脈絡觀之，此詞彙不似專用於強調女子ע 

的貞潔。在箴言與雅歌中有兩個片段尤為明顯：「令我稱奇的事，共有三樣，連

我不明瞭的，共有四樣：即鷹在天空飛翔的道，蛇在岩石中爬行的道，船在海

中航行的道，以及男女交合之道（箴 30:18-19）。」；「皇后六十，嬪妃八十，少

女無數；但是，我的鴿子，我的完人，只有一個……（歌 6:8-9）」。劃底線的字

詞皆由ה ָמָ֗ לְׁ 譯出，前者的焦點在於男女間的性行為，後者泛稱君王後宮中的佳ע 

麗，在《思高聖經》中均不譯為「貞女」或其他強調女子貞潔的字彙。事實

上，在希伯來文中，另有一字彙תּוָלָּ֥ה 更具有強調女子童貞的意（bĕthuwlah）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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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創世紀中黎貝加初出場時，便特意以此詞彙強調她的童貞：「這少女容貌很

美，是個還沒有人認識的處女（創 24:16）。」劃底線的字詞由תּוָלָּ֥ה 譯出。希伯בְׁ

來傳統中，「認識」的意思就是發生性行為，在創 4:1、4:17、4:25、19:5、

19:8、38:26 等處，提及性行為皆使用此詞彙（思高聖經學會，1948）。創世紀

作者強調黎貝加是沒有發生過性行為的年輕女子時，使用的是תּוָלָּ֥ה 一詞而不用בְׁ

ה ָמָ֗ לְׁ 出，ע  22:16-17、肋 21:3、申 22:19 等處強調處於童貞狀態的女子也都使用

תּוָלָּ֥ה 至於。（Brown，1999）בְׁ LXX 依 7:14 的希臘文 παρθένος 一詞，通常帶有明

確童貞意涵，一般不用以翻譯ה ָמָ֗ לְׁ תּוָלָּ֥ה而是同樣帶有明確童貞意味的，ע  泛指。בְׁ

年輕女子的希臘文另有一詞 νεάνις（neanis）（Schrevel，1831），適合用以對

應ה ָמָ֗ לְׁ LXX，ע  翻譯上述箴 30:18-19 和歌 6:8-9a 兩段不特別帶有童貞意味的ה ָמָ֗ לְׁ ע 

片段，皆以 νεάνις 對應（Brown，1999）。 

 瑪竇福音書作者引用的厄瑪奴耳預言，根據的是 LXX 譯本，這是眾聖經學

者所公認的，思高聖經譯釋者也在 1957 年版次的註釋中將此事實指出。既然如

此，LXX 以 παρθένος 翻譯依撒意亞書原文中的ה ָמָ֗ לְׁ 瑪竇福音作者引用，ע  LXX

的 παρθένος 佐證瑪利亞的超自然懷孕，思高聖經譯者進而以「貞女」翻譯瑪竇

福音相關片段，又將依撒意亞原文中ה ָמָ֗ לְׁ 的同樣譯為「貞女」，這是誤譯與誤讀ע 

嗎？如果是的話，又該是幾層次的誤譯與誤讀呢？在討論經過層層翻譯與詮釋

而成的瑪 1:23 中譯文之前，筆者會先討論《思高聖經》如何直接翻譯希伯來文

依 7:14 的片段。而在判斷思高聖經的這兩處翻譯究竟屬於誤譯、誤讀或是其他

考量之前，讓我們先進一步觀察，思高聖經譯者如何理解舊約與新約的連結、

如何理解啟示與預言的詮釋。 

 

（二）關鍵詮釋角度：舊約之於新約 

 思高聖經譯釋者（1951）在《先知書上冊》引導讀者開始閱讀聖經各卷先

知書之前，以極長一篇〈先知書總論〉闡述舊約先知如何立足於新舊約之間特

殊的位置：在舊約時代，先知是天主特選來傳達其意旨的「信使（頁 5）」也是

天主在其子民中立定的「最高教師（頁 31）」，其一般任務是訓誨選民遵行主

道，特殊任務是發表諸般關於默西亞的預言，歷代先知透過執行上述任務，預

備選民迎接默西亞世代的來臨。 

 然而，天主如何向歷代眾先知啟示祂的意旨？眾先知對於天主的意旨又理

解到什麼程度？總地來說，究竟該如何理解先知的預言？對於這些困難的問

題，思高聖經譯釋者建構了一套詮釋的架構，我們也可以由此進一步理解其詮

釋聖經的立場。 

 首先，亞毛斯先知曾述：「吾主上主若不先將自己的計劃啟示給自己的先

知，什麼也不作（亞 3:7）」，綜觀聖經的記載，天主常以三種方式啟示自己的先

知：言語、夢境、神視（vision）。然而先知如何進一步將這些深奧的啟示傳達

與眾民呢？這似乎就沒有一種嚴格限定的規範，各先知也常按各自所能理解、

 



68 
 

以及其聽眾所能理解的方式去傳達啟示。思高譯釋者表示，各先知書卷中常出

現的詞組「上主說」，並不是嚴謹意義下的字句聽寫，而只是先知傳達天主啟示

時，承上啟下的常用筆法。 

 那麼天主對於眾先知的啟示有多明確，又指向多遙遠的未來呢？在此，思

高譯釋者陳述一種漸進的啟示觀（progressive revelation）。綜觀舊約文獻，唯一

神論、末世論、默西亞論等重要真理，都是在歷代先知的宣講中，漸次發揚闡

明的。比如，就末世論而言，早期以色列民的賞罰觀念偏於整個民族的集體負

責；到了厄則克耳先知，首度明確的揭示各人為自己的義行或罪過負責（則

18:20）；由此，復活與審判的道理再進一步於達尼爾書中陳明（達 12:2-3）。思

高聖經譯釋者（1951）以此例闡釋天主如何於歷史中漸次揭露真理時，如此敘

述：「充軍以後的先知和智慧人更深刻地研究身後善惡賞罰……這番研究引起天

主漸漸啟示了復活的道理（頁 80）」，文中的「引起」一詞用得極有意思，好似

譯釋者認為，天主會視各時代的人所積極發展的神學思想累積到何種高度，而

決定啟示要更深揭露到何種程度，啟示的進展是一種天主與選民間的互動過

程。雖然文句的呈現方式似乎帶有這樣的思想，但譯釋者並沒有在這一點上進

一步著墨，所著重的乃是，一方面天主按各先知所處的年代，一步步揭示更深

層的真理；另一方面，各先知的預見乃時時超越所處的世代，指向更遙遠的未

來。因此，思高聖經的譯釋者坦然承認舊約的啟示「在各方面有許多不完善、

不完備（頁 113）」，舊約中的啟示雖然時常指向超越當下的未來，但並不都能

明確的與新約中闡明的真理做一對一的比照，反而，應該按舊約啟示的背景脈

絡去理解其性質與目的，以此做為一整體，成為「新約中『濟世計劃』的前奏

和預像（頁 114）。」思高聖經譯釋者的這般主張，可視之為對於狹隘「預像解

釋法」的拒絕，轉而接納使用歷史考證法（historical criticism）去觀察每個預言

在當時舊約歷史階段中所呈現出的意義和其表現的明確程度。 

 然而，活在歷史當下的先知，如何理解時時超越當前歷史的啟示？先知對

於所得的啟示，到底理解到什麼程度？思高聖經譯釋者（1951）指出：「先知

書，如不說全書，至少凡含有預言的地方，總不甚清楚（頁 27）。」譯釋者們

也進一步表示，先知必然對於所領受的預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並非透徹的

明悟，譯釋者又引證多處經文證明先知也曾承認自己對於啟示不甚了了（如：

達 12:8），先知對於真理仍需要「尋求、考究」（伯前 1:10-11），且在新約成就

之前，歷代眾先知未曾全然理解默西亞的奧秘，故此宗徒保祿才說：「這奧秘在

以前的世代中，沒有告訴過任何人，有如現在一樣……（厄 3:5）。」譯釋者又

兩次引用多瑪斯阿奎納在《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中的論析強調：「我

們應當知道，先知們的理智是不齊全的工具，所以連真正的先知也不能完全明

瞭天主聖神在他們的想像中或者言行中所指示的一切（引述自思高聖經學會，

1951，頁 123）。」 

既然如此，對於那些先知指向新約時代所發出的預言，我們當如何理解？

思高聖經譯釋者主張理解舊約預言的兩種取向。首先，我們應該以理解舊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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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背景為前提，去理解舊約預言。這一取向在上文中已有略述，天主對於新

約的奧秘並非一次而完備的啟示，乃是藉著先知，漸進引導選民按當時的所能

理解的方式去理解探究啟示。而先知本身對於所得的啟示難言完全掌握，故此

所能發揮的有限，且先知自己也是按著當時的舊約思想去理解消化。於是，思

高聖經譯釋者如此歸結舊約中的啟示方式與啟示核心： 

 

天主在應許時，往往借用一些現在的，物質的幸福的形象來描繪神聖的幸福，超

性的幸福。先知們大都如詩人一般，利用這些物質上的幸福來做自己宣講的外

衣，這當然是受民眾歡迎的。但其中卻蘊藏著更高超更神聖的幸福，這神聖幸福

的中心，便是天主聖子的降生（頁 115）。 

 

舊約啟示的方向始終指向默西亞來臨的世代，只是舊約啟示在成就之前，始終

處於漸次揭露，卻尚未完全揭示的階段。所以，要理解這個階段的啟示，勢必

需要謹慎分辨包裝啟示的「宣講的外衣」為何？傳統的舊約思想為何？理解並

分辨以後，才可能清楚看出啟示的核心。因此，理解舊約預言的第二個取向乃

是「根據新約所放射的光芒（頁 125）」，回頭查看舊約歷史中天主所賜下的一

個個深奧啟示，在此，思高聖經譯釋者重申古老的奧斯定聖經詮釋原則：「舊約

顯於新約，新約隱於舊約（頁 125）」，天主教會整體在梵二 1965 年頒布的《天

主的啟示》教義憲章裡，也嘗再次明確的將此詮釋原則書之成文。思高聖經譯

釋者以上種種見解，可視為譯釋者們對於探索舊約預言中「更豐富的含意」

（fuller sense），持積極肯定的態度，也以新約中進一步闡明的真理，作為衡量

舊約預言文句的內涵的重要依據。至此，我們已經看到思高譯釋者肯定先知預

言對於連結新約與舊約的重要性，也看到譯釋者們看待與詮釋這些舊約預言的

基本立場。接下來，讓我們來到依撒意亞書，看看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中，厄瑪

奴耳的預言如何被呈現與理解，如何被思高聖經譯釋者詮釋與翻譯；再返回瑪

竇福音，看看這一預言在新約教會的脈絡中又是如何被呈現與理解，如何被思

高聖經譯釋者詮釋與翻譯；由此探討思高聖經譯釋者的翻譯決定到底是基於何

種背景與考量，究竟是誤譯與否。 

 

（三）依撒意亞書中的厄瑪奴耳預言 

依撒意亞領受天主神召，是於西元前 742 年烏齊雅王（Uzziah）駕崩當年

（依 6:1），他執行先知任務至少長達 40 年，在西元前 701 年亞述王散乃黑黎布

（Sennacherib）圍攻猶大之時，猶大王希則克雅（Hezekiah）曾遣使求問於依

撒意亞（依 37:1-7），這是聖經中最後一段關於先知依撒意亞事蹟的記載。依撒

意亞以先知身份履行職務的期間，正值亞述帝國（Assyrian Empire）活躍於小

亞細亞一帶之際。亞述歷史上最重要的大帝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Tiglat-

Pileser III，745-727 BCE）在位期間積極開疆拓土，揮軍進攻鄰國國境，迫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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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臣服納貢，然而這也激起各國不小的反亞述情緒，屢次發起反抗亞述的軍

事行動。西元前 735 年阿蘭王勒斤（Rezin, king of Aram）籌組了一個新的反亞

述軍事聯盟，北國以色列王培卡黑（Pekah, king of Israel）也參與其中，兩國聯

合起來進攻耶路撒冷，要迫使南國猶大王阿哈茲（Ahaz, king of Judah）也加入

這一聯盟（思高聖經學會，1951；Collins & Getty，2016）。在這危急存亡之

時，耶路撒冷上至宮中，下至巷弄，合城驚慌，而這就是先知依撒意亞向阿哈

茲王發出厄瑪奴耳神諭的歷史背景（依 7:1-3），讓我們由這個歷史背景，來看

一看這段瑪竇福音作者所引述的預言片段： 

 

上主又對阿哈次說：「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要求一個徵兆罷！或求諸陰府深處，或求

諸上天高處。」阿哈次回答說：「我不要求，我不願試探上主。依撒意亞說：「達

味的家族，你們聽著罷！你們使人厭惡還不夠，還要使我的天主厭惡嗎？因此，

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

到他知道棄惡擇善的時候，要吃乳酪和蜂蜜；因為在這孩子尚未知道棄惡擇善以

前，你在那兩個君王面前所擔心的國土，必將荒廢。上主必使患難的日子臨於

你、你的百姓和你的父家身上；這是從厄弗辣因叛離猶大那一天所未有過的，【即

亞述王加禍的日子】。（依撒意亞 7:10-17，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這段經文中，先知依撒意亞指責猶大王阿哈次：他不向天主求徵兆，不

是因為他不願意試探天主，而是因為他認為他所面對的處境，連天主也幫不了

忙。當時阿蘭與以色列聯軍似乎威脅阿哈次，若不加入反亞述聯盟，就要設法

拔除其王位，另立願參與聯盟者為王（依 7:6），這使阿哈次猶豫於是否要轉而

倒向亞述，即使亞述帝國對猶大國的危險不下於阿蘭與以色列兩軍。依撒意亞

勉勵也警告阿哈次，不要投靠任何外國勢力，而應單單仰賴天主。徵兆指的是

神蹟，天主欲應允任一阿哈次王索求的神蹟，以此堅固他的信心，引導他放棄

投靠亞述王的計畫。當阿哈次王以不願試探天主為藉口，拒絕向天主祈求，天

主就藉著先知的口，直接了當地預告了厄瑪奴耳的神蹟：一方面是「慰藉的

（頁 254）」神蹟，預言在厄瑪奴耳到達能夠分辨善惡的年紀之前，阿蘭與以色

列就必敗落；另一方面是「懲治的（頁 254）」神蹟，預言既然阿哈次王堅持向

亞述王求救兵，末後亞述王必回頭加害於猶大（思高聖經學會，1951）。 

以上是思高聖經譯釋者所理解的經文背後的歷史背景，由此譯釋者們進一

步詮釋這個徵兆： 

 

厄瑪奴耳到底是誰？根據依撒意亞的意思，厄瑪奴耳無疑地就是默西亞，是少年

的默西亞，是孩提時期的默西亞。先知在 8:8 將厄瑪奴耳寫成猶大的君王，而在

9:5 將厄瑪奴耳寫成一個嬰孩：「有一嬰孩為我們誕生了，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

們……。」這兩個地方皆以 7:14，即厄瑪奴耳的預言，為必然的基礎，否則，8:8

和 9:5 便成為突如其來的句子（思高聖經學會，1951，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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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譯釋者們斷言，先知依撒意亞在發出預言時，不是指任何近期內的

徵兆，也非直接指近期內的徵兆、間接指遙遠的默西亞徵兆，而是直接指向七

百多年後才會實現的默西亞徵兆。譯釋者們也相信，先知依撒意亞在異象中必

定明明看見了貞女產子的奇景，先知所不清楚的只是此奇蹟實現的確切時期，

因為天主賜下的異象，往往伴隨著身歷其境的真實感受，於是先知可能將極遠

之事當成近期就要發生的事一般在描述（思高聖經學會，1951）。然而，如此詮

釋引發一個問題，即詮釋預言時所當考量的預言歷史背景：先知明明地說，幾

年之內，就是厄瑪奴耳成長到能分辨善惡的年紀之內，這兩個前來攻打猶大的

盟國，國土必見荒廢。如果厄瑪奴耳指的是耶穌基督，那麼預言實現的時間點

不就無法與先知的預言相符？思高聖經譯釋者設想讀者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

於是也在論述中為這一詮釋中的疑點辯護：預言指向的是遙遠的未來，但假設

當時有一貞女於此刻懷孕，那麼只待孩子成長到三、四歲，具有分辨能力之

時，兩個王國就要傾敗。歷史證實，西元前 732 年，即阿蘭國圍困猶大國三、

四年之後，便遭亞述帝國殲滅，北國以色列的版圖也遭亞述帝國連年蠶食鯨

吞，終於在西元前 722 年，連僅存的京城撒馬黎雅也全然傾覆，就此亡國。因

此，譯釋者們認為預言能以假設的方式應驗於當時的處境，但預言的真正實

踐，還是要推及數百年後的貞女懷孕。譯釋者們又拉長文本的分析片段，主張

依撒意亞七、八、九章主題一貫，必須連成一氣來觀察，如此才能理解依 8:8

的「厄瑪奴耳啊！他展開的兩翼，將掩蓋你廣闊的疆土！」，及依 9:5 的「因為

有一嬰孩為我們誕生了，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們；他肩上擔負著王權，他的名

字要稱為神奇的謀士、強而有力的天主、永遠的父、和平的君」等經文片段。

第九章的描述似乎已經超越了人性的領域，而進入神性的領域，因此，第七章

所指的也必定是這位具有神性的默西亞。 

於是，譯釋者們既已堅持先知所提的厄瑪奴耳直指耶穌，別無他人，原文

中的ה ָמָ֗ לְׁ 必定也是直指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別無他人。不過，關於這一特定，ע 

詞彙的翻譯，思高學會還是先由語意的分析開始論述。首先，在希伯來文的語

意，這個詞彙指的是「及笄待字的少婦（頁 252）」，而由這個字詞出現在聖經

各處時的含意分析，可知這個詞彙在聖經文本中特指「尚未結婚而貞操璧全的

少女，及在室的處女（頁 252）」。然而，對於以上主張，譯釋者們僅以陳述定

義的方式帶過，並沒有舉出更多經節為例或分析ה ָמָ֗ לְׁ 出現在聖經各處時的用ע 

法。思高譯釋者得出的結論顯然與筆者上文中對於ה ָמָ֗ לְׁ 字詞內涵的分析頗為不ע 

同，但譯釋者並未說明究竟是根據何種文本分析方法與推論，得出此結論。接

著，思高聖經譯釋者進一步申言希臘文、拉丁文、敘利亞文等聖經古譯本，都

是研究過ה ָמָ֗ לְׁ 原文字詞內涵後，確定其帶有「貞潔」意味，才決定使用含有ע 

「貞女」意義的各語言相對應詞彙，不過同樣沒有說明這些古譯本如何確認這

一詞彙內含貞潔的意味。顯然這一論述的理據除了加上了古譯本的威望之外，

主要還是建立在譯釋者對於ה ָמָ֗ לְׁ 原文意涵的認知。簡要分析完語意以後，思高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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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譯釋者就依撒意亞書第七章上下文脈絡，進一步加強論述，主張從行文便

可看出原作者使用ה ָמָ֗ לְׁ 一詞是為了強調其中的「貞潔」意涵。第一，這段經文ע 

中完全沒有提到厄瑪奴耳的父親，可見他「單是一位貞女的兒子（頁 252）」；

第二，厄瑪奴耳預言，若要作為徵兆，就必須是超自然的神蹟，而此預言何處

帶有超自然的成分？「他（厄瑪奴耳）單是一位貞女的兒子，他的母親在生產

完以後仍是一個貞女（頁 252）」便是最為超自然的神蹟。就文本脈絡展開的論

述來看，沒有提到父親便代表父親不存在，似乎不是一個很強的推論；此外，

思高聖經的譯釋者一方面承認預言要回到歷史背景中去看，也依此承認，假設

預言確實是在猶大被二軍圍困時所發出，所指的確實是當時的一位懷孕少婦，

那麼預言對於未來將成之事的結果及時間點的預測，是正確且具有超自然特性

的；但另一方面思高聖經譯釋者又堅持此預言的超自然部分需聚焦於貞女懷

孕，「否則，怎能稱為一個神蹟？（頁 252）」，思高聖經譯釋者在這部分的論述

似乎難稱完備。 

如此看來，思高譯釋者對於厄瑪奴耳預言的詮釋與翻譯，主要由兩方面著

手：一來，由語意學分析，判定ה ָמָ֗ לְׁ 在希伯來文及聖經語境中，意義為何；二ע 

來，由文本與歷史脈絡分析，判定預言中的厄瑪奴耳及懷孕的女子所指何人。

第一點筆者上文已有分析，而結論與思高聖經譯釋者不同；至於第二點的文本

與歷史脈絡分析，值得進一步探討：思高譯釋者支持詮釋舊約預言時，需要按

天主教的詮釋觀同時返回舊約的成書背景去理解預言，又以新約所揭示的更全

備真理去理解預言。那麼，由這樣的詮釋觀為基礎，是否只能導出思高聖經譯

釋者對於厄瑪奴耳預言所做出的結論？ 

天主教會在梵二頒布的《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中，鄭重宣布教會當代的

聖經詮釋觀，文中囑咐聖經讀者應當「注意尋找聖經寫作人真正願意表達的是

什麼，以及天主願意用他們的話，顯示的是什麼（天主的啟示 12 號）」。而許多

當代天主教學者，並不認為依撒意亞在發出厄瑪奴耳預言時，先知本人已經清

楚預見「貞女懷孕」的神蹟。這不是說天主不能透過後代聖經書寫者更豐富的

詮釋這個預言，以此進一步指向默西亞的誕生，只是這並不是先知依撒意亞本

人在身處的歷史脈絡中發出預言時的直接意思。受爭議的ה ָמָ֗ לְׁ ，ה前帶有定冠詞ַָע 

表示這是某位特定的女子。有學者主張，這是一名先知依撒意亞和阿哈次王都

認識的女子，也許依撒意亞認為阿哈次王能直接意會他所指的是誰，所以在宣

告預言時，並沒有特別指明，這名女子很可能是某位阿哈次王後宮中的嬪妃。

文中表「懷孕」的動詞 是陰性單數分詞（participle）形態，按希伯（harah）ָהָרהַ 

來文文法，可能指現在發生的事，或未來即將發生的事。比較這個動詞出現在

聖經其他書卷中的文本脈絡，在創 16:11 是用於表達哈加爾已有的身孕，在民

13:5 則是指瑪諾亞的妻子將要懷上的身孕。在此處的預言脈絡中，無法明確判

斷究竟該名女子是已有身孕，還是將有身孕（彭信之，2013；Brown，1999）。

如果譯入語的語法對於現在式的動詞和近期未來式的動詞有明確的區分，譯者

如何界定預言原文中動詞所指的時態，就頗為重要。但無論原文的時態是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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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還是後者，就依撒意亞書第七章的脈絡來看，此預言並未聚焦於貞女的超自

然懷孕，更確切的說，先知本人對於當下的聽眾，要宣告的並不是貞女懷孕的

奇蹟，而是以預言中的孩子「知道棄惡擇善的時候」這個年紀，作為衡量時間

的尺度，預告阿蘭和以色列兩國衰敗的之速。天主以此預言，預告他必親自解

救自己的百姓脫離兩國的相逼；以此預言後來的實現，證實天主果然從兩國中

解救了自己的百姓。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這預言的本質，顯示了天主恆常不

變的拯救能力與意願；這預言也預示，天主將來仍必一次次的介入歷史並拯救

選民；這預言終極指向，天主要徹底拯救他的子民脫離所有恐懼與威脅，包括

罪惡與死亡。這拯救的方法便是默西亞超自然的降生，在舊約時期仍隱晦不

明，也沒有證據顯示先知依撒意亞本人已經清楚預見、清楚向舊約選民宣告，

然而連同依撒意亞書七、八、九等章一併觀看，仍似乎令人感覺，無論先知本

人對於啟示理解了多少，先知的預言始終暗含著默西亞的訊息。於是我們不免

要問，如果預言中所直接指涉的是當時歷史中某位阿哈次王的妃子，那麼那位

嬰孩是指誰，又該如何將這段經文與 8:8 的「厄瑪奴耳」和 9:5 的「有一嬰孩」

連結呢？許多聖經學者認為，這孩子直接是指將來要接續阿哈次做王的希則克

雅王，希則克雅王執政期間復興了猶大國，也帶領整個國家在亞述圍攻的窘迫

處境中，經歷了厄瑪奴耳一詞的意義——天主與我們同在。希則克雅是大衛的

後裔，預表了默西亞這位末後要來的大衛的後裔；希則克雅時期國家的中興，

預表了默西亞來到以後要成就的萬象更新（依 11:6-9）。其實不只依撒意亞書

七、八、九章有幾處指涉厄瑪奴耳的片段，包括思高聖經譯釋者等許多學者都

認為依撒意亞書七至十一章可統稱為「厄瑪奴耳書」，亦有學者把「厄瑪奴耳

書」的範圍往前拉長到第六章依撒意亞初受召時的記載、往後延伸至第十二章

的感恩歌，主張依撒意亞書的這一大段落的鋪陳，暗含著天主所欲漸次啟示而

出的末世的默西亞訊息。無論如何，強調歷史脈絡的學者認為，書中關於強盛

王權的描述、神的審判與拯救、未來復興的宣告，多半是先直接指向近期，再

間接指向遠期，終極指向神完滿的救贖計畫（Brown，1999；Collins & Getty，

2016；Coogan，Brettler，Newsom & Perkins，2010）。 

 大致抱持上述詮釋觀理解經文文本的聖經譯者，一方面注重考究各舊約書

卷的歷史與文本脈絡，一方面主張透過新約時代更加闡明的啟示去理解舊約中

已然透露的啟示，這派譯者仍可由其詮釋文本的主張，細分出不同的派別，有

些偏好於譯文中，優先呈現出各書卷當時的歷史與文本脈絡，於是，便有譯本

將依 7:14 中的ה ָמָ֗ לְׁ 譯出原文脈絡中「年輕女子」的意思，而不是明確凸顯貞潔ע 

意涵的「貞女」。首度反映此類翻譯觀於譯文的重要英文譯本是 1952 年出版的

《修訂版標準聖經》（以下簡稱 RSV）將ה ָמָ֗ לְׁ 譯為ע  young woman，一反從《丁道

爾聖經》到《欽定版聖經》（以下簡稱 KJV）乃至於《修訂版聖經》（RV）與

《美國標準版聖經》（ASV）以來一貫將此詞彙譯為 virgin 的傳統。這激起許多

美國保守派教會強烈的批評與攻擊，懷疑此舉是對於貞女懷孕的神蹟的否認，

甚至各地出現多起公開焚書的抗議行動（Rhodes，2009）。不過，持平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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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V 的譯文並不如保守派所聲稱的那般激進，RSV 為 young woman 的翻譯加上

一筆短註 Or Virgin，顯示譯者群也不反對 Virgin 的譯法，1966 年天主教官方接

受的《修訂版標準聖經天主教版》（RSV-CE）也以同樣的方式翻譯並註釋此一

詞彙。 

西元 1966 年完成的英文《耶路撒冷聖經》（以下稱 JB）將ה ָמָ֗ לְׁ 譯為ע 

maiden，並加註說明： 

 

The Greek version reads ‘the virgin’, being more explicit than the Hebr. Which use 

almah meaning either a young girl or a young recently married woman (p. 1153). 

 

在 1985 年修訂完成的天主教英文版《新耶路撒冷聖經》（以下簡稱 NJB）將

ה ָמָ֗ לְׁ 改譯為ע  young woman，並大致保留 1966 年版對此一詞彙的附註，再補充說

明 LXX 見證了早期猶太社群對於此一詞彙原文內涵的詮釋，也主張瑪竇福音的

作者相信這一預言是指著貞女懷孕而說的，才直接引用於福音書。比較這兩個

版本，可見 JB 並不堅持ה ָמָ֗ לְׁ 必然帶有「貞女」的含意，但仍然傾向譯為ע  maiden

（少女、童女），這個在當時猶大社會通常意味著童貞處女的字詞。註釋中承認

原文不必然指少女，也可能意指少婦，但並不進一步說明為何在正文中選擇僅

譯出其中一種意思。不過，JB 在註釋中主張 LXX 的譯法比原文更加「明確」，

好似認為 LXX 譯者對於此字彙的內涵比原作者看得更加清楚，以此暗示譯者偏

好譯作 maiden 的原因。修訂後的 NJB 將ה ָמָ֗ לְׁ 改譯為ע  young woman，看起來是更

加坦然的接受原文在文本脈絡中本來的意涵，但在註釋中補充的 LXX 和瑪竇福

音作者的部分，似乎延續 JB 的立場，暗示讀者西元前二、三世紀的猶太譯者將

此書譯為希臘文時，已經比起原作者更加清楚的意識到此字彙更深遠的預言標

的，再進一步以瑪竇福音作者書寫福音書時的選擇，做為這一立場的背書。簡

而言之，JB 和 NJB 的譯者，基本上接受ה ָמָ֗ לְׁ 在文本的原始脈絡中不一定帶有貞ע 

潔的意涵，但堅持依 7:14 神諭，從發表起初就預定指向終極的默西亞的童貞受

孕，只是這一奧義要到晚期，才逐漸為 LXX 猶太譯者和瑪竇福音作者所意識到

（Jones，1966；Wansbrough，1985）。 

 西元 1970 年出版的《新美國版聖經》（The New American Bible，以下簡稱

NAB）將ה ָמָ֗ לְׁ 譯為傳統的ע  virgin，並附上篇幅頗長的註釋，以下節錄與討論主題

最相關的部分： 

 

The church has always followed St. Matthew in seeing the transcendent fulfillment of 

this verse in Christ and his Virgin Mother. The prophet need not have known the full 

force latent in his own words; and some Catholic writers have sought a preliminary and 

partial fulfillment in the conception and birth of the future king Hezekiah, whose 

mother, at the time Isaiah spoke, would have been a young unmarried woman (Hebrew, 

almah). The Holy Spirit was preparing, however, for another Nativity which alone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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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fill the divinely given terms of Immanuel’s mission, and in which the perpetual 

virginity of the mother of God was to fulfill also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in the 

integral sense intended by the divine Wisdom (p. 1020). 

 

NAB 的譯釋者認為先知依撒意亞發出神諭時，不必然透曉神諭的內涵，但「天

主教會始終堅持追隨聖瑪竇」以新約所彰顯的啟示來翻譯及詮釋舊約中的神

諭。此一聲稱清楚地顯示出 NAB 譯釋者的翻譯觀：原文的脈絡是重要的，新

約的亮光也是重要的，但譯文不必優先譯出原文的背景脈絡，反而要優先以新

約的亮光來返照舊約不完全的文本。NAB 明明地提醒讀者，此譯本並非不理解

原文的背景脈絡，也並非不接受厄瑪奴耳預言曾「初步但不完全」的首先應驗

於新王希則克雅的身上，但「天主與我們同在」的厄瑪奴耳預言終究要等到默

西亞的來臨才可能完全應驗，與此同時，上智天主預定內含於神諭中的「終身

童貞天主之母」，也完全應驗於瑪利亞的身上。既然 NAB 並不著重於原文背景

脈絡，也就不著墨於原文ה ָמָ֗ לְׁ ה的意涵，但按註釋的文句，似乎認為ע  ָמָ֗ לְׁ 在此指ע 

的是未婚的年輕女子（Hartman, Skehan, & Hartdegen, 1970）。 

歷經數次修訂後於 2011 年新推出的《新美國版聖經修訂版本》（New 

American Bible Revised Edition，以下簡稱 NABRE），將ה ָמָ֗ לְׁ 改譯為ע  young 

woman，也大幅修改註釋，呈現出和 1970 年版的 NAB 大異其趣的翻譯觀，以

下節錄與討論主題最相關的部分： 

 

The young woman: Hebrew ‘Almah’ designated a young woman of marriageable 

age without specific reference to virginity. The Septuagint translated the Hebrew 

term as Parthenos, which normally does mean virgin, and this translation usually 

underlies Mt 1:23. Emmanuel: the name means “with us is God.” Since for the 

Christian the incarnation is the ultimate expression of God’s willingness to “be 

with us,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is text was interpreted to refer to the birth of 

Christ (p. 792). 

