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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逐句翻譯 
譯者：譚文真 

2005.12.31. 
（附：譯者簡介） 

 
一、 景教碑出土： 
1. 發現時間：明朝天啟三年（主曆 1623 年）。 
2. 發現地點：陜西省周至縣，現收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 
3. 發現原因：農民為饑餓所迫，到坍塌已久的「大秦寺」附近開墾荒地。 
 
二、 景教碑概述： 
1. 立碑原因：唐太宗貞觀九年（主曆 635 年），基督教聶斯脫利派（Nestorius，

景教）傳教士阿羅本（Abraham）自波斯國來中國，在長安建波

斯寺，後稱大秦寺。唐德宗建中二年（主曆 781 年）由傳教士景

淨（Adam）立此碑，概述景教在中國早期傳教之情況。 
2. 碑文形體：碑身高 197 公分，寬約 92 公分，厚 25 公分。上刻十字架，碑額

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碑文以中文銘刻，為景教傳教

士景淨撰，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共計 1780 字。碑

下部和兩側另有 128 名景教教徒的古敘利亞文題名。 
3. 碑文內容：景教來華後，在翻譯《聖經》時深受佛教徒影響，譯文中使用大

量佛教用語，例如：耶和華譯為「三一妙身阿羅訶」，彌賽亞譯為

「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撒但是「娑殫」，主日敬拜稱為「七日

一薦」，教堂稱作「寺」，傳教士稱為「僧」，基督則是「景尊」；

所以景凈等傳教士之譯名，是仿照佛教僧侶姓「釋」，景教徒也就

姓「景」了。學者皆公認景凈精通漢文，所撰碑文的語詞典故，

多處出於《易經》、《詩經》、《春秋》、《四書》、《史書》及諸子，

以他們與當時官方關係之密切，其語文程度博學高深，應是理所

當然。雖然古代初譯《聖經》，有不可避免的困難，但借用太多的

佛、道語辭，例如：傳教士被稱為「大德」、「僧」、「僧首」等，

以致使人誤認景教為佛、道教的另一支派，則是不幸之事。唐代

太、高、玄、肅、代、德六朝，對景教都相當推崇，此碑即記錄

當時景教在中國流行之盛況。 
4. 景教沒落：景教在中國流傳計 210 年。唐武宗時，道士趙歸真向皇帝進言，

痛抑佛教；結果，皇帝於會昌五年（主曆 845 年）下詔：「毀天下

佛寺，勒令僧尼還俗」，史稱「會昌滅法」，景教也連帶受池魚之

殃，遭到廢止。《唐‧會要》中記載，其時「勒大秦穆護（信基督

教者）三千餘人還俗」。自此之後，景教便在中國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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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全文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秦尼斯坦教父、區主教兼長老亞當 
 
粵若常然真寂，先先而無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玄樞而造化，妙眾聖以

元尊者，其唯 我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

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

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

間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

羅，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

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 我三一分身景尊

彌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

以來貢。圓二十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設 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

良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煉塵成真。啟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

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

留二十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

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須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

情。不蓄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

為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

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

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云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

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

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

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

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

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

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 帝寫真轉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

永輝法界。按《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眾寶之山，

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烷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壁。俗無

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濶，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

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

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

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

維絕紐。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橈而更崇，道

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 聖寫真寺內安置。賜絹百匹，奉

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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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

於是天題寺榜，額戴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霞。睿札宏空，騰淩激日。寵賚比

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

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

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眾。

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

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恕，

廣慈救眾苦，善貸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

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

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

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

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

邁。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為公爪牙，作君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

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

更效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餒者來而飯之，

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

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真主無元，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 
日升暗滅，咸證真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 
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偕作，萬邦之康。 
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 
人有樂康，物無滅苦。玄宗啟聖，克修真正。御榜揚輝，天書蔚映。 
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績咸熙，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 
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祅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 
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 
暘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 
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 
 
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 
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眾也 
在主教之長公教主大主教馬‧哈南寧恕之時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景教碑原文資料來源】：《漢語景教文典詮釋》，翁紹軍著，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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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逐句翻譯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秦尼斯坦教父、區主教兼長老亞當 
大秦國（波斯國）的景教（聶斯脫利教 Nestorius）在中國流傳的盛況記錄 
大秦教堂（波斯寺）‧傳教士景淨（Adam）著述 
景淨即是中國區教父、區主教兼長老亞當（Adam） 
 
