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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綜 述

西秦飲渭水，東洛薦河圖
─ 我所知道的「龍」字歐譯始末 *
Translating “Dragon”: 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
李奭學（Li Sher-shiueh）**

中文「龍」字要如何英譯？這個問題幾年來常在

無復曩昔分飾之嚴。3 韓特居華達三十年以上，文化上

我腦海打轉，幾個月前還有林虹秀小姐隨我撰寫相關的

濡染與觀察既久，細比詳對下當然知道中國龍乃神獸靈

1

學位論文。 坦白說，這個問題我個人迄今並無成竹在

類，和西方龍「大相徑庭」，不可混為一談，何況後者

胸的答案，然而相關的譯事糾葛並非始自今日，我則略

還是「罪惡的化身」
，又是基督宗教認定的「魔鬼」，怎

知一、二。舉例言之，1825 年美國人韓特（William C.

能魚目混珠？

Hunter, 1812-1891）就曾暗示過問題的複雜性。韓特乃

韓 特 所 處 的 19 世 紀，
「 龍 」 和“dragon＂ 的 互 換

商人，不過在中西文化異同的觀察上頗為敏銳，「龍」

早為翻譯常態，復因清室在同治年間開始以龍紋為國

在所著《雜記舊中國》（Bits of Old China ）中就是議論

旗而令西方知者大增，所以問題的問者益尟。然而遠

的對象之一。韓特指出：「中國龍有五爪者乃祥瑞之兆，

在韓特之前，「相關問題」其實是有不少入華西人一再

係『皇室的象徵』，縱為高官也不得擅用；即使不得已

追問，我且舉明季耶穌會士為例再談。1583 年利瑪竇

而為之，也只能易以『四爪』者。」中國人向來又有「真

（Matteo Ricci, 1552-1610） 及 羅 明 堅（Michele Ruggieri,

命天子」之說：從劉邦以來，這個概念和「龍」結為一

1543-1607）進入中國後，他們為傳教故而不能不接觸

體，種下「居龍脈者理天下」這個迄今猶存的民俗觀念，

中國文化。龍的意象龐然，利、羅及往後的耶穌會士當

2

每令凡夫以生子肖龍為尚。 蒙古人入華，皇室和「龍

然得加正視，要如何歐譯就曾困擾過他們。雖然在基督

的文化」媾合益深。強分黃袍龍飾為五爪與四爪兩種者

宗教的《新約》中，英文所謂“dragon＂早已可見，但

就是元人，而且君臣使用之階級森嚴，不容踰越。此一

此一「動物」是否就是中國人所稱之「龍」，明室易鼎

情形，明代稍見廢弛，但縱為明人也不曾因鬆動而使龍

前夕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疑竇已啟。思宗

飾流於濫用，雖則入清後劉廷璣（活躍於 1677-1715）

崇禎年間，艾氏入閩敷教，十一年七月（1638 年 8 月）

改稱四爪為「蟒」，五爪方可稱「龍」，而且認為時人已

五日，有中國信徒嘗以「雨由龍致」的傳說就教於他，

*

本文初稿〈龍的翻譯〉發表於《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2007年3月14日。這裡所刊乃大幅增訂後的定稿。撰寫期間多承楚
戈先生指教，相關歐語材料的蒐尋，又承臺灣師範大學潘鳳娟教授鼎力協助，謹此致謝。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1

已完成，見林虹秀，「龍之英譯初探」，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7月）。

2

[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記第八〉（北京：中華書局，1969），頁341：劉邦母「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
電晦冥」，劉父「往觀，則見紋龍於其上。已有身，遂產高祖」。另參劉志雄與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6），頁273-280。

3

[明]沈德符，《萬曆野檴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20-21；[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16。另參見劉志雄與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頁280-286。

