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來華新教傳教士向英、德的儒學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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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華文化也必將重新參與“世界文明對話”，因為
人類文明本可以是多元和諧的。面對這樣一個偉大時代的十字路口，我們
回顧中學西傳的曆史顯得十分必要。晚清時期，基督新教的傳教士是伴隨
著洋槍洋炮打開中國大門而來華的，以往的研究側重於他們的文化侵略，
對於他們如何逆向地西傳中華文化，從而促進文化的交流研究不夠。因此
我們需要對晚清時期儒學的西傳作較為具體的分析研究。
作為基督教新教來華第一人的英國人馬禮遜，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便
是由他一人付出了16年的艱辛編纂完成了《華英字典》。蘇格蘭新教傳教
士理雅各從1861—1886年，將中國的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全部
譯成英文出版，成為16世紀開始儒家經典西譯以來，完成這一巨大浩繁而
又意義深遠工程的第一人。他在華三十餘年，英譯了《十三經》中的“十
經”。德國新教傳教士衛禮賢對於儒家思想的把握是多視角、全方位的，
不同於一般的傳教士和漢學家。他同英國的理雅各和法國的顧賽芬並稱為
三大漢籍翻譯大師。衛禮賢學風嚴謹、儒學譯著等身，又以《易經》譯本
最為著名，被譽為“無與倫比的版本”。
關鍵詞：晚清，新教，來華，傳教士，儒學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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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後，西歐社會逐漸擺脫封建制度的桎梏，向
近現代資本主義快速邁進。當原始積累基本完成，進入到殖民主義、帝國
主義階段後，西方工業文明挾強大的軍事、政治、科技優勢，與古老的中
華農業文明發生激烈的沖突和碰撞。由於封建制度的結構性缺失，以及晚
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遭受西方列強一連串的侵略和欺
淩，中華文化陷入了空前的低迷，一度被蒙上了厚厚的灰塵。
19、20世紀甚至可以被認為是歐美國家(也包括蘇聯)以自己的模式塑
造世界的一個過程。20世紀的中國應當說是在失去自信的情況下，整整做
了一個世紀的小學生。從五四之後的全盤否定傳統，到後來的既全盤否定
傳統又全盤否定西方，直到今天我們似乎真正懂得了孔夫子的“和而不
同”的真諦，其實學習與傳承並不矛盾。中華傳統文化是數千年來一代代
中國人不斷思考、不斷創新積累而成的、無比珍貴的巨大思想寶庫，充分
集中了東方世界關於社會、人生的深刻思考，也是中國人對人類文明的巨
大貢獻。其無可比擬的潛在價值和影響，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將會越來越
明顯地顯示出來。二十一世紀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華文化將以參與
“世界文明對話”的形式，來證明著我們民族的偉大複興，建立數百所海
外孔子學院的目的並不是希望做世界的老師，而是希望更充分地向世界展
示中華傳統文化，因為人類文明本可以是多元和諧的。也許我們正站在這
樣一個偉大時代的十字路口上，面對這樣的時代，我們回顧中西文化交流
的曆史，特別是儒學西傳的曆史顯得十分必要。
西方漢學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遊記漢學”，從《馬可波羅
遊記》到耶穌會入華之間這段時間，該階段的漢學研究尚未深入中華文化
的內核；第二階段為“傳教士漢學”階段，從16世紀晚期耶穌會士羅明
堅、利瑪竇等開始，一批批傳教士入華，研讀中國古籍、儒家經典，廣交
朝野文人，他們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學做了大量的翻譯介紹和研究工
作，共寫出了近千部著作、報告、通信，已深入中國文化的內核，但尚未
形成實證、科學的研究；第三階段是“專業漢學”階段，以1814年12月11
日法國法蘭西學院任命雷慕沙為“漢、韃靼、滿語言文學教授”為標志，
西方各國對中華文化開始了實證、科學的深入研究，且範圍由偏重儒學發
展到文化的多方面。
中國和西方的傳統文化，都有各自曆史的和文化的根基，並形成了各
自獨特的思維、典章、心理、習俗以及價值取向。儒學發展到宋明，已匯
合釋、道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如果說由先秦
以迄宋明，中國思想文化的演變曆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的產生和
它的傳衍。”而各國、各民族對任何學說、理論的選擇或揚棄，毫無例外
地都是根據本國、本民族的實際需要而決定。西方對於儒學的了解和接
受，如同中國接受西學一樣，都有一個曆史過程，有過艱難、坎坷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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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國晚清時期，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們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也為中學