粵若常然真寂，先先而無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 
這永恆不變且浩瀚寧靜的宇宙，在萬有存在之前它就已經存在了，我們不知道它

是如何開始的：它是如此深遠渺然且澄明超凡，在萬有結束以後它仍然存在，我

們不知道它將在什麼時候結束。 
 
總玄摳而造化，妙眾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歟？ 
掌管宇宙奧秘的全能主宰，創造了大地的萬物，祂超越了地上一切的帝王和聖

人。這樣完滿全備、莊嚴神聖的至高真神，除了我們這位「聖父、聖子、聖靈」

三位一體、亙古永恆的上帝耶和華（Aloho），還會有誰呢？ 
 
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 
祂劃下十字標幟，制定大地「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啟動聖靈，分別「陰陽」二

界。 
 
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 
祂分開光和暗、創造天地，使日月運行、管理晝夜。 
 
匠成萬物，然立初人。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以後，上帝又照著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人類始祖亞當。 
 
別賜良和，令鎮化海。 
上帝特別賜予人類靈性，讓人類來管理自然界的山川河海，及其間的萬有萬物。 
 
渾元之性，虛而不盈。 
那初造之人的本性，是謙卑而虛心的。 
 
素蕩之心，本無希嗜。 
潔淨而純樸的心靈，本來並沒有非分的慾望和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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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 
但是自從撒但出現以後，它使用詭計，讓人犯了罪，掩蓋了純潔的本性。 
 
間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 
這樣，就與原有的「本性之善」漸漸疏遠，而慢慢地被「本性之惡」所轄制。 
 
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 
所以大家爭先恐後，創立了三百六十五種宗教派別。 
 
競織法羅，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 
各宗派都設立自己的教條法規來爭取信徒，有的要信徒崇拜自己雕刻的偶像，有

的主張「有」與「無有」的二極論，有的用「祭拜」來求取幸福，有的自誇自捧

騙取別人的信任。 
 
智慮營營，恩情役役。 
這些人終日竭盡思慮、鑽營忙碌，討恩尋情、勞碌不停。 
 
茫然無得，煎迫轉燒。 
茫茫然毫無所得，急躁煩亂，受盡煎熬。 
 
積昧亡途，久迷休復。 
但卻仍是黑暗重重，摸不著正確方向；天長日久迷惑麻木，卻找不到回頭之路。 
 
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代。 
於是真神耶和華的獨生子、三位一體的基督彌賽亞，隱藏了祂聖子的身份，道成

肉身、降世來到人間。 
 
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 
有主的使者顯現宣告，藉由童貞女馬利亞，因聖靈感孕，在猶太地的伯利恆生下

聖子耶穌。 
 
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來貢。 
波斯的三位博士，在東方看見天上的星宿顯現出吉祥的異象，便循著星光，帶著

禮物前來伏拜。 
 
圓二十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 
這正應驗了《聖經‧舊約》中二十四位先知的預言：有一子賜給我們，在大衛的

寶座上治理祂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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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 
耶穌設立了聖靈之愛的新教，陶冶啟發人類原本善良的心，歸回到本真的信仰。 
 
制八境之度，煉塵成真。 
祂闡述八種有福之人，可以得到天上的賞賜，勸人們淨除心中的塵污，恢復聖潔

的本性。 
 
啟三常之門，開生滅死。 
祂開啟了「信、望、愛」三德的真理之門，將人們導向永生之路。 
 
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 
使人們的心思如同光耀的太陽，破除了人性的黑暗面，於是撒但的伎倆全被擊破。 
 
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 
人的信仰思想調整了方向以後，轉而趨向於光明的天國，靈魂因而得到拯救。 
 
能事斯畢，亭午昇真。 
這宣教事工的重大使命完成以後，聖子耶穌便在死後的第三日復活升天，回到全

能父上帝的身邊。 
 
經留二十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 
耶穌的門徒寫下了《聖經‧新約》二十七部書，來宣揚基督神聖之教化，並啟發