漢學研究通訊

26：4（總 104 期）民國 96 年 11 月



研 究 綜 述

而艾氏信口回問的卻是龍的真實性：
「中邦之龍可得而

我們所得，故為一極具歷史與翻譯意義的「蛇」字。

見乎？抑徒出之載籍傳聞也？」這位名喚李九標（字其

如果可以不計歐洲中世紀一些真偽難辨的著作，8

香，歿於 1647 年左右）的信徒答得老實，內容不言可喻：

克魯士的《中國志》可能是首部綜論震旦古國的歐州專

4

「載而傳者多，若目則未之見也。」

書。克氏在廣州僅留數月，所寫部分據傳抄自比他更

「載而傳者多」一句幾乎不用多論，蓋中國墳典確

早入華的葡人伯來拉（Galeote Pereira, fl. 1534-1562）的

實不乏龍的記載，不但《詩經》、《楚辭》常見，而且從

中國見聞。在馬六甲與廣東外海的上川島上，伯來拉

遠古龜甲亦可窺得踪跡。不過龍和麒麟一樣，都是傳說

曾兩度接觸天主教東方使徒沙勿略（St. François Xavier,

或根本就是神話動物，李九標或在他之前的中國古人哪

1506-1552）。1548 年左右他進入華南後，又和沙氏不

曾見過？龍那似蟒而又複雜過之的形體，十之八九乃先

得詣華的緣故一樣，因遠夷擅入之罪而身繫囹圄，直到

民想像形成，再於有唐一代經佛教增麗，從而在帝王的

1552 年才獲釋西返。9《中國志》中所謂「蛇形記號」

聯繫外又變成民族與國家的圖騰。5 這裡所謂「似蟒而

一說，不論是克魯士或他所抄的伯來拉，要之都早於艾

又複雜過之」一語，我乃簡略其說，蓋中華文化中人沒

儒略，甚至更早於利瑪竇與羅明堅等人對「龍」的看

有不知龍為鱗介者。艾儒略和李九標的對答見明末刊刻

法。最重要的當然是其中顯示兩人深知「歐龍」與「華

的《口鐸日抄》
，可知艾氏壓根兒不信世之有龍，而我

龍」確實有別，故而著作中不敢令「龍蛇雜處」
。無獨

們可以更確定的為之再詳曰：龍乃中國文化特有，西方

有偶，在 1322 至 1328 年間，也就是在比馬可波羅（Marco

傳統並無是類動物。這個觀察，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

Polo, 1254-1364）東來稍晚的一甲子左右，天主教另有

另有歐人已加提示。該年葡萄牙道明會士克魯士（Gaspar

方濟會士鄂圖瑞克（Odoric of Friuli, c. 1286-1331）也抵

da Cruz, d. 1570）往遊廣州，探訪中外商業貿易活動，6

達了汗八里，歸後口述的《鄂圖瑞克神父東遊錄》（The

不數年著有通譯為《中國志》（Tractado em que se cõtam

Journal of Friar Odoric ）曾細寫所見道︰「元英宗與泰定

muito por est ēso as cousas da China , 1570）的書一本。其中

帝兩朝的宮廷華麗雄壯，正殿『中央 [ 還 ] 有一尊大瓮』
，

也提到前及韓特所謂「皇室象徵」，但朝中要員每用金

而其『四周悉以黃金繞之，四角亦各塑有一蟒，作凶猛

線鏽在官服上的「龍紋」，克魯士反名之為「蛇形記號」，

搏擊狀』」。這四條蟒蛇，我所見英譯本作“serpent＂，拉

並稱這類紋形是時還曾「外銷」葡國，大多繳交教堂以

丁原文和葡文一樣亦為“serpens＂
，10 而其原物當然就是

為「裝飾」。《中國志》所謂「蛇形記號」的葡文原文為

「龍」。蒙古人初則雖有自己在草原上的宗教，南下定鼎

何，我尚未覓得。但此書中譯本譯者何高濟提到這部分

中原後，卻縱之雜糅中國傳統，使佛、道兩教之思想與

時，有注曰︰「也就是龍。」 7 易言之，克魯士此地所用

科儀融入其中。龍乃兩教神物，並現元宮，極其自然。

應為葡文“serpens＂一字，不會是歐人指「龍」的另字。

話說回來，我們由此一漢化的蒙古「龍」也可揣知︰鄂

我們再易而言之，對克魯士來說，明代皇袍與高官官服

圖瑞克或在病榻邊為其筆受的歐人，大概在歐文中難以

上的「龍」紋不能因形應聲，以歐洲魔物之類似者搪塞。

覓得「龍」的對應字，故懵懂下以「蛇」代之。或是他

4

見鐘鳴旦（Nich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12冊（臺北︰利氏學社，
2002），7: 551-552（卷8，頁13）。

5

苑利，《龍王信仰探祕》（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頁23-77。

6

李慶新，〈貿易、移殖與文化交流︰15-17世紀廣東人與越南〉，頁12，見如下網址︰http://www.lib.cuhk.edu.hk/conference/occ/
liqingxin.pdf，檢索日期︰2007年8月2日。

7

克魯士，《中國志》，見C. R. 博克舍編注、何濟高譯，《16世紀中國南部行記》（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08-109。

8

例見下文會述及的安科納的雅各（Jacob d’Ancona）及馬可波羅的著作。

9

克魯士與伯來拉的傳記性研究，見伯來拉與克魯士等著，何濟高譯，《南明行紀》（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9），頁1-62。

10 The Journal of Friar Odoric , in Manuel Komroff, ed., Contemporary of Marco Polo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89), p.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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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僅知龍為神物，但與「歐龍」不同，故而不敢也難以
11

拉丁文的“dracō＂ 或其複數形“dracones＂錄下傳世。

職是之故，
《口鐸日抄》中艾儒略代歐人二答李九

帝說所突顯的「五方龍王」就是最好的例子。道士不止
看佛經，他們繼而也曾傳寫各類的「龍王經」，形成宗
派內以龍為主的神獸信仰或神獸觀，對後世民間說部如

標時所謂「中邦之言龍也，謂其能屈伸變化，詫為神物。

《西遊記》影響頗鉅。15 艾儒略乃基督徒，既難相信上

敝邦向無斯說，故不敢妄對耳」一句，就不是信口開河，

述中國古說今談，回李九標問雨時當然也僅能以歐洲是

妄加比較，而是在歐龍華龍有別的謹慎基礎上發展出來

時的氣象新知覆之。艾儒略在耶穌會內另有前輩高一志

的說詞。就「龍的翻譯史」言之，意義自然比克魯士或

（Alfonso Vagnoni, 1566-1640），而高氏在破中國人所謂

12

鄂圖瑞克更深。 當然，艾氏的否定我們今天聽來或許

「水龍柱」這類氣象神話時，也有類如艾儒略之舉，《空

會覺得奇甚，甚至於左違克魯士與伯來拉的先見，因為

際格致》一書即曾三致其意。此書畢集高氏所知地理學、

從當今英漢字典的角度看，“dragon＂不就是時常可見的

氣象學與天文學，力斥「祠龍祈雨」或「飛龍捲水」的

「龍」的對譯，就算李九標話中所涵「龍王致雨」或「龍

俗譚之非，根本不信世之有「龍」。16 可笑的是，前及

麟蓄水」一類舊說我們不必信以為真？
是的，艾儒略「奇甚」。即使「應龍化雨」等中國
13

劉廷璣《在園雜志》亦有〈龍見〉一條，書其觀華北盱
眙縣水道，風雨中見「四龍挂空中，最近者可一箭及之，

故譚， 艾儒略也不信，甭提「八部天龍」、
「七海龍王」

然皆不露頭角。只見大水四股，倒流上天，如旱地之大

與「五龍王」等因天竺那伽（Nāga）信仰與王權結合而

旋風」者。劉氏所睹分明是「水龍注」，不見龍卻又稱

14

在中土擬人化了的佛教神話。 梵典中的《大集經》、
《最

之「龍見」，疑神疑鬼，難怪前朝高一志非得駁斥「龍

勝經》與《法華經》等深富龍王傳奇者，在入華漢譯後

不見」不可。17 當然，高一志也有其反諷者，蓋中國傳

對道教曾造成重大衝擊，所謂青、白、黑、赤與黃等五

統中龍的樣貌，他十分清楚。高氏嘗為利瑪竇續修《西

11 《鄂圖瑞克神父東遊錄》有各種歐洲俗語抄本，但主要版本仍為法國國家圖書館庋藏的拉丁文本。《鄂圖瑞克神父東遊錄》應
非信口雌黃的偽書，蓋所云上都宮中之龍，元人筆記亦可稍證︰元廷正殿之中，有「木質銀裹漆瓮一，金雲龍蜿繞之。」見[明]
陶宗儀（1316-1403），《輟耕錄》，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2: 298（卷21）。這一記載我悉得自何濟高譯，《海屯行
紀‧鄂多立克東遊錄‧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74注1。但該書頁73以「龍」代「蛇」，顯然是譯
者擅改，拉丁原文見The Journal of Friar Odoric (The iournall of Frier Odoricus, one of the order of the Minorites, concerning strange things

