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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望福音 1:1



思高聖經學會創辦
人，方濟會會士真
福雷永明神父的骨
塚，即安放他遺骸
的地方；骨塚建在
神父年青時修道的
修院聖殿旁。
(main Church of San 

Biagio Monastery)



骨塚兩旁同時畫上方濟會兩位大聖人：
左邊是學會主保「真福董思高」。聖經
學會中文名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思高
聖經學會」。董思高以精深的辯證成為
擁護及宣揚「聖母無染原罪」道理的佼
佼者。於五個多世紀以後，他的學說終
被教會所同意及接納；教宗比約九世於
1854年12月8日隆重地欽定「聖母無玷
始胎」為天主子民當信的要理。



右邊的是「聖文德」，聖文德學養超凡
1257年被選為總僕，即：總會長。他
是繼聖方濟位的第七任總僕，他徹底改
革了方濟會，給方濟會奠定了穩固的基
礎，使方濟會雖少不了人性的弱點，卻
成為了全教會最多聖人的修會。他實堪
稱為方濟會的第二會祖。



思高聖經學會

真福雷永明神父

STUDIUM   

BIBLICUM



1950-1972年
思高聖經學會
會址：香港堅
尼地道70號。
1968年完成新
舊約合併的
《聖經》合訂
本，首次付梓
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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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聖經》的翻譯工作由
雷永明神父 (Rev. Gabrielle 

Allegra O.F.M.)開始。

雷永明神父生於意大利西西里
島，於1931年來到湖南衡陽傳
教，任衡陽聖心修院院長。





1926-1930年是雷神父在羅馬
安多尼大學攻讀神學的時期。
1928年適值方濟會士孟高維諾
（B. Giovanni da Monte Corvino, 

1246-1328）總主教逝世六百周
年，他是中國第一位傳教士，
也是中國天主教會的創立人，
對方濟會而言，自然意義非凡



在羅馬安道大學讀書時代的雷神父 (前左)





方濟會士孟高維諾總主教（B. Giovanni da Monte Corvino, 1246-1328）



雷神父適逢其會參與了這場
紀念大會也許可以說是影響
他一生決定的關鍵時期。
1929年，中國會士高思謙神
父到安多尼大學讀書，雷神
父很快便和高思謙神父結交
為友。從他哪兒得知中國的
天主教會還沒有聖經，新教卻



有自己的譯本（1919年和合本
發行）。當時中國的天主教會
只有新約譯本，在1924年間，
中國教會在上海召開全國主教
會議，該會期盼任命專家組織
委員會，負責翻譯天主教中文
聖經。



第一屆中國教省會議（上海1924）
第二章 翻譯中文聖經專家委員會

35. 第一屆中國教省會議認為
應當成立第二個由多位傳教士
及中國司鐸組成的委員會，其
任務是翻譯任本聖經，但得遵
守教律1391條的規定，且常在
聖經譯文上加上註釋。



這委員會亦有權將第一屆中國
教省會議的議案和諭令，按照
宗座代表判定適合信友認知或
為信友有益者，在適當時候翻
譯成中文，但得拒絕授與所需
權柄給任何人出版這些議案和
諭令的中文版。



雷神父 (右)與同日晉鐸的兩位兄弟合影



1930年7月20日，雷永明晉鐸。
不久便向長上提出攻讀聖經學
科的要求，實踐他的志願。上
頭批准了，他便迫不及待地展
開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釋經學
及聖經神學、聖經地理和歷史
等相關學科的學習。雷神父在



回憶錄提及，在他下定決心要
將聖經譯為中文之後，他開始
有目的、有計劃朝著聖經學識
方面預備。每天讀經先從新約
著手，所讀的是希臘文聖經。
雷神父的希臘文已有良好的基
礎，天主預備他翻譯中文聖經



決不是偶然的。1920年末期，
中國湖南省衡陽教區的監牧柏
長青主教，返回義大利招募年
輕的傳教士，在安多尼大學遇
見雷神父，他獨到的眼光認為
這位年輕有為、學識聖德具豐
的修士，對在南中國的小修道