西漸做出過巨大貢獻。
儒學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文明的瑰寶與核心之一，也是人類
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從本質意義上講，其核心內容是圍繞人
自身、人與人、社會與人、天與人等方面展開的，所以儒學實質上就是
“人的哲學”。在明清時期儒學的西傳過程中一直多以被動的形式，由來
華傳教士向西歐等國家傳播，而西歐傳教士、思想家和學者大多以西方文
明的視角審視儒學、出於各自不同的目的去詮釋儒學。基督新教的傳教士
是伴隨著洋槍洋炮打開中國大門而來華的，以往的研究側重於他們的文化
侵略，對於他們如何逆向地西傳中華文化，從而促進文化的交流研究不
夠。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晚清時期儒學的西傳作較為具體的分析研究，包括
時代背景對於儒學傳播的影響，傳播人個人立場的不同造成的影響等等。
為我們今天中西文化的交流(特別是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播)提供更多的有益
的借鑒。

二
英國傳教士來華的時間晚於意、法、德等國。到了19世紀，英國開始
派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是基督教新教來華傳教的第一人。與16世紀利瑪
竇那些耶穌會士受到宮廷和士大夫的禮遇不同，新教傳教士遭到的是上層
人物的敵視，他們更致力於在中國的普通民眾和下層知識分子中發展教
徒。
1807年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牧師來華，標志
著新教在華傳播的開始。馬禮遜來華後曾“經過山東時順訪了孔子故裏。
在鄱陽湖，他們發現了白鹿洞書院——最受崇拜的《四書》的評注者、最
偉大的哲人朱熹大約600年前曾在此設壇講學”。1) 他先後在華27年，也
對儒學進行過較系統的研究，1809年10月11日，馬禮遜從澳門寫給在紐約
的一位記者的信中：“我請了一位家庭教師，他教我學習中國的古典作
品。現在我正在學習孔夫子的《四書》，這是一部中華帝國最偉大的聖言
書。孔夫子是一位智者和正直的人，他揚棄了當時大部分迷信，他的教訓
不能稱作是宗教。孔夫子曾教導他的弟子們要‘敬鬼神而遠之’，因此他
所有的弟子們都受了孔夫子的影響而鄙視佛教和道教”。2)
1) 湯森 ，《馬禮遜 ——在華傳教士的先驅 》，王振華譯，北京：大象出版社 ， 2002 ， 87 頁
[Thomson, Robert Morrison: The Precursor of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Trans., Wang
Zhenhua, Zhengzhou：Daxing chubanshe, 2002, p. 87]。
2) 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顧長聲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63頁[
Mrs. Morrison, ed., Memoirs of Robert Morrison, Trans., Gu Changsheng,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4,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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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與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創辦的英華學院，在課程
設置上，也要求學生閱讀和理解中國經書。他本人非常重視中國經典，於
1811年出版《大學》[Horae Sinicae]，包括《大學》、《三字經》、《三教
源流》等內容，借以向西方傳教士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他認為儒學是一
種道德哲學體系，他還對孔子和蘇格拉底做過比較，“中國是一個文明古
國，她的古代和現代的文學就如同希臘羅馬和現代歐洲的總和一樣豐
富”。3) 他認為孔子創立的儒家“與其說是一種宗教，不如說是一種道德
哲學體系，因為他的學說與人們崇拜的或將人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的心靈
至上之神(上帝)並沒有什麼關聯。孔子主要采取道德格言的方式來表述他
的思想，諄諄強調的是高玄的德性，其中一些看起來和所羅門的格言很相
象”。他曾在歐洲各地被邀介紹中國的文化、道德和宗教。對於大多數缺
乏中國人幫助的歐洲人該如何學好中文？馬禮遜指出：從閱讀中國小說開
始，如《好逑傳》，進而閱讀孔子的著作，如《四書注》等，最後閱讀經
典注釋，如《欽定五經傳說》。這可能是學好中文的最好的途徑。4) 在他
的影響下，英國許多傳教士來華，翻譯並出版“四書”等許多典籍。
馬禮遜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編纂《華英字典》。1823年，《華英字
典》(4開本，6大卷，4595頁，共收錄4萬個中文字)正式出版，《華英字
典》全部由馬禮遜一人編纂完成。分為三部，第一部題名《字典》，是按
漢字部首排列的。該部分為三卷，是三部當中占篇幅最多的，約占總頁數