 

由註釋可見 NABRE 的翻譯策略調整為優先譯出文本的歷史與文化脈絡，承認

原文並不強調貞潔的意味，也無法由原文判定此女子是未婚的少女、還是成婚

的少婦，因此譯者選擇譯之為與原文大致相當的 young woman。NABRE 並未主

張「貞女」和「默西亞」是這一神諭原文中暗含之意，NABRE 所主張的乃

是：「道成肉身正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的意願的終極呈現方式」，因此福音書

作者以新約的默西亞重新詮釋這段預言，是可以理解的。換句話說，NABRE

的譯釋者並不主張，按厄瑪奴耳預言的原始生成脈絡，可以將默西亞的誕生理

解為預言的文本內在意涵；也不主張 LXX 的譯者比起先知依撒意亞，更清楚的

看見預言的內含。NABRE 明確的主張的乃是：瑪竇福音書作者如此詮釋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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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符合教會對於天主救贖意願的理解，具有合理性（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2011）。 

 以上幾個英文譯本 RSV-CE、JB、NJB、NAB、NABRE 均為天主教官方認

可的重要聖經譯本，這些譯本都不堅持依 7:14 的ה ָמָ֗ לְׁ 必然帶有貞潔的意涵，都ע 

重視書卷的歷史脈絡以及新舊約一貫的啟示，卻在相近而有別的翻譯觀下，各

自選擇了 virgin、maiden、young woman 等幾種不同的翻譯方法。甚至即使

RSV-CE、NJB、NABRE 同樣在正文中譯出與原文ה ָמָ֗ לְׁ 指涉範圍較為相當的ע 

young woman，背後的理據也有所差別。可見，當翻譯涉及複雜的思想及詮釋

理念時，僅以粗糙的翻譯標準，將譯文判為誤譯或正解，是頗為不當的（例如

以譯出語指涉範圍是否與譯入語指涉範圍相當做標準的話，正確理解原文語意

而刻意選擇 virgin 或 maiden 的翻譯方式都必須被判為誤譯）。更合適的評論方

式，也許是先理解譯者詮釋觀與對原文的語意、脈絡理解是否周全，再按此評

估譯者翻譯選擇是否合理。上文中我們已經觀察過天主教會基本的聖經詮釋準

則、思高譯釋者對於聖經及依 7:14 的翻譯及詮釋、其他各天主教譯本的詮釋，

讓我們由此開始探討思高聖經譯釋者對於依 7:14 的翻譯與詮釋得當於否。 

 思高聖經學會從 1951 年的《先知書上冊》，到 1968 年的合訂本，對於依

7:14 翻譯與詮釋，方向大體維持一致。兩個版本都將爭議字詞ה ָמָ֗ לְׁ 譯為「貞ע 

女」；對於依 7:14 整段的譯文也頗相似，只有細節的微調，1951 年的版本作

「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記號：看哪！將有一位貞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

叫厄瑪奴耳。」1968 年的版本譯為「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

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上文討論過的動詞 均譯出表ָהָרהַ 

未來的語氣，或譯為 1951 年的「將……懷孕」，或譯為 1968 年版的「……要懷

孕」，明確捨棄現在式的譯法，反應譯釋者們對於這個預言的詮釋：主張預言中

的女子與孩子是指著未來的默西亞母親與默西亞說的。不過，僅就這組改版前

後的譯文來看，後者的譯法比前者更貼近原文語態。希伯來文中有兩種可用來

表未來的動詞形式，一種是明確表未來的未來式；另一種是上面提過的分詞動

詞形態，表現在或未來即將發生的動作。1951 年的譯法，將動詞譯成了頗為明

確的未來式語氣「將……」，1968 年的譯法「要……」譯法較具有即將發生之

感，可見譯者頗敏銳原文文法上的細節差異。那麼，譯釋者既清楚按原文的動

詞形態，即便預言指的是未來，也只是近期的未來而不是遙遠的未來，仍堅持

將此神諭詮釋為數百年後的默西亞預言，如何自圓其說？事實是，譯釋者一開

始就注意到在這一點上邏輯可能出現的矛盾，也早在 1951 年版的註釋中便解

釋，先知對於所領受的異象，常不能完全參透，不能清楚分辨預言實踐的日期

究竟是近期還是遠期，「因此先知預言他所見的異象時，有時用過去式形態

（Praeteritum propheticum），有些極遠將要發生的事件，都當作目前的事件描述

（頁 254）」。1951 年的譯文反應的，可能是當時譯釋者還沒有找到表達希伯來

文近期未來式最合適的譯法，也可能是當時譯釋者認為，先知雖將此預言當成

即將要發生的事件來描述，翻譯時卻要以這個預言真正的指向來翻譯，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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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翻譯則改為貼近原文文法的語氣來翻譯。關於這兩個版本的經文註解，

1951 年的《先知書上冊》中有譯釋者對於經文盡可能詳盡的說明，上文中筆者

也簡要整理出譯釋者們的詮釋理據，譯釋者何以認為厄瑪奴耳直指耶穌基督，

而貞女直指瑪利亞；到了 1968 年的聖經合訂版，附文註解縮減為「厄瑪奴耳意

即天主與我們同在（瑪 1:23）」一句，似乎是要求讀者以瑪竇福音作者的詮釋方

式來理解此段經文，此外並不多加解釋。不過，觀其上下文及相關註釋，可看

出新版中對於這段經文的詮釋方向大致與 1951 年的初版一致，思高聖經譯釋者

也於合訂版中的序文中建議讀者，若欲更了解學會對於聖經的詮釋，建議閱讀

先前各分冊中的聖經註釋，可見思高聖經學會的成員本身也認為前後版本的詮

釋觀差異始終不大。 

 按此，筆者看見《思高聖經》雖盡力於給予讀者對於依 7:14 有內在邏輯的

詮釋與翻譯，卻在處理過程中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對於經文疑義處的解釋，

有時僅是對學術結論的籠統聲稱，仔細觀察會發現，聲稱的背後並沒有以完備

的學術研究作支持，對於ה ָמָ֗ לְׁ 字詞含意的解讀便是一例。第二，對於經文內容ע 

的判讀，有時會在嚴謹的文本分析之前，逕加上根本無法由文本推論而出的前

設，比如說譯釋者相信先知依撒意亞發出厄瑪奴耳的預言，必定是因為「先知

看見貞女產生了他，這是天主使他見的異象（頁 254）」。按舊約的記載，先知

在領受神諭時，確實經常伴隨超自然的經歷，但若逕以某種譯釋者認定而文中

並未提及的超自然經歷，作為經文的解釋，這樣的詮釋方式必然高度受主觀主

導。當思高譯釋者認定，先知必定已經由異象直接看到了瑪利亞超自然的感孕

與爾後耶穌的誕生，那麼原文的ה ָמָ֗ לְׁ 到底該翻譯成一位怎樣的女子？厄瑪奴耳ע 

究竟是誰？就已經失去辯論的空間了。由此我們看見，《思高聖經》譯釋者對於

當代的學術研究和考證學發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敢於直接提出論述，堅定

其主張、駁斥不認同的意見，但詮釋中時而出現嚴謹度不足的論述。 

那麼這種翻譯中出現的問題，僅是邏輯上的不完備，還是與其發出申論之

前已選定的詮釋立場有關？上文筆者在討論對觀福音問題時提過，思高聖經學

會的譯釋者的詮釋立場以當前教會立場為依歸，不是會以聖經的譯文和註釋擴

張教會對於經文的詮釋幅度的改革派，而是嚴謹收束其詮釋立場於傳統與訓導

之下的保守派。弔詭的是，審慎嚴謹的詮釋立場，有時正是造成《思高聖經》

詮釋理據不夠連貫、不夠嚴謹的原因。其實由《思高聖經》的譯釋文字來看，

可以感覺到譯釋者費心以符合當代語言學與考證學等研究成果的方式，建立一

套縝密的詮釋邏輯，比如特意解釋厄瑪奴耳的預言直指默西亞，但也以假設的

方式應驗於先知所處的時代；解釋先知的預言指的是遙遠的默西亞時代，只是

由於對啟示的尚未透曉，使用了直指近期未來的動詞形態。雖然我們不一定認

同以上的論述，但其推論方式確實是盡力保持嚴謹的。問題似乎是出在，有些

與當時教會傳統和訓導不符的學術研究成果沒有納入翻譯與詮釋時的考量；問

題也出在，有些無法被驗證的前設混入了推論的過程，被當理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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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來看，譯釋者對先知書的整體詮釋立場和對先知書的細部文本分

析，與對福音書的整體詮釋立場和對福音書的細部文本分析，呈現類似的嚴謹

度不足、矛盾情況。《先知書上冊》的〈先知書總論〉中所呈現的詮釋立場頗為

開放，也積極接納當代考證學的成果，但進入文本中特定經文的分析時，立場

就轉為保守，甚至以不連貫的論述將詮釋收束於教會的傳統與訓導之下。這和

譯釋者們解釋福音書時的態度類似，在《福音》的〈福音總論〉和〈對觀福音

問題〉中，譯者們對於福音書中可能出現的衝突敘述，接受幅度較大，但實際

進行福音書特定經文的比較分析時，就竭力將各敘述作成字面上的嚴謹和諧，

就算按現有四福音的文本的內容，無法得知這種調和文本的方式是否符合歷史

事實。這些翻譯中出現的問題，看來與譯釋者的詮釋立場確實有所關聯，但這

部分的問題，是譯釋者依據已持定詮釋立場，刻意為之的翻譯選擇？還是這僅

反映了譯釋者理解經文時所依據的詮釋透鏡，而譯釋者本身沒有清楚意識到此

透鏡對於詮釋選擇可能造成的影響？按目前的經文討論片段，難以作出判斷，

在第伍章筆者累積更多譯文分析以後，會進一步做出評論。 

 在這段分析的最後，筆者要對《思高聖經》依 7:14 的譯文及詮釋作出一點

結論。思高聖經譯釋者對這段厄瑪奴耳預言在原文脈絡中的詮釋，是先知有意

且直接指向遠處的瑪利亞和耶穌基督而說的。這段經文並不指向先知所處時代

任何近期的事物，反映的是天主古早以先預定的未來。此預言單單實現於瑪竇

福音作者記述的耶穌基督誕生史事，清楚指向新約完美揭露的啟示，而不必視

之為需要透過新約亮光返照的隱晦舊約預表。按此，文中爭論的焦點ה ָמָ֗ לְׁ 也僅ע 

有一種翻譯的可能：「貞女」，因為預言是單單指向在童貞狀態中超自然懷上身

孕的瑪利亞。然而，細觀譯釋者做出此詮釋背後的理據，筆者認為其所吸納的

學術研究不夠完善、論述邏輯中含有不帶文本證據的前設。因此，按其翻譯及

詮釋的理據，《思高聖經》在依 7:14 所譯出的「貞女」並非恰到好處的翻譯方

式。 

在此，筆者願再次強調，雖然觀察聖經翻譯史的發展方向，接納當代學術

研究成果的嚴謹聖經譯本似乎一一轉向以「年輕女子」（young woman）翻譯依

7:14 的ה ָמָ֗ לְׁ 僅舉幾個天主教官方接受的英文譯本為例：RSV）ע  以及其修訂版

NRSV、NJB、NABRE 等），但這雖然反映了當代聖經譯本多半偏好譯出各譯本

生成時的歷史處境，卻不表示這才是唯一「正確的翻譯」，不如說這是按其翻譯

觀所做出的「合宜的翻譯」。當 NAB 在譯註中分析了文本的歷史處遇，又表示

願意以新約的精神為詮釋透鏡來翻譯舊約的文本，根據此翻譯觀的聲明，將

ה ָמָ֗ לְׁ 譯為「貞女」便顯得頗為合理，難稱為誤譯。綜此而論，筆者認為，在聖ע 

經翻譯上主張回歸原文的歷史脈絡去翻譯，或主張以靠近基督徒讀者的新約視

角去翻譯，這和西方翻譯史長久的直譯與意譯之爭，某種程度上是類似的，是

價值選擇的競爭，不是正確與錯誤的對辯。長久以來，基督徒譯者習慣以新約

的視角翻譯舊約的文本，當代許多聖經譯者則轉向以舊約啟示發展的程度翻譯

當時的舊約文本，這反映了翻譯的趨勢，反映了價值的判斷，卻不必然反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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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或錯誤的翻譯。筆者認為《思高聖經》對於依 7:14 的翻譯不盡合宜，並不是

認為返回歷史脈絡的翻譯策略較佳，以新約視角翻譯舊約的翻譯策略不合時代

潮流於是不妥。筆者乃是認為，選擇「貞女」的翻譯方法，也可以有所根據，

於是合宜，只是《思高聖經》在詮釋上似乎強迫解釋出原文作者書寫時並未顯

示的意圖，以此證成翻譯正文中的「貞女」符合某種不存在於原文的歷史脈

絡，這便使其翻譯顯得不甚合宜了。 

 

（四）瑪竇福音中的厄瑪奴耳預言 

以上，筆者已就思高譯釋者對依 7:14 的翻譯作出了分析評論，如此，關於

瑪 1:23 對於依撒意亞書的引用和《思高聖經》對於這段引用的翻譯，還有什麼

值得分析與討論之處嗎？讓我們先一看瑪竇福音引用厄瑪奴耳預言一處的文本

脈絡： 

 

生於童貞女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他的母親瑪利亞許配於若瑟後，在同居前，她因聖神

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她的丈夫若瑟，因是義人，不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地

休退她。當他在思慮這事時，看，在夢中上主的天使顯現給他說：「達味之子若

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她要生一個

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

來。」這一切事的發生，是為應驗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看，一位貞女，將懷孕

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若瑟從睡夢中醒

來，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囑咐的辦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雖然沒有認識她，她就

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耶穌。（瑪 1:18-25，思高聖經，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聚焦於瑪竇福音中厄瑪奴耳預言之前，筆者願先簡要討論這個段落中另

兩個與此相關的《思高聖經》譯釋特點。首先，無論在 1957 年還是 1968 年版

次的《思高聖經》中，譯釋者均為這個段落加上了一行小標「生於童貞女」。原

來，各版次的《思高聖經》均在已成定規的聖經章節分段外，於每一書卷的各

章中，再按文中內容的轉折，為經文區分大小段落並下標題。且以思高聖經譯

釋者分段瑪竇福音的方式為例，全書分成三大部分：耶穌童年史、耶穌傳教

史、耶穌受難復活史。第二大部分的耶穌傳教史中再分為五卷，第一卷是福音

的宣布、第二卷是天主的國的宣布、第三卷是解說天主的國的奧秘、第四卷是

解說教會如何建立天主的國、第五卷是解說天主的國的到來與末世，每卷都先

記述耶穌的事蹟後記述耶穌的言論，其中再按事蹟與言論的主題下分小區段並

立小標題。第一和第三大部分的耶穌童年與受難復活也都按事件轉折下分小區

段與小標題。1957 年版次和 1968 年版次的分段方式相同、標題名稱略有調

整，但 1957 年版次的〈瑪竇福音引言〉對於全書的結構和譯釋者依此結構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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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下的大小標題有較清楚的說明，單看瑪竇福音譯文中插入的大小標題的話，

則無論 1957 年版次還是 1968 年版次的標題字樣都頗為混亂，沒有依照引言中

說明的分層架構清楚區分出大中小標題。不過，撇除標題樣式的可改進空間不

談，這些由思高聖經譯釋者插入的主題式標題，都是為了發揮明確的聚焦作

用，將讀者對於該段文本的閱讀焦點，導向譯釋者所認定的神學重心。於是，

由瑪 1:18-25 這一段落的標題「生於童貞女」便可看出，譯釋者認為讀者閱讀

這一段落時，最需獲得的資訊便是基督由貞女懷孕所生這一奧蹟。在此，天主

教徒所需要接受的信理，以標題的呈現方式嵌入正文之中，這不單使譯釋者添

加的附文本容易被讀者當作正文吸收，更是以醒目的方式座落於正文之上，引

導讀者以譯釋者所預設的視角理解正文。由此我們看到，《思高聖經》除了大量

提供附註外，也積極運用插入文本的大小標題，將譯釋者所理解的教會訓導，

注入所翻譯的聖經文本之中，輔助讀者理解文本，也主導讀者對文本的理解。

這是《思高聖經》全書中標題的特性，書卷中的大小標題既然並非原書卷作者

所預設，也就必然打斷原作者所鋪陳的閱讀脈絡，這一情況我們結合下一點一

併討論。 

在 1957 年《福音》瑪竇福音一章的註釋中，思高聖經譯釋者指出一樣瑪竇

福音作者別出心裁的文學手法。福音書作者起筆描述耶穌基督誕生始末時，首

先以第三人稱的敘述觀點聚焦於若瑟一人，描述他對妻子瑪利亞懷孕一事的種

種思慮。在瑪 1:18，寫到瑪利亞在同居以前便有身孕時，作者立即補上「因聖

神有孕」的資訊，於是作者在族譜結尾處營造的懸宕的基督身世，便於此向讀

者揭曉。然而這一段落敘事的主人翁若瑟，至此仍毫不知情，他還在反覆思考

當如何是好，要到天使在夢中向他顯現，這一切奧秘才向若瑟揭示。在此，由

於瑪竇福音作者提早供給讀者的資訊，讀者便得以由超然的視角，看待若瑟的

心路和經歷。思高聖經譯釋者在註釋中說明福音書作者何以選用這一敘事手

法：「聖史寫此事是如何慎重小心，惟恐引起讀者的一些誤解，遂立刻說是『因

聖神』受孕的，但此事聖若瑟還不知道（頁 37）。」這段說明是思高聖經的註

釋中，少數提及聖經文學筆法的部分，不過這一討論並不是為了引發讀者對於

聖經文學性質的興趣，而仍是為了強調瑪利亞童貞懷孕這一信理。上一段落筆

者已指出，對於標題，譯釋者在乎的是其能否引導讀者理解文本中的神學內

涵，並不在乎另加的標題是否會打斷原文敘事結構；在這一段中，譯釋者呈現

出相同的思考邏輯，對於註釋的內容，僅在乎能否由此進一步探討文本中的神

學內涵，並不注重引導讀者欣賞原作者精心的文學筆法，若有涉及，也僅是順

帶一提。《思高聖經》主譯者雷永明於自傳中曾說明他對於聖經詮釋的堅持：

「我們的註釋，應該是屬於歷史教義性的，不可著重於文學高低的批評、文體

的種類和編輯的過程等等問題（韓承良譯，1987，頁 219）。」由上述對於瑪

1:18-25 小標和註釋兩方面的分析可以推測，雖然雷永明僅言及註釋，實際上

《思高聖經》的所有附文本都偏屬歷史教義的性質，也都是為了歷史教義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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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經的文學性被譯釋者擺在相對次要的位置，不須著重解釋，若有必要，

亦可為了教義目的犧牲聖經的文學美感。 

回頭聚焦於瑪竇福音中厄瑪奴耳的預言，在這裡思高聖經譯釋者如何詮釋

瑪竇福音作者對於經文的引用呢？首先，讓我們再次並列《思高聖經》依撒意

亞書中的厄瑪奴耳預言和瑪竇福音書中的預言，並在上文已討論過的「貞女」

一詞的翻譯外，再進一步比較整句翻譯上有何異同。 

 

表 4 依撒以亞書 7:14 與瑪竇福音 1:23 譯文比較 

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依撒意亞 7:14，思高聖

經）。 

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

我們同在（瑪 1:23，思高聖經）。 

 

在此，筆者觀察到兩個最主要的差異。第一，命名的主動者不同。在依撒意亞

書中，將嬰孩取名為厄瑪奴耳的，會是這位預言中提及的「貞女」；在瑪竇福音

書中，命名者則是籠統的「人」，似乎泛指眾人。第二，厄瑪奴耳的意思有無在

正文中補充解釋。在《思高聖經》依撒意亞書的正文中，僅將孩子的名字以希

伯來文呈現為ל ֵֽ נּוַא  ָמָּ֥ 在《思高聖經》瑪竇福音的；「厄瑪奴耳」（Immanuw'el`）עִׁ

正文中，將之音譯為希臘文 Ἐμμανουὴλ（Emmanouēl）「厄瑪奴耳」以後，進而

解釋「厄瑪奴耳」這一音譯詞的意思。在此，譯文差異最直接的原因是，譯釋

者主張在翻譯時亦步亦趨、緊跟原文：翻譯依撒意亞書時就緊跟馬索拉希伯來

文本，翻譯瑪竇福音時就緊跟希臘原文，而瑪竇福音中預言的希臘原文，補入

依撒意亞希伯來原文所無的字句。然而，預言在依撒意亞書和瑪竇福音譯文中

所呈現出的不同面貌，是否就是出於希伯來原文和 LXX 希臘譯文的差異呢？讓

我們接著比較 LXX 依撒意亞書的預言片段，和瑪竇福音的預言片段： 

 

表 5 依撒意亞 7:14 LXX 譯文與瑪竇福音 1:23 原文比較 

ἰδοὺ ἡ παρθένος ἐν γαστρὶ ἕξει καὶ τέξεται υἱόν, καὶ καλέσεις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Εμμανουηλ (Isaiah 7:14b, LXX ed. Rahlfs/Hanhart). 

Ἰδοὺ ἡ παρθένος ἐν γαστρὶ ἕξει καὶ τέξεται υἱόν, καὶ καλέσουσιν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Ἐμμανουήλ, ὅ ἐστιν μεθερμηνευόμενον Μεθ᾽ ἡμῶν ὁ θεός (Matt. 1:23, UBS5). 

 

至此，由依撒意亞希伯來原文，到 LXX 希臘文翻譯，到瑪竇福音希臘文引

用，文本所經歷的層層變異顯得更加清楚。第一，為嬰孩命名的主動者不同，

希伯來原文ָקָרא（qara'）第三人稱陰性單數動詞分詞型態，可能是現在式或近期

未來式「她稱呼（嬰孩）/她將稱呼（嬰孩）……」；LXX 中的 καλέσεις 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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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單數動詞，明確的未來式「你/妳將稱呼（嬰孩）……」；瑪竇福音的希臘

原文中的 καλέσουσιν 則是第三人稱複數動詞，明確的未來式「他們將稱呼（嬰

孩）……」。Raymond Brown（1999）指出 LXX 選用的第二人稱單數動詞很可

能是對原文的誤譯，而瑪竇福音選用的第三人稱複數動詞的原因有三種可能：

福音書作者選用的是另一種較不廣傳的 LXX 版本；亦可能是福音書作者以其他

較不廣傳的希伯來文版舊約對於 LXX 這一誤譯的訂正；還有一種可能是福音書

作者刻意在引用 LXX 經文時，稍加變更動詞形態，以此融入了自己對經文的詮

釋。按瑪竇福音上下文來看，在 1:21 天使已向若瑟啟示「你要給他起名叫耶

穌」，如果在 1:23 又引用經文指稱孩子的母親「她將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這

似乎顯得上下文不連貫。瑪竇福音作者可能更希望讀者毫不含混地由文本得知

「耶穌」這一內涵為「天主是拯救」的名字，是神聖啟示的名字；而「厄瑪奴

耳」這一內涵為「天主與我們同在」的名字，則是眾人要由耶穌的生平理解到

的真理，而不是歷史上這個嬰孩實際的名字。由此，瑪 1:18-25 形成了一個環

繞著耶穌命名始終的完整小段落：以 1:18「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作為

起首，以 1:21「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做為事件陳述的核心，以 1:23「人將稱

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做為事件內涵的補充，以 1:25 若瑟確實在孩子出生後

「給他起名叫耶穌」做為事件完整的收尾。預言中 καλέω 的動詞形態，有人稱

的變異，這可能反映了瑪竇福音書作者和依撒意亞書作者書寫時不同的意圖。

但不僅如此，καλέω 的動詞形態，還有時態上的變異。 

在 LXX 中，預言裡一連串動詞都以明確的未來式呈現：ἐν γαστρὶ ἕξει（將

懷孕）、τέξεται υἱόν（將生子）、καλέσεις（將稱呼），明確將預言中的陳述都定

調為未來的事件。因此，按 LXX 譯者所認定的預言語境，陳述中的主角大約是

一位目前還處於童貞狀態、未來才會懷孕生子的少女，故此譯為 παρθένος 堪稱

合理。LXX 的譯文置放於依撒意亞書的語境，按此語境，預言首要指示的，仍

是天主當時要為南國猶大施行拯救的時間點，至於 LXX 譯者是否對於啟示有了

更進一步的領悟，有意超越依撒意亞書原作者對預言的理解，刻意同時以此詞

彙預示默西亞特殊的受孕降生？這一點難以僅由此譯者所選用的一個詞彙推

斷，有討論空間。不過，有些學者察考了耶穌誕生前的猶太社群信仰狀況後，

認為沒有充分的證據顯示歷代猶太社群曾以默西亞將由貞女超自然誕生的方式

解讀此段經文，亦沒有充分的證據顯示歷代猶太社群曾對此抱持特殊的期待

（Brown，1997，1999）。且不論以上這段複雜的歷史文化，本文關注瑪竇福音

書作者如何解讀 LXX，如何保留了 LXX 的所有動詞時態並在人稱稍有變換的

情況下，以 ἐν γαστρὶ ἕξει（將懷孕）、τέξεται υἱόν（將生子）、καλέσουσιν（將稱

呼），在文本中呈現出預言的全新意義。瑪竇福音的作者將 LXX 依撒意亞書的

片段，編入瑪 1:18-25 這一緊密的文本段落中，以此將預言中的未來式動詞形

態，皆詮釋為超越依撒意亞書歷史背景，指向瑪利亞和她將要誕生的孩子，預

言中的 παρθένος 特別指向尚未與丈夫同房卻因著聖神超自然受孕的瑪利亞。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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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這一文本差異反映的詮釋特色，適合與 LXX 和瑪竇福音中的預言的另一

項差異一併分析：厄瑪奴耳的意思有無在正文中補充解釋。 

聖經學者公認這段補充解釋的文字為 LXX 所無，乃是希臘文瑪竇福音所添

加，思高聖經譯釋者也如此理解，只是這究竟是福音書作者傳承在他以前的基

督徒對於依 7:14 的解釋方式，還是作者本人的匠心獨具，這一點還存在討論的

空間（思高聖經學會，1957；Brown，1999）。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到瑪 1:23

後半的「天主與我們同在」Μεθ᾽ ἡμῶν ὁ θεός 和 LXX 依 8:10 的「至高天主與我

們同在」μεθ᾽ ἡμῶν κύριος ὁ θεός 構句幾乎是一樣的。按原文脈絡，依 7:14

「厄瑪奴耳」一詞第一次在依撒意亞書中出現，8:8「厄瑪奴耳」再一次以呼籲

的形式出現，8:10「厄瑪奴耳」的內涵又再一次呈現於文本。由此看來，無論

瑪竇福音對依 7:14 的引述是福音書作者本人重讀依撒意亞書時的領悟，或者他

僅是將先前基督徒社群重讀舊約文本時的領悟書之成文，依撒以亞書中的厄瑪

奴耳片段出現在瑪竇福音中時，透過引述依 7:14 內文和補充解釋依 8:10 內涵，

「厄瑪奴耳」嶄新而清晰的默西亞詮釋便隨之成形。這樣的詮釋和瑪竇福音的

書寫目的緊密連結，更使得瑪竇福音一章自成一個首尾呼應的完整書寫單位。 

由瑪 1:1 我們看到福音書作者首先宣告耶穌就是那位默西亞、那位基督；

接著 1:2-17 帶出由亞巴郎直到達味再到基督的完整族譜，這裡我們看到基督屬

於人的族譜，且特別是屬於君王一脈的族譜，但這份族譜又帶著一點懸宕的意

味，因為這份父子傳承的族譜記載到耶穌基督的部分，出現了意味不明的轉

折；由此接續到 1:18「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從這裡到 1:25 開啟耶

穌由聖神受生，帶有天主性的特殊背景，且這一文學筆法將耶穌的天主屬性，

與上述君王族譜所述的人性緊密連接。瑪 1:21 天使稱呼若瑟為「達味之子」，

接著立刻告訴若瑟屬於他的孩子「受生……出於聖神」，這裡先說明了耶穌如何

透過與若瑟的承繼關係，成為屬於達味後裔的默西亞，又立刻解釋耶穌如何實

質上超自然地受生於聖神。思高聖經譯釋者在這裡特別註明：「『達味之子若

瑟』，這個稱呼在若瑟的明悟中，應該立刻引起有關『默西亞』的思想（頁

38）」，這一註釋是頗為細膩的。在瑪 1:22-23 對依撒意亞預言的詮釋更是把耶

穌的人性與天主性再一次同時呈現：首先，預言原是對著猶大君王阿哈茲說

的，按瑪竇福音書作者全新的詮釋，此預言指向遙遠的未來中將要誕生的那一

位猶太君王默西亞，是確確實實的猶太人；再者，預言又明確被詮釋為實際意

義上的貞女超自然懷孕，這位嬰孩也照著預言成為了天主與人同在的體現44，

預言既重複陳述了嬰孩的默西亞身份又暗示了嬰孩的天主性。最後在瑪第一章

的結尾處 1:24-25 若瑟照著上主的天使的囑咐辦理了一切，顯示了耶穌的默西

亞身份與天主性的緊密連結是在上主明確的帶領中，成為了歷史上確實成就的

事件。 

                                                      
44 雖然瑪竇福音書作者特別解釋厄瑪奴耳的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但福音書作者對此理

解是否已經達到父、子、聖神三位一體的「聖三論」清晰程度，仍有討論空間。對耶穌基督的

天主性與人性的深入理解，更可能是歷代基督徒透過反覆思想基督生平，逐漸發展完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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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可見，當瑪竇福音的作者引用厄瑪奴耳這一預言時，他的意圖和依

撒意亞書作者以及將依撒意亞書譯為希臘文的 LXX 譯者的意圖有清楚的差距。

瑪竇福音書的作者引用預言時，已經完全去除了依撒意亞原書的歷史脈絡，單

以這一預言指向耶穌和他的母親瑪利亞。而預言中描述瑪利亞的 παρθένος 這一

詞彙，則是用作以將耶穌基督的人性與神性來源緊密交織的工具之一，這個詞

彙中內涵的貞潔意味必須清楚的翻譯出來，如此才能呈現出瑪竇福音作者所欲

指出的耶穌天主性的證明。按此，雖然思高聖經譯釋者在依撒意亞書中，將厄

瑪奴耳預言中的ה ָמָ֗ לְׁ 譯為「貞女」時，曲解了該先知書作者的意圖，強迫詮釋ע 

出不合原文脈絡的意涵；譯釋者在瑪竇福音中，將厄瑪奴耳預言中的 παρθένος

的譯為「貞女」時，卻完全呈現出福音書作者的意圖，符合瑪竇福音書的文本

脈絡。由此，我們看到《思高聖經》在瑪竇福音的正文翻譯上是貼近此文本的

書寫脈絡的。至於聖經裡的註釋，1957 年《福音》說明此引述是照著「依撒意

亞所預言的：耶穌的母親懷孕時為貞女，生了耶穌仍是貞女（頁 39）」，可見譯

釋者對瑪竇福音的詮釋邏輯，延續其對於依撒意亞書預言的理解。在 1968 年合

訂本的瑪竇福音，則僅在旁註標明依 7:14 的字樣，供讀者將引文與原出處經文

比對。這和依撒意亞書中的註釋在各版次的變化呈現同樣的規律：早期版次有

較多的詮釋，較清楚地引導讀者按譯釋者的觀點去解讀聖經；晚期版次的詮釋

則較為簡要，雖然背後地詮釋邏輯和早期維持一致，但這種註釋方式既使詮釋

超越文本陳述內容的幅度縮小，也就給了讀者較多的詮釋的空間，而不必事必

跟隨譯釋者特定的解經觀點。 

 綜合以上的依撒意亞書和瑪竇福音的厄瑪奴耳預言翻譯來看，即使看起來

相類似的預言片段，放在不同的書卷脈絡中，合宜的翻譯方式也可能大為不

同。由《思高聖經》在新舊約中對預言的解釋來看，筆者感到譯釋者盡力吸納

當代歷史考證學之時，更加高舉教會傳授與訓導傳統詮釋的經文字意，這時而

導致了詮釋邏輯的刻意與不連貫。譯釋者對傳統的偏好，顯示其傾向天主教會

中的保守陣營，雖然前後版的聖經註釋在聖經合訂所必須的精簡下，刪減了不

少鮮明的傳統解經特色，這與思高聖經改版前後適逢梵二前後天主教會開廣詮

釋聖經的幅度有關，但譯釋者的保守立場仍沒有太大改變，背後的翻譯與詮釋

邏輯也幾乎沒有變動。在下一章的經文分析中，筆者會對於《思高聖經》詮釋

傾向做出更進一步的分析與補充。 

 

瑪利亞初登場：小結 

在這一章中，我們首先察看了《思高聖經》中，瑪利亞首度出現在新約書

信迦拉達書中的身影。文本的敘述雖然簡要，但譯釋者已在初版的註釋中推論

出「天主之母」這一瑪利亞信理及其他天主教的重要信理，我們也在比較這段

經文前後兩版翻譯及註釋中，看到譯釋者早期傾向由經文多層次延伸而出、以

註釋討論神學，晚期的聖經解釋則較收束，回歸於該書卷的經文本身。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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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進入福音書中觀察瑪利亞在其中的身影，首先遇到的棘手翻譯議題便是瑪

竇福音中的厄瑪奴耳預言，在此，我們需要先跳回舊約厄瑪奴耳預言首度出現

時的文本脈絡，再返還福音書中，評估此時厄瑪奴耳的預言被置入了何種新約

文本脈絡，以此分別評估這兩處的翻譯，並說明為何當《思高聖經》將舊約的

厄瑪奴耳預言譯出「貞女」一詞時為何不甚妥當，而當瑪利亞在《思高聖經》

中以「貞女」形象在瑪竇福音書中出現時，為何頗為適切。由此，筆者也在本

章中，進一步省思何謂誤譯，何為適宜的翻譯。 

在本章的討論中，我們還看到許多思高聖經詮釋聖經的傾向和堅持：堅持

啟示於整本聖經中的一貫性，並經常於註釋中旁徵博引其他書卷的經文以強調

此點；強調對於教會訓導和傳授的追隨，而這一追隨經常以偏於保守的面貌出

現在《思高聖經》的釋經中；積極運用現代考證學科的研究成果，但這一運用

只用以支持教會的教導，不用以反對或挑戰。對於當代天主教會更發清楚接納

的「漸進啟示」和「更豐富的含意」，思高聖經大致上保持肯定的態度，只是來

到對於文本的字句分析之處，譯釋者仍盡量堅持傳統偏好的字句和諧無誤與一

次到位的完全啟示，這在譯釋者所堅持的四福音和諧與對依撒意亞書中預言的

解讀，可以見得。在翻譯正文與聖經解釋的配搭原則方面，譯釋者在譯文正文

中，偏好嚴謹跟隨原文作者的句法；在聖經解釋中，則更多呈現譯釋者解讀啟

示的觀點。除了隨章附註外，文本中的大小章標題也是譯釋者引導讀者理解聖

經時使用的附文本之一。無論是哪一種附文本，譯釋者重視的都是以其展現神

學旨趣，而非聖經的文學性或其他。各段經文改版前後，詮釋幅度都有調整，

早期譯本仔細申述譯釋者特定的詮釋觀，留給讀者的詮釋空間較小；晚期譯本

仍保有譯釋者傳統的詮釋傾向，但申論大幅減少，大方向堅持天主教會的聖經

詮釋立場之餘，留給讀者較大的詮釋空間。這與梵二前後天主教會整體的體質

改革有關，但譯釋者的詮釋立場究竟有多保守？這會導致其翻譯文本時，呈現

出怎樣的現象及翻譯議題，筆者將在下一章節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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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伍章  瑪利亞的特質？ 

充滿恩寵與終身童貞 

 

上一章我們由迦拉達書到瑪竇福音，看到瑪利亞在宗徒的筆下，如何由一

個不具名的女子到一位達味族譜中的貞女，逐漸被勾勒出更具體的形象。在這

一章中，我們要由路加福音第一章中天使加俾額爾與瑪利亞的對話開始，再來

探討兩個瑪利亞於《思高聖經》中呈現出的形象，也觀察這反映了《思高聖

經》的何種詮釋觀？ 

 

第一節 那名充滿恩寵者 

在瑪竇福音中我們已經看到，瑪利亞以間接被提及的方式出場，在那卷福

音書的開頭，若瑟才是敘事中的主要人物。但是當我們來到路加福音的初章，

我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耶穌誕生史，在此，瑪利亞成了主要人物之一，她的

動作、神態、情緒、甚至禱詞，都向讀者一一陳明。事實上，路加福音第一

章，是整個新約正典中，關於瑪利亞最長的一段記述片段（Pelikan，1996）。要

探討這樣一本福音書中的瑪利亞，可以從其中天使向瑪利亞問安的片段開始：

「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你同在！」（路 1:28）。首先，讓我們先概要地了

解這本福音書，特別是福音書開頭的架構。 

 

一、「充滿恩寵者」所處的福音背景 

新約正典中的路加福音與宗徒大事錄原為同一部作品的上下兩卷，這由兩

卷書的序言路 1:1-4 和宗 1:1-3 可以清楚得見。序言中，作者把作品獻給「德敖

斐羅鈞座」，由文本可見，這位德敖斐羅並不是猶太人，他對基督信仰有基礎的

認識。當時的文人流行將寫成的作品題獻給尊長，但這不代表這部作品是單為

這位德敖斐羅所寫的，由文中內容可見，作者亟欲萬民得知福音的內涵，而這

部作品也是面對所有趨向基督信仰的非猶太人所寫的。在路加福音中，作者每

每多加註明猶太文化特有的風俗（如路 22:1-7），似乎刻意略去可能冒犯非猶太

人的資料（如瑪 10:5、瑪 15:24、谷 7:24-30 等類內容不見於路加福音），也有

意將耶穌的族譜及生平置於非猶太人更有共感的世界史脈絡中。由路加福音序

言中作者自謂的「仔細訪查」與「按著次第書寫」的決心，我們也可以看見作

者立意完成具備宏觀歷史價值的作品，但這不代表該作品符合現代史學的標

準。在福音書中事件的編排上，作者時常跟隨馬爾谷福音的次序，有直接參考

馬爾谷福音的痕跡；本書與瑪竇福音雖有相關的記載內容，但比對兩者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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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卻不似直接參考過現存的瑪竇福音。 

路加福音暨宗徒大事錄的作者，致力於將他的神學思想與書卷的文體架構

緊密結合。在路加福音，我們看到天主的計畫如何由舊約模式過渡到耶穌救世

生平；在宗徒大事錄，我們看到天主的計畫如何由耶穌在地使命的完成接續到

初代教會的建立。其中，關於舊約到新約的接續，作者特別在路加福音一、二

章中設計了一種平行且又遞進的文體架構，精巧的呈現出舊約為新約作預備、

新約又比舊約更為榮耀的神學思想（Brown，1999）。 

路加福音卷首簡短的序言結束以後，一雙平行的誕生預報敘事立刻展開
45：先行的是代表舊約模式的施洗若翰誕生預報（路 1:5-25），承續的是開啟新

約的基督耶穌誕生預報（路 1:26-45, 56）。在先行的敘事中，匝加利亞和依撒伯

爾的處境，正如同舊約中許多不孕的夫妻，又特別類似年老而幾乎絕了懷孕指

望的亞巴郎和撒辣，天主超自然地使這對老邁的夫妻懷上子嗣，而這位子嗣不

是別的，正是舊約最後一卷先知書中預報的那位末後的先知厄里亞（拉 3:23-

24；路 1:16-17）。在承續的敘事裡，瑪利亞面臨了一種舊約中前所未見的處

境，天主要超自然地使這位處女懷上子嗣，而這位子嗣不是別的，正是承接

「先祖達味御座」的默西亞（路 1:32），並且是「天主的兒子」默西亞

（1:35）。由此處可見，作者透過平行的文體架構，呈現出一個始終超越自然限

制的天主，且天主在新約中運作的超自然，又遠遠超越了舊約選民之所見所

聞。在路 1:27 中，瑪利亞兩次被稱為 παρθένος，《思高聖經》譯為「童貞女」，

由文體架構來看，幾乎可以斷定這一詞彙是福音書作者出於刻意的強調，要叫

讀者注意到這超越舊約所有懷孕奇蹟的「貞女懷孕」是出於天主，但這奇蹟的

焦點並不是這位貞女，而是這位貞女的孩子，且是為了凸顯這位孩子的不凡。

也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現存的瑪竇福音和路加福音，不似有互相參照的痕跡，

甚至兩福音書保存了差異頗大的耶穌童年史料，卻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留下初代

教會相傳的「貞女懷孕」傳統。誕生預報的敘述一完畢，便緊接上平行的誕生

事蹟，先行的是施洗若翰的誕生敘述（1:57-66, 80），承續的基督耶穌的誕生敘

述（2:1-12, 15-27, 34-40），但這組平行敘述不若前一組對稱，因為作者為耶穌

的誕生花了更為詳盡的筆觸描繪（Brown，1978，1999）。《思高聖經》的註釋

以闡明神學思想為首務，不以文體分析為重，卻也在 1957 年版次的譯註中，指

出路加福音開頭以平行的方式敘述兩組奇蹟生育（頁 666），並特別說明在第一

組平行敘述中，後行的基督誕生預報遠超越前行的若翰誕生預報，而「充滿恩

寵者」一句便出自於天使向瑪利宣報受孕時的問候，以下讓我們一讀完整經文

片段：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俾額爾奉天主差遣，往加里肋亞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去，

到一位童貞女那裏，她已與達味家族中的一個名叫若瑟的男子訂了婚，童貞女的

名字叫瑪利亞。天使進去向她說：「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你同在！」【在女

                                                      
45 此處路加福音一到二章平行文體分析，採納 Brown（1997）使用的架構（頁 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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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她卻因這話驚惶不安，便思慮這樣的請安有什麼意思。天

使對她說：「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看，你將懷孕生

子，並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他將是偉大的，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上主天主要

把他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他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直到永遠；他的王權沒有

終結。」瑪利亞便向天使說：「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 天使答覆她

說：「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廕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

主的兒子。且看，你的親戚依撒伯爾，她雖在老年，卻懷了男胎，本月已六個月

了，她原是素稱不生育的，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瑪利亞說：「看！上主

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天使便離開她去了（路加福音 1:26-38）。 

 

 這一段的誕生預報和前一段若翰誕生預報的大致架構皆為：天使顯現、領

受預報者的反應、天說明預報的內容，領受預報者做出回應，天使進一步闡

釋、而後離開。前一段預報結束在天使離開後，依撒伯爾懷上若翰五個月，這

一段預報開始於「到了第六個月……」（1:26），天使向瑪利亞顯現。文中「在

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一段，《思高聖經》特別以方括號標註，提醒讀者這段文

字是後代文士抄寫時，由路 1:42 竄入的，當代聖經學者對此也多有共識。當天

使初步向瑪利亞預報耶穌的誕生時，話中便已點明耶穌默西亞身分的不凡，但

是當瑪利亞再一次提問時，天使又進一步闡明耶穌的天主性。可見在這段敘述

中，作者本意是要強調基督論方面的神學思想，但透過「充滿恩寵者」等相關

經文片段的翻譯與詮釋和逐步建構於其上的瑪利亞學，後代瑪利亞學旺盛的發

展起來。接下來，讓我們專注於「充滿恩寵者」這一單詞的翻譯分析，並觀察

《思高聖經》的處理方式反映了譯釋者的何種詮釋立場。 

 

二、「充滿恩寵者」的希臘原文語言結構 

讓我們先看一下這一單詞出現的經節，其希臘原文為何。再進一步分析這

一單詞的文法架構和所處的文本脈絡： 

 

καὶ εἰσελθὼν πρὸς αὐτὴν εἶπεν, Χαῖρε,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ὁ κύριος μετὰ σοῦ (Luke 1:28, 

UBS5, the underlining is added by this author). 