院將是一位極為有用的人
才。遂於1931年寫信給方濟
會總署福傳秘書長，轉達西
西里省的省會長，要求派遣
雷神父前往中國協助福傳。
由於長上決定派遣他前往中
國，一向對天主聖意爽直聽



命的雷神父，因而中斷了才剛
開始的聖經課程，出發前往中
國。7月3日抵達上海，雷永明
購買了一些涉及中國宗教、哲
學、歷史方面的書籍。最後經
漢口、長沙達目的地。晉鐸第
一週年的紀念日便是在衡陽黃
沙灣小修院中度過的。





1931年雷神父剛抵達湖南衡陽方濟會院







雷神父自意大利作修生時已
認定要為中國人翻譯一部中
文聖經，來到中國後更對中
國文化產生極濃厚的興趣。
甫抵衡陽便立即學習中文，
同時也自修聖經學科。每天
五個小時學習中文，三個小



時攻讀聖經學識，其他的時
間用來神修。過了半年多左
右，雷永明神父已經會操了
一口不錯的湖南國語，且開
始舉行彌撒聆聽告解，並擔
任小修院的院長。任院長一
職的他，除了指導和管理修



生和授課之外依舊維持學習
語文及聖經的進修的進度，
倘使找不出時間只好犧牲睡
眠。首次以中文給修女們講
避靜是1933年之初的事。他
天資聰敏，不到幾年便掌握
了基本中文文法，遂於1935



年開始獨力將聖經從原文逐
字翻譯過來。雷神父回憶說
「當時在北平還沒有學習中
文的學校，我祇好盡我所能
，聽、講、作筆記、向中文
老師學；學會了少許中國字
後，便一再地讀。我所用作



課本的書，是初級小學的教
科書，以後是《四書》，最
後是《楚辭》為能深入徹底
認識屈原全部的著...1938
年，把譯成意大利文的《離
騷》附有導論和註釋，在上
海出版了。





我又在《馬哥孛羅》(Marco Polo) 

雜誌上，發表了《九歌》、
《天問》。我在北平學的那
點中國文學，是跟顏先生學
的。我們用的…的課本，是
司馬遷的《史記》、古代著
作《國語》、真正的經書
，尤其是其中的《尚書》



或書經和《詩經》即《毛詩》」
(節錄《雷永明神父回憶錄》)



四書五經是指九本中國古時儒
家重要經典著作。
四書指《論語》《孟子》、
《大學》、《中庸》
五經指《詩經》、《尚書》、
《禮記》、《周易》、
《春秋》簡稱「詩、書、禮、
易、春秋」



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長篇編年體史書





真福雷永明神父於1931年來華
時用以學習中文，及中文聖經
翻譯團隊必須使用的「古籍」
民初宣紙線裝，共240套超過
二千本，在楊鳴章主教悉心安
排下，以專室專櫃安置於將軍
澳明愛大學圖書館繼續收藏，
以供將來大學國學科用。



真福雷永明神父用以學習中文，及聖經翻譯
使用的「古籍」民初宣紙線裝，共240套超
過二千本，安置於將軍澳明愛大學圖書館。



「雷神父認為教父的作品給
我們傳達了基督的心情（斐2:5）

.....這就是雷神父要我們寫註
釋時懷有的心情。這也就是
雷神父為什麼不惜重資，由
法國購置了全套共四百多本



巨冊的希臘和拉丁的教父
叢書(俗稱Migne) 」節錄自劉
緒堂神父發表於公教報的
文章：雷神父如何達成譯
經宏願――紀念雷神父遷
葬而作。



Migne：Patrologia Graeca & Latina







1935年自行翻譯聖經時，他
從耶穌會在北京北堂的圖書
館內找到賀清泰神父翻譯的
《古新聖經》，把它照成相
片，分類成冊，以作譯經時
的參考。US$6000.00