的五分之三。其中第一卷的釋義非常詳盡，除解釋字的本義外，往往涉及
到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如在“孝”字下，除解釋中國孝的概念及內容、
與孝有關的詞語、短語，又引述《論語》中各門人問孝、曾子語，以及朱
熹《四書集注》；詳細介紹了中國人廣為傳誦的“二十四孝”的故事。最
後介紹了漢代以孝治天下的國策，並列出了孝武等13個冠“孝”字的廟
號。而第二、三卷的釋義則簡單得多，多簡單地照《康熙字典》直譯。第
二部分叫《五車韻府》，是按漢字音序查字法排列，實為漢英字典，分為
兩卷，是為了方便外國人聽到了一個字的發音，而想了解這個字的結構、
字義。第三部分為《英漢字典》，與前兩部分不同的是，前兩部都有中文
字典如《康熙字典》和《五車韻府》等為底本，而英漢字典此前中國沒
有。因此，《英漢字典》雖然篇幅不長，但比第一、二部分要難得多。
《華英字典》既可以當作一部字典，又可以當作一部百科全書來使
用，它包括有關中國的傳記、曆史和民族風情、禮儀和國家制度的評介，
是一部匯集了有關中國人的生活和曆史文獻的最豐富的資料的工具書。5)
3)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the 19th Century Miss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97.
4) Robert Morrison，A View of China，p. 120.
5) 湯森，《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王振華譯，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111頁
[Thomson, Robert Morrison: The Precursor of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Trans., Wang
Zhenhua, Zhengzhou：Daxing chubanshe, 2002, 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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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為此付出了16年的艱辛，他積聚了約1萬卷中文典籍。在《字典
中》中有很多介紹儒家文化和佛道二教及民間信仰的內容。書中曾這樣介
紹：“孔子的一生沒有驚天動地的事跡，但他的箴言被曆代帝王奉為‘萬
世真理’，公正、仁慈、社會秩序，這三個術語幾乎能理解他的全部教
誨”。6)
蘇格蘭新教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於1840年擔任英
華書院的校長。在研究儒學的過程中，他認為，孔子是中國黃金時代箴言
的詮注者和解釋者，他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著人類最美的理
想。理雅各來華期間正值鴉片戰爭爆發之際，作為見證人他曾在倫敦公開
發表演說，抨擊英國向中國輸出鴉片，疾呼政府“停止作惡，學習行
善”。理雅各對新教傳教士們說：“只有透徹地掌握中國人的經書，親自
考察中國聖賢所建立的道德、社會和政治生活基礎的整個思想領域，才能
被認為與自己所處的地位和承擔的職責相稱”。7)
理雅各以英華書院為基地，開始對中國經典英譯的巨大工程，他在華
三十餘年，英譯了《十三經》中的“十經”。理雅各的英譯本《中國經
書》(The Chinese Classics)是對儒學西傳的卓越貢獻，也為漢籍的翻譯開拓
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在理雅各之前曾有不少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傳教士翻譯
過儒家經典，但一些譯者只滿足於對原著字詞和句子表層意義的表達，文
化背景的差異往往使讀者感到譯文晦澀難懂。翻譯經典文獻的正確方法，
應該是從辭源、文本、曆史語境和譯文語境等方面進行綜合考察，而通讀
史書，不吝時日地與學科領域的專家共同探討，無疑是較好的辦法。從這
個意義上講，儒家典籍中許多基本語匯的譯法定位是有原創性的，這也是
經典翻譯的困難所在。理雅各正是遵循了上述原則，嚴謹的治學態度又支
持了他的科學、求實和有責任感的譯風。
理雅各的英譯本《中國經書》第一卷收錄了《論語》( Confucian
Analects)和《大學》(The Great Learning)譯文，1861年出版。第二卷收錄了
《書經》(The Shoo king：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其中包括《竹書
紀年》)譯文，1865年出版。第四卷收錄了《詩經》(The She King：Book of
Odes)的譯文，1871年出版。第五卷收錄了《春秋》和《左傳》(The Ch’un
Ts’ew with Tso Chuen，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so Chuen)的
譯文，1872年出版。理雅各回國後，又出版了《禮記》(The Li Ki：The
Book of Rites)、《孝經》、《易經》(Book of Changes)等英譯本(譯本皆附有
注釋和緒論)被增補到第七卷。從1861—1886年，在中國學者王韜等人的大
力幫助下，理雅各將中國的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全部譯成英
文出版，成為16世紀開始儒家經典西譯以來，完成這一巨大浩繁而又意義