人類的靈性。 
 
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 
《新約》教導我們，要以水和聖靈來施行洗禮，如此就可以承受上帝拯救的恩典，

洗清人的罪惡，回復謙虛純潔的本性。 
 
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 
在十字的標記之下，容納所有的人，不分富貴貧賤，彼此相愛，和睦相處。 
 
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 
每天晚上要敲響木器發出仁惠之音，召集信徒朝東禱告，來督促信徒追求光明聖

潔的人生。 
 
存須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 
要留著鬍鬚來表示有外在的品行，要剃去頭髮來表示無內心之私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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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蓄臧獲，均貴賤於人。 
不要豢養奴婢，待人要一律平等，不分貴賤。 
 
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 
不要積攢地上的財物，應施捨給需要的人。 
 
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為固。 
要用「禁食」來壓制心中的胡思亂想，要用「節慾」來固守內心的寧靜謹慎。 
 
七時禮讚，大庇存亡。 
每天中午要頌讚禮拜，求上帝保佑生者的平安、安慰死者的靈魂。 
 
七日一薦，洗心反素。 
要守安息日，一個禮拜的第七日為主日，要到禮拜堂來主日崇拜親近上帝，求上

帝赦免我們的罪，恢復純真的本性。 
 
真常之道，妙而難名。 
這些真實不變的道理，玄妙深厚、難以描述它的偉大。 
 
功用昭彰，強稱景教。 
它對人心影響的功能是如此昭彰顯著，所以我們尊稱它為光明人心的「景教」最

為適宜。 
 
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 
但是「景教」若不是靠著下列六位皇上的大力推廣，便無法弘揚開來。而皇上若

不是遵行「景教」的真理，也無法成就如此偉大的政績。 
 
道聖符契，天下文明。 
所以皇上和「景教」的真理結合起來，相輔相成，便天下太平，國泰民安。 
 
太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 
唐太宗時代，政績光耀榮美，開啟了國家鴻運，賢明睿智以治理人民。 
 
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云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 
大秦國景教的主教阿羅本（Abraham），耳聞皇上的德政，就輾轉跋涉、歷經艱

難，風塵僕僕地帶了《聖經》來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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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九祀，至於長安。 
於唐太宗貞觀九年，抵達長安。 
 
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 
皇上特命宰相房玄齡，帶著錦衣護衛，由西郊恭迎他進入皇宮。 
 
翻經書殿，問道禁闈。 
請他在皇上的御書房翻譯經書，並請他到皇上的內室，向他請教景教的教義。 
 
深知正真，特令傳授。 
皇上在深入瞭解了景教的真理以後，就特別下詔，讓阿羅本開始在中國傳揚景教。 
 
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 
貞觀十二年秋季七月，皇上頒發詔書告示天下，說：「真理大道沒有一定的名稱，

敬拜上帝也沒有一定的禮數，宗教隨處都可以設立，以便教化眾生。 
 
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 
大秦國的主教阿羅本，遠從大秦國將《聖經》和聖像帶來長安獻給朕。 
 
詳其教旨，玄妙無為。 
朕詳細地瞭解它的教義，認為它是玄妙深奧而順從自然的。 
 
觀其元宗，生成立要。 
再查看它的宗旨，是簡單扼要而且整齊完備的。 
 
詞無繁說，理有忘筌。 
沒有那些長篇大論和繁文縟節，只求真理的實現而不拘泥於形式。 
 
濟物利人，宜行天下。 
這樣的宗教，對人對事都有益處，可以通行於天下。」 
 
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隨即命令建築部門的官員，在長安城義寧坊蓋一座大秦寺，安頓景教的二十一位

傳教士。 
 
宗周德喪，青駕西昇。 
自從周朝滅亡以後，社會道德淪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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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唐道光，景風東扇。 
至我大唐，政績和民風才又重新發出光芒，景教也向東方傳播了。 
 
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 
隨後又命令官員，將皇上的肖像，摹畫於大秦寺的牆壁上。 
 