耶穌會賀清泰神父翻譯的
《古新聖經》



賀清泰採用乾嘉時代的北京俗
語來翻譯聖經(大概是北京土語混

合北京官話的白話) 。比較〈聖
史瑪爾谷萬日略〉瑪爾谷福音
和馬可福音14:22 的譯文，可
見賀清泰如何運用當時的官話
作翻譯，與馬禮遜譯本(1823年)

的文言風格有很大分別：



賀清泰譯本(1803)：吃飯時，
耶穌舉饅頭降福，分成塊，散
與眾徒說，你們領，也吃，這
是我體。

馬禮遜譯本(1823)：伊等食間
、耶穌取餅祝謝而擘之、方交
與伊等曰、取也、食也、此乃
我身也。



1803年傳信部禁止賀清泰的譯
經出版，主因是傳信部在1655
年頒令：如未得許可，禁止印
行由傳教士撰寫的著作。原譯
本一直存於北京的主教座堂
(Xishiku Church，俗稱北堂) 
的圖書館，直至1958 年在該館
被燒毀後消失了一段時期。



2011年，徐家匯藏書樓的工作人
員偶然把歷年來不知書名的幾套
抄本古書的書名發給一直在尋找
賀清泰譯本《古新聖經》的鄭海
娟（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鄭
的老師李奭學（台灣「中研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研究員）認定正是賀清泰譯
本《古新聖經》每一卷的卷名。



這部沉寂了兩個多世紀的「清末
以前中文世界以北京話書寫最重
要的成果之一」（胡適），終於
重回人們的視野。《古新聖經殘
稿》點校本由中華書局出版，使
我們得以一窺這一著名《聖經》
譯本的原貌。而其成書過程以及
兩百年後的發現和出版也是一個
值得回味的故事。



耶穌會賀清泰神父翻譯的

《古新聖經》殘稿



雷神父又得蔡寧總主教幫助，托
人從倫敦大英博物館將巴黎外方
傳教會（Paris Foreign Mission）會士白日
昇神父（Rev.J.Basset）《巴設譯本》或
《史羅安手抄本》（Sloan Manuscript）

抄了一分作參考。



雷神父自1935年他獨力將聖
經從原文逐字翻譯過來，在
1944年便完成舊約。然而雷
神父仍未滿意這分譯稿，仍
覺得其中有許多需要修改的
地方……



雷神父遂決定組織一個有華
人神父參與的『聖經學會』
幫助他修改譯稿。

1945年8月2日聖經學會於
西煤廠（當時北京輔仁大
學附中的一個院落）誕生。



正式成員有李士漁神父及
李志先神父，非正式成員
為萬次章神父、李玉堂神
父及劉緒堂神父。聖經協
會創會神師陳維統神父於
1948年應雷神父邀請，加
入新成立之思高聖經學會。



1945年學會成立時的基本成員

陳維統神父 李志先神父 牛漢謨神父 劉緒堂神父 李士漁神父真福雷永明神父



「思高聖經學會」的名字來自拉丁文

STUDIUM   BIBLICUM

STUDIUM  = 學習或研究

BIBLICUM = 聖經或經卷

思高聖經學會即是為學習
及研究聖經的地方和團體

「思高」則取自真福若望董思高



是一位13世紀方濟會的
聖人及偉大的神學家。

真福若望董思高

他是首位論述：即使人
類未曾反抗背棄天主，
聖言也會降生成人的神
學家。

(Bl. John Duns Scotus)