深遠工程的第一人。劉家和先生在對理雅各的譯著進行深入研究後，指出

6) 《字典》，vol. 1，637-713頁。
7)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1，p. 95.

174

儒教文化研究 第22輯 / 2014年 8月

“事實上，理氏不僅以譯注《中國經書》蜚聲於西方學術界，而且對於中
國的讀者而言，他所從事的工作也恰好反映了西方漢學在19世紀的一項重
要成就，象征著西方學者傳布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裏程碑。”8)
理雅各被牛津大學特聘為第一位漢學教授，他在牛津宣講儒學前後二
十多年，培養了一批研究和傳播儒學的學者。為儒學的西傳做出了突出的
貢獻。德國新教傳教士衛禮賢在儒學研究領域有著極突出的建樹。

三
德國的儒學研究雖然起步稍晚，但發展快、成果多。其中新教傳教士
衛禮賢在儒學研究領域有著極突出的建樹。衛禮賢原名夏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1899年魏瑪傳教團派他赴中國青島傳教。他在華
二十多年，不傳教義，“沒有發展一個中國人加入基督教”。9) 潛心研究
儒家學說，傳播中華文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衛禮賢來華之際，正逢中
國備受列強欺淩，北方農民將反侵略矛頭直指洋教、義和團運動興起發展
之時，正直的傳教士衛禮賢不僅對中國人民表現出的極大同情，而且針對
西方列強的侵略瓜分給與了嚴厲的譴責，這些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是難能
可貴的。他說，“當紛爭四起、堅船利炮開始出現、強取豪奪不斷的時
候，中國人越來越受到外國人和他們的幫凶的壓迫。難道膠州灣不是以幾
個外交人員被強行所殺為由，被強行奪走的嗎？難道想把中國像切西瓜一
樣分掉的會談停止過嗎？”10)
衛禮賢同英國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法國的顧賽芬並
稱為三大漢籍翻譯大師。衛禮賢學風嚴謹、譯著等身：1905年，他翻譯的
《論語》和《大學》的部分章節發表在傳教會通訊上。接著，他先後譯出
了《論語》、《易經》、《老子》、《莊子》、《墨子》、《孟子》、《中
庸》、《大學》、《列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孝經》、《禮
記》等，以《易經》譯本最享盛譽，從17世紀《易經》傳入歐洲以來，幾
百年中先後出現過6種西文譯本，衛禮賢認為都不甚理想。衛禮賢之譯
《易經》，頗得近代語言文字學家、曾任過京師大學堂總監督的中國學者
勞乃宣之助，《清史稿·勞乃宣傳》載：清“遜位議定，(勞)乞休去，隱居
淶水，時士大夫多流寓青島。德人衛禮賢立尊孔之社，延乃宣立社事。”
8) 劉家和，《史學

經學與思想》，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105頁[ Liu Jiahe,
History,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ought, Beijing: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5, p. 105]。
9) 張君勱，《世界公民衛禮賢》，載於《中國學報》1930年第5期，72頁[Zhang Junmai，A
citizen of the world who Richard Wilhelm，contained in the Chinese journal vol. 5，
1930，p. 72]。
10) 衛禮賢，《中國心靈》(中譯本)，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14頁[Richard Wilhelm,
Chinese Spirit (Chinese version), Beijing: Guoji wenhua chuban gongsi, 1998,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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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的鼓勵和指導下，衛禮賢花費了十多年的心血完成了這部譯著，1924
年《易經》德譯本在耶納的猶德裏希書店出版。培恩斯的英譯本就是從衛
氏的德譯本轉譯的。西方還有拉丁文、法文等譯本，著名心理學家榮格為
德譯本作了一篇長序，並稱之為“在西方，它是無與倫比的版本”。
衛禮賢對於儒家思想的把握是多視角、全方位的，不同於一般的傳教
士和漢學家。衛禮賢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和總結，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南
北兩大源流和派系。北源北派是集中於黃河流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其
政治理想是講仁義道德，注重社會結構的穩定，“一種營養均勻的和諧平
衡狀態，在此，全體的共同事業承載並支撐著個體家庭，正如個體家庭構
成國家權力和財富一樣”。11) 儒家的治道是努力使自然和文化為人類社
會的共同利益服務。南源南派是分布於長江流域以老子為首的道家，其政
治理想是強調天然之美，讓人清心寡欲，設法返璞歸真，以達到天人合一
的和諧境界。
同時衛禮賢對儒家的研究又相當透辟，體悟到儒家學說的精髓。他認