which hee sawe among the Tarters of the East ; NP.: eBooks@adelaide, 2006)，第13章：“De ciuitate Cambaleth,” 在Richard Hakluyt collects
and Edmund Goldsmid, F.R.H.S, ed.,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 http://etext.library.
adelaide.edu.au/h/hakluyt/voyages/。檢索日期︰2007年8月8日。
12 艾儒略譯，《聖夢歌》，見鐘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6: 447中有「炮鳳烹龍張宴會」一句，
但此詩雖譯自中古英國拉丁詩《聖伯爾納的異相》(Visio Sancti Bernardi )，「炮鳳烹龍」卻非依字面中譯而得，而是原文的意譯或
隱喻性翻譯。有關《聖夢歌》的原文與中譯問題，見李奭學，〈中譯第一首「英」詩：艾儒略《聖夢歌》初探〉，《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30(2007.3): 87-142。
13 中國龍種類不少，其中唯「應龍」有翼，稍近歐龍。《廣雅》曰，「有翼曰應龍。」見[唐]歐陽詢等輯，汪紹楹校，《藝文類
聚》，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 1661。
14 有關「那伽」神話的研究，下書言之甚詳：J. Ph. Vogel, Indian Serpent-Lore or the Nāgas in Hindu Legend and Art (Varanasi-5, India:
Prithivi Prakashan, 1972)。
15 這方面的討論，詳見苑利，《龍王信仰探祕》，頁23-77；以及劉志雄與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頁255-269。
16 [明] 高一志，《空際格致》，在吳湘相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6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2: 926-927曰：「地
出之氣，不甚熱燥密厚，冲騰之際，忽遇寒雲，必退轉下方，乃其旋迴之間必致，點燃而成龍騰之象。又因其氣上升之首本清
潔，其退回時點燃之象，猶龍吐火而旋下之尾。又為寒雲所逼，因細而蜿蜒猶龍尾。然俗以為真龍，謬矣。」
17 劉廷璣，《在園雜志》，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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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紀法》
，其中便曾以「十」字為廣資程式而教人由空間

情。20 對米蒂亞來說，這條希臘古龍絕非惡龍，而是「救

概念記憶中文「辰」字：
「一龍角端日昝」者，是也。18

命恩龍」，和看守金羊毛的龍俱寓「天命神意」。

在歐洲，「龍」之為物也，最早未必有角，更難覓

中國人好談地理風水，關乎龍者則素有「龍穴」之

得形如中國龍的鹿角。就外形觀之，歐龍有地域之別，

說。歐洲龍亦有似是而非的特徵，著名者幾乎每一條都

但通體而言，都是印歐神話這條文化之河的沖積物。
「屠

有自己之「穴」
，位於淵林澤畔，而且常像傑生所屠之

龍」乃歐人處理歐龍常見的故事，而其情節模式大多便

龍「藏」有寶物，就由自己看守。這點不僅希臘文化獨

出諸《梨俱吠陀》
（Rig-Veda ） 等印度古典。《梨俱吠陀》

有，亦見於深受北歐神話影響的英國中世紀。其時有某

中的惡龍烏里特那（Vrtra）曾經為人追獵，而在歐洲，

格言詩用古英文吟唱，而所唱的者有下句可為上證︰

此一故事的敘述結構一可見於希臘人處理泰豊（Tyhon）

... Draco sceal on hlewe Frod, frætwum wlanc.（龍居於

故 事 或 怪 獸 萋 麥 拉（Chimaira） 之 死， 二 可 見 於 羅 馬

澤穴護寶，榮此而智有壽考。）21

人如奧維德（Ovid, 43BC-17AD）筆下阿波羅屠殺皮松

這幾句詩以「龍」為主詞，呼之如上曰“draca＂
，

（Python）的敘寫。然而嚴格說來，上述三種神話動物

和古斯堪地維亞語（Old Norse）中的“dreki＂ 都是由希

都非「龍」屬。信史可徵的歐人的第一條龍，我們恐怕

臘與拉丁系統轉釋而成，因此也像傑生與米蒂亞傳奇中

得俟諸傑生（Jason）追尋金羊毛的傳說。希臘古史分有

的「卡爾基斯之龍」或「太陽神之龍」一樣是善獸︰忠

英雄時期，傑生便是其時偉岸的神人之一。他率眾尋找

心護寶，甚至代表智慧。22

金羊毛，《阿果號航行記》（Argonautica ）中出現過一條

龍可護寶，希羅多德（Herodotus, c. 490-c. 425 BC）

「艾歐尼亞之龍」(‘Αονιοιο δρακονοτοσ)，而這位

的《歷史》（The History ）早已言之鑿鑿。他也談過一

希臘英雄也必須通過忠心看守金羊毛的一條不眠巨龍，也

種有翼之蛇，其類似龍。羅馬人皮里尼（Pliny the Elder,

19

有現代神話學者寧可稱之為「巨蟒」
（serpent）的考驗，

23-79）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 ）又稱印度有龍，

方能達成任務。同一神話在尤里皮底士（Euripides, c.

身長軀碩，每可致巨象於死地。凡此上古龍的傳說，最

480-406 BC）的名劇《米蒂亞》（The Medea ）中發揮得

後 都 經 賽 維 爾 的 伊 希 朵（Isidore of Seville, c. 560-636）

更為淋漓，令人動容：米蒂亞遭傑生遺棄後，為報仇雪

收納，構成其《字源學》
（Etymologica ）中「巨龍」
（draco

恨，手刃自己兩個親生的兒子，人神同悲。不過因米蒂

maior）一詞的論述基礎。伊希朵又稱龍穴炙熱如火，龍

亞乃太陽神赫里爾士（Helios）之孫，尤里皮底士在劇

頭有冠而其嘴細，時常狺狺然吐舌，可如巨鵠般「一飛

尾安排了一條確可名之為“drákön＂的黑龍，令其拖著

沖天」（in aerum）。23 中國人固然也講「飛龍在天」與

祖父所賜戰車破空而去，也帶她跳出人世的無常與無

「潛龍勿用」，不過《易》卦之說並非寫實，毋寧是農業

18 [明]利瑪竇撰，高一志刪潤，《西國記法》，見吳湘相編，《天主教東傳文獻》（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82），頁66。
19 Apollonius Rhodius, Argonautica , tr. R. C. Seat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74 and 302. Also see Edith
Hamilton, Mytholog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p. 126.
20 這條黑龍的身影，在希臘原文中僅可稱之「隱含」，不過米蒂亞在劇尾即將破空而去之時，其形象卻可體得一二，見Arthur S.
Way, trans., Euripides IV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92-393。不過若參考此劇的英語名譯，則黑龍的意
象就顯然可見了，詳見Rex Warner, trans., The Medea , in David Greene and Richmond Lattimore, eds., Euripides 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pp. 104-106。
21 “Maxim II,” 26a-27b, in Elliott van Kirk Dobbie, ed., The Anglo-Saxon Minor Poem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2); Chinese
translation mine. Also cf. David Williams, Cain and Beowulf: A Study in Secular Allego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p. 64.
22 斯堪地那維亞及其他北歐地區，另有較少受到希臘與羅馬影響的世家故事（saga）與史詩等。這些著作除了是英、德兩國文學
文化的濫觴外，其中「龍的歷史」幾乎也自成一格，如下幾部民族偉構尤然︰VQlsunga saga; þiðreks saga af Bern; Beowulf 。相關
討論見Joyce Tally Linonarons, The Medieval Dragon: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in Germanic Literature (Enfield Lock: Hisarlik Press, 1998), pp.
49-92。
23 Isidore of Seville, 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 , ed. W. M. Lindsa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1), Book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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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節氣時令的隱喻，比擬的多屬工具性內涵。伊希朵