思高成員隨即修改雷神父
所翻譯的《聖詠集》，並
於1946年完成及出版。

『思高聖經學會』成立後



《聖詠集》手稿















雖然他們的工作因戰亂而受
多次搬遷之苦，仍能約每年
出版一部聖經譯注，直至
1961年全部完成。學會的譯
注工作簡略過程可見下表：



第一期 雷永明神父譯經工作

1935年4月 -

1944年11月
雷神父獨自將舊約譯成中文

第二期 思高聖經學會的譯注工作

1945年8月 -

1947年6月
思高聖經學會成立

年份 書名 譯注人員

1946年8月 -

1947年6月
智慧書 雷永明，李志先，

李士漁，劉緒堂，
李玉堂



1948年1 - 7

月
梅瑟五書 雷永明，李志先，

李士漁，劉緒堂，
李玉堂

1948年8 - 11

月
學會成員分批自北平（今名北
京）遷至香港

1948年11月 -

1949年6月
舊約史書
上冊

雷永明，李志先，
李士漁，劉緒堂，
李玉堂，陳維統

1949年11月 -

1950年8月
舊約史書
下冊

李志先，李士漁，
劉緒堂，李玉堂，
陳維統



1950年5月 遷至香港堅尼地道70號

1950年12月
- 1951年8月

先知書
上冊

雷永明，李志先，
李士漁，劉緒堂，
陳維統

1952年2 - 9

月
先知書
中冊

雷永明，李志先，
李士漁，劉緒堂，
陳維統

1953年1月 -

1954年2月
先知書
下冊

雷永明，李志先，
李士漁，劉緒堂，
陳維統，牛漢謨，
翟煦



1954年7月 -

1955年8月
學會成員往聖地進修一年

1955年8月 -

1957年4月
福音 雷永明，李志先，

李士漁，劉緒堂，
陳維統，翟煦，
牛漢謨，李智義，
李少峰

1957年10月 -

1959年7月
宗徒經書
上冊

雷永明，李志先，
李士漁，劉緒堂，
陳維統，翟煦，
牛漢謨，李智義，
楊恒輝



1959年8月 -

1961年8月
宗徒經書
下冊

雷永明，李士漁，
劉緒堂，陳維統，
牛漢謨，翟煦，
李智義，李少峰



資料取自
思高聖經
學會網頁
2009年4月



思高聖經譯釋版系列：由1945年8月至1961年8月出版













從雷神父的譯經工作開始，
思高譯本皆譯自原文，即

希伯來文

希臘文

及



罪狀牌上寫的罪名：
「這是納匝肋人耶穌，

猶太人的君王。」

按若19:19所載

且以當時通行的三種文字寫
成：希臘、拉丁及希伯來文，
為使所有人皆能誦讀。



הּוִדים ֵיׁשּוַע ִהָנֶצִרי ֶמֶלְך ַהיְּ
Ἰησοῦς ὁ Ναζωραῖος 

ὁ βασιλεὺς τῶν Ἰουδαίων

Iesus Nazarenus Rex Iudaeorum

納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



הּוִדיםֵיׁשּוַע ִהָנֶצִרי  ֶמֶלְך ַהיְּ



Ye'shuah Ha'Nazarei

YHWH יהוה ) = Yahweh )

希伯來文

耶穌 納匝肋人

Wemelech Ha'Yehudim

君王 猶太人的

YHWH

הּוִדיםֵיׁשּוַע ִהָנֶצִרי ֶמֶלְך ַהיְּ



YHWH הָוה יְּ 雅威

הָוה ) יְּ = Yahweh )



ְהָוהי 本字根意思是「存在」
或「發展」，原文是由四個
子音字母組成 YHWH ，意思
是「主」，是聖經中天主的
名字。 YHWH 起先沒有相稱
的希伯來文母音，不過參照
其他的資料，此字比較可能
的讀法是「YaHWeH」（亦即
「雅威」）。



在聖經寫成之後的時期，因尊敬
「雅威」之名，在猶太人聚會的
會堂就唸成「adonay」「我的主
」的意思。到了中世紀，猶太學
者開始為舊約的子音經文加上母
音時，就加上了「adonay」的瑪
索辣母音，就變成一個原文所不
可能的念法「YaHoWaH」中文翻
譯就是「耶和華」。



