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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明末清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與調和 
黃正謙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引論：「儒家思想不是宗教」及其與基督宗教比較的基礎 
 

要理解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當如何融合，及如何衝突，當先理解基督宗教與儒家思

想之異同，及在明末清初此歷史語境中耶儒的特色(第二點無法於此詳述，但將於

演講中論及)。首先強調一點，不同時代之儒家思想，面相不盡相同。明清間基督

宗教與儒家思想之衝突，未必一概能溯源於先秦儒學。此一原則，亦大抵適用於基

督宗教。嚴格而論，基督宗教固然是宗教，但儒家思想不是宗教。 

 

廣義而論，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及佛教)之不算為迷信，是三大宗教有較完

整的教義，例如對世界起源的解釋、對生命起源的解釋、對生命價值的肯定、對

「人為萬物之最靈」的肯定、對正義必勝邪惡的肯定等等。絕不僅止於靈驗不靈驗、

降福不降福、消災不消災、驅魔不驅魔的問題而已。此與專找江湖術士或白龍王之

類只求發財轉運或延年益壽者較然不同。真理必須惟一，不能有二。不能同時相信

基督降世，亦相信菩薩普渡眾生；相信菩薩普渡眾生，亦同時相信穆罕默德獲真主

的啟示。 

 

中國古代很早便破除迷信。《尚書》、《詩經》雖言「上帝」，但第一，中國的「上帝」

與西方《聖經》的上帝迥然不同。中國的「上帝」不是世界的創造者，其後民間信

仰的「玉皇大帝」也不是；第二，《尚書》中「上帝」的意志，並非遙不可及。《尚

書．泰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要知道「天意」，聽「民意」便可，

即「天意」反映於「民意」。以「人事」解釋「天命」，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大方向。

《左傳．僖公十六年》載，「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

風也。」周內史叔興解釋「隕石于宋五」和「六鷁退飛」時說：「是陰陽之事，非

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說：「謂隕石與六鷁退飛，其事

由于宇宙中之陰陽之氣，不關人事吉凶。」並引《荀子．天論篇》以為說。1章太

炎〈訂孔〉說：「《周官》、《左氏》始興，神道漸褫。」2
 是說《周禮》、《左傳》二

書的「神道」成分愈來愈少，「人道」成分愈來愈多。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第

二章題作「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第三章題作「以禮為中心的人文世紀之

出現，及宗教的人文化──春秋時代」，都指出周代以後，人事之說漸強，鬼神之

說漸褫。3
 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重視現世的態度，

更是眾所周知，不消多說。孔子鮮談「性與天道」，「不語怪力亂神」，後世曲解的

人不少。有人說，孔子不相信鬼神；又說，孔子避談鬼神，不肯認真求知識。 

 

前者不確。孔子並非不相信鬼神，而是不確知鬼神為如何，是以不欲多論。用當代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冊，頁 369。 

2
 章太炎：《章太炎學術史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245。 

3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頁 15-35，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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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彙說，孔子的態度，近於「不可知論」(agnosticism)，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也可

稱「知一點點論」，即知多少則說多少。如此而已。此完全合乎科學精神。 

 

許多人一說到神，就理所當然認為是基督教的神，這當然有歷史原因。其實，幾乎

所有文明都講神 (中國人或說是天)，幾乎所有文明都講超自然力量。孔子孟子所說

的「天」，都有道德天的意味，是善的。這一點，和基督教所說「神是善的」相似。

「神」可以是泛指的神，不必然是基督教的神。很多人論證基督教上帝存在時，所

用的是一般論據，例如這個世界是多麼奧妙和優美，人之能生存於地球是多麼巧合

和不可思議等等。但基於一般論據，所論證的是一般意義的神，即泛指的神。這樣

的論據 (先不論其是否成立)，不僅在證明基督教的神是存在，亦同時在證明伊斯蘭

教的神是存在，證明中國人所說「舉頭三尺有神明」的「神明」是存在。 

 