 

《思高聖經》翻為「充滿恩寵者」的譯文，對應的希臘原文為一單詞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文法的形態是陰性完成被動式分詞（perfect passive participle）。

在希臘文中，分詞可用作名詞，在分詞前加上定冠詞能更清楚地顯示名詞的指

示對象。在這段文句中，天使一向瑪利亞顯現便稱她為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kecharitōmenē），雖然單詞前沒有再加上陰性定冠詞，卻可由上下文清楚看

出，在此是限定指稱瑪利亞的名詞。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的動詞原形為 χαριτόω

（charitoō），與名詞 χάρις（charis）是同源詞，天主教會一般將 χάρις 英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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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中譯為「恩寵」。χαριτόω 是一種作為動詞（factitive verb），使目標受詞

進入某種狀態、轉化為某種狀態，可譯為「提供恩寵給……、使……得著恩

寵」。這樣的作為動詞，時而帶有「充足、豐盛」的意味，使目標受詞「完全進

入某種狀態、充足地轉化為某種的狀態」（Brown，1978；Moulton，1906），由

此讀者可以一窺《思高聖經》的譯文中「充滿」可能的語源。再者，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帶有完成式的語態，在希臘文中指的是一種在過去展開，到現在

這個時間點已經完成的動作；或在過去展開，到現在這個時間點仍然持續保持

的行動狀態。按路 1:28 的語境來看，似乎較符合後者的文法意涵，強調瑪利亞

「現在正處於」蒙受恩寵的狀態（洪媽益，1996；Fitzmyer，1981）。綜合以上

的文法分析，我們可以看到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在此當作名詞使用，用以指稱瑪利

亞；詞彙內含 χαριτόω 動詞被動式語態，並且此動詞帶有「使…充足的成

為…」的意味，或可譯為瑪利亞「充足地得著了恩寵」；詞彙內含也動詞完成式

語態，強調瑪利亞「現在正處於」充足地得著了恩寵的狀態。 

瑪利亞所蒙的恩寵是什麼呢？天使以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一詞問候完瑪利亞之

後，緊接著告訴她：「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看，你將懷孕生子，並要給他起

名叫耶穌（路 1:30-31）。」可見恩寵指的是：得著榮幸，能以領受獨特的職

份，成為默西亞的母親，生育默西亞。由瑪利亞聽完天使說明以後的提問：「這

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路 1:34）」，似乎可以感覺到這使命對瑪利亞

而言是極陌生的概念46，上一章筆者有略提，貞女懷孕的默西亞記號可能並不

存在於耶穌誕生以前的猶太社群，而是基督教社群對於信仰文本的再詮釋。再

考慮進當時猶太社會的背景，瑪利亞在未過門之前懷孕，大約不能完全避免掉

社會和家族中的壓力。按路加福音所提供的資料，不足以讓我們全面還原當時

的時空背景，我們甚至不能確定這段天使與瑪利亞的對話，經過了福音書作者

多少的編輯。但我們可以按文本脈絡推論，福音書作者確實認為領受這一職份

是一恩寵，也是一個需靠天主充足恩寵才能夠承擔起的職份。由這一角度來解

讀，天使稱呼瑪利亞為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時，預備承接使命的瑪利亞確實是、也必

須是「處於充足得著了恩寵的狀態」。 

 由上文可見，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這一天使對於瑪利亞的稱呼看似簡單，若欲深

究，亦可提煉出豐富的內涵，這一單詞也緊密嵌合於福音書的文本脈絡之中。

於是，當希臘文新約正典被譯入不同的語言世界時，譯者如何處理這一單詞的

翻譯，便值得關注。而事實上，拉丁譯者如何處理這一單詞的翻譯，對於後代

西方基督教的信仰詮釋造成了重大的影響。以下，就讓我們分析集拉丁聖經譯

本之大成而出的《武加大譯本》如何處理這個單詞的翻譯，這樣的翻譯又對後

來的聖經詮釋和瑪利亞學的發展，造成何種影響？ 

 

                                                      
46 下一節討論瑪利亞守貞志願時會進一步分析路 1:34 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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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滿恩寵者」的拉丁譯文及其影響 

在此，讓我們也先看一下這一單詞出現的經節，其拉丁譯文為何。再進一

步分析這一翻譯的文法架構和與之相關的詮釋及影響： 

 

et ingressus angelus ad eam dixit: Ave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Luke 1:28, Biblia Sacra Vulgata, the underlining is added by this author). 

 

文中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一段便是《思高聖經》所指明，在後代文士

抄寫過程中由路 1:42 竄入的文句。這段文句在《武加大譯本》中，被當作正文

保留，而《思高聖經》以方括號保留這段文句，足見譯釋者雖立意根據最接近

原始版本的希臘正典翻譯聖經，卻也參考這一長久作為天主教會官方聖經的

《武加大譯本》，並似乎願意盡可能以明確標示出處的方式，將此拉丁譯本的影

響保留至《思高聖經》的譯文中。文中 gratia plena 是對於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的翻

譯。其中 gratia 是陰性名詞，是 χάρις 的拉丁翻譯，也是英文單詞 grace 的字

源，在當代天主教中文神學語彙中一般譯作「恩寵」；plena 是搭配 gratia 的陰

性形容詞，意思是「充足的、豐盛的」。在希臘文中，天使以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直

接指稱瑪利亞，在拉丁文中，天使轉而以 gratia plena「充滿的恩寵」直接指稱

瑪利亞。由希臘文到拉丁文，原文的文法結構是完成被動式分詞，譯文的文法

結構是形容詞加上名詞，在此，譯者並非以相近的文法結構做出字對字的的翻

譯，而是以不同的文法結構做出譯者認為足以表現相近文本內涵的翻譯。相近

的文本內涵是天使認明瑪利亞蒙恩的狀態，並以此稱呼她。不同的文法結構在

於：希臘文的稱呼中內含動作的狀態，表示瑪利亞已經充分地進入一種蒙恩的

狀態；拉丁文的稱呼著重瑪利亞現在的處境，表示瑪利亞現在處於充分的蒙恩

狀態。由此看來，這樣的譯文並沒有違背文本的內涵，雖然乍看之下，和原文

有所差距，但實為譯者策略性的翻譯選擇。雖然單比較文本，無法進一步分析

其選擇動機，卻也不宜逕稱之為誤譯。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這一文本片段由希臘原文到拉丁譯文，並非字對字

的翻譯；但由《武加大譯本》到受此拉丁譯本影響的各語種聖經翻譯，在處理

這一文本片段時，卻往往使用近乎字對字的翻譯方式，且都在翻譯時對 plena

一詞中含括的「充足、豐盛」等語意範圍內，選擇能強調出「完全、完滿」意

涵的字詞。，具代表性的聖經之一，是 1582 年間由《武加大譯本》間接譯為英

文新約全書的《杜埃—蘭斯聖經》，此聖經將天使對瑪利亞的稱呼譯為 full of 

grace。幾部具代表性的中文天主教聖經，看起來也都受到《武加大譯本》的影

響。康熙年間完成的《白日昇譯本》將這一片段譯為「滿被聖寵者」，乾隆至嘉

慶年間成書的《古新聖經》譯之為「與爾滿被聖寵的」，民國初年蕭靜山翻譯的

《新經全集》譯為「滿被聖寵者」，另一稍晚脫稿的吳經熊《新經全集》亦譯之

為「滿被聖寵者」，《思高聖經》則無論 1957 年還是 1968 年的版次均譯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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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恩寵者」。英文版《杜埃—蘭斯聖經》仿照《武加大譯本》直接以瑪利亞

蒙恩的狀態稱呼瑪利亞，中文版天主教聖經的譯者，為了讓讀者容易理解這段

文字是天使對於瑪利亞的稱呼，在這字對字的翻譯前後，又加上了「與

爾……」或「……者」的字樣，不過除了這一關乎中文行文通暢的小差異以

外，我們可以看到這幾部天主教英文和中文的聖經譯本都帶有《武加大譯本》

的影響，且都在譯文中特意強調了「完全、完滿」的意涵，甚至中文天主教譯

本中，晚出的《思高聖經》雖聲明必根據聖經原文翻譯，在這段正文中卻好似

透過《武加大譯本》間接翻譯而成。思高聖經對這段經文的翻譯和詮釋，筆者

於下文還會進一步分析，然而在此，筆者要再多討論一點，在教會歷史中，

plena gratia 的翻譯如何影響後代基督教思想家的對經文的延伸詮釋？後代的聖

經譯者，又何以執著於譯出 plena 一詞中「完全、完滿」的意涵？ 

 

表 6 歷代天主教中文聖經對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的翻譯 

《白日昇譯本》 滿被聖寵者 

《古新聖經》 與爾滿被聖寵的 

蕭靜山《新經全集》 滿被聖寵者 

吳經熊《新經全集》 滿被聖寵者 

《思高聖經》 充滿恩寵者 

 

要討論 gratia plena 於瑪利亞學中的概念，不能不稍微討論恩寵這一神學概

念的演變。聖經各部書卷由不同的面向描述神聖恩寵的特性：舊約作者描繪的

恩寵是天主對人的俯就和善意，又記載了天主如何以具體的行動顯明這恩寵，

甚至最終天主願意將自己完全給予人類；這便連結到新約的起始，基督耶穌成

為天主恩寵在地上的體現；保祿進一步於書信中說明耶穌的降生、受死、復活

如何能成全人類整體的救贖，以此宏觀地建構出恩寵如何嵌合於天主創世以來

救贖計畫之中。宗徒後教父時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力圖於紛雜的希臘羅馬文化

中引入基督教思想，以恩寵帶來的真實自由駁斥當時頗為盛行的宿命論

（fatalism），從而此時期的思想亦著重「神化」（divinization）的概念，強調基

督成全的救贖是嶄新人性的來源，於是人得以自由選擇天主，日漸肖似天主

（「恩寵神學」，1996；Grace (Theology of)，2003）。生於西元四世紀中葉的奧

斯定，對於恩寵神學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力。相較於早期教父在抗衡宿命論的

背景中發展出的神學思想，奧斯定則是在對抗白拉奇主義（Pelagianism）中，

發展出他的神學論調。白拉奇主義主張人有完美的自由意志，信仰只是幫助，

而非必要，奧斯定駁斥白拉奇，指出墮落的人類雖有自由選擇（liberum 

arbitrium）的能力，卻失落了選擇天主的真實自由（libertas），真實的救贖始於

恩寵的驅動，也終於恩寵不可抗力的成全。由於奧斯定的恩寵思想似乎帶有極

端預定論（predestination）的味道，在 529 年奧倫居（Orange）地區會議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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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澄清「預定成為邪惡」（predestination to evil）的思想不可接受（Grace 

(Theology of)，2003；Weaver，1996）。中世紀最具代表性的神學家非阿奎那莫

屬，他使用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概念，重新詮釋在他以前的教父思想，並以此建

構出他的恩寵理論。奧斯定的恩寵思想重筆強調天主的超越性和絕對性，這一

思想脈絡延續到中世紀，促使彼得倫巴都（Peter Lombard）提出恩寵即為聖神

的主張，這一主張幾乎排除了人性如何受恩寵影響的思想幅度，因此阿奎那並

不認同，轉而在天主的恩寵和人的自由之間，開展出人類由於天主傾注的恩

寵，起而追求天主的動態面向，並以亞氏形上學語言解釋這種稱為「受造恩

寵」（created grace）47的恩寵效果如何運作。受造恩寵是天主自由給予的恩賜

（gratia gratis data），由天主以附屬的形式（accidental form）傾注於人的本性之

上，於是人雖沒有因此改變為神，卻產生一種新的傾向與動力，得以向上提

升，接受天主超性的生命，是為阿奎那稱呼的新人性（new nature）（潘永達，

2013；Grace (Theology of)，2003）。 

阿奎那以「受造恩寵」這種超性實質解釋，處於經驗世界的人如何與超性

（supernatural）世界連結，人性又如何藉由恩寵逐漸被提升至更圓滿的超性境

界。由亞氏語言建構而成的受造恩寵概念，自此在士林哲學中漸成顯學，但晚

期士林哲學卻忽略了將受造恩寵源根植於天主的非受造恩寵，反而獨立地聚焦

受造恩寵，並關注如何透過恩寵的作用，做工以得賞報。中世紀的瑪利亞學也

以這種受造恩寵的概念建立而起：瑪利亞是 gratia plena，因為她蒙揀選成為天

主之母，也必定蒙受了相匹配的極大恩寵；這恩寵之完全，甚至使她始胎阻絕

於罪，好預備她成為孕育天主的堪用器皿；這恩寵之超越，過於其他受造物所

領受的恩寵，甚至瑪利亞成為女性中保，這中保的意義不同於基督的唯一中保

性，卻在基督之下援助眾人與天主連結；這積蓄在她裡面的受造恩寵豐滿到一

個程度，甚至瑪利亞有如恩寵的儲蓄池，可以將這充滿在她裡面的超性實質分

授給他人，人也可以在缺乏時，向瑪利亞索求這恩寵（潘永達，2013；

Gambero，2005；McGrath，1993）。 

由上文可略窺，《武加大譯本》的譯者耶柔米以後的眾基督教思想家，在

plena gratia 的文本以上發展出的瑪利亞學，延伸做出的各種遠超過文本內涵的

詮釋：從瑪利亞蒙受的卓絕恩寵，推論出瑪利亞的始胎無玷；從瑪利亞蒙受的

卓絕恩寵，推論出瑪利亞超越眾聖徒的中保地位；從瑪利亞蒙受的卓絕恩寵，

推論出瑪利亞分賜恩寵的特殊能力。當代研究瑪利亞的學者，有些支持由 gratia 

plena 發展而成的總總推論，認為這展示了對於聖經「更豐富的含意」的詮釋；

另一些學者則擔憂過度延伸的推論會導致對於天主的關注不恰當的移轉到瑪利

亞的身上，並指出歷史上確實曾有這樣的現象發生，這一派學者更為嚴謹地專

注於聖經的「文字意涵」（張春申，1988；Fitzmyer，1981）。 

至此，我們看到了《武加大譯本》如何翻譯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由 gratia plena

                                                      
47 優先於「受造恩寵」的概念是「非受造恩寵」（uncreated grace），天主對人的俯就與善意皆屬

於此，最終，天主本身就是非受造恩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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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譯文而出，又生成了何種關於瑪利亞的恩寵思想。接下來，讓我們比較一

些重要更正教和天主教聖經，由此對照思高聖經如何處理這一帶有濃厚瑪利亞

學思想歷史的翻譯片段及其詮釋立場。 

 

四、「充滿恩寵者」的各式譯文與思高聖經譯文 

上一小節中，我們已經看了幾個重要的天主教中文譯本對這一文本片段的

翻譯。在這一小節的開頭，讓我們先比較一下更正教的聖經翻譯和天主教的聖

經翻譯在這個和瑪利亞高度相關的片段，有怎樣的異同？馬禮遜的聖經翻譯雖

然甚受《白日昇譯本》的影響，但是在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這一片段除了跟隨白日昇

將 χάρις/gratia 譯為「寵」以外，譯文的結構和《白日昇譯本》大為不同。《神

天聖書》以後的幾個重要更正教中文聖經在處理這個內含動詞意味的原文時，

翻譯的結構大同小異，《神天聖書》的翻譯為「大獲寵」，《委辦譯本》譯為「受

恩」，《和合本》和《和合本》以後出版的《現代中文譯本》和《新譯本》均譯

為「蒙大恩」。總地來說，表 6 的天主教中文譯本和表 7 的更正教中文譯本，最

大的差異是前者一律強調「滿被」、「充滿」這樣的語意，後者則一律不見《武

加大譯本》gratia plena 的間接影響。 

 

表 7 歷代更正教中文聖經對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的翻譯 

《神天聖書》 爾大獲寵 

《委辦譯本》 受恩之女 

國語《和合本》 蒙大恩的女子 

《現代中文譯本》 你是蒙大恩的女子 

《新譯本》 蒙大恩的女子 

 

 前文已說明，《思高聖經》翻譯這段文本時並不迴避《武加大譯本》的影

響，那麼其他當代天主教認可的聖經譯本又如何處理這段翻譯呢？在此，我們

沿續上一章用以參照的英文譯本。RSV 和 NRSV 兩個由 KJV 演生而出譯本，

皆保留 KJV 使用的 favored 一詞，也延續更正教不多加註釋的譯經傳統。其他

幾本重要的天主教譯本 JB、NJB、NAB、NABRE，也都放棄使用 Douay-

Rheims 譯本由《武加大譯本》直譯而出的 full of grace，改用多數更正教聖經採

納的 favored（favoured）譯法。其中，1966 年出版的 JB 和 1970 年出版的

NAB，兩個早期譯本皆選擇在譯文中加上 highly 這一副詞，強調瑪利亞蒙恩寵

的狀態，又隨即於註釋中解釋這一大恩寵是單指著瑪利亞成為默西亞的母親說

的。1985 年修訂後的 NJB 和 2011 年修訂重出的 NABRE 都拿掉 highly 這一修

飾語，也拿掉相關註釋，似乎不願過度翻譯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 一詞的內涵或特別強

調瑪利亞所蒙的恩寵有何異於他人之處。以上幾個天主教官方認可的英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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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見《武加大譯本》的影響，亦可能是刻意迴避《武加大譯本》引人聯想的

濃厚瑪利亞學指涉。這樣的瑪利亞學指涉並不是單由拉丁譯文生成的，而是由

歷代基督教思想家對於拉丁譯文的層層詮釋衍生而成。 

 

表 8 當代天主教英文聖經對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的翻譯 

RSV O favored one, 

NRSV Favored one! 

JB So highly favoured! 

NJB You who enjoy God’s favour! 

NAB Highly favored daughter! 

NABRE Favored one! 

 

 前文已說明，《思高聖經》在 1957 年和 1968 年兩個版次的翻譯中，皆將天

使對於瑪利亞的稱呼譯為「充滿恩寵者」。在 1957 年《福音》版次的註釋中，

譯釋者進一步說明這稱呼：「這話好像給她起的名字，因為她蒙受了卓絕的恩寵

和天主的慈愛，滿渥恩寵（頁 663）。」在 1968 年精簡的合訂版中刪去了這一

則註解。其實早期 1957 年版本的註釋，雖然好像進一步解釋了瑪利亞的恩寵是

「卓絕」的、「滿渥」的，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語意亦不甚清晰。只能說註釋

中再次強調「滿渥」這一詞彙，使《武加大譯本》的影響再次被突顯出來，這

一強調似乎亦能給予眾信徒繼續仰望瑪利亞的空間，仰望瑪利亞分賜在她裡面

滿渥的恩寵。「卓絕」一詞則令人聯想到在天主教會脈絡中的瑪利亞學發展進程

裡，瑪利亞與眾信徒逐漸被劃分出來的差異，瑪利亞或者被劃屬於眾信徒間完

美信徒典範，或者被劃屬於超越眾信徒而近乎天主的肖像。《思高聖經》的正

文，使得在 gratia plena 文本基礎上蓬勃發展而出的瑪利亞思想可與中文翻譯相

容，不過並沒有在隨文註釋中直接置入這些歷代發展而出的瑪利亞思想。雖然

如此，已可看出《思高聖經》的詮釋立場和前述幾本當代天主教英文聖經譯本

明顯有別。《思高聖經》這一文本片段可容納相關的歷代瑪利亞學的傳授；而前

述的幾本天主教英文聖經則完全在詮釋中排除《武加大譯本》和其後的相關神

學思想，甚至似乎刻意以最平實的方式，簡潔地譯出這一詞彙的稱許意味，以

避免過度聯想。《思高聖經》的譯釋使得以「更豐富的含意」的方式容納正典文

本以後發展而出的瑪利亞學成為可能，不僅接受以新約詮釋舊約，也能接受後

代神學家以超過新約內涵延伸發展出的思想詮釋新約；前述的幾本天主教英文

聖經則明顯偏重原文的「文字意涵」。另外，在這段分析中我們也能看到《思高

聖經》偏於傳統保守的詮釋傾向，正文延續傳統譯法中帶有的《武加大譯本》

影響痕跡，隨文附註延續《武加大譯本》以後教會傳授的影響痕跡。就正文而

論，筆者雖不認為這一由《武加大譯本》翻譯策略間接對《思高聖經》造成的

影響可以簡化地歸類為誤譯，但思高聖經譯釋者選擇讓正文反映《武加大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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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間接影響時，仍是偏離了所聲稱的「直接由原文翻譯聖經」的原則了。

就隨文附註而論，這一片段的文字隱約顯示譯釋者以較寬廣的方式接受「更豐

富的含意」，按這種聖經詮釋的方式，譯釋者能接受較多無法直接由聖經文本得

出的思想結論。以下當筆者觀察思高聖經中瑪利亞所呈現出的「終身童貞」的

形象，也會分析這一形象的呈現，是否和這種聖經詮釋的方式有所關聯？ 

 

第二節 那名終身童貞者 

 天主教傳統上相信瑪利亞終生維持了童貞的狀態，筆者在第三章嘗簡要解

釋了終身童貞的信理。然而，單論天主教會內部的意見，對於瑪利亞的終身童

貞便有各種不同的見解，以下筆者要探討的，是思高聖經譯釋者對此信理的定

見為何？理由為何？反映了何種聖經詮釋觀？關於瑪利亞終身童貞的信理與聖

經文本的討論，主要聚焦於三點：一、載於路加福音的天使向瑪利亞報喜一事

中，瑪利亞的回覆是否反映其守貞的志願？二、在瑪竇福音中記載，若瑟在瑪

利亞生下耶穌前並沒有與她同房；在路加福音中描述，耶穌是瑪利亞的頭胎孩

子。這是否暗示耶穌出生以後，若瑟有與瑪利亞同房，並且又生了其他孩子？

三、耶穌有其他兄弟姊妹嗎？只要耶穌確實有其他同母的兄弟姊妹，那麼瑪利

亞的終身童貞就不可能成立。所以，散見於四福音書乃至於新約正典其他文本

片段中的耶穌的兄弟姐妹到底是誰？若望福音的書末，耶穌將瑪利亞託付給他

所愛的門徒，是否表明耶穌果真沒有其他可以託付母親的兄弟姊妹？以下我們

將逐樣探討《思高聖經》如何翻譯與詮釋這幾節辯論焦點的相關經文。 

 

一、守貞的志願？ 

在本章第一節中，筆者嘗完整引述路加福音一章 26 到 38 節，分析「充滿

恩寵者」一詞的文本脈絡，而同樣的文本，也是論者爭辯瑪利亞是否曾表達自

己守貞志願的焦點。在此，天使向瑪利亞說明她所懷的孩子將是至高者的孩子

又是達味的後裔之後，瑪利亞應答：「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

（1:34）。」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先看一下經文的希臘原文：Πῶς ἔσται 

τοῦτο, ἐπεὶ ἄνδρα οὐ γινώσκω; 比較原文與譯文，可見《思高聖經》以頗為直譯

的方式處理這段文字。這段經文雖然是希臘文，卻保留了希伯來文化中以「認

識」指稱性行為的語風。筆者已在第四章舉了好些舊約希伯來文本中以「認

識」表達性事的例子，也說明瑪竇福音文本以「沒有認識」一詞解釋耶穌出生

前若瑟與瑪利亞的夫妻關係：「若瑟雖然沒有認識〔瑪利亞〕，她就生了一個兒

子，給他起名叫耶穌（1:25）」，此為另一處新約希臘文本中出現希伯來語風的

例子。路 1:34 中瑪利亞用以表達自己行動狀態的 οὐ γινώσκω「我不認識」，文

法結構是第一人稱現在式，以平實的中文來表達，大約指「我是沒有發生過性

行為的女子」。幾本當代天主教會認可的聖經，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去除希伯來語

 



96 
 

風，譯出類似的語意，在此僅舉兩本聖經的譯文為例：How can this be, since I 

am a virgin (NRSV)? How can this be, since I have no relations with a man 

(NABRE)? 討論了路 1:34 的原文與翻譯後，讓我們察看《思高聖經》如何詮釋

這節經文。以下首先引述 1957 年《福音》中的完整附註，再引述 1968 年合訂

本重新精簡修編後的註釋。 

 

瑪利亞沒有像匝加利亞一樣，懷疑天使的報告：她全信了天使的話。為瑪利亞只

有一個問題，即怎樣實現天使報告的事，因為「她不認識男人」。「認識男人」是

聖經中習用的術語，指與丈夫結合（創 19:8 戶 31:17 瑪 1:25）。這話在處女口中

不能有別的意思，除非是說的：瑪利亞在現今所處的光景中，按自然說總不能做

人母：已往她從未同男人有過來往，將來也不願有這樣的來往。她說這話，或者

因為她發了童貞誓願，或者至少自己私下已定下守貞的堅固志向，並且對自己的

誓願或志向已與自己的未婚夫若瑟談妥了。最奇怪的是她怎樣會到了定這樣志向

的地步，因為在舊約中找不到這樣的實例。在她當時有厄色尼派人，他們為了禁

慾的緣故不結婚。但是這派人的思想不足以解釋瑪利亞怎麼會定了這樣的志向。

此處我們應當想：天主早有準備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的計畫，因此賞賜聖母聖寵，

使她有這特殊的感動，另一方面是給世人守貞潔的一個新理想。聖奧斯定默想了

這個事實說道：「貞潔的尊位由天主之母開始」（Sermo 51, Virg. 6, 46）。或問：瑪

利亞既然心中定了守貞的志向，為什麼還要訂婚呢？我們以為最恰當的理由是：

天主願意順應人的常法，使耶穌在家庭中長大，這樣在人前保護了童貞聖母和耶

穌聖嬰的名聲（思高聖經學會，1957，頁 665）。 

 

34 節瑪利亞的質問，不是懷疑天使的話，而是探詢她守貞的志願，怎能與做天主

之母的事並存。天使指示給她：天主子在她身上降孕成人，是由於天主的奇工妙

化：叫她雖做母親，仍不失童貞（思高聖經學會，1968，頁 1591）。 

 

由前後兩個版本的註釋可見，雖然思高聖經譯釋者在早期的註釋中以較多

層次的說明詮釋這段經文，在晚期則大幅精簡註釋，但譯釋者始終如一的立場

是：瑪利亞向天使表達沒有發生過性行為時，心中所持的是堅定的守貞志願。

以這一心理因素為前提來理解瑪利亞與天使對話的邏輯，可以將瑪利亞對天使

預報產子生出的問題，視為頗為合理的探詢：既然我已定意終身守貞，那又該

如何實現產子的預言呢？天使因應這一詢問，進一步向瑪利亞保證，透過天主

的大能，她必能繼續堅持終身童貞的志向，又生下天主之子。 

思高聖經譯釋者以諸多的論述證陳文本背後瑪利亞的守貞心志，以下就讓

筆者一條一條察看這些論述的合理性。首先，筆者發現《思高聖經》始終極力

捍衛瑪利亞超卓的信心。在 1957 年版的註釋，一開頭就向讀者保證「瑪利亞沒

有像匝加利亞一樣，懷疑天使的報告：她全信了天使的話。」在 1968 年版的註

釋，也是一開頭就先聲明「瑪利亞的質問，不是懷疑天使的話……」。對於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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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言及瑪利亞因天使的顯現「驚惶不安」的文本片段，1957 年版的註釋為此

特意澄清，瑪利亞這一情緒，絕不是像前文的匝加利亞一般，因天使突然顯現

而「驚慌失措，害怕起來（路 1:12）」，而是「最謙下的處女自以為不配這樣的

讚頌（頁 664）。」但譯釋者如此堅持瑪利亞既不曾感到懼怕，也不曾有過懷

疑，究竟是由文本閱讀自然得出的結論？還是先對瑪利亞超然的品格持有某種

程度的定見，再以此定見回頭詮釋文本呢？ 

在本章第一節的分析中，筆者已說明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施洗若翰與基督

耶穌的誕生預報是以平行遞進的文體架構呈現。平行，因為這兩段預報的敘事

模式相近；遞進，因為後者的奇蹟比起前者，更是前所未聞。上文筆者亦已說

明誕生預報的敘事模式：天使顯現後，根據領受預報者初步的回應，初步說明

預報內容，當領受預報者進一步提問後，再進一步闡明預報內容，爾後天使離

開。而這一敘事模式並不是路加福音書作者獨特的寫作手法，Brown（1999，p. 

156）指出，在舊約中，天使/天主自己預報誕生訊息時，書寫方式也頗為類

似，如創世紀中關於依市瑪耳的預報（16 章）、創世紀中關於依撒格的預報

（17、18 章）、民長紀中關於三松的預報（13 章）。如果我們不單看天使/天主

自己顯現並傳遞誕生訊息的文本，也擴大觀察天使/天主自己顯現並傳遞其它神

聖訊息的文本的話，我們會看到更多類似的敘事模式，如出谷紀 3 章梅瑟領受

神聖訊息的文本片段、民長紀 6 章基德紅領受神聖訊息的文本片段都以類似架

構記敘（Brown，1978，p. 112）。 

整部聖經中天使顯現的相關歷史記述，常以相近文體結構呈現，這不禁使

人思考，各書卷作者對於各自所掌握的有限歷史資訊及傳統，加之以多少裁剪

與編輯，才成為讀者所見到的文本？上一章筆者曾言及宗座聖經委員 1964 年發

布的文件〈對福音歷史性真理的指示〉，文件中指明，福音書中所指涉的歷史事

件，從發生到書之成文，經歷了多層次的遞嬗；而各福音書作者又因應各自的

寫作對象與目的，再進一步編輯文本。所以，我們在觀察路加福音的文本與脈

絡時，便需要時時思考，作者所記述的每字每句，所欲保留的歷史價值和神學

旨趣究竟是什麼？既然路加福音第一章中的兩個天使報訊記述，並不是福音書

作者的第一手見證，那麼我們可以合理地承認，福音書作者基本上不可能一字

不差的記述這些事件，也不無可能進一步將事件的核心訊息加以編輯，好融入

舊約以降的傳統天使報訊文體。 

於是，我們需要再一次關注，路加福音的的作者透過一雙天使預報的記述

所要傳達的核心訊息究竟是什麼？天使預報的記述在聖經各書卷中雖然有大致

的架構，但細節上也呈現出各式變體，有時表面上並不是那麼相像，然而路加

福音第一章中這一雙天使發顯的記述的整體結構卻非常一致，一望可見，幾乎

難以否認是作者刻意為之的構思：天使分別向匝加利亞和瑪利亞顯現時，作者

對兩位領受預報者的第一樣記述都是他們的情緒反應（先不論思高聖經譯釋者

對於這種情緒反應的不同解讀），天使分別安撫匝加利亞和瑪利亞的情緒並陳明

神聖信息後，作者對兩位領受預報者的第二樣記述都是他們所提出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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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個對自身處境的陳述（也先不論思高譯釋者對於這兩個問題與陳述的解

讀），天使都有針對他們的疑慮給予一個信息必然應驗的徵兆，給予匝加利亞的

是一時成為啞巴，給予瑪利亞的是告知依撒伯爾的奇蹟懷胎。這精心的敘事架

構的核心訊息，是要透過若翰奇蹟的誕生，來襯托耶穌更為奇蹟的誕生；又要

透過預報闡明施洗若翰的職分，和基督耶穌更為榮耀的職分。因此，關於路加

福音中的貞女懷孕奇蹟敘述，雖然由文本的字面敘述觀之，不似瑪竇福音明

確；由路加福音的文體架構觀之，卻十分昭然：如果耶穌的誕生不是瑪利亞的

童貞懷孕，而只是瑪利亞和若瑟這對年輕夫妻的自然結晶，那麼他的誕生就遠

遠遜於施洗若翰年邁雙親的老年得子，雙層天使預報的架構也就顯得不明就理

也毫無意義了（Brown，1978，1999）。瑪竇福音和路加福音以不同的方式在文

本中呈現了「基督由貞女懷孕而生」的早期基督信仰傳統，這一點前一節已有

簡述，這裡只是進一步說明。筆者要在這進一步說明中觀察的乃是，在這精心

設計的文本架構中，福音書作者如何一層一層揭示核心神學旨趣？文中所意欲

的瑪利亞的情緒和提問又是什麼？ 

在路 1:26-38 天使向瑪利亞顯現的文本片段中，天使問候完瑪利亞後，首

先報告給瑪利亞的訊息是孩子的名字「耶穌」（1:31），這是聖經中天使誕生預

報敘事中頗為典型的一個步驟，和路 1:13 天使向匝加利亞報告「若翰」一名的

片段平行對稱。接著，天使向瑪利亞啟示耶穌的第一層屬性：「他將是偉大的，

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他要為王統

治雅各伯家，直到永遠；他的王權沒有終結（1:32-33）。」瑪利亞提問並陳述

自身處境後，天使再向瑪利亞啟示耶穌第二層屬性：「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

能力要庇廕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1:35）。」之後天

使再給瑪利亞一個徵兆（1:36-37），這也是天使誕生預報中常見的一個步驟，

這部分與路 1:20 天使讓匝加利亞忽然成為啞巴的文本片段平行對稱。最後，瑪

利亞表示願意預報照著主的旨意成就後，天使離開瑪利亞（1:38）。細看這段文

本中關於耶穌的兩層次啟示，其實是耶穌屬性漸次發揚，從猶太社群逐漸成形

的默西亞期盼，到基督教社群中更清楚呈明的默西亞天主屬性，以下讓筆者解

釋這兩層次的啟示。 

第一層的啟示清楚指向由達味家室而出的默西亞，甚至路 1:32-33 的措辭

方式和聖經中默西亞預言第一次與達味王朝產生連結的文本片段撒慕爾紀下

7:12-16 有許多相近之處，甚至單從《思高聖經》的翻譯，便可略窺一二：如路

1:33「他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直到永遠」呼應撒下 7:13「我要鞏固他的王位

直到永遠」；路 1:32「他將……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呼應撒下 7:14「我要作他

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子」；路 1:33「他的王權沒有終結」呼應撒下 7:16「你的

家室和王權，在我面前永遠存在，你的王位也永遠堅定不移」。第一層啟示中的

默西亞觀與猶太社群對於單一默西亞君王逐漸明確的期待頗為一致，唯天使清

楚點出這位君王就是瑪利亞將要懷上的孩子耶穌（思高聖經學會，1957；

Brown，1999）。第二層啟示進一步說明的默西亞將由貞女超自然受孕而生，確

 