希臘文

Ἰησοῦς ὁ Ναζωραῖος
ὁ βασιλεὺς τῶν Ἰουδαίων

Iesous ho Nazoraios

ho Basileus ton Ioudaion

耶穌 納匝肋人

君王 猶太人的

INBI



拉丁文

Jesus the Nazarene

King of the Jews

Iesus Nazarenus Rex Iudaeorum

耶穌，納匝肋人 君王，猶太人的

INRI





雷神父在翻譯舊約時採用了
瑪索辣經卷 (Textum Masoreticum )

簡稱MT作為藍本，由基特耳
(R. Kittel) 出版的希伯來文聖
經 (Biblia Hebraica) 第3版(1927，

1945)



瑪索辣經文
（Massoretic Text）

勘定的《聖經》經文叫作
「瑪索辣經文」

「瑪索辣」一詞有「傳統」
的意思。

「瑪索辣」的人，被稱為
「瑪索辣經師」，

那些從事研究

而他們所



原來，希伯來《聖經》經文只
有子音而沒有母音的。故此，
誦讀書寫時，往往因人而異。
這些瑪索辣經師的功績，就在
於有系統地擬造母音，將之付
書於《聖經》原文，因而有
《瑪索辣經文》的產生。







早在公元五世紀，已有猶太經
師們從事《聖經》發音誦讀研
究這種工作。分別是居於巴力
斯坦，及仍僑居在巴比倫的經
師。這兩批的經師，各自進行
《聖經》搜集、保存及發音誦
讀研究，於是產生首兩批的瑪
索辣經師。



經過他們兩派的研究，結果
先後發明了母音。遂將這些
母音符號注於《聖經》行文
線上，使人一目了然，不致
讀錯。





公元750居於提庇黎雅的阿協
爾家族，採取回教徒注釋《
可蘭經》方法，發明了《聖
經》原文新的注音系統及解
釋。始創了第三派瑪索辣經
師。新的注音除了清楚地將
《聖經》原文的半母音、強



及重音列注於行文線下之外，
更使原文的發音，恢複到梅瑟
西乃山時代的音調。又將前二
派的著作，加上自己的注音符
號，成為雙重注音《聖經》 。



這一學派的理論，很快的為
其他猶太人所接納。現存於
寧格勒圖書館的一部「巴比
倫手抄本」，就是一個有雙
重注音的抄本。至十二世紀
猶太人就完全接納了這第三
派的著作。





現存於寧格勒圖書館的一部
「巴比倫手抄本」，就是一
個有雙重注音的抄本。至十
二世紀猶太人就完全接納了
這第三派的著作。





梅瑟五書羊皮卷 Torah scroll

瑪索辣經卷
（Massoretic Text scroll）



革則爾曆法皮卷
Gezer Calender

925BC

人類在未發明紙張以

前，是把文字刻在石

頭之上。這一片石頭

在以色列古城革則爾

中發現，上面用希伯

來文紀錄了耕種至收

割的時候。它的年代

約於公元前925年。



古代中東地區的人
以蒲草作為造紙的
材料。 蒲草在水邊
生產繁盛，纖維堅
硬。
造紙時先把蒲草的
長莖打碎，抽出纖
維編織，曬乾後便
成為蒲草紙。



蒲草紙Papyrus與羊皮
卷皆對聖經的抄寫、傳
播，有著莫大的貢獻。
蒲草盛產於埃及，由其
在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
城，亞城學術地位崇高，
擁有當時最大的圖書館。
舊約聖經從希伯來文翻
譯成希臘文，就是在此
地完成，時約公元前
200-300年。



羊皮卷 Parchment

的應用始於遠
古時代。約於
公元前三百年
開始才大量採
用羊皮卷，代
替蒲草紙作為
寫作的用途。



當時主要出產這種羊皮
紙的地方是培爾加摩城
（默2:12）。據估計，
新舊約全書，至少需要
宰殺 360隻羊才能抄寫
得下。



路4:17記載︰「有人把依撒
意亞先知書遞給耶穌，他展
開書卷 …」
弟後4:13「還有那幾卷書，
特別是那些羊皮卷。」

証明耶穌時代或更早期，已
有成文聖經的記錄了。





此外，學會也參考斯威特
(H. B. Swete) 出版的希臘文
《七十賢士譯本》

Septuagint (LXX)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ambridge,1930) 