中國文化的早熟，即中國先賢之重視現世，重視人間，反令後世民間信仰滋多。這

就是所謂近代中國人「迷信」的主因。中國先賢講現世而不求來世，但一般黎民百

姓，真能如聖人哲人一般，只重現世而不求來生的，畢竟不多。「人生不如意事十

常八九」：做人，總會碰到挫折，必然遇上悲哀。個人的生老病死，與至親至愛的

生離死別，幾人能理性面對？故必依賴宗教，說死後的世界，說天堂地獄；說正義

者必蒙福，說奸惡者必遭殃。這是宗教對人類最重大的心靈慰藉。中國傳統與西方

不同，中國自孔子以後，儒家傳統已打掉《尚書》中人格化的上帝。中國沒有統一

的宗教信仰 (道教牽涉的神仙和教義頗為蕪雜，雖為本土宗教的佼佼者，卻很難說

是「統一的宗教」)，沒有惟一的真理，沒有對來世的絕對解釋，沒有對「善有善

報、惡有惡報」的最終判定。宋明理學雖說天下間有「理」，「如有物焉，得之於天

而具於心」，卻欠缺死後世界的願景。一般黎民百姓，在儒家代表人物身上找不到

心靈慰藉，只能自求多福，另覓精神出路。故佛教道教盛行於魏晉南北朝之後 (還

有許多林林總總的民間信仰，大都吸納於道教範圍之內)。正宗的佛教並非以死懼

人。但人多懼死，乃奉教以求心安，也是自然而然的。今天信教的人，也不無出於

懼死的心態。 

 

一言以蔽之，中國先秦儒家思想擺脫神怪異說，重理性，是中國學術文化早熟的表

現，是思想史的大進步。但中國始終沒有發展出一套統一且具理論系統的絕對一神

信仰，佛道二教的菩薩神仙甚多 (於此不論佛教哲學，只言「世俗化」[vulgarized] 

的佛教信仰，即相信天堂地獄輪迴等等之為實有，佛祖菩薩可消災降福者。佛教哲

學，講「般若」、「空」、「中觀」、「真如」、「唯識」等，具有高深智慧，但不容易成

為一般黎民百姓的宗教慰藉)，尤其是道教的發展，愈益龐雜。滿天神佛，各有位

階。修道者只求延年益壽，成仙成佛。對世界生成、死後世界、正義邪惡等問題，

沒有一致且明確的絕對解釋。加上中國有林林總總的民間宗教及無數地方神祇 (當

然不少已納入道教範圍)，令宗教系統雜亂無章。不成理論體系的宗教或民間信仰，

一般人就稱為「迷信」。再者，無論是儒佛道三教，都沒有惟一的神，沒有全能全

善全知的神，沒有上帝創造學說，更沒有最後的審判，沒有快樂的天堂，沒有永恆

的生命。對於一般人而言，慰藉力量自然較少。這就是近代基督教在亞洲已發展地

區得以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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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不是宗教？」此問題，其實早已陳腐不堪。孔子相信「天命」，相信

「天生德於予」，又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充其量只反映孔子的個人信仰，

而不是孔子本人要建構一套宗教信仰。比方說，今天陳大文相信有神，相信天命，

這就是「陳大文教」或「陳教」嗎？如何可說孔子一人自立一套宗教？只要用釋迦

牟尼、耶穌、穆罕默德的生平及主張，與孔子相較，即可了解彼此的大不同，即可

發現孔子原來是徹頭徹尾的一個人。沒有神話，沒有神蹟。不懂預卜未來，不能具

說來生。這算是甚麼宗教人物？讖緯之說，乃漢代學者所為，誇張失實。中國歷代

有識見的知識分子，莫不否定甚或鄙視讖緯之說。儒學發展至漢代，是一大變。專

制政治扭曲儒學，此於明清兩代為甚。明清間的儒家思想，部分亦當從此一方面理

解。 

 

今人李申編有《儒教報應論》，斷言「儒教問題不是一個學術觀點問題，即不是可

此可彼、可信可否的問題，因為儒教的存在是一個歷史事實。」4
 又指出在佛教傳

入中國以前，儒教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報應觀念。《周易》、《尚書》、《詩經》等儒教

經典，都明確指出善惡報應的必然性，並成為歷代儒者信仰的根據。5
 舉經典例，

《尚書．伊訓》說：「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坤．

文言傳》中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論儒家思想是不是宗教，關鍵在「相對之義」。何謂「相對之義」？今天，世界三

大流行宗教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若問儒家思想是不是宗教，當將之與三大

流行宗教比較，方有意義。儒家思想與三大流行宗教，有決定性的不同。 

 