視同對方，一體相連。我們熟悉的雅典全盛的紀元前五

的《字源學》為歐洲上古末期的知識寶庫，印歐神話中

世紀，希臘文化或神話中罕見《聖經》或今日西人所指

「龍」的形象幾可謂糾集於書中。到了八世紀左右，《盎
格魯撒克遜紀年》（Anglo-Saxon Chronicle ）裡又有「空
24

的「惡龍」。
由是再看，“drákön＂「邪惡」的今義，確實自猶太

際明爍，火龍飛天」的記載。 紀年中的「火龍」或許

教與天主教傳統的〈創世紀〉萌芽，再經《新約》鑄出，

比喻彗星等天文奇景，然而學者咸信這個名詞形成之

然後化為拉丁音裡的“dracō＂，終而演變成為現代各種

後，「火龍彌天而飛」的意象隨之就在歐洲龍史上登場。

歐語中「龍」的共同字根，從羅曼斯到低地日耳曼語

25

「火龍」的形貌，學者也認為出自《聖經》影響。 鼻噴

系，無一非屬。這個字根所成就的俗語，也因此而淹有

火焰或口吐火舌，正合尤其是《新約》所狀的地獄形貌，

義大利文的“drago＂，西班牙文的“dragón＂
，葡萄牙文

其中滿布硫磺，烈焰熊熊。

的“dragão＂或德文的“Drache＂等等。法文「龍」字

所以天主教在歐洲興起，歐龍的意象隨之生變。
德 國《 尼 伯 龍 根 之 歌 》（Das Nibelungenlied ） 裡 齊 格
飛（Siegfried）或英國與西班牙中古聖傳中聖喬治（St.

3

的發音和英文不同，但拼法如一。所謂“dragon＂，若不
論古英文中的拉丁影響，抑且是「英國龍」的字源所出。
“Dragon＂的異音因此萬系同源，其形貌容或有地域之

George）所屠之「龍」，其耳尖長如驢，便可能因《聖

別，但貶意則一，從天主教上古迄至文藝復興時期以還，

經》所狀撒旦之貌而致，當然不是你我在東方的佛寺道

莫非如此。

觀柱樑或壁上可見而翱翔於水天雲際的如蟒麟介，其角

我們循線再返大明帝國。艾儒略在《口鐸日抄》的

崢嶸。在歐洲敘述文學裡，龍多半兩其翼而身似蜥蜴，

體認可謂一語中的，深知中國龍自成一格，而我們從

皮如鱷而又長有麟甲，在吐火外同時另可噴毒。若其有

翻譯實務的角度看，艾氏言下也有中國龍根本不能以

角，泰半亦因〈若望默示錄〉故而近似魔鬼頭上的山羊

歐語說之之意。儘管如此，英語如今依然把「龍」譯

之角，寓義已由吉轉凶，和中國龍不但有別，而且連品

成“dragon＂，是何道理？我們振葉尋根，說來卻非英漢

類都生差異。

字典或漢英字典所造之孽。這筆「帳」如果可以不計文

就字源再看，除非我們視「龍」為「蛇」，或視之

本真偽，我以為應先追溯到 13 世紀來華的安科納的雅

如〈約伯傳〉中率先提到的巨靈「利未坦」（Leviathan）

各（Jacob d’Ancona）去，因為他寫過一本迄今可見「最

等怪獸，否則我們幾乎可以鐵口直斷︰希伯來文中絕無

早」的歐語中國遊記《光明之城》（The City of Light ）
。

英文“dragon＂ 的對應字。後者所源，我們得由小亞細

雅各是猶太人，不過似乎世居義大利；他業商，但具有

亞踅回巴爾幹半島，在希臘文化中尋尋覓覓，而其始也，

某種學者氣質。據《光明之城》載，他在西元 1271 年

居然還不得以《新約》繩墨，而是得由神話發端，和古

左右抵達福建泉州，而這年正是南宋度宗咸淳七年。所

典文學與宗教上的關聯才屬論述正統。所以嚴格說來，

謂「光明之城」指其時歐人稱為「刺桐」（Zaitun）的泉

今義所稱之「歐龍」
，在歷史上得遲至《新約》集成，

州，是時仍為舉世吞吐最大的海港。《光明之城》涉及

方才見重於世，而且不僅關乎〈若望默示錄〉中那脅迫

「龍」的歐譯處頗類《西國記法》
，不過無關干支，所

馬利亞的「古龍」、「蛇」
、「魔鬼」或「撒旦」等邪惡的

涉乃生肖。雅各的書用中世紀的托斯卡尼亞文寫在紙

26

概念與力量， 彼此在殊音同義這個現象外，甚至也可

面，間雜當時義大利其他方言及希伯來文、希臘文與拉

24 C. Plummer, ed.,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3), p. 76.
25 Alan K. Brown, “The Firedrake in Beowulf ,” Neophiologus 64 (1980): 439-443; also see Tally Linonarons, The Medieval Dragon: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in Germanic Literature , p. 15.
26 〈 若 望 默 示 錄 〉 未 曾 直 指 那 古 龍 所 逐 之 女 的 身 分 ， 僅 稱 其 為 孕 育 那 「 人 子 」 者 ， 不 過 四 世 紀 沙 漠 聖 父 之 一 的 愛 潑 發 尼
（Epiphanius, c. 315-403）卻說這女子「應為」馬利亞。見Mary Ford-Grabowsky, ed., Spiritual Writings on Mary Annotated and Explained
(Woodstock: Skylight Paths, 2005),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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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等。可惜擁有寫本的義大利原收藏家拒絕公布手