七十賢士譯本
(LXX)



這部希臘文聖經主要是為那些
不懂希伯來文的猶太人用的，
慢慢由埃及擴散到其他各地，
成為海外希臘化猶太僑民的官
方聖經，普遍在會堂裡使用。

在天主啟示的歷史裡 LXX 發
生了很大的作用，其真實的意
義可由以下幾點看出：



5.極大部分希臘教父講道及
教授要理都根據 LXX

猶太哲人斐羅（Philo）及某些希臘
和拉丁教父認為LXX有天主的默感。

1.譯文以外有釋義

2.耶穌及宗徒們曾使用這譯本

3.新約引用舊約約350次，其
中300次是引自 LXX

4.初期教會以 LXX 為舊約法定
本（達尼爾書除外）



創世紀1:1-15

七十賢士譯本
(LXX)



拉丁通行本聖經
(Vulgate)



聖熱羅尼莫
最大的貢獻
是聖經研究
工作，他在
聖經學方面
是最偉大的
聖師。



在第三、四世紀拉丁譯本情
形相當混亂，出現了三種完
全獨立的譯文。所以，教宗
聖達瑪穌 （306–384）於
383 年委任熱羅尼莫作統一
修訂。



聖熱羅尼莫在白冷隱居一段
長時期，將舊約由希伯來文
譯成拉丁文。他又把過去校
訂的聖詠譯本，根據希伯來
原文，再校訂一次。經過十
多廿年的辛勞，拉丁文聖經
通行本在公元405年面世。



1546年被脫利騰大公會議定
為公教聖經通行本 (Vulgata) 

或標準版本。自始以後拉丁
通行本在教會生活裡就發生
了廣大的作用。由於希伯來
文的「德訓篇」只有片斷殘
簡，故思高版採用《七十賢
士譯本》譯出，再以《拉丁



通行本》及希伯來殘卷作補充
。由於西方教會在彌撒和其他
禮儀中常用「拉丁通行本」的
經文，為此，在思高譯文內隨
從了「拉丁譯本」的節數，且
以特別字體加上「拉丁譯本」
所多有的辭句。





敘利亞簡明譯本
(Peshitta)



舊約除了LXX 譯本外，敘利亞
文是最古老的譯本，也是新約
譯本中最古老者。且譯成一種

與耶穌當時的語言最接近的文
字——敘利亞文（Syriac）



敘利亞簡明譯本(Peshitta)

厄上4:8-6:18撒瑪黎雅人控
告猶太人的奏文原是用阿剌
美文寫成的。(阿剌美文/人
即亞蘭文/人。亞蘭的後裔
就是敘利亞人，以色列人稱
阿剌美文為「敘利亞文」 )