天姿泛彩，英朗景門。 
皇上的容貌散發著光彩，照耀著景教的信徒們。 
 
聖迹騰祥，永輝法界。 
皇上騰躍吉祥的英姿，也永遠輝映著景教界。 
 
按《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眾寶之山，西望仙境花

林，東接長風弱水。 
這大秦國，根據隋‧裴矩《西域圖記》和漢、魏的史書記載，它的南面連接美麗

的紅海，北面到達蘊有寶藏的托洛山，西面接壤伯利恆聖城，東面遠至伯拉河。 
 
其土出火烷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壁。 
當地出產石棉布、返魂香、夜明珠及螢光石等物產。 
 
俗無寇盜，人有樂康。 
民風純樸，家不閉戶，路不拾遺，人人過著快樂安逸的日子。 
 
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 
其實大秦國的法規，都是靠著景教的推行，他們的帝王，也樹立了高尚品德的榜

樣。 
 
土宇廣濶，文物昌明。 
如此，才能治理如此廣濶的國家，社會文明也才能日益發達昌盛。 
 
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真宗。 
唐高宗時代，恭敬謹慎，他繼承了太宗的遺風而且更加發揚光大。 
 
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 
不但在各州設立景教教堂，並且還冊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 
 
法流十道，國富元休。 
此時景教在全中國宣揚傳播，所以國家富裕、人民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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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滿百城，家殷景福。 
城裡到處教堂林立，家家都享受著景教的恩典。 
 
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 
可是到了武皇后時期，佛教昌盛得勢，佛教徒在洛陽城裡到處辱罵景教；唐玄宗

剛即位的時候，儒家學者也在長安城裡詆毀景教。 
 
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 
幸好有主教羅含（Raham）、傳教士及烈（Gabriel），竭力幫助一些西方貴族的後

裔、以及一些傳教士們，共同振作法紀綱統，以維持景教不至被斷絕。 
 
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 
唐玄宗時期，曾詔令寧國王等皇上的五位兄弟，親臨景教教堂，設立祭壇敬拜上

帝。 
 
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 
他使景教道義的支柱更為穩固，也扶正了景教即將傾倒的法統基石。 
 
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 聖寫真寺內安置。 
天寶初年，皇上命令大將軍高力士，將高祖、太宗、高宗、中宗及睿宗，這五代

皇帝肖像安置在教堂中。 
 
賜絹百匹，奉慶睿圖。 
賜給教堂綢緞百匹，來慶賀這五位皇帝圖像的落成。 
 
龍髯雖遠，弓劍可攀。 
這五位皇上雖然已經駕崩，但是他們偉大的力量還是得以讓後人親近。 
 
日角舒光，天顏咫尺。 
他們的聖容雖已遠離，但卻近若咫尺，如在眼前。 
 
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 
天寶三年，大秦國的傳教士佶和，景仰玄宗皇上的德政，披星載月地來到中國，

朝拜至尊的皇上。 
 
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 
皇上令羅含及普論（Paul）等十七位傳教士，與佶和在興慶宮讀聖經、做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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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天題寺榜，額戴龍書。 
皇上特別頒賜匾額給興慶宮，上面親筆題寫教堂的名號。 
 
寶裝璀翠，灼爍丹霞。 
這匾額光彩斑爛，如同晚霞一般光芒四射。 
 
睿札宏空，騰淩激日。 
皇上所題的字高高掛起，有如正午的太陽一樣明亮。 
 
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 
皇上對景教的賞賜，高如南山；對景教的恩澤，深如東海。 
 
道無不可，所可可名。 
這景教的教義是：凡事皆可行，但所行的事都要能榮神益人。 
 
聖無不作，所作可述。 
皇上的權勢也使得他凡事都可做，但他的作為都值得後人傳述。 
 
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 
至唐肅宗時期，在靈武等五個郡，重新建立教堂。 
 
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 
皇上這種善行，有助於國運的昌隆，使邦國安寧，建立起皇上的復國大業。 
 
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 
到了唐代宗，擴張皇運，施行無為而治。 
 
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眾。 
每逢聖誕節，就賜高香來祝告國運昌隆，並賜御饍來榮耀景教的信徒。 
 