為，孔子闡述了一種“國家的自然文化”：對父親的敬愛、對長兄的服從
轉變為效忠君主、順從上司的義務，而君主和上司也有義務像父親或長兄
那樣仁慈地對待其臣民和下屬。義務成了擴大的愛，國家成了擴大的家
庭。但是孔子的眼界更開闊，它沒有囿於有限的事物。正如上天無時無刻
不保護大地一樣，文化最終被集結到人類，其最高理想是讓人類生活在和
諧狀態中。12) 衛禮賢進一步又對孔子思想與西方思想加以比較。他說：
“凡所謂經濟學說、社會學說，皆不如孔教。西國只知愛國，國之下缺
家，國之上缺天下，非孔教無以彌補之。西國一哲學家興，即推倒前之學
說而代之，中國則以孔教通貫數千年。曆代大儒，雖代有擴充，而百變不
離其宗，此孔教之所以為大也。今後唯孔教中和之道，可致大同，以其無
各宗教門戶主奴之見，而又能時措鹹宜，任環境之變遷，而教義日加光
大。…… 何也？孔子，聖之時者也。”13)
張君勱對衛禮賢的中國文化研究這樣評價，“在德國，人們稱衛禮賢
為中國專家，但他並不只是民族學家、語文學家或曆史學家意義上的專
家。據我看來，要認識中國靠單純的學術研究是不夠的。對於一個未開化
的民族，如米蘭尼(Milanesen)或玻利尼西亞人，純粹的科學研究時使用
的，因為人們是把這些民族作為客觀對象來考察的。對於一個死亡的文化
民族，如古希臘和古埃及，這種方法也是必需的。然而中華民族是一個生
11) 衛禮賢，《中國文化的基礎》，載於《中國學報》第2期，1927，167頁[Richard Wilhelm,
The Basis of Chinese Culture in China Journal, vol. 2 (1927), p. 167]。
12) 衛禮賢，《東方與西方》，載於鮑吾剛選編《衛禮賢——兩個世界的使者》，杜塞爾多夫、科隆
1973年，180頁[Richard Wilhelm, East and West, in Bao Wugang，ed., Richard
Wilhelm: An Ambassador to the Two Worlds, Dusseldorf, Cologne, 1973, p. 180.]。
13) 楊煥英，《孔子思想在國外的傳播與影響》，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181-182頁[Yang
Huanying,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Kongzi’s Thought Abroad, Beijing: Jiaoyu
kexue chubanshe, 1987, pp.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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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盎然的民族，有著生機勃勃的精神，其獨特的個性在於自古至今不間斷
的連續性。對於這樣一個民族，要把握它的本質必須靠理解和親身感受。
通過在中國25年的居留和同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交往，衛禮賢成功地觸及
了中國精神的最深處。”14)
綜觀晚清時期，儒學西漸確有顯著成績。一些極富學術精神的來華傳
教士在儒學研究和傳播上取得了令人歎服的成就，使西歐學術界對於儒學
的研究已由表及裏，逐漸深入到儒學以至於中華文化的內核。但由於鴉片
戰爭後，資本主義列強的侵華和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兼之外
國來華傳教士中情況不一，故儒學中的許多具有普世價值的精華內容尚未
能全面、充分地傳播出去。今天，和平崛起的中華民族有必要回過頭來審
視和體悟自己的文化，當然也包括儒學。同時也應當自豪地、自信地告訴
世界：“古代中國的生活智慧擁有孩子般的單純力量。中華民族雖然十分
古老，但他絕不帶任何年邁的氣象，而是像孩子一樣和善無害地生活著。
這種和善完全不同於無知或原始，它是深曉事務大義的人才能具有的特
性”。15)
■ 投稿日：2014.04.22，審查日：2014.06.12-19，刊載決定日：2014.06.20

14) 張君勱，《衛禮賢——世界公民》，載於法蘭克福中國學社《中國》1930年第5卷，72頁。轉
引自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
社，2004，27-28頁[Zhang Junmai, Richard Wilhel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in
Chinese, vol. 5 (1930), issued by the Frankfurt Chinese society. Quoted again
from Sun Lixin, Jiang Rui ed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Remarks on
Richard Wilhelm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Jinan: Shandong daxue
chubanshe, 2004, pp. 27-28]。
15) 衛禮賢，《東方與西方》，載於鮑吾剛選編《衛禮賢——兩個世界的使者》，杜塞爾多夫、科隆
1973年版，187頁[Richard Wilhelm, East and West, in Bao Wugang，ed., Richard