以民的先祖中有不少是阿剌美
人。阿蘭是閃的兒子（創10:22）

由於他們曾定居敘利亞北方及
幼發拉的河上游，因此，聖經
上多次將這一區的城名加上阿
蘭。雅各伯被稱為「飄泊的阿
蘭人」（申26:5 ），阿蘭的後裔
是敘利亞人。



自古以來阿剌美人同客納罕人
來往雖然頻繁，卻保持了自己
言語的本色——阿剌美文。它
是屬西北部閃族的共同語言。

以色列民在進入聖地前所用
的言語，就是此語。他們進
入聖地後，受到客納罕文化
的影響，而自成第三種語言
——希伯來文。



公元前六世紀，在巴比倫充
軍的猶太人不僅開始使用阿
剌美語言，也使用了阿剌美
文字的寫法，到現在希伯來
文字所用的「四方字」，就
是阿剌美文的寫法。



ָדִוד ִהֵנה   ִׁשיר ַהַמֲעלֹות לְּ

ַמה־ּטֹוב ּוַמה־ָנִעים ֶׁשֶבת ַאִחים  

ַגם־ָיַחד׃
ַכֶשֶמן ַהּטֹוב ַעל־ָהרֹאׁש ֹיֵרד ַעל־ַהָזָקן

ַקן־ַאֲהֹרן ֶׁשֹיֵרד ַעל־ִפי ִמּדֹוָתיו׃ זְּ

ֵרי ִציֹון   מֹון ֶׁשֹיֵרד ַעל־ַהרְּ ַטל־ֶחרְּ כְּ

ָרָכה ַחִיים   הָוה ֶאת־ַהבְּ ִכי ָׁשם ִצָּוה יְּ

ַעד־ָהעֹוָלם׃





思高版中文聖經的翻譯過程
1931年雷永明神父奉旨派往中國

服務。決心用一生的時間把
聖經翻譯成中文

1945年北京的方濟會
思高聖經學會成立

1948年思高聖經學會
從北京遷移香港

1968年12月25日(用了七年重新翻譯)
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聖經合訂本

1961年完成全部七十三卷聖經
的翻譯及註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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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永明神父生平事蹟簡介

1907 雷永明在西西里島的
S. Giovanni la Punta出世

1923 進入西西里 Bronte的方
濟初學院。

1929 宣發大願。
1930 晉鐸。
1931 年奉旨派往中國，抵達湖

南衡陽，自修中文。
1935 獨自翻譯舊約成中文。
1939 因病返回意大利。
1944 舊約翻譯完畢。



1945 成立北京的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
並將獻給真福董思高神父。隨即與
四位加入學會的中國會士修改其所
譯的舊約聖經《聖詠集》，並於
1946年完成並出版。隨後約每年出
版一部聖經譯注，直至1961年全部
完成。

1948 思高聖經學會離開北京遷移香港。

1961 完成全部七十三卷聖經的翻譯及註釋。
1968 12月25日第一部中文聖經合訂本出版。
1976 在香港加諾撒醫院辭世。
1994 梵蒂岡教庭宣佈雷神父為可敬聖品。



2002/4/23 教宗宣佈法
令承認雷永明神父代禱
的神蹟。
2002/10/26 原本宣佈
雷神父為真福的日子，
但卻延期宣佈。



聖母蒙召升天節，透過西西里方濟
小兄弟會及方濟加布遣會（耶穌聖
名會省）公布，將於2012年9月29日，
在西西里卡塔尼亞（Catania）阿基
雷爾（Acireale）主教座堂，為思
高聖經學會創辦人，我們可敬的弟
兄雷永明神父（Fr.Gabriele 
M.Allegra,ofm），舉行宣福禮。思
高聖經學會創辦人雷永明神父，將
是香港教區以及方濟會中華之后會
省的第一位真福聖人。

教廷於 2012年8月15日



你知道這篇經書，雷神父是
如何翻譯的嗎？

請你們打開聖經的目錄，找
出舊約艾斯德爾傳…

…那時中國正當戰亂之時，
雷神父被日本軍人困在集中
營之中，司令准許他使用聖
經和辭典，他就用了十五天
，在集中營中，把這艾斯德
爾傳翻譯完成。



我乘船往澳門，去探訪我所
親愛的痳瘋病人…

…他們並非人人識字，識字
的都備有福音聖經。

一個可憐的痳瘋病人，有時
由於沒有了手指，必須用舌
頭來翻書，這樣的人購買聖
經，一定比任何富有的人購
買更為動人！ (雷神父)

雷神父最要好的朋友是
澳門的一批痳瘋病人

神父每月都會前往澳門路環
聖母村痳瘋病院探望他們



一生熱愛教會
和教宗，在向
教宗若望23世
報告聖經學會
的工作後合影



1956 年是聖經學會人員最鼎盛時期



白英奇主教是
雷神父最要好
的朋友，全方
位支援翻譯聖
經的工作。



1976年雷神父在香港嘉諾撒醫院辭世



真福雷永明神父聖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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