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 
皇上在位的時候，風調雨順，五穀豐收。 
 
聖以體元，故能亭毒。 
又加上皇上能體察天意，順天道而行德政，所以萬物能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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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 
當今的皇上文武皇帝，治理國家八政要務，對官吏賞罰分明；他闡明九種治理天

下的大法，革新人心。 
 
化通玄理，祝無愧心。 
教化人民要通情達理，祝禱上蒼的時候才能無愧於心。 
 
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恕，廣慈救眾苦，善貸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

階漸也。 
至於教導人民要心胸正直豁達而又虛懷若谷，內心和平寧靜而又知道寬恕別人，

以仁愛慈善救助世人困苦，施捨財物廣被各方受難人，這些都是我景教平日教導

信徒的原則，用循序漸進的方法來開導人民。 
 
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

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 
這種潛移默化的力量，如果能夠使得國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人人都能明白事

理、事事都能條理分明；在世的人活得朝氣蓬勃，逝去的人也能得到安息；大家

都有共同的想法，相處時都能真心誠意，這就是我景教發揮影響力所得到的成果。 
 
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

聞道勤行。 
伊斯（Izdbuzid）這位對景教有極大貢獻的信徒，曾經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同

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也曾受皇上賞賜紫色的聖袍。他為人和藹可親、

樂善好施，聽到真理就努力實踐。 
 
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 
他遠自景教的總主教駐所之地巴爾赫（Balkh）來到中國，曾在肅宗、代宗及現

今的文武皇帝這三個朝代任職，靈命高深，學識淵博完備。 
 
始效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 
他盡忠效力朝廷之事，所以被皇上授以軍職。 
 
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 
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指揮軍隊到北方去平定「安史之亂」的時候，肅宗皇

上指名要伊斯隨從遠行。 
 
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 
雖然郭公待他有如親信，召他到內室中計謀軍略大事，但伊斯並不恃寵而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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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爪牙，作軍耳目。 
他輔佐郭公，跟英勇的武將們一起出入，刺探敵軍，作軍隊的耳目。 
 
能散祿賜，不積於家。 
他視財物為身外之物，從不私自蓄積，把自己的俸祿和賞賜，都拿出來送給需要

的人。 
 
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罽。 
皇上恩賜給他的水晶及以金線織的毛毯，也都轉送給告老還鄉的官員。 
 
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 
他經常重修老舊的教堂，或擴建有需要的教堂， 
 
崇飾廊宇，如翬斯飛。 
把教堂的廊宇裝飾的又高又美，有如展翅的鳳凰。 
 
更効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 
他更依據景教的教義，以仁愛之心施捨錢財。每年都邀集長安各大秦寺的信徒，

用虔敬的心來精心供應物品，施行五十天的奉獻日（Quinquagesima 五旬齋戒日）。 
 
餒者來而飯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 
使飢餓的人能吃飽，受凍的人能穿暖。生病的人給予醫治使其痊癒，死亡的人予

以埋葬使其安息。 
 
清節達娑，未聞斯美。 
自古以來，很少聽說過像這些景教信徒們一樣的美善行為。 
 
白衣景士，今見其人。 
尤其是在伊斯這位「白衣聖職人員」的身上，更是看到這樣的清風亮節。 
 
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因此我們願意豎立這一尊高大的石碑，來頌揚景教在中國的貢獻。頌詞如下： 
 
真主無元，湛寂常然。 
獨一的真神上帝耶和華，自亙古直到永遠，祂是那樣的玄深寧靜，萬代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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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輿匠化，起地立天。 
上帝創造了天地，萬物都是藉著祂所造成的。 
 