99 
 

實生來為天主之子，具有天主性。前文已說明，為何透過文本架構可見瑪利亞

的童貞懷孕確實是福音書作者極力突顯的記述，這裡我們還要一看在路加福音

中，作者以何種語彙解釋童貞懷孕。路 1:35 中以「聖神」、「至高者的能力」連

結耶穌被稱為「天主的兒子」，這和羅馬書一開頭說明復活的耶穌的天主屬性

時，用詞頗為相近：羅 1:4 解釋耶穌「按至聖的神性48」、「具大能」是「天主之

子」。這也和路加福音三到四章說明受了洗的耶穌的屬性，用詞上有所類似：是

天主的「愛子」（3:22），並有「聖神」的「德能」（4:14），這些共通的詞彙似乎

反映了初代教會中逐漸確定的傳統，也可能見證了早期基督徒社群逐步辨認出

耶穌的天主屬性的過程。在上一章的討論，我們已略窺傳統猶太社群中雖有對

默西亞逐漸成形的盼望，但大約不存在關於默西亞由「貞女懷孕」的明確預言

與期待，於是更難言已由「貞女懷孕」神蹟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辨認出默西亞

的天主性。到了新約時期，較早成書的羅馬書在 1:3-4 節以分別立論的方式說

明耶穌「按肉身是生於達味的後裔」並且「按至聖的神性…被立為具有大能的

天主之子」，可能保留了早期基督徒認出從死裡復活的耶穌所具有的默西亞天主

屬性；路加福音 3-4 章中記載耶穌受了洗以後由天父宣告為愛子，可能保留了

早期基督徒在進一步的默想中領悟了受洗後開始公開傳道的耶穌已充分彰顯了

天主屬性；路加福音 1:26-38 節連貫而和諧的表達耶穌就是達味的後裔默西

亞，肉身的成胎便是天主超自然的工作，是為天主之子，這段文本不再有羅馬

書分論的語氣，倒似瑪 1:1-25 節的記述，由耶穌的默西亞身分推展至耶穌的天

主性，自始至終連成一氣，顯現天主超自然的帶領，這可能顯示了初代教會至

少在路加福音成書時已經更明確地領悟了，耶穌早在受孕成胎時已充分具備天

主屬性49。在路 1:35 中聖神和至高者的能力以「臨於」、「蔭庇」二動詞描繪，

在此並無古希臘羅馬神話中神人交合的性行為暗示，反而有如創 1:2「天主的神

在水面上運行」的創造之工，而當默西亞的成胎由貞女超自然受孕而成，這也

確實是超越歷代猶太信仰社群所傳承的默西亞盼望，而成就了超越人所能設想

的嶄新創造之工（Brown，1978，1999）。 

由此可見，在路 1:34 瑪利亞應答天使前的一段神聖訊息，所揭示的是耶穌

正是歷代猶太社群期盼的那位彌賽亞，訊息內涵也與聖經舊約的默西亞文本頗

為一致而相互呼應；路 1:34 瑪利亞應答天使後的一段神聖訊息，所揭示的是則

是耶穌如何由貞女受孕而生，生來為天主之子，這部分超越了歷代猶太社群的

預言與預期，是嶄新的啟示。於是，我們似乎必須承認，無論路 1:34 保留了多

少歷史中關於耶穌誕生預報的實際對話語句，這一對話特意被保留於路 1:32-33

和路 1:35 之間，有作者欲向讀者傳遞的神學旨趣，為的是階段式彰顯耶穌的默

                                                      
48 路 1:35 的「聖神」和羅 1:4 的「按至聖的神性」，按《思高聖經》的表面譯文來看差距較

大，但按路 1:35 的原文 Πνεῦμα ἅγιον 和羅 1:4 的原文 πνεῦμα ἁγιωσύνης 來看，則較易看出原

文用詞的相近。 
49 絕大多數聖經學者承認若望福音的成書時間晚於三部對觀福音，若望福音書的開頭「在起初

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顯示，初代教會至少在這本福音書成形時，

已領悟了耶穌早在受胎之前便具備天主屬性，自始便是天主（Brow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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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特性：他如何符合了傳統猶太群體的期望，但又進一步超越了傳統猶太群

體的期望。於是，橫插入天使傳報的神聖訊息之間的路 1:34，幾乎可視為工具

式用途，為的是在不同等級的兩階段默西亞訊息中稍作停頓，進而透過提問引

起讀者注意第二階段更優越的啟示。因此，當瑪利亞就著第一階層神聖訊息詢

問：「這事怎麼成就？因我不認識男人」第二階層神聖訊息就可藉此施力點展

開，解釋懷孕之事如何超自然地成就於沒有發生過性行為的處女身上。本節開

頭，筆者先分析的是路 1:34 的字面意義；接著筆者就路 1:26-38 分析瑪利亞的

提問在整個文本片段中的作用。合而觀之，我們再次看到文本的焦點並不在瑪

利亞的心理變化，福音書作者在意的是如何透過瑪利亞的情緒、瑪利亞的問題

鋪陳、建構路加福音中的基督論。因此，當我們深究福音書精心設計的敘述結

構，似乎便需要將瑪利亞的反應理解為最直觀的字面意義：當瑪利亞表現出驚

惶不安時，這和匝加利亞的初見天使的情緒是平行對稱的，都是典型的天使傳

報記述中，領受預報者的情緒反應，由此，天使安撫領受預報者的情緒，並開

始傳遞神聖訊息。當瑪利亞向天使提問時，這和匝加利亞的提問是平行對稱

的，也是典型的天使傳報記述中，領受預報者常有的回應，天主常藉此賜下徵

兆，預示神聖訊息必然成就，而瑪利亞在此的提問，更使天使能進而闡釋進階

的神聖訊息，爾後再諭示徵兆，回歸典型的天使傳報敘事結構作結。由此看

來，當思高聖經譯釋者聚焦深究瑪利亞的情緒和提問，堅持瑪利亞迥異於其他

領受預報者，以毫無懼怕、充滿信心等正向特質詮釋文本中的瑪利亞時，便已

偏離了福音書作者真正關切的文本焦點。 

《思高聖經》的註釋先解釋瑪利亞的提問並不是對於天主的懷疑，進而說

明既不是懷疑，她真正的目的是要詢問，已有守貞志願該如何與懷孕生子一事

並存？上文中筆者已透過文本架構分析，說明路加福音作者在第一章的關注重

心從頭到尾都不是瑪利亞有否守貞的志願，當《思高聖經》的經文註釋聚焦於

瑪利亞本身，這已與福音書作者的意圖不在同一軌道上。但我們還是要往下細

看思高聖經譯釋者究竟如何繼續在註釋中建立瑪利亞終身守貞志向的論述，譯

釋者又是在怎樣的詮釋立場上建立這樣的論述？ 

思高聖經譯釋者在 1957 年版的註釋中特意說明，瑪利亞終身守貞的志願在

猶太社群中並無前例可循，「在舊約中找不到這樣的實例」，又說就是最接近的

案例「厄色尼派人（Essenes）」也無法令人滿意的解說瑪利亞的心志。這一說

明顯示思高聖經譯釋者熟悉關於終身守貞不同的論述路徑，也會進一步篩選認

同的論述。在猶太傳統文化裡，已婚夫妻膝下無子是頗為羞恥的事，於是施洗

若翰的母親依撒伯爾才會在年老懷孕時感激地說：「上主……除去了我在人間的

恥辱（路 1:25）。」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無法解釋一位進入婚姻的年輕的猶太

女子，怎麼可能同時定下堅固的守貞志向甚至誓願。《思高聖經》評的不錯：這

等事例在舊約猶太歷史中前所未有。有些天主教學者轉而主張，瑪利亞的守貞

志願近似於她所處年代的厄色尼派人，特別是 1946 年以後陸續出土的死海古卷

證實厄色尼派人亦有禁慾傾向，然而這種苦修禁慾的群體生活，和禁慾而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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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進入婚姻生活的處境，兩者難以類比。對此，《思高聖經》亦評得中肯：厄色

尼派人的思想不足以解釋瑪利亞的志向（Brown，1978，1999）。 

既然思高聖經譯釋者否決了一些前人的論述，便需要轉而建立自己的論述

基礎，於是在 1957 年版的註釋中，譯釋者接著建議讀者思考以下這種可能：

「天主早有準備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的計畫，因此賞賜聖母聖寵，使她有這特殊

的感動。」乍看之下，這是個無從辯駁起的論述，畢竟「天主在你們內工作，

使你們願意，並使你們力行，為成就他的善意（斐 2:13）」，從舊約到新約，都

不乏天主感動人們展開特定行動的記載。然而，這顯示了譯釋者對於瑪利亞守

貞志願的立論基礎，其實在於某種譯釋者主觀認定卻無文本證據的前設，這和

《思高聖經》對依撒意亞書 7:14 的詮釋邏輯類似，譯釋者堅持將厄瑪奴耳直接

詮釋為耶穌，這是因為「先知看見貞女產生了他，這是天主使他見的異象，並

且這異象是有確實性的，遠勝肉眼所見的任何狀況（1951，頁 254）」。天主賜

予人異象或天主賜予人感動，這些都是聖經正典所認可的超自然經歷，但如果

我們詮釋聖經時，可以任意在正典文本證據以外，加上這類聲稱曾在歷史中發

生過的超自然經歷，那就沒有我們不能由聖經詮釋出的文本意涵了。 

思高聖經譯釋者提出瑪利亞受感而立意守貞一說後，隨即引述奧斯定的

話，想來是欲藉奧斯定在教會歷史中的重要性，加重此一說法的的份量。然

而，將路 1:34 解讀出瑪利亞守貞的志願，雖不是《思高聖經》的創見，亦不是

一種初代教會建立以來就普遍流傳的詮釋，而是晚至第四世紀下半葉才出現的

主張。按現存史料來看，此說最早見於東方教父尼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於西元 386 年成書的作品，以後透過安波羅修（Ambrose）和奧斯定傳

播至西方，漸成顯說（Brown，1999）。事實上，若不侷限於瑪利亞終身童貞的

特定論述，擴大觀察各種形式的終身童貞思想，亦會發現初代教會的史料中並

沒有任何明確的相關思想，在早期教父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Ignatius of 

Antioch）、游斯丁（Justin the Martyr）、愛任紐（Iranaeus）的著作中都難以解讀

出此般思想，第二世紀明顯包含終身童貞思想的作品只有偽經《雅各伯原始福

音書》，而這本偽經難謂保留了某種獨立於正典之外的瑪利亞相關宗徒訓導。第

二世紀以降，終身童貞的思想漸行興盛，第三世紀已有許多教會作者支持此一

思想，第五世紀中葉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思想開始被接納進入大公會議

（Brown，1978；“Virgin Birth”，2003）。由此來看，雖然譯釋者特意引述了奧

斯定的話，以其年代之晚，實難以加重瑪利亞立意守貞一說的歷史成分，而奧

斯定亦極可能是受其所處年代思想潮流的影響，透過已成定見的思想前設，回

望文本，成此結論。 

在 1957 年版註釋的最後一段說明，譯釋者由前文主張的瑪利亞受天主感動

而定意守貞為基礎，再進一步以說明天主何以安排守貞的少女進入婚姻，以

「天主願順應人的常法……在人前保護了童貞聖母和耶穌的名聲」這一理由作

為整段註釋的結尾。這一理據在教會中流傳已久，查其原型，卻需回溯至偽經

《雅各伯原始福音書》中的記述，書中的若瑟以年紀足可做瑪利亞父親的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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鰥夫的形象出場，迎娶瑪利亞不失為一種保護她童貞的方法，好叫其他求婚者

徹底死心（Brown，1999）。《雅各伯原始福音書》由瑪利亞的雙親如何由不孕

到喜獲明珠，述至瑪利亞的成長及出嫁，最後結於耶穌和施洗若翰的嬰年時

期。書中記述多處不符合猶太文化的常理，包括瑪利亞如同異教女祭司般成長

於聖殿之內。然而此書直接間接地成為歷代許多教會思想家捍衛瑪利亞終身童

貞思想時援引的理據，除了上文以保護者形象出現的若瑟以外，書中若瑟由前

妻獲得的孩子成為解釋新約中耶穌何以似有兄弟姊妹的理由，書中瑪利亞產子

後處女膜沒有破裂的記述，也影響了瑪利亞產時童貞（virginitas in partu）一說

的發展50。《雅各伯原始福音書》從未被教會認真考慮納入正典，其中瑪利亞終

身童貞的概念卻深遠地影響了教會的思想及文化（Warner，1976）。 

上文我們看到了《思高聖經》如何由路 1:34 瑪利亞所提出的一個問句「這

事怎能成就？因我不認識男人」釋出瑪利亞守貞的志願。其中，譯文的部分，

譯釋者以直譯的方式嚴謹跟隨原文，甚至保留了原文的希伯來語風；詮釋的部

分，則包含多層次的理據，1957 年版的註釋尤其詳盡，由瑪利亞的心理層面，

論至當時的猶太文化背景，進而提出天主超自然感動的可能性，再以大神學家

奧斯定的一席話佐證，最後補充解釋瑪利亞進入婚姻而又定意守貞的合理性。

1968 年合訂版的註釋立場維持一貫，但論述濃縮，僅保留對於瑪利亞心理層面

的說明，並隱然包含天主超自然感動這一前提。在這一文本片段，我們看到譯

釋者在譯文的處理上，維持直接由原文翻譯並且緊跟原文的翻譯風格；在詮釋

的理據上，則堅持由瑪利亞守貞的志願解釋出瑪利亞終身童貞的信理，前後期

的註釋只有詳盡與精簡之差異，並沒有立場的調整。 

然而，由這段經文的詮釋，我們卻再次看到如同譯釋者詮釋依 7:14 的情

況：譯釋者注重當代考證學卻又更注重教會傳統時，傾向產生立場嚴謹符合傳

統的理據不嚴謹詮釋。由《思高聖經》路加福音一章的註釋，可見譯釋者理解

當代敘述考證方法（narrative criticism）的研究成果，以此向讀者指出福音書一

章的雙層敘事架構；也可見譯釋者重視當代社會學考證方法（social criticism）

的研究成果，明確拒絕不合於瑪利亞所處年代社會文化脈絡的「厄色尼派人」

類比詮釋。然而，當敘事考證方法顯示原作者意圖在於基督論，而這不合於歷

代建立於其上的瑪利亞學傳統時，這部分的考證學運用就不見於《思高聖經》

的註釋中；當社會學考證方法顯示以婚姻護衛女子的童貞不合於當時的猶太文

化背景，譯釋者在 1957 年版註釋的結語就直接忽略註釋前文所承認的社會脈

絡，堅持此一理據仍是「最恰當的理由（頁 665）」。 

按 1964 年宗座聖經委員會公布的〈對福音歷史性真理的指示〉，在天主教

會內各類當代考證方法的合理運用方式，是用以考證聖經正典的文本內容、成

書意圖、背景脈絡等。於是，當思高聖經譯釋者堅持將當代考證學對於正典的

研究結論，收束於歷代累積而成的教會傳統之下，便可能需要先壓抑正典原文

的文本意圖，才能將文本套入後代逐步發展而成的瑪利亞學經文詮釋方法。《思

                                                      
50 瑪利亞的產時童貞會在下文第二小節討論，耶穌的兄弟姊妹則會在下文第三小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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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聖經》由此解釋出超越經文本身的思想結論，但這是更寬廣地由教會豐富的

歷史詮釋聖經？還是違背了「更豐富的含意」的根本精神？便值得進一步深

思。在此，筆者認為以瑪利亞的守貞志願解釋瑪利亞的終身童貞，這種詮釋路

徑會出現上述文本意圖與教會傳統對立的矛盾情況。但《思高聖經》由它處經

文詮釋終身童貞的路徑是否會出現相同的矛盾，這有待下文更多的經文分析才

能揭曉。此處筆者還要再提一點，第四章中我們已經看到，除了「更豐富的含

意」，思高聖經譯釋者也接受與之相關的「漸進啟示」概念，並以此解釋舊約先

知預言的整體精神。然而，分析《思高聖經》對於路 1:34 的詮釋，卻使筆者感

到，譯釋者可能籠統地接受了漸進啟示的詮釋方法，實際上卻以一步到位的方

式看待新約中啟示，並不分辨啟示在歷史中天使預報耶穌誕生事件的真實樣

態、在宗徒傳授及初代教會省思信仰的過程中流傳下來的對事件的詮釋、與最

後經過福音書作者編輯裁剪後成書定型的文字。於是，路加福音中瑪利亞與天

使對話的一字一句，直接被《思高聖經》當成歷史中瑪利亞與天使的逐字對話

紀錄，然而，由耶穌誕生前天使預報，到耶穌死而復活升天後的福音書記載，

期間天主可能如何漸進的將新的約啟示給信徒？我們又如何可能由新約正典中

觀察到天主啟示漸進揭露的過程？這一點也非常值得我們更多深思。在下文的

經文分析裡，筆者會進一步觀察《思高聖經》如何透過翻譯與註釋向聖經讀者

解釋「終身童貞」的信理，這又進一步揭示了《思高聖經》何種詮釋觀？ 

 

二、同房的夫妻？頭胎的孩子？ 

新約聖經中記載耶穌童年史的書卷僅有瑪竇和路加福音，這兩卷書中不少

文本片段也成了後世瑪利亞學發展的基礎。前文筆者已分析過《思高聖經》中

瑪 1:23 中厄瑪奴耳的預言、路 1:28 充滿恩寵者的稱謂、路 1:34 瑪利亞的提

問，在此筆者要接著分析瑪 1:25 和路 2:7、2:23，看一看兩位福音書作者是否在

耶穌童年史的記述中，暗示瑪利亞產下耶穌後便有與若瑟同房，或暗示耶穌是

瑪利亞頭胎的孩子而非唯一的孩子？而《思高聖經》又如何將這兩段經文解讀

為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文本證據？ 

 

（一）、瑪 1:25 中若瑟與瑪利亞的關係？ 

首先，讓我們回顧瑪 1:25 所處的文本網絡。第四章筆者由厄瑪奴耳的預言

分析貞女一詞的翻譯時，便討論過包含這一經節的文本片段。其中，瑪 1:18-23

記述天使在夢中向若瑟啟示，說明瑪利亞超自然的懷孕是出於聖神，解釋這嬰

孩的特殊之處，並指示若瑟當如何行。瑪 1:24-25 接續著記述若瑟夢醒以後，

依照天使一切的吩咐辦理行事，迎娶瑪利亞，並在瑪利亞產下一子後，給他起

名叫耶穌。以下讓我們聚焦察看引發討論的瑪 1:25 原文與《思高聖經》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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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瑪 1:25 希臘原文與思高聖經前後版譯文 

UBS5 καὶ οὐκ ἐγίνωσκεν αὐτὴν ἕως οὗ ἔτεκεν υἱόν καὶ ἐκάλεσεν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Ἰησοῦν. 

1957 

《福音》 

他雖然沒有認識她，她就生了一個兒子，若瑟遂給他起名叫耶

穌。 

1968 

合訂本 

若瑟雖然沒有認識她，她就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耶穌。 

 

比較《思高聖經》前後兩個版本的譯文，可以看出兩版翻譯對於原文的理

解大致相同，惟修訂後的譯文較為精簡，又將「若瑟」一詞提到經節的開頭，

以符合中文的語序，並減少代名詞的使用。雖然修訂後的譯文將「給他起名叫

耶穌」前的主詞省略，乍看之下好像無法清楚指明給嬰孩起名的行為者是誰，

但結合上文瑪 1:21 天使給若瑟的指示，應不至於造成混淆，讀者可以清楚將之

理解為若瑟。在此，比較值得討論的翻譯選擇，是譯釋者如何處理原文中

οὐκ…ἕως οὗ（ouk... heōs hou）這一組連接詞片語。思高聖經在 1957 年版次的

《福音》中對於瑪 1:25 附有註釋，到了 1968 年的改版，雖然瑪 1:25 譯文大體

維持一致，註釋則予以刪除。在 1957 年版次的註釋中，包含譯釋者解釋

οὐκ…ἕως οὗ 譯法的理據，文中譯釋者也再次強調瑪利亞的終身童貞無可質疑，

以下讓我們一看思高聖經譯釋者如何為這節經文做註。 

 

聖史著重說明聖母處女懷孕耶穌的事，又見於 25節。聖史說：「他雖然沒有認識

她，她就生了一個兒子。」「認識」一詞是聖經習用的術語，指夫妻同房的意思

（創 4:1、撒上 1:19、路 1:34）。25節前半節，如直譯應作：「他並沒有認識她，

直到她生了一個兒子」。這純粹是希伯來語風，而決不是指以後若瑟認識過她，同

樣的語法亦見於撒下 6:23，那裏說：「從此撒烏耳的女兒米加耳，直到她死的日

子，再沒有生養兒女。」即為米加耳「總沒有生子」的意思。至於聖母始終為童

貞女一事，從各福音中和聖教會的口傳裏都可以證明（對「耶穌的兄弟」一事，

參閱瑪 12附注。）「她生了一個兒子」一語後，有些希臘抄卷和拉丁譯本加「首

生子」一詞，按「手生子」一詞大概飛出原文，而是由路 2:7竄入的。古希臘善

本古卷和其他古譯本皆無。對「首生子」一詞的詮釋，見路 2注三（頁 665）。 

 

這段註釋中對於「認識」一詞的說明，前文已有分析，此處不再重述；關

於路 2:7「首生子」的部分，筆者將於這一小節下文中討論；至於「耶穌的兄

弟」爭論，則將於下一小節再行探討。這裡我們先觀察思高譯釋者對於

οὐκ…ἕως οὗ 這一詞組的討論。瑪 1:25 前半段按字面翻譯應作「他並沒有認識

她，直到她生了一個兒子」，這是因為 οὐκ…ἕως οὗ 的字面含義大約可對應為中

文的「沒有……直到」。由此，譯釋者進一步推測這一文本片段的關鍵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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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ὐκ…ἕως οὗ，背後的希伯來底本使用的詞彙可能和撒下 6:23 一致：ד ֹ֖ א…ַע  ל ֵֽ

（lo'…`ad；沒有……直到）。譯釋者之所以做出這進一步的推測，是因為譯釋

者主張在流傳至今的希臘文瑪竇福音成書之前，還有一本現已散佚的阿拉美文

瑪竇福音書，而聖經阿拉美文是與聖經希伯來文極為接近的語言系統。不過，

譯釋者跳過對於現存福音書希臘原文的探討，轉而探討聖經希伯來文中連接詞

的使用用法，卻使討論變得極為不確定。 

首先，思高聖經譯釋者本身於 1957 年《福音》中的〈福音總論〉和〈對觀

福音問題〉中承認，即便阿拉美文瑪竇福音書真的存在，與現存希臘文瑪竇福

音書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字句對應的翻譯，其中可能經歷的大幅度的編輯與內文

增減，於是，現存的瑪 1:25 背後是否存在一阿拉美文瑪 1:25，是頗有疑問的。

再者，由希臘文中「沒有……直到」的用法，推論新約時期阿拉美文中「沒

有……直到」的用法，再往前推論舊約希伯來文中撒下 6:23 中「沒有……直

到」的用法，這包含三層次的語言轉換，每個環節都不一定能夠完全對應。在

此，譯釋者面對的翻譯議題是：不同的語言中功能相近的連接詞，其內涵是否

真的完全對等？雖然譯釋者把這一文本當成受到希伯來語風影響的希臘文構句

來討論，但這與前文提及的，希伯來文中指稱性行為的慣用語彙ע ֹ֖ ，（認識）ָיד 

字面意思被直譯為希臘文的 γινώσκω（認識）和中文的「認識」，以帶有希伯來

語風的方式指稱性行為，是不同的翻譯議題。因此，欲討論《思高聖經》對於

οὐκ…ἕως οὗ 這個文本片段的翻譯，還是讓我們先回到希臘文中，探討這個詞組

在原文中的意涵。 

在希臘文中，當 ἕως οὗ（直到）接在帶有否定語氣的詞彙之後（在此是

οὐκ），表達的意涵單指「直到某個時間點前，某事沒有發生」，並不延伸隱含

「某個時間點後，某事就發生了」的語意。在英文中，功能類似的連接詞

not…until 或 not…before 通常暗示過了 until 或 before 所指涉的時間點，某事就

發生了（Brown，1978，1999）。在當代中文裡，類似語意的連接詞「沒有……

直到」、「直到……之前，沒有……」等，暗示語意不似英文強烈，比如記者在

更新新聞現況時可能會說「直到本報新聞截稿為止，當事人仍未做出回應」，這

一語句並不暗示，新聞截稿之後，當事人就做出了回應。但這類連接詞也經常

於使讀者聯想到事件可能發生轉折，這部分由於這類中文詞組本來也可以用於

暗示事件的轉折，另一部分可能是因為當代大量的英文翻譯文學將 not…until

或 not…before 譯為「沒有……直到」、「直到……之前，沒有……」，使中文讀

者愈來愈習慣這組連接詞被用以暗示事件的轉折。 

因此，當譯釋者表示，就算把瑪 1:25 直譯為「他並沒有認識她，直到她生

了一個兒子」，也絕對「不是指以後若瑟認識過她」，單就這一結論來看是頗為

中肯的。瑪 1:25 告訴讀者的只有：在瑪利亞生下耶穌之前，若瑟並沒有和她同

房，至於福音書作者是否認為瑪利亞生下耶穌以後，若瑟有與瑪利亞同房，則

完全無法由這一經節推論而出。於是，這節經文本身並不能當作否定瑪利亞終

身童貞的文本證據，彷彿 οὐκ…ἕως οὗ 如英文、中文裡功能類似的連接詞般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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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事件的轉折51。事實上，這節經文並沒有記述任何支持或反對瑪利亞終身

童貞的事件，這節經文單單專注於若瑟如何遵行了天使的指示，甚至過了天使

的指示（天使並沒有在夢中指示任何關於夫妻性事的事宜），使耶穌得以透過若

瑟的命名，納入大衛後裔的族譜，成為預言中的默西亞。在此，聲稱直接根據

原文翻譯的《思高聖經》放棄直接將 οὐκ…ἕως οὗ 譯為直觀的「沒有……直

到」，轉而以「若瑟雖然沒有認識她，她就生了一個兒子」翻譯此一涉及瑪利亞

終身童貞爭論的關鍵字句。我們可以如何看待《思高聖經》選擇的翻譯策略？

這樣的翻譯忠實嗎？在進一步評析之前，讓我們先對照比較一些其他當代天主

教聖經的譯文。 

 

表 10 當代天主教英文聖經對於瑪 1:25 的翻譯 

RSV but knew her not until she had borne a son; and he called his name 

Jesus. 

NRSV but had no marital relations with her until she had borne a son; and 

he named him Jesus. 

JB and, though he had not had intercourse with her, she gave birth to a 

son; and he named him Jesus. 

NJB he had not had intercourse with her when she gave birth to a son; and 

he named him Jesus. 

NAB He had no relations with her at any time before she bore a son, who 

he named Jesus. 

NABRE He had no relations with her until she bore a son, and he named him 

Jesus. 

 

在 RSV 和 NRSV 這組有承繼關係的英文聖經中，都把關鍵的連接詞組譯

為 not…until，都沒有特別對這一文本片段作註說明，這可能會讓讀者以為瑪

1:25 暗示若瑟與瑪利亞在耶穌誕生後進而發生實質夫妻關係。在 JB 和 NJB 這

組有承繼關係聖經裡，則把關鍵連接詞組譯為 though…had not had 及 had not 

had…when，比起前一組譯法，這樣的翻譯更能針對耶穌出生前這段時間若瑟

與瑪利亞的關係做說明。這一組聖經的註釋都指出 The text is not concerned 

with the period that followed and, taken by itself, does not assert Mary’s perpetual 

virginity. 這一組聖經也在瑪 1:25 註釋裡進一步表示，瑪利亞終身童貞的信理雖

無法由此節經文得出，卻可由其他聖經經文和教會傳統得到支持。在 NAB 與

                                                      
51 值得注意的是，由宗座聖經委員會於 1964 年發布的文件《對福音歷史性真理的指示》

（Instructio de Historica Evangaliorum Veritate）來看，就算福音書確實對於若瑟有否與瑪利亞同

房做出評斷，當今天主教會也承認，不宜直接將福音書作者的立場視為歷史事實，而需要進一

步細察這一立場可能包含多少福音書成形前的傳統，我們又能由傳統往前推論出多少有一定程

度把握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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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RE 這組聖經裡，前者將關鍵連接詞組譯為 had no…any time before，後者

譯為 had no…until。NAB 的註釋中花了頗長的篇幅解釋福音書作者的文本意

圖，表示福音書作者在此僅關注瑪利亞產前的童貞及若瑟對於天主旨意的順

服，而沒有對於瑪利亞產後的狀態做出任何說明。NABRE 的註釋則較精簡的

解釋，指出這段經文顯示若瑟不是耶穌的生身父親，而譯文中的 until 在希臘原

文中並不暗示耶穌產後瑪利亞和若瑟夫妻關係發生變化，亦不排除這種可能。

配合 NAB 或 NABRE 的經文和註釋閱讀的話，讀者較不會因為英文 not…before 

或 not…until 的慣用法而對原作者意圖產生誤會。另外，NAB 並沒有在瑪 1:25

的註釋中明言對於終身童貞的立場，卻在註釋末了指出整部新約聖經都沒有提

及瑪利亞和若瑟的孩子，似乎間接暗示了其傾向的立場。NABRE 對於終身童

貞的立場表態更加保留，在這節註釋中除了原作者意圖外，不多做解釋。 

綜合以上比較，筆者要嘗試評價《思高聖經》對瑪 1:25 的翻譯及註釋。

1957 年版和 1968 年版的譯文結構大致相同，在言必根據原文翻譯的策略下拒

絕了「沒有……直到」的直譯方式，轉以「沒有……就」翻出原文詞組。考量

到希臘文 οὐκ…ἕως οὗ 和中文「沒有……直到」的內涵並不完全對等，這可視

為審慎的翻譯，避免易於造成誤會的直觀譯法。相較之下 RSV 和 NRSV 的譯

文看似忠於原文，但沒有解釋原文 οὐκ…ἕως οὗ 和譯文 not…until 內涵並不完全

相等，可能易於造成英文讀者對於福音書文本意圖的誤解，未必是較好的翻

譯。《思高聖經》1957 年版次特別在註釋中說明連接詞組的譯法選擇，雖然討

論邏輯直接由希臘文跳躍至希伯來文，筆者不很欣賞，但學者 Klaus Beyer 表示

阿拉美文和希伯來文中確實也有用法和希臘文 οὐκ…ἕως οὗ 相近的詞組

（Brown，1978，1999），可見譯釋者是基於類似的理由，選擇不採用引導讀者

推測若瑟以後有和瑪利亞發生關係的譯法。筆者認為，這一考量頗為合理，甚

至可以說，譯釋者是頗具創意地以「雖然沒有……就……」的譯法，引導讀者

專注於福音書作者在這個段落的寫作意圖：這段期間裡，若瑟「雖然」沒有和

瑪利亞發生關係，瑪利亞「雖然」於產前始終維持童貞的狀態，耶穌的誕生

「就」在天主的引導和人的順服中奇妙地成就。譯釋者在 1957 年的版次裡說明

完如此翻譯的理由後，接著表示「至於聖母始終為童貞女一事，從各福音中和

聖教會的口傳裡都可以證明。」在此，《思高聖經》的立場和 JB 及 NJB 頗為相

近，翻譯上都拒絕容易造成讀者誤會的譯法；註釋裡都一面表示，這節經文確

實不能推導出終身童貞的信理，一面又立即補充，但由它處經文和教會傳授中

仍可知道終身童貞是值得信服的教導。1968 年版的翻譯刪除附註，僅引導讀者

專注於瑪 1:25 的文本意圖，並不連帶闡釋終身童貞相關教導。 

筆者初步分析瑪 1:25 的譯文時，懷疑思高聖經譯釋由於堅持終身童貞的信

理，細微地改變了原文的語意；待進一步分析才發現，無論支持或反對終身童

貞的信理，在單詞上以形式最為對等的詞組翻譯，也不代表組合成語句後，語

意和功能可達到最接近原文脈絡的目的。筆者由此再次看到，何謂適切的翻

譯，不總是能在第一眼做出適切的判定。思高譯釋者因為立場上有所堅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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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敏銳瑪 1:25 中形式對等的詞組可能造成的語意誤解，進而尋找其他非直觀

的可行譯法，這裡的翻譯選擇不只審慎，甚至堪稱跳脫了直覺的譯法而富有創

意。在註釋的部分，1957 年版次的內容雖專注於原文的語法構句，承認此節經

文無法佐證終身童貞的信理，卻不忘明言支持終身童貞的信理，並引導讀者進

一步察閱其他與終身童貞信理相關的註釋。1968 年版次的瑪 1:25 無附帶註釋，

然而由我們已分析過的路 1:34 前後版次譯文及註釋，可以知道譯釋者始終堅持

由經文釋出終身童貞思想，合訂本中附註的刪除並不代表《思高聖經》瑪利亞

的相關思想立場有所調整。 

不過，在路 1:34 中，我們看到譯釋者有壓抑文本意圖而強迫釋出後代傳統

認定的信理的傾向，在瑪 1:25 譯釋者卻是忠於文本意圖的。這似乎予人一種印

象，即譯釋者為了能使手中的聖經符合教會傳統與訓導，而刻意以任意、不一

致的方式運用當代考證學研究成果。然而，筆者在分析的過程中卻感覺，譯釋

者並非有意拒絕合理的當代考證學論述，註釋中每每可見譯釋者反省過當代考

證學論述的痕跡，在瑪 1:25 註釋中，譯釋者由希臘經文回推經文背後可能帶有

的希伯來語風，再次顯示譯釋者對於源流考證（source criticism）和類型考證

（form criticism）等當代考證方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只是，可能因為悠久的

教會歷史透鏡、歷經教會詮釋立場大幅調整的時期、思高譯釋者自身運用當代

考證學的方式不夠成熟等，譯釋者雖願真誠面對當代考證學的挑戰，也採納了

某些當代考證學的論述，卻尚未發展出持平面對文本與傳統關係的詮釋方法。 

 

（二）、路 2:7 及路 2:23 中頭生或獨生的耶穌？ 

以下筆者要接著分析《思高聖經》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文本片段，路 2:1-20

記述耶穌在白冷誕生的始末，此處描述耶穌的用語，究竟顯示他是瑪利亞的頭

生子還是獨生子？路 2:21-38 記述耶穌受割損與獻於聖殿的事件，此處福音書

作者所引述的舊約法規，又是否暗示了耶穌在家中的排行與瑪利亞生產的歷

程？這兩個片段的經文能否支持或反對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思想？筆者也會由此

進一步細察思高聖經譯釋者的聖經詮釋觀點。讓我們先一看關鍵經文片段： 

 

若瑟因為是達味家族的人，也從加里肋亞納匝肋城，上猶大名叫白冷的達味城

去，好同自己已懷孕的聘妻瑪利亞去登記。他們在那裏的時候，她分娩的日期滿

了，便生了她的頭胎男兒，用襁褓裹起，放在馬槽裏，因為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

地方（路 2:4-7，底線為筆者所加）。 

 

滿了八天，孩子應受割損，遂給他起名叫耶穌，這是他降孕母胎前，由天使所起

的。按梅瑟的法律，一滿了他們取潔的日期，他們便帶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獻給

上主，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記載的：『凡開胎首生的男性，應祝聖於上主。』並該

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獻上祭物：一對斑鳩或兩隻鶵鴿。（路 2:21-24，底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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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加）。 

 

這兩段經文中關於終身童貞討論焦點，都是筆者畫底線的字彙。《思高聖

經》1957 年版次與 1968 年版次在此處的翻譯完全一致，因此筆者僅引述 1968

年合訂本的譯文。然而，兩個版次的相關註釋調整幅度頗大，所以接下來筆者

會先綜合討論路 2:7「頭胎男兒」和路 2:23「開胎首生」的字意，再綜合分析譯

釋者前後版次中的詮釋，並對譯釋者翻譯及詮釋耶穌童年史的方式做出回顧及

總結。 

 路 2:7 中的「頭胎男兒」在希臘原文為受格型態的 τὸν υἱὸν（ton huion，男

兒）…τὸν πρωτότοκον（ton prōtotokon 頭胎），其中「頭胎」這一形容詞

πρωτότοκον（主格型態為 πρωτότοκος，prōtotokos）在 LXX 中亦有使用，比如

創 25:25 以此描述黎貝加兩個孩子中的第一個孩子厄撒烏（Arndt，Gngrich，

1957）。這個詞彙的字面意義乍看之下很清楚，就是女子第一個產下的孩子。然

而，這一詞彙的爭議在於，作者在書寫時選用 πρωτότοκος 一詞時，是否暗示其

他孩子的存在？是否暗示這個孩子是所有孩子中的第一個，而不是唯一一個？

如果這個詞彙確實帶有這種含意，就可作為福音書作者不支持瑪利亞終身童貞

思想的證據。出土於埃及的一塊希臘文墓碑顯示 πρωτότοκος 不存在這種暗示，

該墓碑的主人是一名因難產而死的希伯來婦人，墓碑中使用 πρωτότοκος 一詞描

述她頭胎的孩子，而這名婦人在生產中過世，顯然她不會再有頭胎孩子以外的

其他孩子。該墓碑證實了在希伯來文化背景中使用 πρωτότοκος 一詞，足可用於

描述頭胎且唯一的孩子，因此，單就這個詞彙的意涵來看，無法判定耶穌究竟

是瑪利亞的獨生子還是眾子中的長子，也無法延伸作為瑪利亞終身童貞與否的

文本證據（Brown，1978，1999）。 

 路 2:23「凡開胎首生的男性」在希臘原文為 Πᾶν ἄρσεν διανοῖγον μήτραν ，

文中以 διανοῖγον μήτραν（dianoigon mētran）「打開子宮」的方式栩栩如生地形

容第一胎的生產，這一筆法在 LXX 出谷紀 13:2、13:12、13:15 亦可見得。其

實，福音書作者於 2:23 言及的「就如上主的法律……」，其中的「法律」指的

就是出 13:2、13:12、13:15 的規定；福音書中簡單說明的「凡開胎首生的男

性，應祝聖於上主」就是對出 13:2、13:12、13:15 的撮要改寫；而 διανοῖγον 

μήτραν 一詞就是對於希臘文舊約 LXX 出 13:2、13:12、13:15 的鬆散引用。路

2:23 引述耶穌身為「開胎首生的男性」所適用的法律，這一引述和諧地承續路

2:7 耶穌是「頭胎男兒」的描述，只關切男嬰有無其他兄長，並不關切男嬰有無

其他弟妹，因此福音書作者的這段引述亦無法延伸作為瑪利亞終身童貞與否的

證據。關於 διανοῖγον μήτραν 的用詞還有一辯論在於：「打開子宮」的生產描述

筆法，是否也適用於瑪利亞？這一經文是否否定了瑪利亞處女膜毫無受損的

「產時童貞」生產方式？然而，由路 2:7 至路 2:23 的敘述脈絡可見，福音書作

者關注的是所引述的舊約法律對耶穌的適用性，而不在於瑪利亞生產耶穌的方

式。因此，以 διανοῖγον μήτραν 描述頭生子很可能僅是福音書作者對於 LXX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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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譯文的直接挪用，無關乎福音書作者對於瑪利亞生產方式的理解以及對於瑪