第一，前文已及，《周易》、《尚書》、《詩經》中的「上帝」、「天道」思想，經過孔

孟的詮釋，已漸漸淡化 (荀子的自然論更不必說)。人生是禍是福，都歸結到現世的

人事原因，並不以上帝的意志為絕對。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都是以現實的方

法解決現實問題的。他們當然有祭祀，祭祀中當然有神祇；他們或多或少都相信抽

象的「天」及「天命」，或多或少都相信報應，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但必須指出，

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始終不相信祭祀是解決現實問題的終極方法，始終不相

信祭祀是真的供奉了神明，是真的能取悅了神明，亦不認為祭祀應當祈福 (《禮記．

禮器》所謂「祭祀不祈」)，更遑論祈福者必蒙福。再者，於今而言，相信「天命」

的人，相信「自古窮通皆有定」的人 (《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

幻仙曲演紅樓夢」中〈分骨肉〉)，算是有宗教信仰嗎？報應是否必然，也沒有絕

對的答案。雖《易．坤．文言傳》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為後世注釋家不斷引申，然而這句說話的說教意味，遠遠超過宗教上的獨斷意味。

試問，若於今世的經驗現實中沒有報應，即沒有「餘慶」、「餘殃」之類，儒家思想

將如何解釋？答案是：不能解釋。最多就是《史記．伯夷列傳》中司馬遷的一番感

歎： 

                                                      
4
 李申選編：《儒教報應論》(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總序〉，頁 1。 

5
 同上，〈序言〉，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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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

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

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

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

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相形之下，三大流行宗教都有一套完整的解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有最後的審判，

佛教也有「果報」「花報」之說，今生不報則來生報。佛教亦言天堂地獄，又有六

度輪迴，保證報應不爽。儒家思想呢？沒有天堂地獄，沒有來生，沒有最後的道德

審判，則今生不報，結果怎樣？最多只能歸結於「命」。如此，即證明剛才所說，

儒家報應論，其說教意味，實遠遠超過絕對的宗教意味。 

 

用現世態度解決現世問題，且以現世為終極依歸的，很難說是宗教；沒有死後世界

的，很難說是宗教；沒有永恆生命，或死後的生命不能流轉的，很難說是宗教；沒

有靈魂論的，很難說是宗教；沒有說明生命的絕對目的及意義的，很難說是宗教；

不能絕對肯定正義者必蒙福，奸惡者必遭殃的，很難說是宗教。從以上尺度衡量，

儒家思想與三大流行宗教，判然而別。自孔孟以後，儒家思想落實在人間，無善惡

審判，無天堂地獄，在精神慰藉力量此一點上，與其他宗教分別很大。今天，一般

人需要宗教慰藉，往往相信基督教及佛教，很少會相信「儒教」的。這就是儒教不

是宗教的重要理由。與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等相較，孔孟的宗教色彩最為淡

薄。孔孟只是人，連「先知」也不是。孔孟主張反躬自省，但很少冥想，試圖與超

自然事物溝通。言心言性，言理言命，大部分是宋明理學家發揚光大的，孔孟本身

很少涉及。但即使是宋明理學，也不算作宗教，原因已如上說。雖有天地生成論，

雖「理」無不在，但沒有死後的願景，沒有正義者升天堂、奸惡者下地獄的道理。

因此，儒學其實是一套生命哲學，或一套生命態度，不能成一宗教體系，只是一套

哲學體系。它的宗教力量微乎其微。若儒學是宗教，那麼存在主義也算是宗教，實

證邏輯主義也是宗教，科學至上論也是宗教，無神論也是宗教。這是取宗教的寬義

而言，即取人生在世的生命態度而言。 

 