權威，自此頹然，而且也吃上了作偽的學術官司。
《馬

稿，僅允許曾任芝加哥與牛津兩大學研究員的英人塞爾

可波羅行紀》最早可能用威尼斯或倫巴底（Lombard）

本（David Selbourne）細讀，然後再以英文編譯成書。

27

的語言寫下，但「原文」早佚或根本闕如，目前可得最

雅各抵達泉州那年歲次屬羊，他筆下隨手也提到其他生

早的義大利文本要待 1563 年才面世，而，是的，該版

肖，而塞爾本便「循規蹈矩」以現代英文譯將「龍」字

和上面我假設的《光明之城》一樣都以“drago＂
（dragone/

28

譯 為“dragon＂
。 前 文 說 過，“dragon＂ 出 自“drákön＂

dragoni）譯「龍」，出現在馬可形容元世祖忽必略宮中

和“dracō＂， 其他歐語「龍」字均為苗裔，故雅各的原

的金銀繪飾上。這一點，前及林虹秀的論文已詳予查證，32

文雖「佚」，我們亦可從塞爾本所用英文推得若非希臘

非我考悉。不過既乏「原文」，那麼在各種語言的抄者

或拉丁原字，便應該是中世紀洎自同源的義大利各種方

「瞎扯」及真偽等問題的可能性外，我想我得再補充說

言或其格變（declension）。

明一點：如果我們慮及雅各和馬可波羅何以將「龍」誤

塞爾本所譯的《光明之城》出版於 2000 年，其後
29

為“drago＂，則正如伊希朵指出來的，歐人古來難分龍

雖有中國學者如李學勤等力辯其實， 論者仍因寫本未

蛇，甚至常以龍為巨蟒之尤者，而中國也同樣有龍出於

見而疑其作偽。這種情形，1950 年代以來，
《馬可波羅

蛇的舊說，唐宋以來還變本加厲，尤其不辨「龍袍」與

行紀》也曾經歷。這段期間內英國學者吳芳斯（Frances

「蟒袍」，可能是一大關鍵。形貌及說法稍近，道聽塗說

Wood）質疑尤甚，蓋不僅《元史》闕載，其他證據也

者不察，循至歷史「指鹿為馬」了。33

顯示波羅蒞華的問題重重。吳氏開啟史檔，重審《馬可

當然，我們如果不作上述觀，非得以史有可徵、信

波羅行紀》後，刊有《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

實無疑為苑囿，那麼查起「龍的翻譯」這筆「帳」
，我

所論迄今猶餘波盪漾。30 我之所以提到《馬可波羅行

覺得我們仍得回到明末的耶穌會士去，而且要回到比艾

紀》，原因是此書在《光明之城》尚未出現前，一直是

儒略還要早約三十年入華的利瑪竇和羅明堅兩人去。

史上公認的第一本歐人的中國遊記。蒙古西征，廣開歐

利、羅二公和艾儒略、高一志一樣出身義大利。不

亞交通，不少天主教士與義大利商人紛紛來華。他們西

過當其入華之時，葡萄牙帝國崛起有年，羅馬教會的保

31

返後，頗留下一些記遊著作。 但由於《光明之城》問

教權落在葡人手裡，耶穌會士自西徂東前，每得到葡國

世，原本所以為的馬可波羅抵華的 1275 年，因此遂落

高因伯大學（Coimbra University）進修，再從理斯本放

後四年，不得不讓雅各給後來居上了。數世紀所以為的

洋東來。他們東至印度，北上日本布道，所賴多屬葡人

27 David Selbourne, “Introduction” to Jacob d’Ancona, The City of Light , trans. Selbourne (New York: Citadel Press, 2000), pp. 1-13.
28 Jacob d’Ancona, The City of Light , p. 124.
29 李學勤，〈導讀〉，見雅各‧德安科納著，楊民等譯，《光明之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頁1-6。
30 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Also see Jonatahn D. Spencer, The Chan ’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rstern Mind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chapter 2; and Herbert Frank, “Sino-Western Contacts under the Mongol Empire,” Jouran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 (1996): 49-72；以及李守中，〈馬可波羅與長城〉，《中央日報．文教報．歷史長
河》，2001年6月14日。
31 這段經過參見裕爾（Henry Yule）撰，考迪埃（Henri Cordier）修訂，張緒山譯，《東域紀程錄叢》（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頁122-131。
32 林虹秀，「龍之英譯初探」，頁23-24及頁84附錄一。《馬可波羅行紀》的英譯可見Manuel Komroff, ed.,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 revised from Marsden’s transl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82), p. 130。當然，以馬可據傳旅華十七年的時間看，後世論
者可不會忽視這些元人宮中的龍飾。相關討論見Richard Humble, Marco Polo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5), pp. 120-121。
33 Isidore of Seville, 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 , Book XII. 中國人的觀念參見[唐]歐陽詢等輯，汪紹楹校，《藝文類聚》，2:1661-1663
(96卷鱗介部上龍)；另參劉志雄與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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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船隻及安全考量也由帝國資助，葡文因此變成南