利亞終身童貞思想的意向（Brown，1978，1999）。 

 分析完路加福音第二章中的 πρωτότοκον 和 διανοῖγον μήτραν 這兩個關鍵字

彙，讓我們接著看《思高聖經》如何由這兩個字彙所處的經文片段，解讀瑪利

亞相關思想。 

 

「他們在那裏的時候」（6 節）按上下文意，似乎他們已在白冷住了相當時候以

後，瑪利亞纔「生了她的頭胎男兒」，稱耶穌為「她的頭胎男兒」或「首生子」，

不是因為他是長子，以後還有其他兄弟，而有此稱呼，而是因為「首生子」按法

律應祝聖於天主的緣故（出 3:1252；34:19；路 2:22）。瑪利亞親自將耶穌「用襁褓

裹起」，「她又是母親又是收生婆」（St. Jerome, PL23, 192）。瑪利亞因是童貞女，

無痛產生，她自己照管了嬰兒（思高聖經學會，1957，頁 682）。 

 

「開胎首生的」說法，路是引用法律指長子的話。這話本來不應當用在至聖童貞

身上，因為她在產生時仍是無玷童身（瑪 1:23）（思高聖經學會，1957，頁

686）。 

 

《思高聖經》1957 年版次中的兩條相關註釋片段，都先探討文本的字句或

脈絡，並於其中直接或間接地向讀者顯明：耶穌的長子身分並不排除耶穌的獨

子身分，以此維護了瑪利亞終身童貞的信理；兩條註釋都接著強調瑪利亞產時

童貞的思想。1968 年版次中的經文註釋，都刪除了以上與瑪利亞終身童貞相關

的部分，耶穌是長子還是獨子的討論和產時童貞的思想都沒有保留，只保留與

文本最直接相關的歷史背景和舊約法律解釋。因此，筆者在此僅引述 1957 年版

次的註釋。但譯釋者究竟為何把終身童貞的思想由註釋中刪除？1968 年版《思

高聖經》中是否還保有產時童貞的思想？這部分筆者會再於下文中討論。在此

筆者要先評價譯釋者對於 πρωτότοκον 和 διανοῖγον μήτραν 的註解方式。 

 思高聖經譯釋者在 1957 年版中對於路 2:7「頭胎男兒」的解釋，合宜地涵

蓋了對單詞意涵和文本脈絡的判斷。就單詞意涵來看，πρωτότοκον 確實不包含

以後還有其他兄弟的暗示；就文本脈絡來看，πρωτότοκον 的使用確實是為福音

書作者下文引述的梅瑟法律做鋪陳。細察路加福音開頭兩章的文本結構，會發

現福音書作者多處費心經營前後呼應的筆法和層遞的鋪陳。第二章耶穌誕生、

命名、行割禮、簡筆帶過的成長過程（2:1-12, 15-27, 34-40）與第一章章末的施

洗若翰誕生記述主體架構（1:57-66, 80）前後對稱；第二章天使向牧羊人顯現

報訊的文體（2:8-16），又承接了第一章天使分別向匝加利亞和瑪利亞報訊的模

式；而天使向牧羊人報訊的內文，再開啟了下文西默盎預言的內容（2:29-

35），天使向牧羊人報訊時專宣揚耶穌對於以色列民的意義是「達味城中……主

默西亞（2:11）」，西默盎預言時更進而發揚耶穌對世上所有人都是「在萬民之

                                                      
52此處經文出處有誤，應為出 13:12，是思高聖經學會編輯校訂上的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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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早準備好的：為作啟示異邦的光明……（2:31-32）」；再延伸比對天使向牧羊

人報訊的前文和西默盎讚美天主並發出預言的前文，前者是路 2:7 耶穌這一

「頭胎男兒」誕生的事實背景，由此天使才可能報告救世者的誕生；後者是路

2:23「開胎首生的男性」祝聖於上主的法律背景，由此進到聖殿的西默盎才可

能與獻於聖殿的耶穌相遇並宣發預言（Brown，1978，1999）。當我們觀察的範

圍由單詞擴大至上下文文本脈絡，我們就再次確定福音書作者在首兩章關注

的，完全在於如何藉由文體結構、透過文體內容向讀者揭示耶穌的特殊身分，

至於瑪利亞的童貞狀態或耶穌有無其他手足，則不在福音書作者聚焦範圍之

內。因此，單論思高聖經譯釋者對於路 2:23 的簡評「路是引用法律指長子的

話」，這段文字亦為適切：在此福音書作者的目的僅是指出舊約法律中的規範，

引用文字的底本是當時猶太團體中頗為流通的 LXX 希臘文舊約翻譯，雖然

LXX 以涉及婦女生產過程的方式翻譯首生子一詞，此一連帶指涉卻不在福音書

作者關注的範圍內，福音書作者單要指出耶穌是適用於該法律規範的首生子。 

綜合而論，思高聖經譯釋者頗為正確的指出無論是路 2:7 的「頭胎男兒」

還是路 2:23 的「開胎首生」，這兩項用詞本身都無關乎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思

想，而有其基督論的文本目的。雖然觀察註釋上下文脈絡，可以明顯看出譯釋

者是為了維護終身童貞的信理，做註以駁斥藉由路 2:7 和路 2:23 反對終身童貞

的聲稱，註文中的這兩樣澄清仍有其價值，我們可看出譯釋者在此試圖區分文

字的表面意涵及深度意涵，前者是斷章取義的以文字的表面意思宣判文本的意

義，後者是尋求理解文字在該語言脈絡中的用法以及作者在書寫過程中建構的

脈絡，由此深究作者的用字與遣詞。然而，譯釋者對於文本意涵的詮釋方式卻

不總是前後一致，由文本的內文引用到釋出產時童貞的意涵，便是一例。以下

筆者會先進一步介紹終身童貞思想中的產時童貞概念，再看譯釋者如何透過註

釋將這一概念帶入初版《思高聖經》。 

 在西元四世紀，教會中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思想逐漸發展出更細緻的三個階

段：產前童貞（virginitas ante partum），指的是瑪利亞沒有與男人發生過性行

為，童貞地懷上耶穌；產時童貞（virginitas in partu），指的是瑪利亞即便在生產

的過程，仍超自然地維持處女之身，處女膜沒有破裂，甚至也沒有歷經生產之

痛；產後童貞（virginitas post partum），指的是瑪利亞生下耶穌之後，仍然一生

持守童貞，與若瑟只維持形式的婚姻，並沒有真正發生夫妻關係（Brown，

1999；“Virgin Birth”，2003）。第一階段的產前童貞，有明確的文本證據顯示瑪

竇和路加福音書作者皆支持此一思想，上文筆者也有所提及；至於第二和第三

階段的童貞則沒有明確的正典文本證據，但思高譯釋者由正典中看出終身童貞

的暗示，並以此詮釋文本的方式是否合理？便是筆者在這一節中所要陸續分析

的。明確呈現出產時童貞概念的最早期文本之一，是前文提過的偽經《雅各伯

原始福音書》。文中記載瑪利亞不需勞駕接生婆的幫助，便在奇異的大光之中，

無損童貞地產下耶穌。故事中，撒羅默（Salome）在瑪利亞生產完後，還如耶

穌的門徒多默（Thomas）般，親自用手指確認瑪利亞處女膜是否完整，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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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持平而論，不管偽經文本如何以誇大的方式陳述瑪利亞的產時童貞，就

基督宗教的神學觀來說，既然天主是無所不能的，祂能使貞女不經男女結合地

懷上孩子，自然也能使貞女不經處女膜破裂和生產之痛地產下孩子。早期教父

對於產時童貞的思想並沒有一致的意見，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a）認為產時童貞突顯耶穌的特殊性和神祕性，而支持這一思想；與他

同處西元第二到三世紀的特土良（Tertullian）則主張堅持耶穌的出生過程異於

常人，會危及耶穌的真實人性，而反對這一思想（Brown，1978；Warner，

1976）。西元三世紀之後，終生守貞逐漸取代殉道，成為基督徒向天主全然獻上

生命的記號。此際教會界對於守貞生活的推舉，成為推動產時童貞爭論達成共

識的力量，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教會對此思想無甚異議。宗教改革後，更正教

論者以產時童貞思想無明確聖經證據，而大加撻伐；天主教學者則力主聖經各

書卷常帶有產時童貞的暗示，捍衛此思想。梵二大公會議以後，天主教會雖然

持續堅持瑪利亞產前、產時、產後三階段童貞的教導，卻對於「童貞」一詞的

詮釋轉為較開放的態度，教會中不乏論者主張：瑪利亞的生理經驗為何，不是

信仰所關切的，瑪利亞終生對於天主忠貞不二的態度，才是信徒所要效法的，

也是可以效法的（張春申，2005；黃懷秋，1993）。 

 歷代基督教思想家曾試圖由聖經多處書卷推導出產時童貞的思想，舊約中包

括由創 3:16 厄娃在犯罪後所需承受的懷孕與生產的痛苦，推論瑪利亞在懷孕與

生產代表全新人性的耶穌時，其過程必定不同以往。亦有援引歌 4:12 中「關鎖

的花園……封閉的泉源……」，指出瑪利亞的子宮也是如此關鎖與封閉，即使歷

經生產還是完好如初。還有認為則 44:2 中「這門必關閉不開，任何人不得由此

門而入，因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已由此門而入，為此常應關閉」亦適用於描述瑪

利亞的生產，產道在天主而人、人而天主的耶穌經過以後，仍然關閉不開。新約

中則有論者解釋路 2:7 中瑪利亞「生了她的頭胎男兒，用襁褓裹起，放在馬槽裏」

顯示她既沒有經歷產痛，就自己照料了嬰孩耶穌（“Virgin Birth”，2003）。查思高

聖經學會初版的舊約譯釋《梅瑟五書》、《智慧書》、《耶肋米亞與厄則克耳書》，

並沒有從試圖在上述舊約經文註釋中置入瑪利亞產時童貞的思想，唯在 1957 年

《福音》路 2:7 註釋中明確地由經文解釋出「瑪利亞因是童貞女，無痛產生，她

自己照管了嬰兒」這一產時童貞是為無痛生產的思想；又在解釋路 2:23 時特別

澄清聖經文本雖用了開胎首生一詞，但「這話本來不應當用在至聖童貞身上，因

為她在產生時仍是無玷童貞」，由此補充主張產時童貞亦應理解為處女膜維持封

閉的生產。 

 由此可見，思高聖經學會成員在聖經的初版譯釋中，明確支持教會傳統對

於產時童貞的兩大主張：無痛生產及處女膜完整。但思高聖經譯釋者並沒有接

受所有證陳產時童貞的聖經詮釋路徑：不採納以狹隘的預像解釋方法將歌 4:12

和則 44:2 自原文歷史脈絡抽取而出，以此釋出產時童貞的意涵；甚至也不選用

神學推論的方式，由創 3:16 推導出瑪利亞與厄娃生產時可能經歷的相異過程。

譯釋者單選用耶穌童年史的脈絡之中的兩節經文，由此釋出產時童貞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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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譯釋者在這兩節經文中展現的瑪利亞思想詮釋方法又是如何呢？筆者認為

路 2:7 註釋中的詮釋產時童貞的思考邏輯，是先預設了瑪利亞所經歷的無痛生

產，再由此填補經文中未多描繪的空白，以此解釋瑪利亞自己裹起嬰孩、放入

馬槽。這一詮釋路徑基本上等同於依 7:14 註釋中預設的先知眼見異象、路 1:34

註釋中預設的瑪利亞領受感動，可能產生的詮釋問題也與上文分析依 7:14、路

1:34 時所申論的雷同，即可能壓抑或扭曲了福音書中內含的文本意圖，以此符

合教會以後才發展出的傳統，而不是所謂的「更豐富的含意」詮釋：透過歷代

教會的沉澱與反思，更深度的詮釋出真理的內涵。路 2:23 的註釋則沒有刻意由

經文詮釋出文本所無的思想時所會引發的問題，譯釋者乃是先適切的簡述福音

書作者引用法律的原委，再連帶於此補充後代逐漸明確化的處女膜無損的產時

童貞思想。這一註釋雖然不會造成原文意圖與教會傳統釋經意圖對立的問題，

但此處所呈明的教會傳統，究竟是歷代思想家在反覆重讀中更豐富地詮釋出真

理的涵義？還是歷代思想家在盛行的守貞氛圍中，病態地期待被奉為禁慾苦修

者主保的瑪利亞，經歷生產後身體特徵仍維持如貞女一般？ 

 《思高聖經》1968 年的合訂本改版，把路 2:7 和路 2:23 註釋中維護終身童

貞信理的部分都刪除了。此處所刪減的終身童貞論述包含兩個部分，一是主張

經文中的用詞並不暗示耶穌有其他弟妹，由此堅持瑪利亞一生沒有和若瑟行房

並產下其他子女；二是主張由生理特徵上的處女膜完整和生產過程無產痛，界

定產時童貞。註釋的刪減是否暗示從初版到合訂本改版，思高聖經學會雖然始

終堅持終身童貞的信理，但對於這一思想的詮釋方式有所調整呢？ 

 欲更周全地觀察思高譯釋者的詮釋動向，筆者認為適合插入察看 1968 年

《思高聖經》新增的附文本〈聖經教義索引〉，初版的十一大部聖經譯釋中沒有

這一部分。此附文本增於合訂本的書末，共分十二章，各章的主題依序為：論

天主的啟示、論永生真實的天主、論天主的本體、天主創造萬有、天主救贖世

人、救世主、聖教會、論基督徒的生活、聖教會以天主的話聖化信友、論祈

禱、論七件聖事、論末世。其中，與瑪利亞相關的教義「耶穌的母親」列於第

六章「救世主」中的最後一節，此前四節依序為：先知預言、基督的名號、耶

穌的福音、耶穌的救贖工程。「耶穌的母親」一節下再細分五點：天主之母、人

類的母親、德行的模範、卒世童貞53、對聖母的敬禮。由《思高聖經》合訂本

對於聖經教義的章、節、點的順序與層次安排，我們可以首先看出，思高譯釋

者並非無差異地看待所有教義與信理，相反的，譯釋者清楚區分出教義的高低

等級與優先次序。譯釋者沒有為「耶穌的母親」單獨立章，而是將之附於「救

世主」一章之下，確認瑪利亞的重要性是因耶穌而來，而非卓然獨立於三一神

之外。我們也可以認出，譯釋者這一區分方式頗符合梵二精神，因為梵二會期

中最重要的一項表決便是拒絕為瑪利亞的相關教義單獨訂定憲章，而是將之置

於基督教會的教導之下，教會憲章的章標題〈論基督與教會奧蹟之中的天主之

母榮福童貞瑪利亞〉也如此為教會官方的教義位階明確表態。由此看來，思高

                                                      
53 即本論文中使用的「終身童貞」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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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釋者在合訂本中取消在路 2:7 和路 2:23 的註釋中藉機陳明瑪利亞終身童貞的

信理，與其書末主張的教義順位頗為一致：當精簡註釋是為必須時，就算譯釋

者的瑪利亞學思想內容不變，仍會選擇先刪除與信仰核心距離較遠的瑪利亞學

思想，而保留與基督論較為關切的經文背景說明。前文的分析中，涉及瑪利亞

學相關思想在合訂本中予以刪減的部分，還包括初版中對於路 1:28 充滿恩寵者

一詞的簡介、初版中特意說明瑪 1:25 的語法不代表若瑟和瑪利亞以後必然有圓

房等，這都反應譯釋者在 1968 年合訂本出版時所表態的信仰思想架構。雖然單

由註釋的刪減，仍然無法明確辨別是否也隱含譯釋者的瑪利亞思想在前後版間

有所調整，但至少可以看出直到 1968 年合訂本的修訂，譯釋者雖然仍堅持由經

文釋出原作者所沒有的瑪利亞學相關思想，但也清楚把那些與基督論關係較遠

的瑪利亞思想定位為層級較低的教義宣認，當譯釋者設法於路 1:34 的註釋中保

留一些瑪利亞終身童貞的解釋時，註釋的重心也是放在童貞與耶穌道成肉身的

連結，而不是瑪利亞本身。 

至於譯釋者對於終身童貞中的產時童貞思想內容是否有所調整，我們需要

進一步看一看〈聖經教義索引〉中「耶穌的母親」一節相關教義細項說明，以

下引述「卒世童貞」要點的全文說明。 

 

卒世童貞：關於聖母在孕育和產生耶穌以前、當時和以後，都保存了童貞一事，

在新約中不但找不到有價值的反證，而且還可以找到「聖母卒世童貞」有力的提

示：瑪 1:18-25、路 1:34-38、參閱若 19:26。至於「耶穌的兄弟」的實在意義，見

瑪 12:47、27:56、谷 6:3、15:40, 47、16:1、若 19:25、路 1:26-38、8:21（頁

1994）。 

 

由首句中「聖母在孕育和產生耶穌以前、當時和以後，都保存了童貞」的陳

述，可見思高譯釋者明確支持瑪利亞三階段的童貞狀態。但文中並沒有進一步

為任何一階段的童貞做出明確的定義，產時童貞的部分也沒有要求讀者以處女

膜無破裂或未經歷產痛這兩種傳統的生理界定方式去理解。單看《思高聖經》

由初版到改版，把原本置於耶穌童年史中的僅有的兩則產時童貞傳統詮釋都刪

除，在合訂本集中於書末的終身童貞詮釋中也不再引入傳統詮釋，筆者認為譯

釋者確實在合訂本的改版中，就終身童貞的思想釋出較大的詮釋空間給讀者。

雖然按目前累積的經文分析，已有許多跡象顯示這本聖經的詮釋偏於保守，思

高學會的譯釋者群本身直至 1968 年合訂本出版，也可能仍堅持以保守的生理角

度理解產時童貞，卻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文本中去除所有引導讀者以此方式理

解產時童貞的字句。這個改變的幅度雖然不大，在筆者看來卻是具有意義的詮

釋立場調整，也很可能是梵二大公會議帶來的影響。梵二文件《教會憲章》中

對於瑪利亞學的神學立場有一段聲明：「大公會議無意提供有關聖母的整套理

論，也無意去解決神學家尚未充分澄清的問題。所以，對於在教會內，於基督

之後佔有最高的位置而又離我們很近的聖母，各公派學者所持的自由意見，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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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它們的價值（教會憲章 55 號）。」天主教會內對於瑪利亞學有各種不同的

詮釋意見，《教會憲章》討論過程中對瑪利亞相關教導應擺放的位置的激烈爭

辯，和這段《教會憲章》中的文字，在在顯示了天主教會內所存在的多元聲

音。《教會憲章》中所呈現的瑪利亞教導，雖然在多處持保留態度，並沒有提供

更清晰的指引，卻顯現出天主教會在內部的多元意見中尋求共同立場的努力

（朱修德，1988）。思高聖經譯釋者在初版中明確引導讀者由傳統路徑理解產時

童貞，在改版時的則意圖去掉一些的特定詮釋方式，保留教會整體更有共識的

基礎意見，而呈現出一種往中間立場移動的傾向。這樣的調整一方面反映了梵

二精神，另一方面也頗符合思高聖經學會的譯經目的，因為譯釋者期待的是譯

出一本能夠提供教會中所有中文讀者使用的大公譯本，而不是突顯教會內特定

詮釋派系的譯本。 

不過所謂的教會中的基礎共識，自然是頗為模糊的概念，各家亦有各家的

詮釋，而《思高聖經》在文本中不同部分呈現出來的詮釋，有時讀來也有互相

矛盾之感。在此值得順帶一提的是「卒世童貞」要點中所謂的「新約中……

『聖母卒世童貞』有力的提示」，其中特別指名瑪 1:18-25、路 1:34-38 兩段經

文。提及路 1:34-38 可以理解，因為譯釋者從初版到再版都堅持由經文釋出瑪

利亞終身童貞的志願。提及瑪 1:18-25 就令人莫名所以，因為 1968 年合訂版已

刪除隨文附註中所有終身童貞的相關教導，單看譯文完全看不出其中包含任何

瑪利亞與若瑟畢生未曾圓房的「有力提示」；就算回顧 1957 年版註釋，文中也

只是說明瑪 1:25 的文法不足以反對終身童貞，而不是說瑪 1:25 中包含終身童貞

的「有力提示」。如此看來，我們一方面可由《思高聖經》前後版次中的調整，

看出譯釋者力圖自我開放，隨著教會在時代變遷中調整的指引而調整，並不是

保守陣營中嚴守立場拒絕改變的一派，乃是在高度尊崇教會歷代傳授中審慎進

行調整的一群。另一方面，我們也確實的看到了調整中發生的前後不一狀況，

譯釋者對於文本的詮釋邏輯不總是連貫，譯釋者對於審慎的關注偏重於符合教

會的訓導，而較少著重於一致的詮釋方法。由詮釋者為了服務教會而譯經的出

發點完全可以理解這樣的偏重，但在梵二帶出了較為開放的風氣後，《思高聖

經》在經文處理上呈現出難以兼顧兩者的狀況，也許反映的不是兩者的無法相

容，而是譯釋者尚在轉換階段、尚未發展成熟的聖經詮釋方法。至於箇中原

因，則可能不限於欲盡速出版聖經的緊迫時間表和理性分析的不盡周全，也包

含了譯釋者群自身的信仰經驗和所處地區教會的信仰氛圍等，而這部分的深入

探討就不是筆者所能在此處理的了。 

 

（三）、綜論瑪 1:25、路 2:7、路 2:27 文本與終身童貞的詮釋 

 總結以上對瑪 1:25 和路 2:7、路 2:23 的分析，我們看見這幾節經文對於終

身童貞的態度都是中立的：瑪 1:25 言及「若瑟雖然沒有認識瑪利亞，瑪利亞就

生了一個兒子」，這以後若瑟認識了瑪利亞還是沒有，經文的的態度留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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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和 2:23 指出耶穌確實是「頭胎男兒」並且是瑪利亞「開胎首生的男性」，此

後瑪利亞有沒有其他孩子，經文都未立意暗示。這幾節經文也是本論文對於耶

穌童年史最後的相關分析，分析至此，我們明顯看出瑪竇和路加福音書的作

者，在書寫耶穌童年史時的唯一關注是基督論的建構，二史或透過經文引用、

或透過用字遣詞、或透過縝密的文本架構，致力於將耶穌的特殊性凸顯出來。

至於二史對於耶穌父母的相關書寫，目的都不是為了聚焦於耶穌父母而聚焦於

耶穌家人，乃是為了透過對父母的側筆書寫，傳達出重要的基督論內涵。因

此，當思高譯釋者欲強迫將文本釋出以耶穌母親的終身童貞為文意重心時，往

往無法避免地扭曲了原作者所欲呈現的文本內涵。筆者認為這幾節經文的譯文

都頗為適切，路 2:7 的「頭胎男兒」和路 2:23 的「開胎首生」都是緊跟原文的

翻譯，瑪 1:25 的「雖然沒有……就」詞組，乍看之下沒有使用最直觀的中文相

近連接詞，反而傳達出頗合於原文內涵的語意。然而這幾節經文的註釋，一方

面時而呈現不一致的詮釋態度，也看不出當譯者的詮釋超越文本時，呈現了任

何靈性意義上的「更豐富的含意」，反而令人感到這樣的詮釋顯示了教會亦是時

代的產物，常被時代與傳統累積的眼光所限制；另一方面我們還是可以透過

《思高聖經》前後版的比較，看見譯釋者詮釋立場自我調整的過程，以及愈發

清楚陳明的教義重點次序，到了 1968 年合訂本的出版，譯釋者已經將更多對於

瑪利亞的詮釋空間開放給讀者，也清楚把瑪利亞學安放於附屬基督論之下的次

要信理地位。以下我們要接續觀察《思高聖經》中最後一些與終身童貞的討論

相關的經文，即新約正典中是否有任何文本片段可以支持或反對耶穌兄弟弟妹

的存在，以此間接支持或反對終身童貞思想的成立？在這一段文本分析中，筆

者也希望能進一步細察《思高聖經》的聖經詮釋態度和瑪利亞思想的呈現。 

 

三、耶穌的兄弟弟妹？ 

 耶穌是否有同一母親的兄弟姊妹？如果有，這就會是反對瑪利亞終身童貞

的直接證據；如果沒有，瑪利亞終身持守童貞的可能性就會提升很多。雖然四

福音書所關注的焦點都是耶穌的身分和事蹟，對於耶穌的兄弟姊妹著墨不多，

但是當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成立與否成為信仰群體的重大爭論時，這些福音書中

淡筆提過的耶穌家屬，立刻成為關注的焦點。這一小節中筆者的分析不會像前

文一般聚焦於特定一兩節經文，而需要綜合分析四福音書的文本片段，看看其

中是否明說或暗示耶穌有無同父同母的兄弟姊妹？筆者同時會觀察《思高聖

經》如何以翻譯和解釋，積極維護瑪利亞的終身童貞，並向讀者呈現思高聖經

學會所理解的聖經中的瑪利亞？由於四福音書中，三部對觀福音的取材和內容

較為相近，若望福音則另有獨特的風格，以下筆者會分別論之。就對觀福音的

部分，先聚焦分析瑪竇、馬爾谷、路加三卷福音書中耶穌論及真親屬的部分，

再延伸討論耶穌的兄弟姊妹的身分；就若望福音的部分，則會著重耶穌最後將

母親托付予所愛的門徒的經文片段，再延伸討論其意涵以及是否能由此推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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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兄弟姊妹存在與否；最後再綜合以上分析做出結論。 

 

（一）、谷 3:31-35、瑪 12:46-50、路 8:19-21 中耶穌的「兄弟」 

當代學者多半承認，就現存的三部對觀福音書而論，馬爾谷書的成書時間

最早，希臘文瑪竇福音和路加福音書寫過程中，則分別參考過馬爾谷書。《思高

聖經》的譯釋者雖然堅持瑪竇福音書的成書過程，分為今已散佚的原阿拉美文

瑪竇福音和現存希臘文瑪竇福音兩個階段，對於現存的對觀福音書的成書次

第，則與當代主流學術意見相近。因此，下文筆者要分析對觀福音的共有片段

時，會按照三對觀福音的成書順序，先聚焦於馬爾谷書的內容，再分論瑪竇和

路加福音的文本片段。若前述福音書成書次序的學術意見為真，那麼以下我們

要看的谷 3:31-35，是繼保祿所寫的迦拉達書中那名生下天主子的「女子」之

後，最早述及瑪利亞的新約文本。這一次，她和耶穌的「兄弟」們一起出場： 

 

耶穌的母親和他的兄弟們來了，站在外邊，派人到他跟前去叫他。那時，群眾正

圍着他坐着，有人給他說：「看，你的母親和你的兄弟在外邊找你。」耶穌回答他

們說：「誰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遂環視他周圍坐着的人說：「看，我的母親

和我的兄弟！因為誰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谷

3:31-35） 

 

在此，耶穌的母親和兄弟以何種形象登場？這裡的「兄弟」又是何許人

也？單就谷 3:31-35 這一片段來看，中心句是耶穌最後的陳述：「誰奉行天主的

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而前文中耶穌家屬的到來屋外、差人

進去叫他、以及由此引發的對話，與這一中心句並陳時都顯為背景陳述。這一

中心句所要突顯的思想，是真實遵行天主旨意的，才是真實與耶穌同在天主國

中的家人。在此，我們看到了一種對比，與耶穌有血緣關係的親屬（且不論這

些前來的「兄弟」與耶穌的血緣關係有多近）站在屋外；而被耶穌稱許道

「看，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的遵行天主旨意者坐在屋內，不過這不代表耶

穌的親屬不能透過遵行天主的旨意，而成為耶穌在天主國中的真親屬

（Brown，1978）。在瑪 12:46-50、路 8:19-21 中耶穌的母親與兄弟一同出場的

片段，表現了與谷 3:31-35 相同的中心思想，只是在不同的文本編排與脈絡

中，耶穌的家屬顯在讀者面前的形象，似乎也有一些不同，以下我們先一看瑪

竇福音與路加福音的文本片段。 

 

耶穌還同群眾說話的時候，看，他的母親和他的兄弟，站在外邊，想要同他說

話。有人告訴他說：「看！你的母親同你的兄弟，站在外邊，想要同你說話。」他

卻回答那告訴他的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兄弟？」遂伸出他的手，指着

自己的門徒說：「看！我的母親，我的兄弟！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意旨，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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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瑪 12:46-50） 

 

耶穌的母親和兄弟到他這裏來了，因為人多，不能與他相會。有人告訴他說：「你

的母親和你的兄弟站在外邊，願意見你。」他卻回答他們說：「聽了天主的話而實

行的，纔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路 8:19-21） 

 

就所節錄分析的文本片段來看，瑪竇福音的和馬爾谷福音的內容頗為相

近。不過，在馬爾谷福音中，與耶穌親屬相對的耶穌的真親屬，是那些在屋內

環繞耶穌「周圍坐著的人」；而在瑪竇福音中更清楚的寫明是耶穌「自己的門

徒」。路加福音的這段文本和前兩卷福音書描述的語調則大為不同，把外邊的親

屬與裡邊的真親屬的對比給解消掉了。馬爾谷書和瑪竇福音，都直接以室外、

室內的空間對比，呈現出親屬與真親屬的相對狀態。路卻提供了「因為人多，

不能與他相會」的理由，緩和這一對比；文中也取消了「誰是我的母親和我的

兄弟？」這一可能被解讀為負面語氣的反詰；再者，在原文中，谷 3:35 ὃς [γὰρ] 

ἂν ποιήσῃ τὸ θέλημα τοῦ θεοῦ, οὗτος ἀδελφός μου καὶ ἀδελφὴ καὶ μήτηρ ἐστίν. 和瑪

12:50 ὅστις γὰρ ἂν ποιήσῃ τὸ θέλημα τοῦ πατρός μου τοῦ ἐν οὐρανοῖς αὐτός μου 

ἀδελφὸς καὶ ἀδελφὴ καὶ μήτηρ ἐστίν. 文法結構頗為接近，都是先指名一群「奉行

天主/我在天之父的意旨」的人，再接著定位這等人的屬性是「耶穌的兄弟、姊

妹、母親」；路 8:21 卻改換了語法，以 Μήτηρ μου καὶ ἀδελφοί μου οὗτοί εἰσιν 

οἱ τὸν λόγον τοῦ θεοῦ ἀκούοντες καὶ ποιοῦντες. 解釋耶穌的「母親和兄弟是那

些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人」，幾可為把外邊的親屬和室內的聽眾一併讀為符合

聽而遵行的門徒標準（Brown，1978，1997）。《思高聖經》並沒有在譯文中呈

現出這樣的差異，不過這部分筆者下文中會再討論。 

如果我們觀察的範圍不限於以上的文本片段，而是擴大至上下文脈絡，便

會發現，不只路加和瑪竇、馬爾谷福音書對相同事件的敘述語調不同；瑪竇與

馬爾谷福音節錄片段的內容雖然近似，就上下文脈絡觀之，對於耶穌家屬的描

述筆法似乎也有頗大的差距。這三卷福音書的內容都不是單純地按照時間順序

記述，而有因應福音書作者各自寫作目的進行的調整與編排（思高聖經學會，

1957；Brown，1997）。於是，對觀福音各自把耶穌論及真親屬的文本片段放在

不盡相同的脈絡中，關於谷 3:31-35、瑪 12:46-50、路 8:19-21 三段經文的文本

脈絡比較，筆者也會依照上文中谷、瑪、路的次序進行。 

首先，許多學者認為，谷 3:31-35 所屬的較大文本脈絡是谷 3:20-35，而這

一文本片段是由該福音書作者獨特的文學手法「馬爾谷三明治」（Marcan 

Sandwich）所構成。「馬爾谷三明治」的意思是，福音書作者時常開啟了一段記

述後，中間插入另一段記述，最後再回到原本的記述。當我們以這個文本架構

看待谷 3:20-35，那麼 3:20-21 便是這段記述的起頭，說明耶穌的家人「他的

人」聽聞耶穌所行的事蹟，認為「他瘋了」，於是要前來「抓住他」；谷 3:22-30

是中間插入的記述，說明另一群從耶路撒冷下來的經師對於耶穌所行的事蹟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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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著更差的評價：先說他附有鬼魔「貝耳則步」，再進一步說他所行奇事的其實

是「賴魔王驅魔」；耶穌對此一一給予回應，先回應的是後一個經師們的指控，

反問「撒殫怎能驅逐撒殫呢？」接著回應前一個經師們的指控，直陳「誰若褻

瀆了聖神，永遠不得赦免」，暗示他的驅魔其實與聖神有關；谷 3:31-35 回到原

本中斷的記述，當耶穌的人——「母親與兄弟」——到來，耶穌卻說「奉行天

主的旨意」的人才是他的真親屬，以此回應「他瘋了」的質疑。如果「他瘋

了、他附魔、他賴魔王驅魔」這般對耶穌三層次逐步增強的聲稱，以及耶穌三

層次的由後往前對於「他賴魔王驅魔、他附魔、他瘋了」一一給予回應，確實

是馬爾谷特意設計過的書寫方式，那麼在此耶穌的母親和兄弟的形象就是偏於

負面的了：他們不明白耶穌的行事，也尚未進到屋中成為追求天主旨意的一

群。往下閱讀谷 4:1-20 撒種的比喻中，不同種類土地之間的對比，也彷彿與前

文中耶穌的家人、猶太的經師、耶穌的門徒之間的對比相似。特別是耶穌對

「那些外人」只用比喻，而講解則是暗暗說給「那些跟從他的人和十二門徒」

聽，更易使讀者加強了屋外、屋內之對比的印象（Brown，1978，1997）。 

 寫作中參考過馬爾谷福音的瑪竇和路加福音，不約而同地拿掉了谷 3:20-

21，這是不是因為瑪竇和路加福音的作者，不約而同地以近似上文的角度理解

了這段經文，並因為各自所偏好的耶穌家屬形象，而不願保留文中描述耶穌家

屬的負面筆法呢？瑪竇福音不只拿掉馬爾谷書中聲稱耶穌瘋了的片段而刪改馬

爾谷三明治的文本結構，還把耶穌驅魔受毀謗的段落提前到瑪 12:22-32，中間

插入瑪 12:33-37 由果實辨別善惡、瑪 12:38-45 約納的徵兆，以後才接瑪 12:46-

50 耶穌家屬來訪及耶穌論真親屬的片段。於是耶穌的親屬和猶太的經師（許多

猶太經師是法利塞人，瑪竇福音中特別指明毀謗耶穌的是法利塞人）不再因並

排對照，而有近乎類比的關係；由此，瑪 13:1-23 雖然也同馬爾谷的編排，直

接接上撒種的比喻，但不太予人耶穌親屬、猶太經師、門徒可能分屬不同類土

壤的暗示。瑪竇福音極力解消包含瑪利亞在內的耶穌親屬負面形象，這可能跟

瑪竇福音開頭記載的耶穌童年史有關。文中記述馬利亞懷胎耶穌是超自然的貞

女懷孕、陌生的賢士前來朝拜耶穌、耶穌誕生後天主透過若瑟夢中的啟示保護

耶穌免受黑落德的屠殺，歷經這一切的瑪利亞理當知道耶穌身分殊異，似乎不

該對耶穌的行事吃驚到懷疑他是否瘋了（「法利塞」，1975；Brown，1978）。 

路加福音在這個段落的文本編排與馬爾谷福音的差距更大，不只路 8:19-21

耶穌論及真親屬的片段語氣經過大幅調整，耶穌驅魔受毀謗的記述（路加福音

中並未指明毀謗者的身分）也移至路 11:14-23 中完全不同的文本脈絡中，不再

與來訪的耶穌家屬形成任何類比或映襯。再者，路加福音中撒種的比喻移至

8:4-15，接著插入 8:16-18 點燈的比喻，最後再接上 8:19-21 耶穌論真親屬的片

段。在這段與馬爾谷書相異的文本編排中，路加福音作者反覆強調「聽天主的

話」的重要，撒種比喻的結尾是：「那在好地裏的，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誠實的心

傾聽的人，他們把這話保存起來，以堅忍結出果實（8:15）。」接續的點燈比喻

的結尾道：「所以，你們應當留心要怎樣聽；因為凡有的，還要給他；凡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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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從他奪去（8:18）。」最後耶穌論真親屬的末句是：

「我的母親和兄弟是那些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人（8:21）。」54按原文的脈絡