第二，儒教是不是宗教，與孔孟自己有沒有宗教信仰，二者沒有必然關係。在古代

文明中，徹頭徹尾的唯物論不是沒有，但很難成為顯學。古代文明大多都講「神」，

講超自然物，惟「神」的具體形象及性格，文明與文明之間各不相同。孔孟當然不

是唯物主義者，他或多或少都相信抽象的「天」或「神」的存在，但不能證明鬼神

之為實有，是以罕言。如此，我們勉強說孔孟有一點點宗教信仰，即信奉「天」、

「天命」等等，則可；說他繼承或建構了一個宗教，則不可。孔孟如何繼承或建構

了一個宗教，稱之為「儒教」？《周易》、《尚書》、《詩經》中的「上帝」，都只是

一般意義的神，只有說教意義，斷然沒有創造世界的意義，沒有惟一真理的意義，

沒有解釋生命何去何從的意義。是以《尚書》、《詩經》中的「上帝」，與基督教的

上帝，可稱判如霄壤。《禮記》所載祭祀中的神，例如〈郊特牲〉中的「八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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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農事有關，同樣沒有創造世界的意義，沒有主宰死後生命的意義，更不是全善

全能的化身，不會審判善惡。且從歷史角度論，若儒教是宗教，東漢以後戰亂頻仍，

人心惶惶，就不會有道教與佛教的興起。此證明儒家思想欠缺宗教的慰藉力量，在

魏晉時代已是彰彰明甚。 

 

儒家思想與宗教不同，為善去惡未必得賞，為惡去善不必受罰。是以捨生取義、殺

身成仁，不必然有福報。此屬現世之自然。孔子孟子是人，不是神。儒家思想所取

的道德價值，都只能從人當下的良心出發，躬行實踐而得證，故認定人的善性，實

出於「天」。 

 

或問：為何必以三大流行宗教為標準？答曰：因為三大流行宗教，有完整的教義，

即有世界起源論、有死後世界、有永恆生命(或流轉的生命)、有靈魂、有生命的目

的、有善惡審判等等，已如上說。若必肯定「儒教」，則「儒教」必須有以上教義，

方能與三大流行宗教分庭抗禮。不以三大流行宗教為標準，則原始宗教固然是宗教，

許多民間信仰也是宗教，哲學也是宗教。若此，則「儒教」固然成立，「關公教」、

「黃大仙教」、「媽祖教」、「觀音教」、「城隍教」亦未嘗不可成立；「蘇格拉底教」、

「柏拉圖教」、「亞里士多德教」、「笛卡兒教」、「康德教」、「黑格爾教」、「存在 (主

義)教」、「邏輯實證教」、「科學教」等等，亦未嘗不可成立。 

 

說儒學是宗教的學者，或強調儒家思想重視祭祀，或拉雜讖緯之說，或神化孔子。

重視祭祀，一方面是「慎終追遠」，一方面是「神道設教」，都與三大宗教「崇拜」

的本質有巨大差異。祭祀祖先，不是認為列祖列宗必能庇佑後人。「祭如在，祭神

如神在」(《論語．八佾》)，儒家思想有所謂「神道設教」。《易經．觀．彖辭》說：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神道設教」，就是用鬼神的道理，以教化人民。

因古代人民教育水平較低，故借用鬼神之說，令人民敬畏，以收阻嚇之效。《荀子．

天論》說：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

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

以為神則凶也。 
 

荀子以為，祈雨不祈雨也是會下雨的，祈雨不祈雨也是不會下雨的。問題不在祈雨

上。但必要祈雨，是要令人民信服，以為「人在做，天在看」。 

 

錢鍾書舉西方奧古士德大帝說：「有神則資利用，故既欲利用，則可假設其為有」

(Expedit esse deos; et, ut expedit, esse putemus)。6
 這句話出於羅馬著名詩人奧維德 

(Publius Ovidius Naso, 43BC-17/18AD)的《愛的藝術》(Ars Amatoria)。7
 有學者認為

這是「非常理性的信仰自白」(Ein so rationalistisch gehaltenes Glaubensbekenntnis)。

                                                      
6
 同上，頁 19。 

7
 Publius Ovidius Naso, P. Ovidii Nasonis qvae svpersvnt (Lipsiae: Ex Officina Car. Tavchnitii, 1820), 

Tomus 1, p. 212. 