慎《說文解字》一類古籍，粗略將之歸於「蟲」（bicho/

歐各國入華耶穌會士「共同的語言」（lingua franca）。34

bichinho）屬，然後再如前此西班牙人門多薩《中華大

利瑪竇和羅明堅當非例外，也都通曉之。1583 至 1588

帝國史》裡的聽聞，加上「蛇」（serpens）字以為說明。

年間，兩人在廣東肇慶傳教，為學中文並資來者，他們

最後形成的是一個複合字「蟲蛇」，或照林虹秀的譯法

共編了一本字書，後人題為《葡漢辭典》
。這本書當時

是「似蛇之大蟲」（bicha-serpens）
。36 這個名詞或字，當

未刊，僅有稿本存世，近年方才影印流傳。根據研究，

係辭書上歐人首次以歐語成就的「中國龍」的譯法。如

此書編譯係由羅明堅主筆，利瑪竇助理之。他們當時所

此歐譯，在某一意義上表出利、羅二公亦如艾儒略，深

慮並非義大利文，而是保教國所用的葡萄牙文。《葡漢

知歐洲於中國龍之為物也，
「向無斯說」。否則他們不至

辭典》先依字母順序臚列葡文字詞，再繼之以基本上是

於左支右絀，在傳譯上手拙若此。話說回來，中國也有

義大利文系統的羅馬注音，最後才寫出漢字或其詞語的

龍「演化」自巨蛇或蟒一說，所以在某一意義上也和

解釋。從語音史的角度看，若不論奧斯定會士 16 世紀

《新約》一致，因為如前所述，
〈若望默示錄〉在「撒旦」

中葉在菲律賓所編的《閩南語詞匯表》（已佚），《葡漢

或「魔鬼」之外，也視「蛇」與「龍」為一體。故而才

辭典》可能是後世中文拉丁化最早的系統雛形，比利瑪

會說「撒旦」這條「古蛇」就是「巨龍」
。37

竇自題《西字奇跡》的一本小書還要上推十年有餘。我

此外，中國傳統向來「蛟龍」並用，而「蛟」之為

們倘可也不計前此可能偽作的《馬可波羅行紀》或其他

物，請注意其部首係「蟲」，說來亦龍之屬，雖然另有

真假參半的所謂「遊記」，則《葡漢辭典》應該也是中

文獻指出龍之無角者方可稱「蛟」。有趣的是，
《葡漢辭

文「龍」字在信史上最早的確切歐語說明。

典》解釋「蛟」字，居然和今人譯「龍」一致，幾乎毫

利瑪竇晚年用義文另行撰就《中國傳教史》，其中

不遲疑就以“dragão＂對之，大有向“drákön＂這萬系

第七章三度顯示他深知「龍」（dragoni）在中國文化上

之源傾斜的態勢。這種譯法或說明，當然也顯示利瑪竇

的地位，也曉得係帝王及祥瑞的共同表徵。在這章稍前

和羅明堅自我矛盾，以不同葡文歐譯品類其實並無大異

的第五章，他又暗示自己也了解某些中國人或許受到佛

的中國「神物」。兩人之困惑，顯然！

教的影響，以為日蝕月蝕係「某蛇」(un serpente) 將日
35

林虹秀考察中國史上涉「蛟」的語句或故事如「周

月吞噬使然。 然而就《葡漢辭典》編纂當時的 1580

處除三害」等，倒認為利瑪竇和羅明堅的聯想或譯法無

年代而言，利瑪竇和羅明堅顯然都曾為「龍」的葡語

誤，而且是其來有自，因為「蛟」在中華文化中常帶負

說法所惑，十分困擾。這點可從編寫上字典中「龍」字

面印象，38「蛟害」一詞遠較「龍患」為多，39 而龍中

當頁手跡特別混亂看出。利、羅二人當然找不出「龍」

除了「夔龍」之外，從古至今，多數卻是「好龍」
，係

的葡文對等字，懵懂下只好從《韓非子》
〈說難〉或許

祥瑞之兆，更是真命天子的本尊。由是觀之，「龍」在

34 See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 1579-172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7.
35 Matteo Ricci, Storia dell ’Introduc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 in Pasquale M., D’Elia, S. I., ed., Fonti Ricci, 3 vols (Rome: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1: 42, 80-81.
36 林虹秀，「龍之英譯初探」，頁35。《葡漢辭典》相關之處見Michele Ruggieri and Matteo Ricci,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 ed.
John W. Witek, S.J. (Lisbon and San Francisco: Biblioteca Nacional Portugal,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001), pp. 52 and 85 (ms part)。
37 唐代景教文獻中，目前可見者不曾以「龍」稱呼撒旦，《一神論》中僅以「惡魔」或「惡魔鬼」喚那「娑多那」（撒旦）。見翁
紹軍注釋，《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頁130。
38 林虹秀，「龍之英譯初探」，頁36-37。
39 見《藝文類聚》第96卷取自《呂氏春秋》等書的諸例，在歐陽詢等輯，汪紹楹校，《藝文類聚》，2:1664（鱗介部上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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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文中均作“dragon＂，似乎就和「蛟」字的負面聯

現存的中譯景經從未提過〈若望默示錄〉之龍，所以〈景

想關係較大。就我所知，從 1588 年迄利瑪竇完成《中

教碑〉中這尾神物當然是條中國龍。唐代曾翼護景教的

國傳教史》之前，義大利耶穌會士中會把“dracō＂譯為

皇帝有五，上引兩句碑文即隱喻他們雖已駕崩，但音容

「龍」者，亦唯利氏在耶穌會中的繼承人龍華民（Nicolas

宛在，事功亦歷歷如在目前。
〈景教碑〉的句子顯然典出

Longobardi, 1565-1655）而已。龍氏出身亦義大利，取

《史記》
，指〈封禪書〉中黃帝抱弓乘龍上天而去一事，41

「龍」為姓乃因義文姓“Longobado＂的第一音節所致，

其中連龍的長相也略有刻畫。就語詞的譯史言之，
《大中

至於「華民」的意義，我想不必贅言多述。1602 年左

國志》較羅明堅、利瑪竇諸人應該往前又邁進了一步。此

右，龍氏在廣東韶州中譯了大馬士革的聖約翰（St. John

書寫成後不刊，逮及 1642 年方見西班牙文譯本。如今葡文

Damascene, c. 676-c. 754）的《聖若撒法始末》，而該書

原本早已佚亡，但西文譯本仍存，內中釋黃帝所乘之「龍」
，

內五則重要的證道故事（exemplum）裡，有一則就出現

時借法文“dragon＂一字，但在其他場合中則多數用西班

了一條“dracō＂
。當時龍華民入華已多年，合以他取「龍」

牙文“dragón＂的複數形“dragones＂ 表之。42 換句話說，

為姓而毫不介意觀之，想來深知「龍」在中國多為「吉

對曾德昭或對其西班牙文譯者而言，「龍」與「蛟」不

物」，更是「權」與「威」的絕對象徵。中譯《聖諾撒

僅不分，而且共為一體。在字源上，曾氏等所循當然又

法始末》時，龍氏因此小心翼翼，在《葡漢辭典》的中

難脫“dracō＂所形成的拉丁系統之影響。

文詞條外另添一字，使拉丁文“dracō＂變成「毒龍」或

耶穌會士東來的目的是傳揚天主教，這點他們成功

「猛龍」，而《聖若撒法始末》裡這條龍「口中吐火，兩

的程度可能反不如他們寄回或携回的中國思想在歐洲所

目炫耀」，果然邪物，正合乎英文或歐人概念中「龍」

發揮的影響力，43「龍」的歐譯，個人淺見也是其中之

的傳統形象與文化內涵。「蛟」或「龍」字的歐譯或

一。17 世紀結束前，曾德昭的《大中國志》至少出現

“dracō＂的中譯，可能因此便在信史上正式定調。40

了四種歐語譯本，而最重要的是在某種程度上，此書

在基督教尚未入華而英文的“dragon＂亦未在華

偕其他耶穌會士的著作影響了約莫五十年後風行一時

出現之前，上述情形的另一顯例是耶穌會士曾德昭的

的《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 ）。後書原名頗長，作者

（Alvaro Semmedo, 1585-1658）的譯法。曾氏，葡人也。

為德國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

1613 年他北上南京宣教，其後因教案故一度出而又潛

而書寫語言則為拉丁文。在歐洲，基氏素有「萬事通」

返中國內地，二十二年後始離華返歐。颺航西行的返鄉

之名，《中國圖說》不僅介紹了中國可見的各種飛禽走

途中，曾德昭在印度臥亞（Goa）停留一陣子，用葡萄

獸、奇花異木，同時也將上述〈景教碑〉的內容再譯一

牙文潛心完成了《大中國志》一書，於中國事物無所不

過，可想涉「龍」之處更多。在一幅有關道教神祇的插

談，而涉及「龍」的言談除了有關「龍袍」的陳述外，

畫中，基歇爾甚至「有圖為證」，再予說明。不過有趣

另含史典。後者之所以出現，乃為解說〈大秦景教流行

的是，「龍」的相貌，基氏似乎中西混用或並構。上述

中國碑〉中所謂「龍鬚雖遠，弓劍可攀」一句。就宗教

「有圖為證」中的龍是條鱗蟒四爪的典型中國龍，但《中

史而言，景教是天主教東方教會最早來華的一支，但其

國圖說》此外也另繪一張江西龍虎山上「龍虎相鬥」的

40 參見李奭學，《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 ― 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臺北︰中央研究院及聯經出版公司，2005），頁
393-398。
41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此句見翁紹軍注釋，《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頁60。〈封禪書〉相關之典見司馬遷，《史記》，
2:1394。
42 Alvaro Semmedo, Imperio de la China i la cultura evangelican en èl, por los religiosas de al Compañia de JESUS (Madrid: Impresso por Iuan
Sanchez,1642), pp. 57, 77, 98, and 100-101.
43 參見赫德遜著，王遵仲、李申與張毅譯，何兆武校，《歐洲與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267。另見李奭學，《中國
晚明與歐洲文學 ― 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頁35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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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其中的龍長相近乎「兩其翼而身若蜥或鱷」的歐