來讀，這裡包含了三層次對於「聽天主的話」重要性的正面強調。於是，與耶

穌的兄弟同來的瑪利亞在這段文本中，比起谷 3:31-35 的負面形象和瑪 13:1-23

的中性形象，轉而呈現積極正面的形象，而得以與路加福音開頭描繪的瑪利亞

形象相符。在那裏，瑪利亞對天使宣報的回應是：「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

話成就於我罷（1:38）！」顯示她是個謙卑且願意「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

女子。有趣的是，關於耶穌童年史中的瑪利亞，路加福音的記述比起瑪竇福音

的側筆帶過，顯得更加生動與積極；與此相似的是耶穌傳教過程中的耶穌家

屬，路加福音的記述也比起瑪竇福音僅僅消除負面形象的筆法，顯得更加積極

與正面（Brown，1978）。 

 由以上視角觀看三卷對觀福音共有的文本片段，我們看見三卷福音書展現

出對福音信息合一又多樣的詮釋，合一的是共同強調聽而遵行天主旨意的重

要，多樣的是上下文的編排和次要訊息的調整，這不影響福音的核心訊息，卻

讓三卷福音書呈現出大異其趣的耶穌家屬形象。在 1968 年版《思高聖經》中，

譯釋者僅強調三對觀福音中共同的重點：「奉行天主旨意的人，獲得了更高的地

位，成了耶穌的真親屬（頁 1527）」，這一解釋置於瑪 12:46-50 的旁註中，路和

谷的相關片段則不再多增說明，僅要讀者參考瑪 12:46-50 的經文和註釋。不過

由於《思高聖經》前後版對這段文本的詮釋立場大致相同，欲進一步了解譯釋

者如何詮釋文本中耶穌家屬的形象，我們還是要回到 1957 年出版的《福音》中

觀察。書中譯釋者一方面承認三卷福音書對同一事件的表述態度不盡相同，另

一方面極力以三卷福音書的內容相互補充，這使得瑪利亞和耶穌兄弟在《思高

聖經》中呈現出何種樣態，又造成何種翻譯和詮釋的現象呢？ 

 在 1957 年版路加福音的註釋中《思高聖經》指出三福音書將同一事件編入

不同的文本脈絡之中：「應當注意的是路把耶穌論真親屬的話與耶穌所講撒種子

的比喻的道理連貫起來，按瑪和谷是在別的光景上說的（頁 764）。」在這個段

落中，瑪竇文本的排次與馬爾谷較為相近，思高譯釋者將之歸為一類；路加福

音對於文本的編排做出較大幅度的調動，譯釋者將這一差別挑出來講解，並特

別講明當福音書作者將撒種的比喻調動到親屬來訪的事件之前，如何造成閱讀

上正向的呼應效果：「為此耶穌論真親屬的話是在說明他所解釋比喻的末句的真

理（8:15）（頁 764-765）。」於是，譯釋者也承認不同的文本編排方式，將給予

讀者不同的閱讀印象，並特別指明路 8:21 中耶穌論及誰是真親屬時語氣的差

異：「耶穌說的話，按谷所記的，分外嚴厲，而路卻用了很緩和的口氣說出（頁

765）。」然而，思高譯釋者似乎不願正面承認三卷福音書中論及耶穌的家屬，

確實帶著不一致的口氣，反而極力透過三卷福音書的互相解釋，塑造出耶穌家

                                                      
54 路 8:21 原文構句是 Μήτηρ μου καὶ ἀδελφοί μου οὗτοί εἰσιν οἱ τὸν λόγον τοῦ θεοῦ ἀκούοντες καὶ 

ποιοῦντες. 在此筆者為了方便讀者理解原文語氣，按原文構句直譯，並沒有採納《思高聖經》

的翻譯。至於《思高聖經》對路 8:21 的翻譯，筆者於下文再做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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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在這一文本片段中統一的形象——更精確地說，是塑造來訪家屬中耶穌的母

親的統一形象，至於耶穌的兄弟在這一文本片段中的形象如何，則絲毫不是譯

釋者關注的範圍。思高譯釋者塑造馬利亞形象的辦法，呈現在與路 8:21 對映的

谷 3:35 和瑪 12:50 的註釋中，谷和瑪的相關註釋依次節錄如下： 

 

耶穌的話，對他的親族，並沒有什麼冒犯之處，並且為聖母還是一種最完善的讚

美，因為她常是虔誠熱烈地承行了天主的旨意。領報時她說：「看！上主的婢女！

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路 1:38）」她始終沒有改變她的態度，由懷孕到生

產，最後到加爾瓦略山，她常承行了天主的旨意（1957，頁 517）。 

 

吾主這句話不但沒有減輕聖母的身價，反更指明聖母的真正偉大處，在聖母一生

只有一個目的，只懷著一個理想：遵行天父的旨意(路 1:38；若 2:5) 。除耶穌

外，聖母是天父家庭中人的唯一樣範。（1957，頁 181）。 

 

在這兩段註釋之中，譯釋者都急切地澄清，耶穌的一席話絕不會「冒犯」瑪利

亞或「減輕」瑪利亞的「身價」。至於理由，則是引用了其他福音書卷的內容來

佐證，谷的註釋引述了路加福音，瑪的註釋引述路加福音又引述若望福音。這

樣的註釋內容，反應譯釋者對於「福音一貫性」的堅持，並由「以經解經」的

詮釋方法呈現。筆者已於第四章解釋過這一《思高聖經》的詮釋原則，但深入

經文章節時，這一原則究竟是如何運用的？察看《思高聖經》就對觀福音間的

差異甚至矛盾之處的詮釋，可能也是進一步察看《思高聖經》如何實踐這一詮

釋原則的最佳視角；而理解《思高聖經》的詮釋原則如何實踐，也有助於我們

理解思高聖經中的瑪利亞思想建立的基礎。 

首先，我們在以上的詮釋中看到，當瑪利亞在三卷福音書中的形象出現矛

盾不一時，譯釋者都要求讀者加入路 1:38 瑪利亞甚願奉行天主旨意這一文本，

以此解讀前兩卷福音書中瑪利亞的形象。這裡，譯釋者展現的「以經解經」實

踐辦法，是以路加福音中正面的瑪利亞形象，作為比馬爾谷和瑪竇福音中的文

本更為上位的詮釋原則，以此化解另外兩本福音書中難言為積極正面的瑪利亞

樣貌。在此，我們可以試問，思高譯釋者是否可能接受相反的「以經解經」實

踐辦法，意即以瑪竇和馬爾谷福音裡中性、甚至偏於負面的瑪利亞形象去否決

路加福音中形象正面的瑪利亞？由前文分析中顯見《思高聖經》積極維護瑪利

亞的形象，因此上述問題的答案幾乎可以確定是否定的，但是既然這三卷福音

書都是天主教會認可的新約正典，那麼這樣的否定有根據嗎？這實際上反映了

譯釋者以經文相互解釋時的何種詮釋前設？ 

 在此，筆者需要進一步說明，單就瑪 12:46-50 和谷 3:31-35 的片段來看，

《思高聖經》亦委婉承認所呈現的瑪利亞的形象不如路加福音正面。然而，譯

釋者雖然認為瑪和路編寫過程均參考過谷，但並不覺得需要解釋為何谷 3:20-21

於這兩卷福音書中均遭刪減，且《思高聖經》對於谷 3:20-21 的解讀亦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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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分析。以下讓我們一看谷 3:20-21 的原文、譯文及思高譯釋者的詮釋。 

 

Καὶ ἔρχεται εἰς οἶκον· καὶ συνέρχεται πάλιν [ὁ] ὄχλος, ὥστε μὴ δύνασθαι αὐτοὺς μηδὲ 

ἄρτον φαγεῖν. καὶ ἀκούσαντες οἱ παρ᾽ αὐτοῦ ἐξῆλθον κρατῆσαι αὐτόν· ἔλεγον γὰρ ὅτι 

ἐξέστη. 

 

耶穌到了家，群眾又聚集了來，以致他們連飯都不能吃。他的人聽說了，便出來

要抓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瘋了！」（思高聖經學會，1968） 

 

《思高聖經》1957 年的版次將 οἱ παρ᾽ αὐτοῦ（hoi par autou）譯為「他家裡的

人」，1968 年的版次改而直譯為「他的人」，不過無論是「他家裡的人」還是

「他的人」，這前後兩版的註釋都將之解為「耶穌的門徒」。動詞 ἔλεγον

（elegon）「（他們）說」的主詞也都隨之解釋為耶穌的門徒。於是整段文本在

《思高聖經》中的呈現，是耶穌的門徒覺得耶穌「瘋了」，於是要出來抓住他。

繼而，指稱耶穌所處狀態的語彙 ἐξέστη（exestē），《思高聖經》雖譯為「他瘋

了」，但 1957 年版和 1968 年版的註釋都竭力將之解釋為較為委婉的語意，主張

這一詞彙無非是要表明耶穌過度勤奮的服事異乎常人。於是，《思高聖經》中的

門徒，既聲稱耶穌瘋了，還出來要抓住他，也不過是要表達對於耶穌的極度關

切。當我們僅著重希臘文單詞的意涵，確實必須承認詞組 οἱ παρ᾽ αὐτοῦ 的指涉

對象不明；動詞 ἔλεγον 的主詞也僅能確定是第三人稱多數；描述耶穌所處狀態

的動詞 ἐξέστη 也確實涵蓋多種語意。然而，當我們以敘事考證（narrative 

criticism）分析馬爾谷福音的文本架構，再以編輯考證（redaction criticism）思

考何以瑪竇和路加福音都刪除谷 3:20-21 時，似乎較難認同思高譯釋者的結

論。上文筆者已解釋谷 3:20-35 的內容如何好似呈現出一個完整的馬爾谷三明

治架構，其中包含三層次關於耶穌的聲稱或說指控，以及耶穌三層次的回應。

當我們細察谷 3:21-22 三層次與耶穌相關的聲稱，我們會發現不只內容，原文

的句構也呈現排比層遞的樣貌，以下讓我們一看這三層次的聲稱在原文谷 3:21-

22 的句構（並附上思高聖經 1968 年版次的譯文供對照）： 

 

καὶ ἀκούσαντες οἱ παρ᾽ αὐτοῦ ἐξῆλθον κρατῆσαι αὐτόν· ἔλεγον γὰρ ὅτι ἐξέστη. καὶ οἱ 

γραμματεῖς οἱ ἀπὸ Ἱεροσολύμων καταβάντες ἔλεγον ὅτι Βεελζεβοὺλ ἔχει καὶ ὅτι ἐν τῷ 

ἄρχοντι τῶν δαιμονίων ἐκβάλλει τὰ δαιμόνια. 

 

他的人聽說了，便出來要抓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瘋了！」從耶路撒冷下來的經

師們說：「他附有貝耳則步。」又說：「他賴魔王驅魔。」 

 

由原文觀之，雖然仍然無法確定谷 3:21 原文中 οἱ παρ᾽ αὐτοῦ（他的人）和

ἔλεγον（他們說）的指涉對象，但幾乎可以確定和谷 3:22 中 οἱ γραμματεῖς ο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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ἀπὸ Ἱεροσολύμων（從耶路撒冷下來的經師們）和 ἔλεγον（他們說）一樣，從屬

子句和獨立子句中所指涉的都是同一組的行動者。再考慮谷 3:21 ἐξέστη（他瘋

了），與谷 3:22 Βεελζεβοὺλ ἔχει（他附有貝耳則步55）和 ἐν τῷ ἄρχοντι τῶν 

δαιμονίων ἐκβάλλει τὰ δαιμόνια（他賴魔王驅魔）的並排位置，便很難將 ἐξέστη

這一用語緩和為不具負面意涵的語意。最後當我們按馬爾谷三明治的架構對比

3:20-21 和 3:31-35，就會傾向將 3:20-21 中「他的人」和「他們說」這一組指涉

同一對象的主動行為者，定位為耶穌的家屬——母親與兄弟。所以，當譯釋者

傾向呈現單詞中的某種語意而拒絕另一種更為可能語意，傾向於呈現某些文本

脈絡而忽略另一些不同於譯釋者的詮釋的文本訊息，這些選擇的意向中可能包

含何種詮釋前設呢？ 

筆者在這個例子中看到，當思高譯釋者裁決以經解經的詮釋方向時、選定

一字多義時的語意時、選擇可向讀者陳明的文本脈絡時，認定的前設是：「瑪利

亞在四福音書中應該要呈現出和諧一致的正面樣貌」，這個前設包含了一個更普

遍的詮釋前提：「四福音書各部分都要按教會傳統的指示，呈現出和諧一致的內

容」。在此我們回到前文討論過的譯釋者的詮釋傾向：理論上承認各福音書均歷

經調整與編輯，並不直接等同於歷史事實；實際上竭力將四福音書調合成相同

的面貌，並將經自身之手調合過的福音書視為歷史事實，推薦給讀者。這樣的

詮釋傾向可能產生一些問題，第一，當譯釋者視四福音為具有相同的面貌，就

可能因為無視其中真實的差異，而無法產生細膩表現作者原意的譯文。第二個

問題與第一個問題相關，為了達成四福音的調合，不尊重四福音間真實的差

異，就容易在詮釋福音書共有的文本片段時，消抹一個福音書作者的聲音，高

舉另一個；為了達成四福音的調合，不尊重歷史事實與福音書記載之間的縫

隙，就會強行填補一些福音書本來沒有意圖解釋的縫隙。 

筆者認為上述路 8:21 的思高譯文，就是由於第一個問題而產生的。《思高

聖經》大可將路 8:21 直譯為「我的母親和兄弟是那些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

人」，這樣的譯法其實更能達到譯釋者推崇瑪利亞的期望，譯釋者卻調換了語

序，譯原文為「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纔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加上了

「纔是」一詞，更使語句顯得負面。不過這樣的譯法和谷 3:35「因為誰奉行天

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瑪 12:50「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

父的意旨，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的句構頗為相似。於是，在《思

高聖經》的路加福音譯文中，本可透過文本脈絡突顯出耶穌家屬的正面形象，

卻被路 8:21 負面的文法結構給抵消掉。最後，路的譯文讀來，也不明顯比瑪和

谷中的家屬形象來的正面。結果是，《思高聖經》對觀福音中所共有的這一文本

片段，正文一律顯不出耶穌評價家屬的正面語氣，隨文附註又一致為耶穌對家

屬的評價緩頰。筆者認為這就是一個為了調合福音書，而消弭文本差異的例

子，譯釋者本可以細膩呈現出路 8:21 對家屬偏於正面的語氣，卻為了使三福音

達到相同面貌，而忽視其他合乎原文語氣和語序的譯法。這一例子同時弔詭的

                                                      
55 「貝耳則步」一詞的內涵不易判定，但在此大約是當成邪魔或魔王的名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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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了譯釋者詮釋傾向的第二個問題：在《思高聖經》的正文中，路 8:21 積極

正面的語氣被消抹，在《思高聖經》的註釋中，則相反過來，谷和瑪分別偏於

負面和中性的的家屬形象被消抹。這一詮釋效果明顯呈現在 1957 年初版的《福

音》裡，譯釋者似乎難以接受耶穌家屬在福音書中呈現出多種樣貌，而極力補

入種種解釋，將之改為單一樣貌，再定之為歷史事實，但這種填補而成的歷史

事實，卻不是文本內在證據所足以支持的。1968 年的改版後，強力調和四福音

書內文的傾向較為減弱，谷 3:35 和瑪 12:50 中極力維護耶穌家屬形象的註釋都

予以刪除，但路 8:21 保留接近谷與瑪的譯法，谷 3:20-21 迴避負面耶穌家屬形

象的詮釋也不見更改。 

以上耶穌的母親與兄弟一同出場的文本中，筆者發現譯釋者為了維護瑪利

亞正面的形象，而始終有將對觀福音的記載調和統一的傾向；以下筆者還會討

論更多關於或似乎關於耶穌的兄弟姊妹的文本，而我們同樣會看到譯釋者始終

為了維護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思想，將福音書甚至是整部新約中的相關文本，填

補、整合、進而統一。思高譯釋者對於瑪利亞的相關立論與其調和聖經經文的

詮釋方法密切相關，於是，筆者要在此補充說明，天主教會近代的詮釋立場如

何歷經大幅調整，如何更加清楚的界定出歷史事實與文本記載的關係。由於思

高譯釋者高度尊崇教會的訓導權，教會整體聖經詮釋的變化也必定影響譯釋者

的詮釋態度。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思高聖經》將正典文本有所差異記

載調和成明確、單一面貌的歷史脈絡。 

教會在歷史中，長久將聖經中涉及歷史的記述，當作不可錯誤的純然史實

——因為聖經既然是天主的啟示，理當毫無錯誤。這一出於尊敬聖經而產生的

預設到了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開始遭受挑戰，其中涉及基督徒信仰根基的福

音書首當其衝，起先是質疑福音書中的超自然是否可能，接著是質疑聖經中的

記載是否客觀可信。於是，耶穌是否真為天主子？乃至於耶穌是否真實在歷史

上存在過？成為教會必須面對的尖銳問題。天主教會官方在 1943 年以前，堅持

超自然確實可能之餘，試圖將正典記載直接等同於歷史事實，主張四部福音書

皆由目擊證人或與目擊證人關係密切的人信實地執筆記述，幾可逕視為歷史事

實，以此捍衛福音書的記載客觀可信（朱修德，2000；張春申，2004）。筆者於

第四章提及的宗座聖經委員會在 1911 年和 1912 年就對觀問題作成的決議，便

是在這個背景中頒布的，由此前設衍生的聖經詮釋，必然衍生出對於四福音的

積極調和——因為書中所載既都客觀可信，便應能完美調和。天主教會對於聖

經詮釋的強硬立場直到 1943 年教宗頒布《聖神默感》通諭，發生轉機。這一通

諭表示，聖經是天主的啟示，但也是天主推動一個個有自主意識的寫作者所寫

下的文本。於是鼓勵天主教學者以當代考證方法去挖掘其中的寫作者所使用的

文學手法、所處的時空背景、面對歷史時持有的思想態度等，正面回應當代考

證學科對於聖經提出的困難問題。《聖神默感》通諭相當程度地解除天主教學者

聖經研究的限制，為教會的學術研究注入生氣，但新開啟的聖經詮釋空間也為

教會帶來不安，一派教會人士主張積極運用當代考證方法，另一派指責其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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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方法，這樣緊張的局面直到梵二大公會議的召開終於有了新的突破（房志

榮，1993；張春申，2004）。梵二期間，兩個重要的教會文獻接連頒布，分別是

1964 年宗座聖經委員會的《對福音歷史性真理的指示》和 1965 年的教義憲章

《天主的啟示》。前者反映教廷對於當代考證方法更多的接納，同時對於拒絕超

自然等違反信仰的前設鄭重否決；後者則更進一步解釋天主啟示的無誤性該如

何理解，天主如何藉由聖經使我們知曉無誤的得救真理。天主教會歷經一連串

對於聖經詮釋態度的開展與明確化，現在更清楚地表明，就算四福音書皆非目

擊證人所寫，且任何寫作者所寫的內容都不可能符合現代歷史主義所要求的客

觀中立，但福音書實在是教會在信仰中對於歷史事實的反思而形成的，雖歷經

傳承與編寫的變異，並沒有喪失信仰內涵的歷史性。四福音書多處證實經由不

同的傳承來源而保留相同的信仰宣報，也屢次記述耶穌迥異於所處猶太環境的

舉止，其中甚至保留似乎不利教會傳教的言行記錄，在在透露基督信仰並不是

人類智識的發明，而與一位真實在歷史中行走過的耶穌有關，也與人在歷史中

真實與耶穌相遇有關。至於福音書彼此間與信仰核心無關的記述差異，天主教

會現在可以坦然承認：「因此我們再也不應該對於福音中能有的敘述空隙、表面

矛盾等現象，發生不必要的驚奇與困難。我們不應設法知道福音作者在編輯時

不願告訴〔我們〕的因素（張春申，2004，頁 136）。」 

從以上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思高聖經》從開工到合訂本成書，始終處於

天主教詮釋立場的過渡階段：由 1936 年開始翻譯，至 1961 年 11 大部初版譯釋

文付梓，歷經了天主教會透過 1943 年《聖神默感》通諭的一波詮釋態度更新，

以及教會內部兩派詮釋立場的角力；而自此開始籌備，直到 1968 年出版的合訂

本，又經歷了 1964 年《對福音歷史性真理的指示》和 1965 年《天主的啟示》

的第二波詮釋立場更新，以及梵二會議期間，與會教長對於教會中種種議題的

來回辯論。這使筆者更能體諒思高譯釋者由傳統詮釋立場自我開展的進程，何

以遲疑緩慢。《思高聖經》詮釋聖經時雖欲採納多種當代考證方法，卻又不願正

面面對當代考證方法對其詮釋結論的挑戰，雖然合訂本比起初版的釋譯，拿掉

了不少僵固的詮釋，但仍有許多刻板持守傳統思想的痕跡。論及經文中耶穌的

兄弟姊妹的身分，譯釋者堅持釋出傳統瑪利亞思想的方式，不只是藉由分析耶

穌童年史相關經文時提及的「更豐富的含意」詮釋，還藉由不區分歷史與文本

的「調和聖經文本」的詮釋方式。筆者在耶穌童年史的相關分析中曾表示，思

高譯釋者對於「更豐富的含意」的運用，常是壓抑原福音書作者的意圖，高舉

後代形成的思想，使最後的結論能合於正典以後成形的瑪利亞學發展方向。而

思高譯釋者「調和聖經文本」的方式，則是在正典範圍內，壓抑某些正典文本

的文意、推舉另一些正典文本的文意、加添前設或口傳填補一些正典中沒有說

明的空白，使最後的結論能合於正典以後成形的瑪利亞學發展方向。以下筆者

還要詳細考察思高譯釋者如何以這種詮釋方法，定位耶穌的兄弟姊妹的身分。 

在對觀福音中，耶穌的兄弟直接出場之處，僅上述谷 3:31-35、瑪 12:46-

50、路 8:19-21 這一段對觀福音共有而記述有異的文本。不過谷 6:1-6 和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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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58 也各有一段耶穌的兄弟間接出場的記述，文中，耶穌的鄉人間接提及

耶穌的兄弟，甚至不只一一報出四位兄弟的名字，還連帶提到耶穌的姊妹。在

此，經文中所出現的「兄弟」和「姊妹」詞彙，都是按《思高聖經》的譯法。

更正教派合作翻譯的《和合本》將文本中的同樣詞彙譯為「弟兄」和「妹妹」；

《新譯本》譯為「弟弟」和「妹妹」；《現代中文譯本》也譯為「弟弟」和「妹

妹」。從這兩個看似單純的詞彙，就可以看出基督宗教兩大支派對於耶穌與其親

屬之間的關係第一層次不同的認知：《思高聖經》明顯認為耶穌的平輩親屬，年

紀可能大過耶穌，也可能比耶穌還小；而更正教的譯文則一律堅持耶穌的平輩

親屬，只可能是年紀比他小的弟弟和妹妹56。以下讓我們先瞭解這兩個詞彙在

原文中的意思，再分析《思高聖經》如何詮釋這兩個詞彙，又如何進一步調

和、定位文中的耶穌「兄弟」與「姊妹」。 

《思高聖經》譯為「兄弟」的詞彙，在希臘原文為 ἀδελφός（adelphos）；

「姊妹」為 ἀδελφή（adelphē），這兩個詞一般是指同胞手足，親兄弟或親姊妹

（Liddell，Scott，Jones，1996）。新約其他文本脈絡中，也有使用 ἀδελφός 指稱

更廣泛的關係的例子，如羅馬書 9:3 中保羅以這個字彙泛指以色列同胞；瑪竇

福音 5:21-26、7:1-5 中耶穌舉例教導梅瑟法律的真意以及勿判斷人的重要時，

也使用這個詞彙，在這些經文中不可能是單指著同胞手足的關係講的。不過，

這些例子中都有上下文脈絡來幫助讀者以更廣泛的意涵來理解該詞彙。在耶穌

論真親屬的谷 3:31-35、瑪 12:46-50、路 8:19-21 三個文本片段裡，耶穌的「兄

弟」和耶穌的母親一同出現；而耶穌的鄉人論及耶穌親屬的谷 6:1-6 和瑪 13:53-

58 兩個文本片段中，耶穌的「兄弟」和「姊妹」也是和耶穌的母親（按馬爾谷

的文本）或耶穌的父母（按瑪竇的文本）一同被提及，這時就較難將這個兩個

詞彙解作親兄弟姊妹以外的關係了。然而，亦有論者以這些經文可能有的阿拉

美文底本，以及文本或底本背後帶有的希伯來或阿拉美文化歷史背景，主張對

詞彙更廣泛的解讀，比如「兄弟」一詞在希伯來文中的ָאח以及阿拉美文中的

ָחאאַָ ，可以解讀為親兄弟以外的堂表兄弟，甚至泛指有血緣關係的同性親屬。因

此考慮到文本片段背後的猶太語言文化，我們無法判斷這些耶穌的「兄弟」與

「姊妹」與耶穌真正的關係。但就算有一層猶太背景的考量，當歷史事實經過

傳承、編輯，來到福音書作者的手中，當福音書作者選定 ἀδελφός 和 ἀδελφή 這

兩個詞彙指稱這些與耶穌的父親與母親一同被提及的「兄弟」和「姊妹」，我們

仍然很難否認作者大約都是視之為耶穌的同胞手足，況且希臘文還有其他字彙

可以用以指稱別的親屬關係，比如以 ἀνεψιός（anepsios）指稱堂表兄弟，以

ἀνεψιά（anepsia）指稱堂表姊妹（Brown，1978）。 

《思高聖經》1968 年合訂本在瑪竇福音 13:54-57 的附註裡，說明文中耶穌

的兄弟姊妹為「堂叔兄弟姊妹（頁 1529）」，並沒有進一步解釋詞彙的語意；另

                                                      
56 雖然《和合本》使用的「弟兄」一詞語意本身較為模糊，是概略的指稱同性手足，但觀其同

時併用的「妹妹」一詞，看起來仍是將耶穌的「弟兄」定位為與「妹妹」一樣比耶穌年紀小的

手足。 

 



127 
 

外，在書末〈聖經教義索引〉裡瑪利亞「卒世童貞」的要點中，還有一小段文

字說明：「於『耶穌的兄弟』的實在意義，見瑪 12:47、27:56、谷 6:3、谷

15:40、谷 15:47、16:1、若 19:25、路 1:26-38、8:21（頁 1994）」，其中路 1:26-

38 是前文分析過的瑪利亞是否立志守貞片段；瑪 12:47 和路 8:21 是前文分析過

的耶穌論真親屬片段；谷 6:3 是前文提過的耶穌的鄉人提及耶穌親屬的片段；

其他瑪 27:56、谷 15:40、谷 15:47、谷 16:1、若 19:25 都是耶穌受難的文本片

段，無法直接看出和耶穌的兄弟姊妹有何關係，在 1968 年合訂本的這些經文的

註釋中也都沒有進一步解釋耶穌的兄弟或姊妹的身分，使得〈聖經教義索引〉

中的這段經文參考建議令人有點摸不著頭緒。以上是合訂本中所有關於耶穌兄

弟姊妹身分的詮釋，這版聖經將他們的身分定位為堂叔兄弟姊妹，指出這樣的

身分定位與瑪利亞終身童貞相關，其他意欲帶出的解釋都不甚明確。筆者在前

文的分析中舉了一個《思高聖經》書末〈聖經教義索引〉與全書經文相互對照

時顯現編輯不嚴謹的例子，在此我們再次看到類似的狀況。無論如何，單看

1968 年的合訂本我們仍然無法了解詮釋背後的理據，以下讓我們進一步看看

1957 年版《福音》的詮釋。 

《福音》中有一篇完整的〈論「主的兄弟」〉附在瑪竇福音 12 章章末，在

這篇附註中，思高譯釋者首先說明「兄弟」和「姊妹」兩個詞彙的意涵：必須

按照希伯來語風理解，即可用以指涉廣泛的親屬關係。接著聲明譯釋者的解讀

立場：「這兩個名詞……絕對不能以狹義解為聖母瑪利亞的兒女，或其淨配若瑟

的兒女（頁 183）」，理由包括四福音相互調和而成的經文證據，以及教會歷來

的傳統。譯釋者究竟如何調和、解讀文本？所堅持的具體傳統又是什麼呢？ 

在馬爾谷和瑪竇福音裡，耶穌的鄉人分別述及四個耶穌「兄弟」的名字，

谷 6:3 中的 Ἰάκωβος καὶ Ἰωσῆς καὶ Ἰούδας καὶ Σίμων 和瑪 13:55 中的 Ἰάκωβος καὶ 

Ἰωσὴφ καὶ Σίμων καὶ Ἰούδας，兩卷福音書中的記載，有一個名字是不一致的，

分別拼作 Ἰωσῆς 和 Ἰωσὴφ。不過，《思高聖經》在進行音譯轉換時，就先做了初

步的調和，將上述兩份名單統一為「雅各伯、若瑟、西滿、猶達」。接著，譯釋

者力圖提出證據，指出這四個人都不是瑪利亞的孩子，並附帶提及，只要可以

證明這四位都不是主的親兄弟，那麼谷 6:3 和瑪 13:56 提到的不具名的主的姊妹

也可以按同理推論。首先處理的是雅各伯和若瑟兩位，因為在耶穌受難的場景

中，似乎有他們身分的線索。谷 15:40 記載，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時，「有些婦

女從遠處觀望」，其中有三位特別被提出，分別是「瑪利亞瑪達肋納，次雅各伯

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及撒羅默。」在此，雅各伯和若瑟的名字一起被提及，惟

雅各伯被稱呼為「次」的那位雅各伯（ὁ μικρός），而這個詞可能指「較年輕

的」那位雅各伯，也可能單純指這位雅各伯的身量不高，但整部新約不再有其

他地方使用次雅各伯的稱呼，也未曾提過任何一位「長」雅各伯，所以單看文

本內證，無從判定其確切意涵（Brown，1978）。瑪 27:56 記載的耶穌受難場

景，亦有「許多婦女在那裏從遠處觀望」，其中三位特別被提出的名單和馬爾谷

的記述略有差異，分別是「瑪利亞瑪達肋納，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與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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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德兒子的母親」。在此，「撒羅默」和「載伯德兒子的母親」是否為相同的婦

人，是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最後，若望福音亦描述了耶穌受難的場景，卻和前

兩部福音書有明顯的差異，不再有眾多的婦女遠眺釘十字架的耶穌，只有幾位

婦女傍著十字架上的耶穌而立，若 19:25 原文記載為 εἱστήκεισαν δὲ παρὰ τῷ 

σταυρῷ τοῦ Ἰησοῦ ἡ μήτηρ αὐτοῦ καὶ ἡ ἀδελφὴ τῆς μητρὸς αὐτοῦ, Μαρία ἡ τοῦ 

Κλωπᾶ καὶ Μαρία ἡ Μαγδαληνή.《思高聖經》譯為「在耶穌的十字架傍，站着他

的母親和他母親的姊妹，還有克羅帕的妻子瑪利亞和瑪利亞瑪達肋納。」在

此，思高聖經主張有四位婦女，但按原文其實並不是這麼明確，亦可主張文中

僅有兩位婦女，即逗點前的名詞詞組 ἡ μήτηρ αὐτοῦ καὶ ἡ ἀδελφὴ τῆς μητρὸς 

αὐτοῦ，而逗點後的 Μαρία ἡ τοῦ Κλωπᾶ καὶ Μαρία ἡ Μαγδαληνή 僅是 ἡ ἀδελφὴ 

τῆς μητρὸς αὐτοῦ 的同位語；或可主張共有三位婦女 ἡ μήτηρ αὐτοῦ καὶ ἡ ἀδελφὴ 

τῆς μητρὸς αὐτοῦ καὶ Μαρία ἡ Μαγδαληνή，且原文的標點需稍改動，Μαρία ἡ τοῦ 

Κλωπᾶ 乃是 ἡ ἀδελφὴ τῆς μητρὸς αὐτοῦ 的同位語。雖然文本中包含上述不甚確

定的意涵，思高譯釋者還是盡力將這三個記述調和為一個相互吻合的場景：正

當瑪和谷記述的婦女們遠遠觀望受難的耶穌，「耶穌的母親和他的愛徒其時是站

在十字架傍（頁 437）」，似乎暗示後來三位瑪和谷特別述及的婦女們移動她們

的腳步，來到十字架旁，而這一幕被若望福音的作者捕捉下來，成了福音書作

者筆下的四位婦女。按譯釋者的詮釋，除了耶穌的母親以外，另外三位婦女的

身分應理解如下：「瑪利亞瑪達肋納」毫無爭議地同時出現在三本福音書的耶穌

受難場景中；而谷所記載的「撒羅默」，應理解為瑪中的「載伯德兒子的母

親」，也是若中「〔耶穌〕母親的姊妹」；最後，谷和瑪所記載的「〔次〕雅各伯

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應理解為若中的「克羅帕的妻子瑪利亞」。於此，受難

場景調和完成，具名出場的四位婦女，有一位名叫撒羅默，三位名叫瑪利亞，

思高譯釋者以此理解做出小結：「〔主的兄弟〕雅各伯及若瑟二人……明明說是

另一個瑪利亞的兒子（頁 183-184）」。 

到此，思高譯釋者已「證明」了主的四位兄弟中，有兩位不是由耶穌的母

親瑪利亞所生，接下來譯釋者還需解釋西滿和猶達的身分。譯釋者引兩段經文

說明猶達和身分已得證明的雅各伯是為兄弟：首先是猶達書開頭的「雅各伯的

兄弟猶達」……（1:1）」一句，接著是路加福音中所記述的耶穌十二宗徒中包

括「阿耳斐的兒子雅各伯……雅各伯的兄弟猶達（6:16）」，譯釋者由此展開，

將主的兄弟的身分和十二宗徒的身分做出調和，於是「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瑪

利亞（谷 15:40、瑪 27:56）」既是「克羅帕的妻子瑪利亞（若 19:25）」，那麼這

位「克羅帕」就必須同時有另一個名字「阿耳斐」，因為在路的十二宗徒名單

中，阿耳斐是雅各伯的父親（路 6:16）。這種調和的方法有不少困難，比如

ἀδελφός 一詞用於描述主的兄弟時如果不能理解為狹義的親兄弟，那麼為在路

6:16、猶 1:1 描述兄弟關係時究竟該以狹義還是廣義的方式理解？在這一點上，

譯釋者的詮釋似乎沒有調和完備，1957 年《福音》中，一下在瑪 10 章的註釋

裡說雅各伯和猶達大約是「叔表兄弟（頁 144）」，一下又在瑪 12 章的附註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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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和猶達的兄弟關係證明耶穌無親兄弟，似乎以雅各伯和猶達為親兄弟；

後來又在 1961 年《宗徒經書下冊》雅各伯書引言裡表示「雅各伯不是獨子，一

定還有三個兄弟（猶達、西滿和若瑟）（頁 80）」。另外，對觀福音中的十二宗

徒名單不盡相同，所以「這份」名單本身也需經過調和，於是「雅各伯的兄弟

猶達（路 6:16）」必須有另一個名字「達陡（瑪 10:3、谷 3:18）」。最後，將主的

兄弟同時認定為主的宗徒，在新約正典他處會遭遇困難，比如，宗徒大事錄

1:13-14 中，明確地把「阿耳斐的兒子雅各伯……及雅各伯的兄弟猶達」和「耶

穌的母親瑪利亞並他的兄弟」做出區隔，並沒有把耶穌的宗徒和耶穌的兄弟視

為身分可能重疊的一群人（Brown，1978）。至於西滿的身分，譯釋者的詮釋再

次顯出明顯的調和不全，1957 年《福音》中，一下在瑪 10 章的註釋裡表示主

的宗徒「熱誠者西滿（瑪 10:4）」，大約同雅各伯和猶達一樣，都是主的兄弟

（頁 144），一下又在瑪 12 章的附註裡說「關於西滿……從新約中我們一無所

知……（頁 184）」，接著在經文以外援引三世紀中葉以後的古基督教史家歐瑟

比（Eusebius of Caesarea）稱二世紀古基督教史家赫傑息頗（Hegesippus）說過

的話，指「西滿是是聖若瑟的兄弟克羅帕（Cleopas）的兒子（頁 184）」，這位

克羅帕就是另一位瑪利亞的丈夫，因此西滿就是雅各伯和若瑟的親兄弟。 

以上就是思高譯釋者如何透過 1957 年《福音》的註釋，盡力調和新約中的

文本，以此定位主的四位兄弟「雅各伯、若瑟、西滿、猶達」的明確身分，再

由此「證明」他們實在不是主的親兄弟，瑪利亞也實在沒有耶穌以外的任何孩

子。在上文的分析裡，筆者已說明思高譯釋者調和文本時顯露的矛盾，然而即

使在沒有明顯矛盾之處，比如在耶穌受難場景出現的「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瑪

利亞」，新約作者也沒有透露足夠的資訊，可以支持此處提及的「雅各伯和若

瑟」和主的兄弟「雅各伯和若瑟」身份一致。思高譯釋者在 1968 年合訂本的註

釋中，宣稱瑪和谷中提及的耶穌的兄弟姊妹，是為父系家族一方的「堂叔」兄

弟姊妹，這不是由於任何譯釋者在經文中發現的「證據」，而出於譯釋者在

1957 年瑪 12 附註裡略略補充的一句「西滿是是聖若瑟的兄弟克羅帕

（Cleopas）的兒子」（頁 184）」，是在調和的文本以外，再加上某一歷史口傳作

為支持。在前後兩版的譯文中，《思高聖經》極力堅持主的兄弟姊妹皆非瑪利亞

所生之餘，並不堅持這些表兄弟姊妹的年紀必須要比耶穌大或小，因此可接受

把 ἀδελφός 譯為「兄」或譯為「弟」，可接受把 ἀδελφή 譯為「姊」或譯為

「妹」；相對的，《和合本》、《新譯本》、《現代中文譯本》這三個更正教中文譯

本一律將文中的兄弟姊妹解讀為瑪利亞的孩子，這麼一來，既然耶穌是頭生

子，那麼這些 ἀδελφοί（ἀδελφός 的複數型）和 ἀδελφαί（ἀδελφή 的複數型）自

然只能譯為「弟」或「妹」了。筆者認為，平心而論，ἀδελφός 和 ἀδελφή 兩個

字在希臘文中較自然的語意是解為親兄/弟、親姊/妹，在耶穌論及真親屬的文本

脈絡中，較自然的理解方式也是視之為親兄/弟、親姊/妹，但這兩個字彙並非沒

有任何擴大解讀的空間，而新約中其他疑似出現耶穌兄弟姊妹的零星片段，一

方面並沒有充分到以足以支持《思高聖經》聲稱的廣義字彙意涵，另一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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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充分到足以完全否決之。簡言之，我們無法單憑新約文本，對於耶穌的兄