6 

 

8
 奧維德的詩續說：在睡覺時沒有安逸的寧靜包圍，那就無罪的生活吧！(按即相信

神吧！) 神就會降臨 (Nec secura quies illos similisque sopori detinet: innocue vivite, 

numen adest)。9
 又說，「虔誠篤信能保守結盟。欺詐遠離，令你們的雙手免得沾到

半點血腥吧」(pietas sua foedera servet: Fraus absit; vacuas caedis habete manus)。10
 這

就是相信宗教的好處。德國古典學教授斯托爾 (Wilfried Stroh) 指出，羅馬文學史大

家尚茨(Martin von Schanz, 1842-1914) 曾說，奧維德不是有深度氣質的人(Ovid war 

kein tief angelegter Mensch)；11
 霍修斯更完全否定詩人奧維德的宗教觀(Carl Hosius 

hat dem Dichter dann gleich die religiöse Anschauung ganz abgesprochen)。12
 斯托爾又

指出，據拉特(Kurt Latt)的研究，就羅馬人而論，奧維德以「實用」角度解釋信神

的 好 處 ， 並 不 出 奇(Es ist für die Römer durchaus nicht ungewöhnlich, den 

Götterglauben mit seinem Nutzen zu begründen)。13
 這似乎是當時羅馬知識分子的共

同觀念。羅馬作家瓦羅(Marcus Terentius Varro, 116BC-27BC)及羅馬科學家大普林

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也是如此。14
 以「實用」角度解釋信神的好處，

其實也是當代人的觀念。用當代術語說，相信宗教基本上是「沒有損失的」

(nothing to lose)。若宗教果為真實，則可得永生；若宗教不為真實，則信徒不過與

其他人一般，塵歸塵，土歸土而已，沒有分別。這一點，古羅馬人似乎早就想到了。

中世紀神學大師湯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說：「因此很明顯，有

信仰是非常有利的」(Sic ergo patet quod multum utile est habere fidem) (Symb. Ap. 1)。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調和：「適應政策」與「知識傳教」 
 

一般而論，在華耶穌會士的傳教策略，可分為「適應政策」及「上層傳教」兩大系

統。因中土特殊情形，「上層傳教」亦發展出「知識傳教」，由此「西學東漸」，正

式揭開序幕。表面上之適應，包括穿儒服、立漢名、遵循中國禮儀等習俗問題，此

日本與中國皆同。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囑羅明堅(Michelle 

Ruggieri, 1543-1607)習中文一事，早成常識。今檢范禮安《東印度耶穌會之起源及

其發展史(1542 至 1564 年)》(Historia del principio y progress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s Indias Orientales (1542-1564))云： 

 

中國方言眾多，而此語幾為全世界及一般通行之語，乃中國官員及宮廷所用，相當

於我等之拉丁語。正因此語言乃官方所用，即具權力者及執政者所用。正如我等所

言，若能通曉此語，不管流利與否，即能與中國官員磋商問題。15
   

                                                      
8
 Wilfried Stroh, Apocrypha: entlegen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Jürgen Leonhardt und Georg Ot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0), S. 180. 
9
 Ovidius, P. Ovidii Nasonis qvae svpersvnt (Lipsiae: Ex Officina Car. Tavchnitii, 1820), Tomus 1, p. 212. 

10
 Ibid. 

11
 Stroh, Apocrypha: entlegene Schriften, S. 180. 

12
 Ibid, S. 180. 

13
 Ibid, S. 181. 

14
 Ibid. 

15
 “Tienen también los chinas otro lenguaje, que es casi universal y común, y este es el propio lenguaje de 

los mandarins y de la corte, y es entre ellos como entre nosotros el latín; y como aquella lengua sea propria 

de los mandarins, en los quales está todo el poder y mando, como diximos, todos procuran de aprender a 

hablar o bien o mal esta lengua, poderse negociar con los mandarins.” See Alessandro Valignano, Jos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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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能操流利漢語，獲當時知識分子歡迎，故語言適應

上能作范禮安於日本之所不能作，即范禮安不能以日文或漢文屬文，更不可能以之

撰寫教理著作。利瑪竇撰《天主實義》、《交友論》、《二十五言》、《西國記法》、《西

琴曲意》、《畸人十篇》等等漢文論著，洋洋灑灑。《天主實義》，實有融合天主教教

義及儒家思想之用心(Confucian-Christian Synthesis)
 16，排斥佛教及宋明理學，可稱

利子學術上的重要發明。 

 

就「知識傳教」方面，耶穌會士大抵引進西方文藝復興時代之學術，尤以天文及地

理學為最著。利子撰《乾坤體義》，其後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

1666)有《崇禎曆書》及《西洋新法曆書》之編修。當代耶穌會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Maître, 1889-1975)將《崇禎曆書》及《西洋新法曆書》譯稱《天文學百科》