認龍的存在，除了帝王之尊這種「政治正確性」不得不

洲龍。「龍虎相鬥」一圖，我疑其靈感除山勢與地形外，

承認外，會士絕少認同風水之說，龍的涉入就毋庸贅言。

應與明代盛行的丹道隱喻「龍虎交媾」有關。《中國圖

占卜之談，耶穌會原就多方駁斥，「自古已然」。47

說》將中龍西龍混淆若此，顯示即使晚至 17、18 世紀，

我所讀的《中國漫記》為蔣本良與柳鳳運所譯，原

歐人猶如今天不懂中華文化的西方人士一般，對中國龍

文為羅馬尼亞文。可惜我不諳東歐語言，斯拉夫語系更

的概念依然模糊不清，僅知使用“dracō＂以名之，而其

是認識有限，只能就地理位置與語言常識推測：米列斯

44

以貶意為主的文化意涵當然也如影隨形，難以抹除。

雖然如此，在歐洲東部，17、18 世紀間仍然有人
對中國龍的認識正確︰羅馬尼亞人米列斯庫（N. Spataru

庫書中的「龍」字應近前面指出的希臘古音。而我們若
將今日俄語之「龍」轉成羅馬拼音，其實亦近“dragon＂
，
同為希臘與羅馬古典的苗裔。48

Milescu, 1636-1708）
。45 米氏著有《中國漫記》
，其中顯

走筆至此，我們不能不再回到前面關懷的《中國圖

示的「龍」是地道的中國龍。米氏素以博學稱，通曉中

說》。書中最關龍的翻譯者，一為基歇爾引自明末耶穌

東與歐洲古典語言多種，1675 年還代表俄國出使中國，

會士衛匡國（Matinus Martini, 1614-1661）的龍穴與龍脈

隔年便入宮覲見康熙皇帝，對皇室表徵頗有心得。
「龍」

之說，足足比米列斯庫的認識早了近百年，而且語帶嘲

之為「皇權」也，米列斯庫所見便不容利瑪竇等耶穌會

弄。其次是基氏為中國文字所做的分類：他在其他耶穌

士專美於前，也不遑多讓近兩百年後的韓特。《中國漫

會士襄助下，曾取法或為明人所著的類書《萬寶全書》
，

記》顯示米列斯庫了解女真入關後，馬上認同並繼承漢

藉以析論所知的方塊字。他的分類多達十六種，而其

人文化，視龍為真命天子的本相，而皇室所用龍徵和臣

中之一是「龍字」，蓋以為是類文字乃「造自蛇或龍」

庶也有別。所謂五爪四爪之分，固無論矣。米列斯庫除
偶爾會犯點將「麒麟」混為「龍」的錯誤外，他是管見
所及最早以古斯拉夫語記載龍與風水的關係者，所以深
知對中國人而言，龍首龍身龍尾等部位不僅是地理之佳

（ex serpentibus & draconibus consectum），係伏羲而非倉頡
所制。基歇爾甚且因此為中國「發明」了一本「龍書」
（Draconum liber ）
，然而其中盈紙者無非「數術」或數學
與星相知識。49

者的隱喻，同時也是地理實體，是睡龍或臥龍的本然。46

前及韓特往遊馬六甲時，英華書院教師朱清嘗給他

這一點，明末以來的耶穌會士便罕論及。他們不僅不承

看過一本書題待查的涉及中國文字起源的書，50 而其開

44 Athanasii Kircher,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es, Nec non variis Naturæ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 (Amstelodami: Apud Joannem Janssonium a Waesberge and Elizeum Weyerstrae, LXVII), pp. 4-35, and pp. 140-141.
45 這個名字之外，我們其實還可加上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等清代的耶穌會士。以柏氏為例，他曾主持《中國哲
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以拉丁文翻譯了儒家經典《大學》、《中庸》與《論語》等（1687年巴黎出版）。
柏氏稍後還有另一會士衛方濟（François Noël, 1651-1729）也有《中國六經》(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的拉丁文之譯，含
括《四書》、《小學》與《孝經》等儒家要籍（1711年布拉格出版），其中必然也曾遭遇「龍」字。不過耶穌會的傳統上文已
詳，我想柏、衛二人可以不用再贅。至於他們譯書的經過，請詳D. E. Mungell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esuit Translation Project of
the Confucian Four Books,” in Charles E. Ronan and Bonnie B. C. Oh, eds.,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 in China, 1582-1773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52-272.
46 尼．斯．米列斯庫著，蔣本良與柳鳳運譯，《中國漫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50及56。
47 例見利瑪竇，〈利先生復蓮池大和尚竹窗天說四端〉，在利氏等著，《辯學遺牘》，收於李之藻輯，《天學初函》，6冊
（1629）（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2: 680-681。
48 羅馬尼亞文有近半近乎俄文，而有關後者表「龍」之音的發法，我要感謝陳相因博士賜教︰她的俄文與古俄文俱佳。
49 Kircher,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es, Nec non variis Naturæ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e , pp. 170-171, and p. 228.
50 「朱清」（Chu Tsing）之名，我從下書之說而得︰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頁78。此
一「朱先生」乃馬禮遜在英華書院的中文啟蒙師之一，見同書頁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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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之詩雖謂之非「龍形字」，所吟卻巧妙印證了這種文