弟姊妹的歷史中的身分做出確切的定位，因為這既不是新約作者各自建構基督

論時所關注的焦點，也就沒有豐富的書寫資料供我們比對乃至定位。不過，當

文本具有解讀的空間，《思高聖經》堅決選擇一種詮釋、堅決否定另一種詮釋，

背後帶有怎樣的教會歷史與傳統呢？ 

 前文數次提及的偽經《雅各伯原始福音書》中，出現歷代第一種主的兄弟

姊妹何以非瑪利亞所生的解釋。書中身為年老鰥夫的若瑟受祭司匝加利亞的指

示去迎娶瑪利亞時，抗議道：「我已經有孩子了，而且我是個老人，她是年輕的

女孩，恐怕我成為以色列民中的笑柄57。」可見，書中將耶穌的兄弟姊妹解釋

為若瑟已故前妻的孩子。二世紀出生的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和奧利振

（Origen）都支持這種詮釋，不過，與他們時代相近的特土良（Tertullian）卻

主張耶穌的手足皆同為瑪利亞所生。二世紀以降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思想逐漸成

為教會主流，這時又出現另一種詮釋主的兄弟姊妹的方式，即將「兄弟姊妹」

一詞的意涵由手足擴大解讀為各種可能的近親，這就是《思高聖經》追隨的詮

釋路徑。此一詮釋的代表為翻譯《武加大譯本》的耶柔米，思高譯釋者提及的

古基督教史家歐瑟比也支持這種詮釋。耶柔米認為若瑟大概和瑪利亞一樣，終

身持守了貞潔，而耶穌的兄弟姊妹則是他的母系家族一方的「表舅」兄弟姊

妹，不過這樣的定位又與思高譯釋者傾向主張的「堂叔」兄弟姊妹有所差異。

耶柔米所處的時代盛行瑪利亞終身守貞的思想，但仍有赫爾維狄烏斯

（Helvidius）這樣的基督教思想家主張耶穌的手足就是同為瑪利亞所生的親手

足。值得一提的是，耶柔米對於耶穌兄弟姊妹的身分的詮釋，正是在書寫辯駁

赫爾維狄烏斯時提出的，而他自述提筆的目的，首要是捍衛瑪利亞終身守貞的

思想，繼而是延伸捍衛基督徒終身守貞的生活方式比起進入婚姻更為優越。然

而歷史的發展順序與耶柔米論述的邏輯恰好顛倒，是終身守貞逐漸取代殉道成

為基督徒看為最優越的生活方式以後，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思想才漸成主流

（“Brethren of the Lord”，2005；Brown，1978；“Helvidius”，2005）。 

 在這一小節的分析中，我們看見當耶穌的「兄弟」在三卷福音書中與瑪利

亞一同出場時，思高譯釋者如何調和三卷福音書不同的語氣，極力修飾出單一

的耶穌家屬形象，而這樣的調和又如何抹滅了三卷福音書間真實的差異，進而

強行填補了福音書中未曾說明的空白。接著，我們看見耶穌的兄弟姊妹的身

分，如何由思高譯釋者循相同的辦法，確定為非瑪利亞所生的特定身分近親。

由此，譯釋者得出了一項瑪利亞終身童貞的佐證，因為譯釋者已「證明」了新

約正典未曾記載任何瑪利亞在耶穌以後生下的孩子。透過分析，我們也再次看

到，當福音書作者對於某些後代基督徒所關注的議題沒有明白表示時，譯釋者

會在調和文本之餘，進一步援引新約正典以後逐漸成形的教會傳統，作為自身

立場的支持。這些晚近發展而出的思想一方面難以做為早期歷史的證據； 另一

方面難以積極證明，是教會中逐漸發揚的啟示而不是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並

                                                      
57 這段文字由筆者轉譯自 New Advent 網站上的《雅各伯原始福音書》英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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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時而有同樣據聖經正典發展而出、立場卻相左的思想出現——這呈現於宗

教改革以後天主教和更正教中文譯本對於主的手足翻譯上的區別，也呈現於早

期基督教教父對於主的手足詮釋立場的對立。其實，再往前推，這些多樣的神

學反思恰恰顯現於新約文本之中，對觀福音之間的歧異就是明顯的例子，而新

約成文文本之間的歧異，也可能是發展自新約文本成形之前各地不同基督徒社

群由不同切入點展開的信仰的反思。 

原來基督宗教始終帶有一定程度的多樣性，於是各基督宗派的教會都需面

對一個古老的問題：如何在正面面對多樣性的同時，堅持福音的一貫性？早期

的教會雖然保留了正典文本中的多樣性，卻傾向迴避多樣性存在的事實，轉而

在解讀文本時盡力的調和內容，而這樣的調和經常並沒有區分歷史事實與帶入

信仰思考透鏡的歷史記載，也沒有分辨在調和過程中高舉某一文本的記述而壓

抑另一文本的視角時所持的前設。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見《思高聖

經》相當程度地呈現這種傳統的詮釋態度，修訂後的合訂本比起初版的譯釋，

減少了一些僵化的詮釋結論，但仍保留了不少；前後譯本在極力給出特定的明

確詮釋時，盡力納入當代考證學的考量，卻也在使詮釋變得更加複雜之餘，時

而顯出調和未盡完備的矛盾狀況。這顯出《思高聖經》所帶有的過渡特質，因

為忠於天主教會在歷史中發展出的傳統，而由保守的立場出發，也因為追隨天

主教會在近代歷史中開展的詮釋態度而嘗試調整其詮釋，雖然調整幅度不算太

大。當代天主教會更明確地表示福音深層的一貫性是來自天主這位聖經作者及

教會帶領者的啟示，而福音表層顯見的多樣性是來自於人類這些聖經作者及教

會中的歷代詮釋者的各自有限理解，以此更加坦然面對不同基督教派有所歧異

甚至是相左的詮釋觀點，尋求多元中的合一。由當代天主教會積極展現的寬

容，回望《思高聖經》的詮釋，更會深刻感受到許多古舊的氣息，特別是當譯

釋者認定維護主的兄弟姊妹經文中的身分與維護瑪利亞終身童貞的信理緊密相

關、特定傳統不容妥協時，譯釋者面對這些相關經文時，留給當代考證方法的

合理運用空間，也就所剩無幾了。 

但也許《思高聖經》正足以由此被視為一個重要的過渡期譯本，保留了天

主教會歷史發展痕跡裡的某些片面。「過渡期」一詞的使用，並不是說當代的天

主教會在聖經詮釋上以充足完備而不需再發展，而是顯示《思高聖經》所處的

重要歷史性時刻──《思高聖經》似乎體現了詮釋立場由刻板保守轉為開廣的

初始階段。於是，我們可以透過《思高聖經》詮釋中的細微調整去思考，詮釋

立場的改變如何發生？《思高聖經》詮釋立場的改變，似乎是從撤銷對細節的

僵固堅持開始：不再堅持以特定的方式解釋產時童貞、不再堅持以特定的方式

調和福音書。這使《思高聖經》可以容納更多一點對於經文不同的解讀，就算

直到 1968 年改版的合訂本為止，開展的空間仍頗為有限，這仍是值得注意的轉

變起點。下文筆者要進行由主的兄弟證陳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最後一小部分討

論，在此我們會看到譯釋者另一些瑪利亞學聖經詮釋路徑，也會由此更多探究

思高譯釋者的瑪利亞思想如何與其聖經詮釋的態度緊密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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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 19:25-27 中被托給主所愛的門徒的瑪利亞 

在前一小節的分析中，筆者已說明思高譯釋者對於主的兄弟姊妹的與瑪利

亞終身童貞之間的連結，如何透過單字字義的延伸、正典文本的調和、乃至於

特定傳統的援引來達成。其實在若望福音中也有耶穌的兄弟直接出場的經文片

段：若 2:12、若 7:1-10。文中，福音書作者同樣使用 ἀδελφός 一詞稱呼主的

「兄弟」，雖然《思高聖經》在這卷福音書中改以「弟兄」一詞譯出，但思高譯

釋者在 1957 年版次若 2 章的註釋裡仍提示讀者以瑪 12 章附註〈論「主的兄

弟」〉理解這些出場的手足，可見譯法的改變純粹是譯名的不統一，而不是詮釋

立場的調整58。在此，譯釋者證陳瑪利亞終身童貞的路徑與前文的分析是相同

的，筆者不擬重複討論。而若 19:25「疑似」提及主的兄弟的母親的部分，筆者

也已經在說明譯釋者調和福音書的方法中分析過了。在此，筆者要轉而討論另

一種間接由主的兄弟的身分支持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方式：如果福音書中出現的

主的兄弟果真是瑪利亞親生的孩子，那麼耶穌何必於十字架上受難時，特意將

母親托付給所愛的門徒呢？若 19:25-27 的記述不就暗示了他們並非耶穌的親手

足這一歷史事實了嗎？這一辯駁看起來頗有道理，讓我們先一讀文本片段，再

續行分析： 

 

在耶穌的十字架傍，站着他的母親和他母親的姊妹，還有克羅帕的妻子瑪利亞和

瑪利亞瑪達肋納。耶穌看見母親，又看見他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

「女人，看，你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就從那時

起，那門徒把她接到自己家裏。 

 

按思高譯釋者的理解，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時，一旁站著四名女子和一名

耶穌所愛的門徒。這個畫面中，只有耶穌的母親和耶穌所愛的門徒，從背景中

突顯出來，並有耶穌與之對話的片段。在此，主所愛的門徒是誰，以何種形象

出現在福音書裡？在若望福音中不曾述及姓名的耶穌的母親，又呈現出何種形

象？若 19:25-27 所代表的意涵是什麼？這一段透過信仰反思所寫下的文本，包

含了多少歷史事實？讓我們透過這一連串問題，來思考這段文本中可能包含多

少關於耶穌與其兄弟姊妹關係的暗示，《思高聖經》的詮釋又呈現出何種瑪利亞

思想的特色？ 

教會傳統主張，主所愛的門徒即是本福音書的作者，也就是福音書所冠名

的宗徒若望本人，思高聖經譯釋者也支持這一傳統。不過，當代多數學者認

為，這部福音書不大可能是耶穌的親眼見證人執筆完成的，教會的傳統至多表

                                                      
58 這一名詞的兩種譯法可能透露了《思高聖經》編輯和校訂過程的嚴謹程度，但這部分的探討

就不是本篇論文所欲專注的了。以下筆者提及 ἀδελφός 的翻譯時，一律統一使用「兄弟」這一

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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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這本福音書的權威來源。書中一些特意著墨的部份以及修訂的痕跡，透露

了本書所處的信仰群體在時代變遷中的處境。既然如此，主所愛的門徒究竟是

誰呢？天主教學者 Raymond Brown 早期主張，主所愛的門徒就是宗徒若望，雖

然他沒有直接書寫第四本福音書，卻提供本書背後的信仰傳統；後期轉而認為

這位門徒可能跟過耶穌，但並不是最主要的十二宗徒之一，以後他成了若望福

音成型背後的信仰群體的建立者，開創出別具特色的若望傳統，這一傳統中的

接續興起的眾領袖在信仰反思中，逐漸形成了這本福音書。於是，這位若望傳

統起初的開創者，便被這一信仰群體追奉為「主所愛的」典範門徒59（Brown，

1978，1997；deSilva，2004）。無論我們是否認同這一解釋，我們至少可以從中

看出，就現有的資料而言，主所愛的門徒在歷史中的真實身分難以辨認。若不

論歷史性的問題，單從福音書本身來看主所愛的門徒的形象，我們便可看出福

音書作者極力描繪其模範的門徒樣式：耶穌受難以前，主所愛的門徒與他最為

親近，甚至在最後的晚餐時「斜依在耶穌的懷裡（若 13:23）」；耶穌被捕之後，

其他宗徒俱都四散，唯有主所愛的宗徒，一路跟隨，直到耶穌受難的十字架下

（若 19:25-26）；耶穌復活以後，伯多祿和主所愛的門徒一同跑到墳墓那裏，伯

多祿先進到墳洞裡，主所愛的門徒卻成了先信的那一位（若 20:1-8）（冼嘉儀，

2016；Brown，1997）。值得一提的是，福音書作者很可能知道主所愛的門徒的

名字，卻始終沒有在福音書中清楚指明；與主所愛的門徒同樣無名的，是與他

一同侍立於十字架下的主的母親。是否比起他們的名字，福音書作者更期待讀

者關注他們的形象，以及福音書透過他們的形象所要傳達的意義呢？耶穌的母

親在這卷福音書中又呈現出何種形象呢？ 

耶穌的母親在若望福音中只出場兩次，第一次是在若 2:1-12 加納的婚宴

裡，第二次就是在若 19:25-27 耶穌受難的十字架下。兩次出場的時間點，第一

次是在耶穌傳道生涯之始，這時耶穌的「時刻尚未來到（2:4）」；第二次是在耶

穌傳道生涯之終，是耶穌「受光榮的時辰（12:23）」，即將在十字架上完成榮耀

的使命。這時間點的呈現使人感覺，耶穌的母親兩次出場的相關經文，不會只

是傳記式的記事，而有福音書作者欲透過事件表達的象徵意義。然而其中的象

徵意義究竟是什麼呢？當代有些天主教與更正教學者主張經文中的基礎意義如

下：在加納的婚宴中，耶穌的母親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以此暗示他做些

什麼，可見耶穌的母親至少相信他有行神蹟奇事的能力。然而耶穌的回應：「這

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到」，顯示耶穌的母親尚不明白神蹟奇事

                                                      
59 若望福音裡，時以「另一個門徒」稱呼這位「主所愛的門徒」（若 18:15-16、若 20:2-10）。

Brown 曾推論，「另一個門徒」是這位若望傳統創立者的自謙稱呼，「主所愛的門徒」則是以後

門徒封給他的稱號（冼嘉儀，2016）。另外，若望福音的成書明顯出自不只一人之手，在福音書

大致內容完成之後，至少還有一位修訂者，在盡量不刪改原文內容的前提下，增補與若望傳統

一致的宣講內容，若 20 章和 21 章的雙重結尾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若 7:53-8:11 甚至可能是

獨立於若望傳統的另一古老傳授，後代基督教文士為了保存這段文本而插入福音書裡，因為這

一片段不見於所有最早期的希臘文抄卷，某些古卷甚至將之插入路 21:38 之後（Brown，

1997）。無論如何，雖然本福音書有複雜的成形過程，本論文會單以「福音書作者」一詞稱呼所

有使這卷福音書成為目前樣式的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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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指向的目的。在此，耶穌的母親是信徒，卻還不是模範的信徒，這和路加

福音中的瑪利亞從第一章就展現的模範的「上主的婢女（1:38）」的形象不甚相

同，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再次窺見福音書間不一致的耶穌的家屬的形象。最後，

耶穌還是應允了母親的祈求，就像在若 4:46-54 的下一個神蹟60中，對於王臣的

懇求，耶穌雖回覆「除非你們看到神跡和奇事，你們總是不信」，以後仍醫治了

王臣的孩子。在十字架下，耶穌所愛的門徒和耶穌的母親共同成為耶穌關切的

談話對象。耶穌的母親在若望福音中的前後次出場，始終不被耶穌以「母親」

稱呼，而是如福音書中其他女性一般（4:21、8:10），僅被有禮地被稱為「女

人」。這裡，耶穌的母親卻首度被耶穌賦予母親的職分——成為耶穌所愛的門徒

的母親；而耶穌所愛的門徒也同樣被賦予兒子的職分——成為耶穌的母親的兒

子。於是，我們可以感受到與一種對觀福音記載相呼應的信徒群體，在十字架

下被建立起來——耶穌真正的兄弟與母親，就是遵行主的旨意的人。由此，耶

穌的母親似乎也從不完全的信徒，被提升為與主所愛的門徒角色相當的典範信

徒（Brown，1978，1997）。 

《思高聖經》卻不接受瑪利亞的信仰需經歷成長的主張，而是將四福音書

中的瑪利亞統一為路加福音中始終顯露信德的形象，也把路加福音中的瑪利亞

進一步詮釋為始終如一的完美信徒。因此譯釋者對於若望福音中這兩段經文的

解讀與上述學者的立場大為不同，而認為其意義在於突顯瑪利亞的重要性：「她

在救贖工程上，也佔有特殊的地位。為此，作者寫耶穌的傳教生活，以聖母的

參與開始，也以聖母的參與作結（思高聖經學會，1968，頁 1643）。」在加納

婚宴中，耶穌的母親展現其禱告「有求必應的效力（思高聖經學會，1957，頁

1067）」，這是瑪利亞為信徒「轉求的能力（思高聖經學會，1968，頁 1993）」

的聖經根據。在十字架下，主所愛的門徒象徵全體信友，而耶穌將母親交託給

他所愛的門徒，則是象徵她「生了作為耶穌肢體的全體信友（思高聖經學會，

1968，頁 1677）」，按此詮釋，是瑪利亞被稱為「教會之母」的聖經根據；再

者，瑪利亞侍立於十字架下的行動，實際上是「親身參與聖子獻祭的『襄助救

贖』的工作（思高聖經學會，1968，頁 1993）」，按此詮釋，是瑪利亞「女性中

保」、「共救贖者」的頭銜的聖經根據；更進一步，耶穌在前後兩段經文都以

「女人」一詞稱呼瑪利亞，正與創 3:15 中後裔要踏碎蛇的頭顱的女人、默 12

章中產下男孩的女人，遙相呼應，這代表瑪利亞是那位取代創世紀的厄娃，帶

來新秩序的「新厄娃（思高聖經學會，1968，頁 1993）」，於是瑪利亞承接了厄

娃的頭銜「眾生之母（創 3:20）」；瑪利亞同時是默 12 那位天上華美的女人，這

也成了瑪利亞「天上母后」的頭銜的聖經根據。 

從初版的分冊譯釋本到改版的合訂本，思高譯釋者始終展現出「崇高的瑪

利亞學」（High Mariology）詮釋立場，在若望福音的註釋中更是清楚展現出瑪

利亞學諸多傳統內涵。不過，《思高聖經》的詮釋雖然可以和上述所有瑪利亞的

                                                      
60 「蹟」文意同「跡」。本論文一般使用「神蹟」一詞，只有在引述《思高聖經》時用「神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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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銜相容，但並沒有將所有這些頭銜都納入附文本，改版前後始終清楚排除的

有「女性中保」和「共救贖者」這兩個爭議性詞彙，在分冊譯釋本的題獻詞與

序文中反覆出現的「瑪利亞中華之后」或「中國之后」的稱謂，也出人意外地

不見於改版後的合訂本頁首。思高譯釋者一再表現其傳統傾向，並展示將後代

延伸發展出的瑪利亞思想讀入正典經文的詮釋方法，但也有為為這種詮釋設下

界限，避免搶奪聖三論與基督論等核心信仰教義的光彩，且「中華之后」一詞

的取消使用，也可能再次顯示其詮釋界限由初版到再版歷經的調整。 

然而，值得討論的是，這類詮釋方式雖然可與後代成形的瑪利亞傳統相

容，是否合於經文本身所處的若望傳統整體思想？若望福音十分強調個人與耶

穌直接的相遇，這展現在若 4 章與耶穌與一位撒瑪黎雅婦人戲劇性的互動，也

展現在受這位婦人邀請而來會見耶穌的眾撒瑪黎雅人的見證：「現在我們信，不

是為了你的話，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並且知道他確實是世界的救主

（4:42）。」；若 9 章耶穌醫治一名生來瞎眼的人，是另一個耶穌與個人直接互

動的動容故事。在若望傳統中，似乎更鼓勵人直接向天主禱告、直接經歷天

主。透過瑪利亞向天主禱告、尋求瑪利亞的轉禱，會是若望傳統支持的思想

嗎？再者，若望福音重視事件反映的象徵意義，所有編入福音書的敘述似乎都

有作者所欲闡明的神學意涵，然而此書是否容許象徵符號以違反常規的不對稱

的方式予以解讀，即十字架下的瑪利亞僅代表她本人，而主所愛的門徒卻代表

教會全體信友？再進一步，文中的「從那時起，那門徒把她接到自己家裡」，自

然的解讀方式是，從此主所愛的門徒照料了耶穌的母親，這也是思高譯釋者所

承認的第一層文意解讀。但是由這一層文意，延伸將耶穌的母親反轉解讀為行

為的主動者，襄助了耶穌十字架上的救贖工程、成為了教會之母，是否又是另

一個譯釋者透過沒有文本證據的前設解讀文本的例子呢（Brown，1978，

1997）？以上這些問題，再次提供我們一些檢釋的視角，把後代傳統讀入文本

時，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扭曲了原作者本欲呈現出的文意。 

另一方面，也值得更多思考的是，若望思想中的象徵意涵，其指涉界線到

哪裡止步？福音書作者在編寫耶穌的母親的相關內容時，是否有意的指涉創

3:15 的文本，也隱然與默 12 章的內容形成互文呢？就算作者沒有以上意圖，當

聖經正典並排的陳列於我們眼前，我們是否可以將若望福音中耶穌的母親、創

3:15、默 12 章理解為交織的互文關係，是否甚至可以猜測正是天主這位聖經作

者引導我們如此思想正典間的互文關係呢？在此，譯釋者將不同的經文並置，

要求讀者以互文的關係來理解這些經文，這裡所呈現的「以經解經」方式，接

近以正典整體為視角來察看其中的單一書卷的「正典考證方法」（canonical 

criticism）。這樣的問題，挑戰讀者去思考，究竟該如何看待聖經正典中文本的

相互連結。 

然而，整體而言，《思高聖經》表現出的是沒有明確訂出優先次序的各類聖

經詮釋方法交雜使用。單就「以經解經」方法的運用而言，有時候是上述「正

典考證方法」的運用；有時候是壓抑某些經文、高舉另一些經文；有時又在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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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經文的過程中，摻入一些口傳當作佐證。於是，譯釋者的本意雖是合宜的運

用各類當代考證方法、有系統的翻譯並詮釋經文，但在力圖以詮釋支持傳統的

前提下，整部聖經仍然多處顯出未經分辨的任意解經。不過，《思高聖經》運用

的聖經詮釋方法的缺陷，倒可能透露了其看待傳統與聖經的立場——譯釋者積

極為瑪利亞信理與各種相關傳統思想尋找經文根據，可能顯示其認為傳統與正

典的關係是「單一來源」的，傳統與正典一脈相承，所有後來發展而成的傳統

都要有正典文本的根據，至多是由正典文本延伸而得的結論。如果確實如此，

那麼這便是思高譯釋者在傳統的瑪利亞思想、傳統的聖經作者與聖經書卷成書

過程的認定之外，另一個沒有明言的詮釋前設。前設的設定，可以是思想開展

的起點，甚至可能是思想開展所必須。然而思高譯釋者所設立的這些不同前

設，彼此之間是否能夠協調？又是否會被所運用的詮釋方法所挑戰？這是值得

讀者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卻不是筆者適合在這裡更深探討的議題了。 

至此，筆者分析了若望福音中的主所愛的門徒和主的母親的形象，也透過

這些分析察看了若 19:25-27 敘事中可能帶有的象徵意涵。現在，讓我們進一步

討論與終身童貞思想最相關的部分：這段文本背後可能帶有多少傳統，傳統背

後可能帶有多少歷史事實？由主將主的母親交託給主所愛的門徒的記述，回推

主究竟有無親生兄弟姊妹，這樣的推論究竟有多紮實，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前文筆者已言，四福音書是在信仰反思中記述歷史事件，透過編輯裁剪，

於文本中反映各福音書作者的神學觀以及所面對的讀者群體。在不同的觀點與

背景中對同一歷史事件的反思，使四福音書的記述有明確的交集，但也有明顯

的差異，讓我們先一看這些差異在耶穌受難記述中的呈現。瑪竇和馬爾谷的耶

穌受難記述較為接近，這兩卷書呈現出一位獨自面對苦難的基督：門徒四散

（瑪 26:56、谷 14:50）；眾人譏笑，甚至無關的路人也是如此（瑪 27:39、谷

15:29）；天主靜默，甚至這兩卷書中錄下的耶穌死前最後一句話是「我的天

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瑪 27:46、谷 15:34）？」直到耶穌斷氣，

聖所的幔子裂開（瑪 27:51、谷 15:38），才顯出天主原來一直都在，也在動工。

路加描繪的耶穌受難經歷，於前述兩本福音書不盡相同：路加沒有明確寫出門

徒在耶穌被捕時四散，還在耶穌前往受難的路上，寫出一路跟隨的百姓與沿途

痛哭的婦女（路 23:27）；天主始終向耶穌彰顯，在耶穌受難前禱告的時候，差

遣天使「加強他的力量（路 22:43）」，在耶穌斷氣前最後一句禱詞中也顯出天主

的同在：「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路 23:46）」；我們特別看到苦難

中的基督持續地醫治與饒恕，醫治拘捕他的人的右耳（路 22:51），饒恕釘他十

字架的人（路 23:34），耶穌甚至應許一位與他同釘十字架的人樂園中的生命

（路 23:43）。若望福音中耶穌受難的記述視角又與前三者大異其趣，甚至這本

福音書幾乎不視耶穌奔赴十字架的歷程為受難，而視之為完成光榮的使命。若

望福音中的耶穌時時暗示聽眾「我與父原是一體（若 10:30）」，並明言沒有人可

以決定他的命運，而是「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若 10:17）」，在比拉

多與他面對時，耶穌也直陳比拉多本人「對我什麼權柄也沒有（若 19:11）」，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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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審判倒似比拉多被天主判斷的場景。直到耶穌在十字架上時，上頭的牌子

不是他的罪狀，而是他真實身分的宣告（若 19:19-22）；兵士分耶穌的衣服，只

是在應驗天主早有的預言（若 19:23-24）；耶穌不是獨自一人，緊臨十字架的還

有一小群他的跟隨者，特別是他所愛的門徒和他的母親形成的信徒群體（若

19:25-27）。耶穌在斷氣前最後一句話「完成了（若 19:30）」，則宣告他已經成

就了光榮的使命。在這些有所差異的記述中，我們彷彿看見瑪竇與馬爾谷福音

勉勵讀者，在孤獨與艱難中，跟隨這位親自經歷苦難的基督；路加福音勸勉讀

者，在苦難中，還要持續活出基督醫治與饒恕的生命；最後，若望福音乃是光

榮的宣告：世上的權勢對於基督徒沒有權柄，基督徒也要效法基督完成榮耀的

使命（Brown，1998）。 

各福音書所欲向讀者傳達的信仰思想，透過各有特色的受難記述呈現出

來，這些信仰的核心思想彼此之間緊密相關，受難記述卻不易於調和為清楚明

確的歷史細節。受難記述的整體框架是如此，受難記述中單一事件片段也是如

此，接下來我們再細看若 19:25-27 的記述和對觀福音的記載差異。首先是福音

書作者述及觀看耶穌釘十字架的婦女的時間點。對觀福音都是在耶穌斷氣後才

述及遠遠觀望的婦女，若望福音中觀看的婦女提前在耶穌氣息尚存時呈現在耶

穌被釘的場景中，不同的記述方式保留的是不同的福音書成形前傳統嗎？再

者，無論是瑪竇與馬爾谷中在耶穌釘死後才呈現於畫面中的婦女，還是路加福

音中一路跟隨耶穌前往那稱為髑髏的地方的婦女，都停留在距離十字架遙遠的

地方，若望福音中的婦女則是直接侍立於十字架下。差異的產生，是否由於福

音書作者為了神學的目的對於傳統進行調整？也許對觀福音試圖隱涉詠 38:12

的悲苦「我遭難時，我的友朋都袖手旁觀，我的親人都站得很遠」；若望福音則

為了預備接下來耶穌與母親和門徒的對話，挪移了婦女所站的位置？或者，這

一差異早就保留在福音書成形前的傳統中了？接著，對觀福音都述及三位點明

身分的婦女，而若望福音述及的婦女數目卻不是很明確，但如果按思高譯釋者

也認同的主流意見理解為四位婦女，這人數上的差異又是因為福音書作者的編

輯所產生的，還是來自於各地信仰群體保留下來的不同傳統呢？最後，耶穌與

母親並所愛的門徒的對話，獨獨保留於若望福音裡。然而，其他福音書都沒有

提到耶穌的母親也侍立於耶穌受難的現場，也沒有提及耶穌受難的現場還有一

個沒有逃離的門徒。如果其他福音書作者也知道相關的傳統，會絲毫不提嗎？

這竟可能是在若望傳統中創造出來的記述嗎？然而，福音書作者若知道這一記

述不具歷史性，還可能同時聲明「那看見這事的人就作證，而他的見證是真實

的（19:35）」、「我們知道：他的見證是真實的（21:24）」嗎（Brown，1978）？ 

由以上這些關於福音書記載差異的難解問題，我們看見，要由成形的福音

書內容，回推福音書成形前信仰群體所保存的傳統，再回推傳統所根據的歷史

事實，這個過程中的諸多困難。我們也記得，四福音書的焦點在於耶穌基督，

因而能夠理解與瑪利亞相關的經文片段為何稀少。而在這些稀少的經文片段

中，要回推經文前的傳統已屬不易，要更進一步回推傳統前與瑪利亞相關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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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實更形艱難，這在分析若 19:25-27 的經文片段時特別明顯。於是，若

19:25-27 中許多元素的歷史性本身就不易確定，更難以之作為歷史證據，進一

步推論其他歷史事實。所以我們可以說，《思高聖經》把若 19:25-27 直接視為

明確簡潔的歷史事實，以之推論瑪利亞沒有其他的孩子可以照顧她，這是種傳

統式的跳躍推論，難以當作瑪利亞終身童貞的證據之一。不過，既然在這一大

段落中我們特別著重的是若望福音的文本，那麼也值得稍微一提若望福音書作

者可能如何看待瑪利亞是否有耶穌以外的親生孩子的問題。在若 2 章加納婚宴

記述的尾聲，福音書提及：「此後他和他的母親、弟兄及門徒下到葛法翁，在那

裏住了不多幾天（2:12）。」耶穌的母親和耶穌的兄弟一同出場，這和對觀福音

耶穌的母親和兄弟一同來找他的場景一般，都使得「兄弟」一詞解讀為親生兄

弟較為自然。四福音書作者在記載耶穌的手足時，都可能傾向將之視為與耶穌

同母的親手足。不過，這也只是顯示福音書作者可能有的共同傾向，不等於明

確的傳統，更不能逕由此推論出鐵一般的歷史事實（Brown，1978）。各福音書

作者是否知道耶穌與他的兄弟之間明確的親屬關係，還是在書寫時不加思索的

使用「兄弟」一詞，這本身就是個懸宕的問題。「兄弟」一詞的文意究竟為何仍

有解讀空間，文本也顯出敘事的空隙，《思高聖經》為之作出明確的詮釋、表達

其立場，但我們仍無法視若 19:25-27 為瑪利亞終身童貞的有力文本證據。 

這一段關於若 19:25-27 的分析，沒有直接涉及福音書正文的翻譯問題，但

更使我們看出，當我們由不同的詮釋方式面對相同的文本時，得出來的結論可

能有多大的差距。《思高聖經》在前後版中，始終堅持將傳統的瑪利亞學思想帶

入聖經的附文本中，於是，當讀者交相閱讀頗為直譯的若望福音正文與混用各

種詮釋方法以得出合於傳統瑪利亞學的附文本時，得到的印象仍是一本鮮明呈

現天主教傳統態度的天主教譯本。筆者也在這段分析中更清楚地感覺到，《思高

聖經》的附文本的功能不只是輔助正文、也並不從屬於正文之下，而是帶有解

釋權威地引導讀者，將特定文本解讀出瑪利亞學的思想，將之理解為瑪利亞學

的文本證據。《思高聖經》的瑪利亞思想，時而透露於正文的翻譯，但更多是透

過附文本的詮釋，明確的傳達給讀者。 

 

四、綜述終身童貞相關文本與歷史緣由 

筆者在本章第二節中，分析了福音書中最常被拿來當成支持或駁斥瑪利亞

終身童貞信理的幾處文本片段，包括福音書是否顯示瑪利亞立意守貞、是否暗

示瑪利亞有與若瑟同房、是否意指耶穌只是頭胎的孩子而不是獨生的孩子、是

否暗示耶穌有其他兄弟姊妹。我們可以透過分析看見，各福音書作者都沒有對

終身守貞的思想做出支持或否定的表示。事實上，福音書作者聚焦於建構基督

論的神學思想時，並沒有顯現出對於終身童貞思想的延伸關注。 

思高聖經譯釋者解讀這些經文時，或者積極由經文讀出終身童貞的思想，

或者積極藉由經文駁斥反對終身童貞的思想，顯示出其明確的瑪利亞學保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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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察 1957 年版次路 1:34 的註釋，思高譯釋者辯稱瑪利亞的談話確實顯示守

貞的意願時，三次提及「貞潔」一詞（頁 665），我們可以由此窺見譯釋者試圖

將「瑪利亞終身維持處女之身」與她具有「純潔、聖潔」的品格作出連結。這

一連結其實並非譯釋者首發的倡議，背後乃有悠久且複雜的教會歷史脈絡。 

在新約教會建立以前的舊約猶太文化中，對於女子有婚前守貞的要求，卻

沒有終身守貞的期待，相反的，結婚並生兒育女才是女子的榮耀。到了新約時

期，我們由瑪竇福音看到兩種初代教會所認可的生活模式，一是「凡天主所結

合的，人不可拆散（19:6）」的婚姻模式，二是「為了天國，而自閹（19:12）」

的終身獨身模式。宗徒保祿進一步在格林多前書七章表明對於獨身生活模式的

偏好，至今天主教會主流的婚姻觀也建立在這一偏好上，思高譯釋者亦在格前

七章的註釋中明確表達其態度：「結婚實是天主的一種『特恩』（charisma），雖

然較守貞的特恩略遜一籌……（1959，頁 659）」（Brown，1997；“Virginity”，

2003）。然而從宗徒保祿考量「現時的急難（格前 7:26）……時限是短促的（格

前 7:29）……」以及「為了叫你們更齊全，得以不斷地專心事主（格前

7:35）」，到進一步將獨身守貞等同於聖潔，並堅持瑪利亞即便在婚姻之中亦持

守了童貞，這就與正典以後的教會發展關係密切了。 

前文筆者已提過，基督宗教的教難漸息以後，獨身守貞逐漸取代殉道，被

奉為基督徒克己、自我犧牲的生活典範。在操練克己的理由之上，是性行為與

慾望的連結，慾望與罪惡的連結。奧思定是這一論述的代表，他甚至推論，天

主之所以選定受生於貞女，是因為唯有避免經由男女結合而受孕，才能避免沾

染罪惡。於是，性行為隱然與罪惡產生連結，而童貞則隱然與聖潔劃上等號。

與奧斯定同期的耶柔米、安波羅修等教父都對於獨身與聖潔的關係持有類似的

態度，教父在論述時除了援引保祿偏好獨身的文本外，也常延伸保祿關於亞當

與基督類比，由創世紀的經文，做出厄娃與瑪利亞的類比：瑪利亞是那位聖

潔、帶來新生的新厄娃，也必終身持守聖潔的童貞生活。由此，教父們進一步

傾向支持司鐸持守獨身，甚至促使了日後司鐸獨身制成為教規（潘國忠，

2003；Warner，1976）。 

筆者這一關於終身童貞思想的補述，是要指出，文本的詮釋，背後常有複

雜的思想；複雜的思想，背後也有其生成的歷史脈絡；歷史的脈絡連綿地發展

至今，形成現今教會的樣態。直到現在，天主教會仍然持守司鐸獨身制，雖然

當代天主教會透過梵二大公會議清楚表示，獨身制是教會定為法規的紀律，「不

是司鐸本質所要求的」（司鐸職務與生活 10 號），司鐸獨身制的廢止與否，也逐

漸成為今日天主教會內部一大辯論議題（Horowitz & Povoledo，2019）。當代的

天主教會持續調整與發展之際，筆者期待透過這一段綜述呈現，《思高聖經》偏

於傳統的終身童貞詮釋立場背後，有怎樣龐雜的教會歷史與神學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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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的特質：小結 