(L’encyplopédie astronomique)，雖似不倫，卻意於指出，此實為集體著作，當歸功

於每位合作者。 17
 《崇禎曆書》中，屢引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ca. 90-168) 

(《曆書》音譯作「古多祿某」)、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曆書》

作「歌白泥」)、第谷(Tycho Brahe, 1546-1601) (《曆書》作「弟谷」)、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曆書》作「加利勒阿」)等西方天文學家之論說。18
 又

利瑪竇撰《坤輿萬國全圖》，向中國知識界介紹世界地理。此圖 1584 年作於肇慶。

1578 年，利子於南京略作修改。此圖數易其名，初稱《山海輿地全圖》，後改稱

《世界圖志》、《世界圖記》、《輿地全圖》、《兩儀玄覽圖》等。1601 年，利子入貢

北京，其呈交之一幅地圖，題作《萬國圖志》。翌年(1602)，李之藻於北京複印此

圖，名《坤輿萬國全圖》，此複刻本即 1936 年禹貢學會所影印者。19
 有謂此地圖本

於著名比利時地圖學家奧提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之作，然此說頗有

爭議。利子獻圖後二十多年，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據龐迪我

(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舊稿撰《職方外紀》，亦為介紹世界地理之大著，影響

甚鉅。此作與利子者不同，並非以單一地圖表述，乃採「地圖冊」形式，就體例或

功用而言，可稱進步。 

 

《四庫提要》對天主教教理著作固然口誅筆伐，對《職方外紀》亦列入〈外紀〉類

以示貶抑，又視科學著作為奇技淫巧等。惟修《崇禎曆書》一事，無法吹毛求疵。

《四庫提要》卷一百六〈子部十六．天文算法類〉卷首云︰ 

 

三代上之制作，類非後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則愈闡愈精。容成造術，顓頊立制，

                                                                                                                                                              
Wicki (herausgegeben und erläutert von), Historia del principio y progress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s Indias Orientales (1542-1564)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1944), pp. 254-255. 
16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71-72, 105.                  
17

 “… par une simplicité un peu arbitraire, nous l’appelons “L’Encyplopédie astronomique du P. Schall”, 

tout en essayant de préciser ce qui revient à chaque collaborateur dans l’oeuvre commune.” Ibid, p. 38. 
18

 《西洋新法曆書》，《故宮珍本叢刊》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1 冊，頁 261。 
19

 (法) 費賴之(Louis Pfister)撰，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上冊，頁 44-45。朱維錚主編，鄧志峰、張完芳、劉文楠、姜鵬編校：《利瑪竇中文著譯集》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15-216。   



8 

 

而測星紀閏，多述帝堯。在古初已修改漸密矣，洛下閎以後，利瑪竇以前，變化不

一。泰西晚出，頗異前規，門戶搆爭，亦如講學。然分曹測驗，具有實徵，終不能

指北為南，移昏作曉，故攻新法者至國初而漸解焉。 
20

  

「適應政策」或「適應方法」(Akkommodationsmethode)之概念及其系統，多為後

世研究者所建構。遠東耶穌會之適應策略，乃范禮安所首倡，其後為利瑪竇及龐迪

我等躬行。范禮安施之於日本在先，利瑪竇行之於中國在後。 

 

今德意志人比特利(Johannes Bettray, 1919-1980)撰《利瑪竇神甫於中國所採之適應

方法》(Die Akkommodationsmethode des P. Matteo Ricci S. I. in China)一書，概括利

子適應政策，於「社會法制上之適應」一類別中，兼及「向統治階層傳教」之策略。

筆者以為，此於分辨上稍欠斟酌。向統治階層傳教及貿易傳教等策略，於沙勿略時

代已見端倪。適應政策乃耶穌會士遠東傳教策略之一，亦可稱「遠東耶穌會政治」

問題，卻不可認為所有策略或計劃，皆可納入適應政策範圍之內。 

   