碑。
1815 年 之 前， 英 國 傳 教 士 馬 禮 遜（Robert

字和古史結合的程度：
When on the “Dragon’s seat” sat Hwang the long-lived

Morrison,1782-1834）首開以中文全譯《聖經》的歷史

king, / In cycle one, as all agree, writing had its origin.51

先聲，所用底本以詹姆士一世在位時英譯的所謂「欽定

（萬壽無疆是黃帝，而他初登龍背的寶座，就在干

本」為主。馬禮遜由《新約》下手，繼之才和助手米憐

支方過一甲子，文字初造眾議同。）

（William Milne, 1785-1822）共譯《舊約》
。在中譯《新約》

我想不用贅言，韓特這裡所指黃帝時代初造的「文

或所謂《新遺詔書》時，馬禮遜當然得處理〈若望默示

字」便是基歇爾筆下的「龍書」
。基氏於「龍」下筆所用

錄〉中“dragon＂的中譯。19 世紀時，新、舊教在華其

的拉丁字，以他對在華耶穌會士如利瑪竇等人的熟悉，

實勢同水火，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馬禮遜曾受惠於天主教

又以他和清初會士如湯若望等人往還之緊密而言，52 大

徒，54 而在傳教手法上，新教也曾受到舊教的影響，尤

有可能是仿效龍華民早先的聯繫的結果，所以寫成了

受上述明代耶穌會內那些「分袂的兄弟」的啟發。所以

“dracō＂一字。不過更形緊要的是，比起曾德昭的《大

利瑪竇以降，耶穌會好用《伊索寓言》，視之為證道上

中國志》
，在 17、18 世紀的歐洲，《中國圖說》才是真

的示範故事，而我們若以稍晚入華的美國北長老會傳教

正的暢銷書，不但俗語譯本眾多，而且強烈影響了許多

士丁韙良（W. A. P. Martin, 1827-1916）為例，也可發現

討論中國的歐語書籍，加深也擴大了「中國龍」和「歐

他在 1850 年代同樣就以寓言體寫成了《喻道傳》一書，

洲龍」合一這種錯誤的對等印象。

後來在《中西聞見錄》及《新學月報》等雜誌上又「翻

翻譯上時見以訛傳訛，「負負得正」，從而使錯譯變

譯及撰寫」了「若干則《伊索寓言》
」，55 幾乎呼應了利

正解的現象，英語以外的歐洲古典或現代語言中「龍」

瑪竇及金尼閣等人在明末以西方動物寓言傳教的作為。

字的翻譯，我想就是最佳的說明。這種馬鹿判然卻又可

馬禮遜先丁韙良到華，對舊教也不陌生。為中譯《聖經》

強行合流的現象，還帶有點某唐人詠龍詩中所況之義︰

故，1815 年 迄 1823 年， 馬 氏 在 澳 門 先 行 編 印 了 一 套

「西秦飲渭水，東洛薦河圖。」 當然，西方歷史走到了

六冊的「字典」，通稱《華英字典》
（A Dictionary of the

曾德昭或基歇爾，以“dragão＂或“dracō＂譯「龍」幾

Chinese Language ），為史上首見以英語解釋華文的專門

乎根深蒂固，再難撼動了。而接下來接替天主教稱霸歐

辭書。馬理遜編譯此一字典的經緯複雜，韓特在 19 世

洲的是基督新教或所謂的「抗議宗」。此時也已跳過了

紀觀察深刻，還告訴我們在感動之餘，向來反對傳教士

百年光陰，時序進入 19 世紀。新教非特是船堅砲利的

最力的東印度公司居然也捐資贊助。 56 這本字典以《康

帝國主義共犯，為中國不得不面對西方的歷史起點，同

熙字典》為選字的依據，另又參考了《五車韻府》及嘉

時也為「華龍」的翻譯打造了通往英語世界的最後里程

慶十二年版的《藝文備覽》，也檢索了相關的拉丁字典

53

51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 p. 228. 下面的兩行中「詩」為拙譯，不是朱清提供的原文。
52 基歇爾熟識同會會士如卜彌格（Michael Boym, 1612-1659）等人，亦嘗從之得悉大量有關中國的知識，見J. Michelle Molina,
“Athanasius Kircher’s China Illustrata and the Life Story of a Mexican Mystic ,” in Paula Findlen, ed., Athanasius Kircher: The Last Man Who

Knew Everything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366。
53 [唐]李嶠，〈龍〉，見林德保、李俊編，《詳注全唐詩》，4冊（大連：大連出版社，1998）1:223 （卷六十）。
54 參見孫尚揚，〈馬禮遜時代在華天主教與新教之關係〉，《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7（2007年秋）: 39。
55 詳情見王文兵，〈通往基督教文學的橋樑 ― 丁韙良對中國語言、文學的介紹和研究〉，《漢學研究通訊》26:1（101）
（2007.2）: 33。
56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 pp. 160-161.另見馬禮遜夫人（Elizabeth Morrison）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Memori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98-101，尤請見頁99譯者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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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用西班牙文撰寫的中文語法書。57《字典》中釋「龍」，

跟著幾乎變了成定譯，連韓特這種觀察入微的正牌中國

馬禮遜即從龍華民的線脈出發，亦可謂以羅曼斯語系為

通都會隨之「以訛傳訛」。60

基礎開筆。此所以其中「龍」字一條的釋文，馬氏首先
以拉丁文的“dracō＂附會之，然後再用英文為之「正名」
58

從翻譯史和歷史語言學的角度看，類如「龍」字在
英譯上的訛誤當非世所僅見，唾手拾來，史上至少有和

曰：
“dragon＂。 至於〈若望默示錄〉中上述的古「蛇」，

「龍」併稱祥兆的神話動物「鳳」（phoenix）可以再證。

1823 年的《神天聖書》或《新遺詔書》當然也以巨「龍」

不過後者並非本文的關懷，而就「龍」字如何英譯或以

譯之。

其他歐語正之，說來確實也嘎嘎乎其難。失察之下，抑

中 國 早 期 基 督 新 教 史 上， 馬 禮 遜 的 影 響 力 罕 見

且可能治絲愈棼。所以拉雜寫到這裡，我是愈談畏愈生，

其匹，連稍後倫敦差會的大譯家理雅各（James Legge,

當然不敢造次而越俎代辭典學家作答。儘管如此，翻譯

1815-1897）都難免受其啟發，是以《新遺詔書》和《華

上有所謂「不可譯」之說，由來久矣，多指文字遊戲如

英字典》以還，各種中國古籍裡「龍」的英譯或各式《聖

雙關語或文化地緣上甲有而乙無的品類或現象的傳釋而

經》中“dragon＂的中譯遂「以訛傳訛」
，如此這般，繼

言。一千三百年前，大唐三藏法師在梵文中嘗遇是類情

而在世人不查或疏於再詳的情況下流淌至今，包括理氏

形，他的做法是「譯音」不「譯字」，也就是以音譯代

59

手下各種中國古代經典的英譯。 19 世紀也是英國和美

字義之譯，從而形成佛教譯史上著名的「五不翻」第三

國崛起的年代，英語變成舉世的霸權語言，“dragon＂一

條的「此無故」
。61“Dragon＂和「龍」本為牛頭與馬嘴，

字如虎添翼，挾兩國幾乎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四處流傳，

涇渭判然，不能互譯，孺子可解。玄奘的「論述」
，我

輾轉散播，終至「難以收拾」
。所謂“dragon king＂與

以為後之好事者或可參考。

“dragon boat＂或“dragon lady＂這類相關詞的說法，緊

57 參見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81-107，並見Robert Morrison, “Advertisement” to his comp.,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 6 vols (1815; rpt. Tokyo: Yumani Shobo, 1996), 1:A，以及馮錦榮，〈陳藎謨（1600?-1692）之生平及西學研
究 ― 兼論其著作與馬禮遜（Rober Morrison, 1782-1834）《英華字典》之中西學緣〉，《明清史集刊》9（2007）: 210-212。
58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 3: 904.不過馬禮遜也難以英文釋「蛟」，所得亦見文化之異，
和他以「鱷」（alligator）定義「龍」之品類一樣似是而非：“A kind of crocodile found in Yang-tze-keang, said to weight two thousand
catties; to have four feet, and to resemble a snake.”見同書頁252。有趣的是，今人何新著《龍︰神話與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一書，亦持龍出於「鱷」之說。《新遺紹書》可見下面網址：http://bible.fhl.net/new/ob.html。
59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 5 vols （Hong Kong:
Legge; London: Trubner, 1861-1872）.
60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 pp. 142-144.
61 [宋]周敦義，〈翻譯名義序〉，見高楠順次郎與渡邅海旭主編，《大正新脩大藏經》，100卷（東京：一切經刊行會，1934），
54: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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