Wilhelm: An Ambassador to the Two Worlds, Dusseldorf, Cologne, 1973, 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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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to Britain
and Germany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anChen Liu

Abstract
With Chin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se, it seems very likely that
Chinese culture will participate i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ways within
the dialogue of world civi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 of such a
significant moment, it is helpful for us to review the spread of
Confucian to the We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with Western invaders. Since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mostly on the Western cultural invasion, there have
greater study of how thes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went on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 and promoted cultural
exchanges upon their return to Europe are needed. This essay aims to
help fill that gap by exami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onfucianism to
the Wes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Germany’s Richard Wilhelm, Britain’s James Legge and France’s
Couvreur Seraphin are now sometimes called the three translation
masters of Chinese texts. As the first Protestant in China, British
Robert Morrison’s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 was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which he completed himself after 16
strenuous years of work. Between 1861 to 1886， Scot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y James Legge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 into English, which marked the first time that
such a task had been attempt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During his thirty years in China, Legge would ultimately
translate ten of the “Thirteen Classics”. In contrast to the majority of
other missionaries and sinologists, Germ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Richard Wilhelm approached Confucianism through a multi-angled and
holistic approach. Due largely to his precise and rigorous sty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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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the great number of Confucian translations he produced, and
his famous translation of the Yijing in particular, Wilhelm became
known as a person with “incomparable trans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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