 繼第四章筆者初步分析瑪利亞如何以「那名女子」、「那名貞女」登場於新

約文本，本章筆者進一步在瑪利亞出現於四福音書中的身影中，分析各福音書

作者按何種寫作意圖編排與瑪利亞相關的文本，而思高聖經譯釋者又按何種詮

釋前設與方法，把書中的瑪利亞詮釋為「充滿恩寵者」與「終身童貞者」。 

我們特別可以在本章中看到，思高譯釋者的詮釋前設與方法，與教會在正

典成形之後，於歷史中繼續發展的軌跡關係密切。於是，第四章呈現了《思高

聖經》如何解釋舊約與新約的連結，這一章則呈現了《思高聖經》如何解釋新

約與新約後傳統的連結。在這兩章中，同樣可以看到譯釋者籠統接受「漸進啟

示」與「更豐富的含意」的詮釋方式，但在實際分析文本時都偏好一次到位的

啟示，並要求不同文本之間完美調和、和諧無誤。在這一章中，筆者更進一步

發覺，思高譯釋者並不容許啟示隨著新約時代的展開漸進揭露，也不容許各福

音書作者經由不同的信仰歷程，逐漸理解啟示、看到啟示的不同面向。思高譯

釋者理解更豐富的含意的方式，時而呈現出對於原作者意圖的壓抑甚至扭曲，

並顯露教會受時代氛圍影響之處。於是，筆者更深地透過《思高聖經》，看到天

主教會中，一些有悠久歷史的瑪利亞思想如何與歷代教會對於聖經的詮釋，交

織建構而成。當代天主教會逐步接納各種當代考證方法的運用，以此探討原作

者意圖、正典成形過程、教會所處神學與歷史脈絡等，許多教會中的傳統思想

因此紛紛受到衝擊，作為天主教會一員的思高聖經學會，在《思高聖經》改版

前後，具體而微地呈現教會中偏於保守的勢力，如何面對這些衝擊，在天主教

會整體漸進調整立場時，嶄露其審慎調整自身詮釋的意願。於是筆者透過分析

《思高聖經》交織的馬利亞學與聖經詮釋學，看見這部聖經的過渡性質，以及

其反映天主教會如何回應時代挑戰的歷史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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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翻譯瑪利亞： 

回顧與展望 

 

第一節 研究回顧 

 思高聖經譯釋者主張在翻譯聖經時，譯文直接由嚴謹考證的原文譯出，並

要遵崇教會的訓導，將天主欲透過聖經顯明的一貫啟示向讀者闡釋。這是當代

天主教會詮釋聖經的基本立場，也應是《思高聖經》翻譯瑪利亞的前提。不

過，筆者實際檢視《思高聖經》如何透過聖經正文翻譯及聖經註釋等附文本，

對於經文中的瑪利亞進行詮釋時，發現譯文時而偏離原作者意圖；譯釋者的聖

經詮釋方法僅在天主教基本立場範圍內反映天主教會中的一派，而不代表整體

天主教會；譯釋者解釋一貫啟示如何漸進顯明、呈現更豐富的內涵時，使用的

傳統詮釋方法有時加入了沒有文本根據的聲稱、有時曲解了聖經書卷作者的意

圖、有時反映了後代歷史風氣的影響。 

雖然深入分析文本時，《思高聖經》顯示出許多詮釋問題，但其中也有頗為

到位的翻譯處理，而當筆者思及主譯者雷永明平生浸淫傳統的瑪利亞學思想、

翻譯過程的經歷的戰亂及資源不足，以及天主教詮釋學及瑪利亞學輾轉的發展

歷史時，便能理解其詮釋問題產生的原因，也肯定這天主教第一本完整中文聖

經的歷史價值。以下先撮要回顧筆者於第肆、伍章中對於《思高聖經》做出的

分析。 

在第肆章第一節「那名女子」中，我們首先看到思高譯釋者如何處理最早

期直接提及瑪利亞的新約文本──迦拉達書 4:4。無論是早期的 1959 年《宗徒

經書上冊》還是修訂後的 1968 年合訂本，譯釋者的翻譯都緊跟原文，瑪利亞僅

以「女人」這一代稱略略被宗徒保祿提過。透過 1959 年版次迦拉達書多層次的

豐富註釋，瑪利亞「天主之母」的信理已於附文本中呼之欲出，只是在 1968 年

合訂本中精簡後的註釋，焦點再次收束於基督耶穌如何成就人與天主之間的新

連結，並無延伸述及過程中瑪利亞的關鍵角色。 

接著，在第肆章第二節「那名貞女」中，筆者討論譯釋者如何處理新約中

與瑪利亞生平相關的「厄瑪奴耳預言」──瑪竇福音 1:23。雖然在瑪竇福音第

一章中，瑪利亞的身影僅以第三人稱的側筆簡描，但由章首耶穌基督的族譜特

別錄入她的名字，福音書作者便已向讀者預示她的不凡，緊接著又於第一章後

半向讀者交代，這不凡原來與她童貞由聖神受孕有關，敘事中並引入依撒意亞

書的「厄瑪奴耳預言」，證實瑪利亞就是「那名貞女」。 

筆者在分析中，先看《思高聖經》如何翻譯並詮釋舊約依撒意亞書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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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瑪奴耳預言」，再看譯釋者如何翻譯並詮釋新約瑪竇福音中的「厄瑪奴耳預

言」。在依 7:14 中，《思高聖經》譯為「貞女」一詞的原文ה ָמָ֗ לְׁ 本來（almah`）ע 

並無特指童貞女的意思，而是泛指年輕女子，希伯來文中另有一詞彙תּוָלָּ֥ה בְׁ

（bĕthuwlah）更有強調女子童貞的意味。而文中的動詞 按希伯來（harah）ָהָרהַ 

文文法可理解為現在式或即將發生的未來式，《思高聖經》在 1951 年初版譯釋

中譯為「將……懷孕」，1968 年合訂本譯為「……要懷孕」都選擇把原文譯為

帶有未來語意的語法。這一翻譯背後的理據，是譯釋者認為先知乃是在數百年

前直接預見了瑪利亞產子的異象，因此原文ה ָמָ֗ לְׁ 指的必定是貞女瑪利亞，而動ע 

詞 必須要詮釋為未來式，形式可能是近期未來式，實則指向遙遠的未來。筆ָהָרהַ 

者在評論譯釋者對於依 7:14 的翻譯時指出，當代天主教會的聖經詮釋學期待，

詮釋舊約時，一面尊重原文的歷史脈絡，一面以新約進一步揭露的啟示亮光返

照舊約，而力圖把握這兩個原則的當代天主教譯本，亦因著重點不同，將ה ָמָ֗ לְׁ ע 

一詞譯出「貞女」、「少女」、「年輕女子」等各種語意，在譯文與翻譯理據吻合

的情況下，這些明顯有差距的譯文都難視為誤譯。然而，《思高聖經》的翻譯，

顯然是強行加上文本所無的超自然經驗聲稱後，詮釋出原書所無的歷史脈絡，

以此符合新約的啟示，如此的翻譯及詮釋，難以稱之為合宜。 

瑪竇福音作者所引用的依撒意亞書「厄瑪奴耳預言」，經歷了《七十士譯

本》（LXX）翻譯轉換，和福音書作者本身的編輯裁剪。在文本的層層變異中，

將孩子命名為「厄瑪奴耳」的主動者由原文中第三人稱單數的年輕女子「她」，

到 LXX 第二人稱單數的年輕女子「妳」，到瑪竇福音第三人稱複數的眾人「他

們」；動詞型態由原文中不明確的現在式或近期未來式，轉為 LXX 乃至於瑪竇

福音中的明確未來式；瑪竇福音在引用依 7:14 之餘，還按照 LXX 依 8:10 的句

法補充了「厄瑪奴耳」的意涵「天主與我們同在」。由此其編輯裁剪可見，瑪竇

福音作者清楚地將「厄瑪奴耳預言」由依撒意亞歷史背景中抽出，置入精心安

排的福音書脈絡，文中的 παρθένος（parthenos）單獨指向瑪利亞，是那位尚未

與丈夫同居便超自然懷孕的「貞女」，Ἐμμανουὴλ（Emmanouēl）單獨指向耶穌

基督，是那位成就天主與我們同在的「厄瑪奴耳」。於是，《思高聖經》雖然對

依撒意亞書譯文的處理不甚合宜，但其對瑪竇福音中的 παρθένος 譯為「貞女」

在此完全符合福音書的脈絡，而顯得頗為適切。 

在第肆章的分析中，筆者也看到，《思高聖經》早期譯釋本的聖經註釋由經

文解釋多層次地延伸而出，乃至於正典成形後的傳統、歷史等；晚期修訂後的

合訂本則較收束，集中於討論經文本身。於是，早期的譯釋本對於詮釋的掌控

幅度較大，留給讀者的詮釋空間較小；晚期對於詮釋掌控幅度變小，轉而留給

讀者較大的詮釋空間，這與合訂本精簡詮釋的必要有關，但也與梵二大公會議

的改革不無關連。不過，《思高聖經》從早期的譯釋本到晚出的合訂本，基本詮

釋立場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都顯示保守的傾向。譯釋者強調依循教會歷代傳統

及訓導，對於當代考證學有一定的熟悉度，但只用於支持教會傳統立場，不用

於挑戰或擴張，然而對於當代考證學的挑選式採用，造成其詮釋論證上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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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這一章中，我們還看到《思高聖經》在聖經註釋以外，以大小章標題

這種附文本形式，引導讀者理解正文。這些《思高聖經》詮釋上的特色，都在

處理瑪利亞相關文本時，頗為突顯。 

在第伍章第一節「那名充滿恩寵者」中，筆者先討論《思高聖經》在路

1:28 譯為「充滿恩寵者」所處的福音書脈絡如何以建構基督論為要務，再看此

一文本片段在翻譯及神學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如何添入許多瑪利亞學的內涵，

而《思高聖經》的翻譯及詮釋又如何與傳統的瑪利亞學內涵相容。《思高聖經》

譯為「充滿恩寵者」的文本片段在希臘原文中是陰性完成被動式分詞

κεχαριτωμένη（kecharitōmenē），語出動詞 χαριτόω（charitoō）是作為動詞，可

解為「充足轉化為某種狀態」的語意，而完成式的語法，亦可解釋出瑪利亞

「從過去開始，直到現在仍」充足蒙受恩寵的狀態。這一文本片段進入《武加

大譯本》以後，文法型態改為形容詞加上名詞的 gratia plena「充足的恩寵」，乍

看之下和原文的表達方式差距頗大，深究卻是譯者將原本以動詞狀態呈現的語

意，轉以靜態名詞的方式表達的翻譯選擇，不宜逕歸之為誤譯。然而，這一譯

法和後來的神學發展結合，使瑪利亞的充滿恩寵，被解釋為充足而能分賜給他

人的受造恩寵，與原文的語意就相去甚遠了。《思高聖經》言明翻譯依據原文，

此一片段的譯法卻幾乎可視為間接由《武加大譯本》譯出，1957 年版聖經註釋

也顯示譯釋者在這部分的翻譯及詮釋中力圖與相關的歷代瑪利亞學相容。 

在第伍章第二節「那名終身童貞者」中，筆者首先討論路 1:34 中瑪利亞答

覆天使的話「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是否反映瑪利亞立意守

貞。這一段經文中的「不認識男人」是「沒有發生過性行為」的意思，在此

《思高聖經》的頗為直譯地跟隨希臘原文的表達方式，《思高聖經》詮釋聖經的

部分則力圖在在字面的疑問句外，加上瑪利亞定意守貞的心意，表現出濃厚的

後代瑪利亞學影響。筆者透過分析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文本架構，看見福音書作

者以平行的文體建構天使向匝加利亞報訊的敘事，以及天使向瑪利亞報訊的敘

事，其中匝加利亞和瑪利亞的情緒及反應在敘事中平行地出現，交織成為路加

福音首章基督論建構的一部分。可見路 1:34 瑪利亞的回應當以直白的字面意義

理解，以順應福音書作者基督論建構的邏輯，而非旁出地理解為獨立的瑪利亞

個人心志與特質。這一段落分析也顯示，譯釋者力圖將文本套入後代成形的瑪

利亞思想時，可能會出現壓抑正典原文意圖的狀況。 

關於「那名終身童貞者」的第二部分，筆者分別討論《思高聖經》如何解

讀瑪 1:25 的經文，若瑟和瑪利亞在耶穌誕生後是否有圓房；以及《思高聖經》

如何解讀路 2:7 和 2:23，經文是否暗示耶穌不是獨生子而只是頭生子。瑪 1:25

原文中的連接詞片語 οὐκ…ἕως οὗ（ouk... heōs hou）雖然可以直譯為「沒有……

直到」、「直到……之前，沒有……」，但這一片語的用法僅表示在某一時間點前

某事件沒有發生，並不暗示過了這一時間點後情況會發生變化，這和中文的對

應連接詞組常包含的暗示語意不同。福音書作者在瑪 1:25 中並沒有對耶穌誕生

後若瑟和瑪利亞的夫妻關係，表示任何意見。《思高聖經》雖然在瑪 1:25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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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堅稱若瑟和瑪利亞必定沒有行夫妻之實，以此維護瑪利亞的終身童貞，將譯

文處理為「若瑟雖然沒有認識她，她就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耶穌。」卻

是頗具創意的以跳脫「沒有…直到」的句法，忠實反映原作者的語意。路 2:7

中《思高聖經》譯為「頭胎男兒」的詞彙 πρωτότοκος（prōtotokos），按希伯來

文化背景其意涵可使用於「頭胎且唯一」的孩子，因此原文並沒有對於瑪利亞

有無其他孩子做出任何判斷，而路 2:23 中《思高聖經》譯為「開胎首生」的詞

彙 διανοῖγον μήτραν（dianoigon mētran）引用自 LXX 中梅瑟律法的文字，以顯

明相關律法適用於耶穌，其中的律法只關切耶穌有無兄長，並不關切耶穌有無

弟妹，因此也無法視之為原文對於瑪利亞有無其他孩子的暗示。對於這兩個路

加福音中的詞組，《思高聖經》在翻譯上直譯地跟隨原文，在詮釋一方面駁斥以

路 2:7 和路 2:23 作為瑪利亞有其他孩子的「證據」的論述，這方面的駁斥實為

合理；而詮釋的另一方面嘗於 1957 年版次中帶出瑪利亞產時未經歷產痛且處女

膜無破裂的「產時童貞」思想，這方面的證陳就頗為可議，後於 1968 年的合訂

本中刪除，這一瑪利亞思想於前後版次中的調整，很可能是受到梵二改革的影

響。在這一段分析中我們也看到，譯釋者力圖將文本套入的後代瑪利亞思想，

其中至少某些部分，可能並不反映教會對於啟示更透徹的思考，而是反映教會

所受到的時代氛圍的影響。 

 關於「那名終身童貞者」的第三部分討論，筆者分析對觀福音和若望福音

中提及的耶穌兄弟姊妹為何。在對觀福音中，谷 3:31-35、瑪 12:46-50、路 8:19-

21都述及耶穌傳道生涯中，瑪利亞與他的「兄弟」曾一同來訪，然而觀各福音

書的上下文脈絡，其中的耶穌家屬形象不盡相同。《思高聖經》為了維護瑪利

亞的正面形象，透過註釋盡力將三段文本的敘事口吻解讀為正面一致，這也反

映了《思高聖經》的詮釋前設──福音書內文實為和諧，所有差異必須調和為

一，文本記述等同史實。這一前設卻使譯釋者易於忽略不同文本細微差異，而

無法於譯文中反映；也可能高舉了某一正典作者的聲音，而消弭了另一個，並

強行加入許多沒有正典證據的聲稱，以填補正典間的空白。《思高聖經》正是

以此詮釋邏輯，將福音書中耶穌的「兄弟姊妹」一一定位為耶穌的堂叔兄弟姊

妹，並在註釋強力調和這些「兄弟姊妹」的身分時，產生了一些明顯的矛盾狀

況。其實耶穌的「兄弟」在原文為 ἀδελφός（adelphos），「姊妹」在原文為

ἀδελφή（adelphē），較自然的解讀是視之為親手足，不過原文並非沒有擴大解

讀為堂表兄弟姊妹的空間，但《思高聖經》強行將耶穌的「兄弟姊妹」做出明

確甚至刻板的定位，有天主教聖經詮釋學變遷過程的歷史緣由，也由於譯釋者

欲以瑪利亞無耶穌以外的孩子，證明瑪利亞的終身童貞。在若望福音中，耶穌

的「兄弟」於若 2:12、若 7:1-10中出場，使用的詞彙與對觀福音一致，因此關

於字意解讀的議題也與上文一致。然而若 19:25-27述及耶穌將母親託付給所愛

的門徒，這便成為支持瑪利亞終身童貞的一大理據──耶穌的「兄弟」實在不

是「親兄弟」，這才使耶穌需要在臨終前託付母親給他人，《思高聖經》透過

聖經詮釋支持這一論調，也延伸說明若 2:1-12、若 19:25-27這福音書中兩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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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瑪利亞的片段，如何逐步顯示其轉禱的大能、襄助救贖之功、以及教會之母

的身分。若望福音的書寫手法，敘事中往往包含作者所欲突顯的象徵意涵，然

而相對於思高譯釋者積極將其內文詮釋為瑪利亞個人的重要特質，另有當代天

主教聖經學者主張，福音書作者乃是以瑪利亞象徵所有基督徒都可能經歷的信

仰歷程，如何由不周全的相信，到更為深進的信德，並在十字架下與主所愛的

門徒共同成為天主國度中的一家人、初代教會團體的象徵。至於以若 19:25-27

作為事實證據，推論瑪利亞沒有其他的孩子，證陳瑪利亞終身童貞，則是一種

傳統的跳躍式推論。若望福音與對觀福音對於耶穌受難記述的諸多差異，使我

們必須正視由歷史事實，到初代教會保留的傳統，到福音書作者編輯裁減的記

錄過程中，不同視角可能帶出的敘述變異。若望福音的記載可能同對觀福音一

般，傾向給人耶穌的「兄弟」是為親兄弟的印象，然而關於耶穌家屬身分的細

節，對四福音書作者而言都不是書寫的焦點，於是有許多敘事空隙，也就保有

解讀的空間。 

 由第伍章中關於「充滿恩寵者」和「終身童貞者」的分析，可見思高聖經

譯釋者傾向以「更豐富的含意」聖經詮釋方法，將後代漸成獨立發展的瑪利亞

傳統思想套入聖經的文本裡，過程中卻時而壓抑或扭曲原文意圖，時而顯示其

詮釋方式受歷史風氣影響。然而，從初版的譯釋本到改版而成的合訂本，也可

見思高譯釋者在偏於保守的立場中，力圖自我開放，在這章的分析的經文裡，

細微的詮釋立場於附文本中調整，雖然調整前後仍時有矛盾不一的狀況。當我

們將《思高聖經》的成書過程中至於歷史脈絡中，可以更清楚地看見這本聖經

自身經歷詮釋調整的過程，也處於天主教會整體經歷詮釋調整的過程，是一始

終處於過渡階段的譯本：初版的十一部譯釋本皆於 1943年《聖神默感》通諭後

出版，處於天主教內部改革派與傳統派激烈辯證的過程，譯釋者雖偏於保守也

展現對於當代學術考證學的部分接納，改版重出的合訂本於 1965年結束的梵二

大公會議後不久即出版，整個天主教會都還在初步跟隨梵二開啟的革新進行調

整，《思高聖經》在明顯偏於保守的詮釋中也做出細微的調整。在這一章中，

我們還看到《思高聖經》其他以附文本呈現瑪利亞學相關思想的形式，包括書

末的〈聖經教義索引〉和頁首的題獻詞和序文。譯釋者於其中展現的是「崇高

的瑪利亞學」思想，但也清楚呈明相關瑪利亞思想需從屬於聖三論與基督論等

核心信理之下。 

 

第二節 研究展望 

 限於筆者心力，本論文只能「初探」《思高聖經》中瑪利亞相關的文本片

段，並未窮盡所有相關經文。根據筆者初步觀察，其他本論文未及提及的瑪利

亞相關經文，《思高聖經》的翻譯和詮釋立場大致和本論文已分析的經文雷

同。但若有機會進一步分析，一定能發現更多重要的翻譯議題，並能更深挖掘

譯釋者對於瑪利亞細緻的詮釋觀點。以下筆者會先簡要說明《思高聖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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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幾處論文中未提及的重要瑪利亞文本片段，以及其它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議

題，希望能供後繼研究者參考。最後，筆者會說明對《思高聖經》全面修訂的

期望，並陳明研究過程中的省思。 

 路加福音一到二章是整部新約中關於瑪利亞最豐富的直接記載，有許多值

得分析之處，在此筆者願特別一提路 2:25-35 西默盎向瑪利亞發出的預言。當

若瑟與瑪利亞按法律將嬰孩耶穌獻於聖殿時，西默盎進前來，不只在頌讚天主

時發出默西亞預言，又轉向瑪利亞，說道：「看，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色列

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起，並成為反對的記號──至於你，要有一把利劍刺透你的

心靈──為叫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露出來（路 2:34-35）。」在處理這段譯文

時，《思高聖經》前後版翻譯都將關於瑪利亞的預言置於破折號間，這與思高譯

釋者翻譯時參考的考證版希臘文聖經標點使用方式有關。於是，按照譯文的邏

輯，耶穌被立定，將影響多人的內心狀態──包括瑪利亞內心的狀態──而瑪

利亞內心的狀態，與下文的人心被顯露，並無直接因果關係，而是都受耶穌所

影響。不過，譯釋者雖然如此處理譯文，其聖經詮釋卻不跟隨譯文的邏輯，反

而從初版直到 1968 年的合訂本中，都堅持藉由母子共同受苦，瑪利亞也參與了

救贖工程，一同將人心顯露出來。《思高聖經》這一詮釋邏輯與若 19:25-27 相

同，在聖經註釋中也把兩處經文做出連結。在路 2:34-35 中，《思高聖經》顯現

出譯文與聖經註釋上的矛盾，這點值得進一步探討。 

 宗徒大事錄與路加福音的作者相同，這卷書的首章出現關於瑪利亞生平最

後一段記載：耶穌升天以後，耶穌的門徒、好些婦女、瑪利亞、耶穌的兄弟，

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某一樓房中「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宗 1:14）。」這段經文

的翻譯並沒有特別值得討論的部分，但在聖經註釋上，直到 1968 年的合訂本，

思高譯釋者都堅持：「有聖母瑪利亞共同熱切祈禱，必定發生特殊的效力（頁

1685）」。按宗徒大事錄上下文，我們看不出宗徒大事錄作者意圖將瑪利亞的地

位高舉過其他一同祈禱的門徒，但譯釋者對這一經文片段的詮釋邏輯同若 2:1-

12 一般，將瑪利亞的轉禱效力，詮釋進文本之中。這一詮釋方式與原宗徒大事

錄作者書寫意圖呈現的差距，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除了關於瑪利亞生平的直接記載外，《思高聖經》如何將瑪利亞學的意涵詮

釋進新舊約其他文本之中，也是十分值得分析的題目。本論文僅於分析瑪竇福

音的厄瑪奴耳預言時，一併分析了依 7:14，但在此筆者也願稍微著墨《思高聖

經》對於創 3:15 和默 12 章的翻譯與詮釋。創 3:15 常被稱為「原始福音」，這是

因為自早期教父以降，基督教神學家便一致認為這段預言含有默西亞意涵。創

3:15 在《武加大譯本》的譯文中有著名的代名詞誤譯，而思高譯釋者在 1948 年

的《梅瑟五書》中譯之為「我要將仇隙至於你和女人之間，使你的後裔和她的

後裔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踏碎你的頭顱，你要力圖傷害她的腳跟（底線惟

筆者所加）。」1968 年合訂本除了將譯文改的更貼近原希伯來文語法外，也醒

目地將受《武加大譯本》影響的「『她』的腳跟」改譯為「『他』的腳跟」。這一

譯文改變似乎標明思高譯釋者徹底與天主教會傳統中的瑪利亞踐踏虺蛇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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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然而，當我們再看合訂本的聖經註釋時，我們又看到「……因〔瑪利

亞〕與基督的密切結合，她也踏碎了魔鬼的頭顱。聖母始胎無玷的道理，由此

處已露曙光（頁 13）。」於是，《思高聖經》雖然將譯文改為貼近原文，註釋內

容卻不直接跟隨譯文邏輯，乃是力圖與傳統瑪利亞學的詮釋相容，甚至由此帶

入以下詮釋邏輯：瑪利亞踏碎魔鬼的頭顱，可見瑪利亞完全戰勝魔鬼，可見瑪

利亞始終全然無罪，是為始胎無玷的道理在經文中的初次展現。筆者認為創

3:15 對於進一步研究《思高聖經》前後版在翻譯與詮釋中轉向之處與始終堅持

之處，是很好的切入點。 

 默示錄是學者公認極為難解的書卷，於是，在整卷書的脈絡中該如何理解

默 12章，該章本身的內容又應如何被理解，便成為極為複雜的議題。默 12章

由三大段落構成：首先是 1-6節，天上出現了一個女人和一條紅龍的異兆，女

人產下孩子後，孩子隨即被提到天主面前，女人則逃到曠野；接著是 7-12節，

在天上，彌額爾率天使與紅龍和牠的使者交戰，紅龍不敵，被摔到地上，於是

天上響起凱旋歌；最後是 13-18節，紅龍被摔到地上後，就去追趕生男嬰的女

人，又去攻擊她其餘的後裔。《思高聖經》在這一章中值得探討的議題，主要

不在譯文，而在譯釋者如何詮釋其中的象徵元素。思高譯釋者正確地指出，學

者對於默 12章中這位「女人」的詮釋方式主要分為三派：單單象徵教會；主要

指教會，間接指瑪利亞；主要指瑪利亞，間接指教會。譯釋者在早期和改版的

合訂本中始終堅持第三種詮釋方式，不過當今愈來愈少聖經學者採用這種詮釋

方式。默 12章是進一步研究《思高聖經》對於新舊約中象徵符號的詮釋方式，

很好的切入點。默 12章中稱大龍為「那遠古的蛇（12:9）」，又說「那條

龍……去與她其餘的後裔……交戰（12:17）」，使這段文本的象徵符號值得再

與創 3:15對照觀看，《思高聖經》對於兩者的詮釋也值得對照分析。 

 還值得一提的是，本論文專注於《思高聖經》選擇呈現出的瑪利亞學詮釋

方式，而未分析那些遭《思高聖經》排除的傳統瑪利亞學詮釋。其中，思高譯

釋者分析雅歌時，完全排除了新娘與瑪利亞之間的象徵類比，這頗為值得注

意，因為默示錄的作者在結尾的 21章，明確連結教會與新娘間的象徵關係；而

思高譯釋者又依傳統的詮釋方式，連結瑪利亞與教會間的象徵關係；由此，瑪

利亞與新娘間的象徵關係便隱然成形。於是，《思高聖經》何以排除教會傳統

詮釋雅歌時，讀入的瑪利亞學思想？《思高聖經》對於象徵符號的詮釋界線為

何？《思高聖經》選用和排除的教會傳統又分別為何？這能夠更細微的顯示何

種《思高聖經》的詮釋立場？ 

 最後，本篇論文集中討論《思高聖經》的正文經文與隨文聖經註釋，附文

本的部分僅連帶提及序文幾處值得注意的地方、幾則經文大小標題、幾篇書卷

引言與書末附錄。不過，如果採用完全不同的研究視角，也許也會很有意思，

例如：將附文本置於研究重心；探討正文與附文本之間的比重；探討書卷序文

與書卷經文詮釋立場的關係，及前者如何引導讀者理解後者等。本篇論文以瑪

利亞相關經文為研究《思高聖經》詮釋方式的主軸，後繼的研究者也可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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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聖餐禮相關經文、教會建制相關經文等研究主題切入研究，甚至可以考慮挑

選《思高聖經》中的某一書卷，完整分析其中正附文本的詮釋互動。 

 以上這些是筆者想到，卻力有未逮的研究議題，有待將來的研究者進一步

挖掘。而在研究的尾聲，當筆者重新省思起意研究的動機時，就迫切地期待

《思高聖經》的全面修訂能早日展開。筆者開始閱讀《思高聖經》時，常以所

熟悉的《和合本》當作檢視的基準點，由此注意到這兩部聖經中分歧的瑪利亞

形象。這兩部至今仍作為天主教會和更正教會界最具代表性的中文聖經，就是

一般華文讀者對於這兩大基督教分支的聖經詮釋立場的認知。在研究過程中，

筆者一方面對於自身習用的《和合本》有了新的批判與省思；另一方面驚訝地

發現，原來天主教中文官方《思高聖經》的詮釋方式，是許多當代天主教聖經

學者早已捨棄不用的！ 

 筆者在第貳章中曾提及《思高聖經》的歷次修訂，雖然修訂後的譯版並不

在筆者分析範圍內，但筆者簡單比對過瑪利亞相關經文後發現，2000年和 2015

年兩次修訂過的聖經譯本都和 1968年合訂本無甚差別，可能只有字句的些微調

整，聖經註釋的內容可以說是一模一樣。《思高聖經》在修訂上的停滯，和已

歷經多次顯著修訂與調整、且都尚在持續修訂過程中的兩大天主教英文版聖經

《耶路撒冷聖經》（Jerusalem Bible）與《新美國版聖經》（The New American 

Bible），歷程殊異。 

 天主教會於二十世紀間，逐漸接納現代考證學的研究方法，而這些研究方

法，試圖透過語言、歷史、社會研究、文本分析等方式，把各書卷作者書寫時

的意圖更細緻地呈現出來。其中的研究結論，可能會和讀者甚至是翻譯聖經的

譯者，未經分辨地帶著自身的文化和價值觀去閱讀文本時，對文本做出的理解

大不相同。在各個方面持續深進的現代考證學研究，必然不斷挑戰天主教會詮

釋聖經時做出更細緻的回應，也就必然使教會有持續修訂聖經的必要。筆者在

本篇論文的研究中，主要展現《思高聖經》如何在詮釋瑪利亞相關經文時，將

以後成形的瑪利亞思想強迫詮釋為作者書寫就存在的意圖，而這樣的解讀方式

必須面對何種當代考證學研究結論的尖銳挑戰。雖然《思高聖經》的文本詮釋

中展現出許多傳統思想的元素，但是當譯釋者接受「漸進啟示」和「更豐富的

含意」聖經詮釋觀時，其實已是為這部聖經的進一步修訂做出思想上的預備，

因為這樣的詮釋觀本應容許各聖經書卷保留其原始的書寫意圖，也應能自信地

向讀者陳明目前譯釋者在教會詮釋框架下所理解的單一啟示為何，這與聖經作

者當時的理解有和差距。筆者在第貳章中曾指出，思高聖經譯釋者出版《福

音》時，曾自信其內容「可與任何其他外語的釋義來互相比美……它是在參考

了許多現代的學者和教父的著作之後而寫作出來的（引述自韓承良譯，1992，

頁 55）」，筆者在分析中也深感譯釋者是按著自身所受的所有學術訓練，竭力

地接納當時譯釋者所能接納的所有當代考證學研究結論，而成就了首部天主教

中文聖經。而最尊敬這本劃時代的天主教聖經的方式，不是不再修訂，而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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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初代譯釋者「因此，我們欠祂很多」這樣孜孜不倦的翻譯精神，對這部聖經

予以天主教會在這個時代所能完成的最深刻、最全面的修訂。 

 末了，筆者願再以一點篇幅分享，研究「翻譯瑪利亞」的過程中對於聖經

詮釋學和延伸涉及的大公運動的反思。當天主教會使用當代考證學方法改革聖

經研究的方式，勢必造成一些傳統而思辨不周的聖經詮釋被解構，這樣的解構

可能會對許多信徒的信仰觀造成撼動，卻也迫使信徒更深刻地面對信仰的本

質：既然舊約的作者都不是一次而完美的預示新約的到來，新約的作者也不是

一次而完美的理解新約的本質，那麼身為當代的信徒，如何可能透過不完全的

神聖文本，理解天主完全的心意？於是許多天主教學者力圖建構更縝密的聖經

詮釋思想，以此配合聖經詮釋學改革在教會禮儀、聖經翻譯、教理講授等各層

面中造成的相應改革。由《思高聖經》目前的修訂狀況可以看出，改革還在路

上，中文天主教會界尤其還有許多成長空間。與此同時，中文的更正教會界又

怎麼樣呢？當教會堅持「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時，是否有超越聖經的字

面意思，而深究聖經每一書卷在不同的成書脈絡中形成的不同語境呢？更正教

會界常用的聖經譯本，在譯文的底下是怎樣的聖經詮釋立場呢？更正教會界中

是否存在看似貼近字面意涵，實則思辨不周的聖經詮釋傳統，是需要被解構

呢？更正教中學界與教會界的關係，是否容許更縝密的聖經詮釋思想被建構以

服事教會呢？天主教會歷經的聖經詮釋學改革路徑，是否有值得更正教會學習

之處呢？筆者研究瑪利亞相關文本的過程中，發現很多爭論是起因於粗糙的聖

經詮釋學，當所有基督的教會更坦然地面對聖經不同書卷間成文的矛盾與各自

留白之處，更深刻地追尋天主透過不完美的文本呈現的完美啟示，也許所有基

督的教會都會在過程中看見，原來傳統是各自信仰群體所累積的追尋歷史，透

過彼此的相互映照，教會可以從彼此身上學習、從彼此身上警戒，直到眾教會

一同趨向天主的完美啟示。 

 這是筆者在《思高聖經》研究結尾的最後一點省思，也是筆者所見聖經翻

譯研究未來的展望，不只涉及字句的表面意涵，是涉及詮釋學的根本內涵，更

是涉及大公運動未來的走向。筆者也希望本論文確實得以讓所有閱讀的讀者，

無論由什麼立場展開閱讀，都更深刻的思考了翻譯中的詮釋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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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聖經書卷名稱對照表 

Books of the Bible 更正教慣用書卷譯法

(以和合本聖經為標準) 

天主教慣用書卷譯法

(以思高聖經為標準) 

天主教慣

用書卷縮

略寫法 

Genesis 創世記 創世紀 創 

Exodus 出埃及記 出谷紀 出 

Leviticus 利未記 肋未紀 肋 

Numbers 民數記 戶籍紀 戶 

Deuteronomy 申命記 申命紀 申 

Joshua 約書亞記 若蘇厄書 蘇 

Judges 士師記 民長紀 民 

Ruth 路德記 盧德傳 盧 

1 Samuel 撒母耳記上 撒慕爾紀上 撒上 

2 Samuel 撒母耳記下 撒慕爾紀下 撒下 

1 Kings 列王紀上 列王紀上 列上 

2 Kings 列王紀下 列王紀下 列下 

1 Chronicles 歷代志上 編年紀上 編上 

2 Chronicles 歷代志下 編年紀下 編下 

Ezra 以斯拉記 厄斯德拉紀上 厄上 

Nehemiah 尼希米記 厄斯德拉紀下(亦乃

赫米雅) 

厄下 

Tobit  多俾亞傳 多 

Judith  友弟德傳 友 

Esther 以斯帖記 艾斯德爾傳 艾 

1 Maccabees  瑪加伯上 加上 

2 Maccabees  瑪加伯下 加下 

Job 約伯記 約伯傳 約 

Psalms 詩篇 聖詠集 詠 

Proverbs 箴言 箴言 箴 

Ecclesiastes 傳道書 訓道篇 訓 

Song of Songs 雅歌 雅歌 歌 

Wisdom  智慧篇 智 

Ecclesiasticus  德訓篇 德 

Isaiah 以賽亞書 依撒意亞 依 

Jeremiah 耶利米書 耶肋米亞 耶 

Lamentations 耶利米哀歌 哀歌 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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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uch  巴路克 巴 

Ezekiel 以西結書 厄則克耳 則 

Daniel 但以理書 達尼爾 達 

Hosea 何西阿書 歐瑟亞 歐 

Joel 約珥書 岳厄爾 岳 

Amos 阿摩司書 亞毛斯 亞 

Obadiah 俄巴底亞書 亞北底亞 北 

Jonah 約拿書 約納 納 

Micah 彌迦書 米該亞 米 

Nahum 那鴻書 納鴻 鴻 

Habakkuk 哈巴谷書 哈巴谷 哈 

Zephaniah 西番雅書 索福尼亞 索 

Haggai 哈該書 哈蓋 蓋 

Zechariah 撒迦利亞書 匝加利亞 匝 

Malachi 瑪拉基書 瑪拉基亞 拉 

Matthew 馬太福音 瑪竇福音 瑪 

Mark 馬可福音 馬爾谷福音 谷 

Luke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路 

John 約翰福音 若望福音 若 

Acts of Apostles 使徒行傳 宗徒大事錄 宗 

Romans 羅馬書 羅馬書 羅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格林多前書 格前 

2 Corinthians 哥林多後書 格林多後書 格後 

Galatians 加拉太書 迦拉達書 迦 

Ephesians 以弗所書 厄弗所書 弗 

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斐理伯書 斐 

Colossians 歌羅西書 哥羅森書 哥 

1 Thessalonians 帖撒羅尼迦前書 得撒洛尼前書 得前 

2 Thessalonians 帖撒羅尼迦後書 得撒洛尼後書 得後 

1 Timothy 提摩太前書 弟茂德前書 弟前 

2 Timothy 提摩太後書 弟茂德後書 弟後 

Titus 提多書 弟鐸書 鐸 

Philemon 腓利門書 費肋孟書 費 

Hebrews 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 希 

James 雅各書 雅各伯書 雅 

1 Peter 彼得前書 伯多祿前書 伯前 

2 Peter 彼得後書 伯多祿後書 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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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約翰一書 若望一書 若一 

2 John 約翰二書 若望二書 若二 

3 John 約翰三書 若望三書 若三 

Jude 猶大書 猶達書 猶 

Revelation 啟示錄 默示錄 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