分身出代，救度無邊。 
聖子耶穌基督降臨人間，拯救了無數的罪人。 
 
日升暗滅，咸證真玄。 
祂有如日頭上升，使光明重回人間，消滅了黑暗邪惡，證實了這玄奧真理的存在。 
 
赫赫文皇，道冠前王。 
偉大顯赫的唐太宗，他的政績超越過其他的先王。 
 
乘時撥亂，乾廓坤張。 
他適應時機撥亂反正，開展了天地間真理的大道。 
 
明明景教，言歸我唐。 
教化人心光明的景教，在大唐朝代得以宣揚。 
 
翻經建寺，存歿舟航。 
傳教士們翻譯聖經，建立教堂，拯救了無數的生者和死者。 
 
百福偕作，萬邦之康。 
皇上鴻福齊天，所以福滿天下，民生富裕，國力強盛，平安康樂。 
 
高宗纂祖，更築精宇。 
唐高宗繼承了太宗的美德，建築了更加精美的教堂。 
 
和宮敞朗，遍滿中土。 
中原之地隨處都可以看到又濶敞又明亮的教堂。 
 
真道宣明，式封法主。 
他昌盛了景教的宣揚，還冊封主教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 
 
人有樂康，物無滅苦。 
人民享受快樂安康的生活，萬物欣欣向榮，五穀豐收。 
 
玄宗啟聖，克修真正。 
唐玄宗開啟聖運，致力修習真理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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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榜揚輝，天書蔚映。 
他御賜教堂匾額，並親筆題字，使其相互輝映。 
 
皇圖璀璨，率土高敬。 
又將五位先皇的畫像奉於教堂中，增加教堂的榮光，使全國各地都致崇高的敬意。 
 
庶績咸熙，人賴其慶。 
他的政績又多又廣，百姓得以過著幸福的日子。 
 
肅宗來復，天威引駕。 
唐肅宗平亂恢復國力以後，皇上的天威隨著龍駕散播發揚。 
 
聖日舒晶，祥風掃夜。 
皇上的鋒芒光照，吉祥之氣掃除了黑暗。 
 
祚歸皇室，祅氛永謝。 
皇室因而得到了福祚，奸惡禍亂也因而終結。 
 
止沸定塵，造我區夏。 
他止住了人心的動蕩浮躁，平定了社會的患難不安，再次造福了我華夏大地。 
 
代宗孝義，德合天地。 
唐代宗是一位恪遵孝道，倡導義行的皇上，他的品德能夠符合天地之理。 
 
開貸生成，物資美利。 
他廣施恩惠，善待百姓，讓大家都得到豐厚的利益。 
 
香以報功，仁以作施。 
他賜香來報答上帝的恩惠，用愛心來行施捨。 
 
暘谷來威，月窟畢萃。 
皇上的威嚴從日出之地散發出來，到月落之處收斂凝集，全地都受到他的恩澤被

覆。 
 
建中統極，聿修明德。 
當今的皇上文武皇帝繼位登極以後，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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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肅四溟，文清萬域。 
他用武力來整肅邊陲，用文治來治理中原。 
 
燭臨人隱，鏡觀物色。 
皇恩光照民間，如同明鏡高懸，鍳察著大千萬象。 
 
六合昭蘇，百蠻取則。 
天、地、和四方，萬物都恢復了生機，外邦蠻夷也都以大唐為仿效的榜樣。 
 
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 
這「景教」，具有如此廣大和周密的感化力量，我們只能盡有限的能力儘量來闡

述它，並且將它的起源回溯到三位一體之真神耶和華。 
 
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列位皇帝尊崇景教的所作所為，臣在此忠誠地將它詳實記錄，所以要豎立這一尊

高大的石碑，來恭頌諸位皇上的大恩大德。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眾

也。 
唐、建中二年，歲在辛酉，正月初七日、禮拜天（Yaksambah），建立此碑。 
 
在主教之長公教主大主教馬‧哈南寧恕之時。 
主管東方景教會眾之事的是：巴格達景教的大主教馬‧哈南寧恕（Hananishu）。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朝議郎的助理、浙江省台州府的司士參軍，呂秀巖書寫。 
 
 
 
 
【附件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圖片（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附件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譯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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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圖片（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附件二】譯者簡介 

 
譚文真老師（1924 年 8 月 19 日 - 2016 年 1 月 26 日），山東濰坊人。國立山東大

學中國文學系。1949 年遷居台灣，任職台灣省立台南女子高中國文老師。曾任

「台南市南門長老教會」長老、執事、姊妹會副會長。1987 年移居美國，2005
年在洛杉磯「核桃市第一華人浸信會」粵語堂主日學講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頌並序》逐句翻譯，全文收錄於 2010 年 12 月《譚文真老師講稿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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