從耶穌會傳教事業以拓展海外為目標伊始，接觸不同地域文化是必然之事，此毫無

疑問。海外傳教士所面對之第一個問題，不是侃侃而談文化差異，而是身處異地所

面臨之即時危險。耶穌會士於任何一地傳教，無論拉丁美洲、中東、印度、日本、

中國，皆面對相同問題。在傳教士與羅馬總會長互通之信函中，除個人及教會問題

外，傳教士論異地之危險，總會長向傳教士表示慰問及讚頌等等，亦為書信之重要

內容。當然，危險與文化差異不可分割，但我們不可倒果為因，以為傳教士首先要

處理文化差異問題。正正因為要化險為夷，傳教士必須理解文化之不同，並構思對

策。待確定身處地方安全之後，才慢慢反思文化如何不同，甚至論述文化價值高低

背後之原因，並寫成報告，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之珍貴文獻。 

 

若論海外傳教士之安全問題，則當以中東地區最為危險。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包括

新舊教)之衝突最為激烈，耶穌會士在中東要令伊斯蘭教信徒改宗天主教，幾乎不

可能。由於中東地區太危險，耶穌會總會長阿夸維瓦並不主張耶穌會士在當地傳教，

而是在當地協助其他基督信徒。另一方面，耶穌會士在當地工作，雖不可能主張適

應當地之文化習慣，但身為天主公教教徒，卻極力主張學習阿拉伯文。1581 年 9

月 30 日，阿夸維瓦撰信予身在的黎波里之簡．布魯諾(Le P. Claude Aquaviva 

[Rome] au P. Jean Bruno [Tripoli], 30 septembre 1581)說：「我希望尊貴神父能學習阿

拉伯語，並希望應用於工作上，因必須好好保守得來不易之成果。相信此付出之辛

勞，能在眾多事情上大有用處，且常常能滿足其他需要」 (Mi è caro che V. R. 

attenda alla lingua Arabica, et desidero che vi s’applichi da dovero, perche dovendosi per 

bene stabilire il frutto che costì si è fatto, non dubito che questa fatica sarà in varii casi 

utile; oltre che portrà sempre servire ad altri bisogni)。21
 事實上，依納爵(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亦主張學習本地語言，但如上所引，當時竟然有耶穌會士積極學

習阿拉伯語。準此，則范禮安在遠東主張學習日文，在中國指示羅明堅學習中文，

實在毫不奇怪。范氏對遠東實抱有憧憬，對日本及中國等「太陽之地」之文化抱有

                                                      
20

 紀昀、永瑢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3 冊，頁 278。 
21

 See ibid, p.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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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尊重。在印度，耶穌會士亦習當地語言。耶穌會士諾比利(Robert Nobili, 

1577-1656)在馬都拉(Madura)傳教，認為不甚懂他米語，是較早前在漁業海岸傳教

失敗之致命原因(Die ungenaue Kenntnis des Tamil hatte sich früher für die Mission an 

der Fischerküste verhängnisvoll ausgewirkt)。22
 又 1608 年，諾比利努力學習印度語

言，尤其是梵文。在諾比利之前，其他印度傳教士早已認為，學習本地語言，是與

不同文化及宗教之人相識相知之必要前提(Schön für andere Indienmissionare vor 

Nobili war die Erlernung einheimischer Sprachen eine der wichtigsten Vorraussetzungen, 

um sich mit Menschen einer fremden Kultur und Religion zu beschäftigen)。23
 

       

小結：范禮安與利瑪竇所採適應政策之比較 

 

范氏之適應政策，其意本止適用於日本，而未及於中國。其所制定之所謂準則，並

非放諸四海而皆準之普遍原則，實為適用於日本問題特定之權宜計劃。是以利瑪竇

於中國傳教之所謂適應，僅從理念上繼承范禮安，而絕非具體政策上亦步亦趨。范

禮安以其久居日本之經驗，制定傳教士適應政策原則，故原則中未嘗因應中國事勢

作技術修正。是以利子必須自行修正，以對應或配合中國傳教之特定內容。此自行

修正之顯例，除選譯《聖經》部分內容外，於教理著作中滲入儒家思想或中國古典

中常用之字詞，並選譯西方中世紀經院哲學著作等，而不復襲用范禮安時代流播之

一般教理書。一般教理書，只傳播耶教最基本之教義而已，並未及於耶儒哲學比較

論述此一學術層次。復次，范禮安雖言文化適應，但其所謂適應，僅止於尊重本地

習俗及強化本地教士培訓等等，屬淺層之文化交流，而利子之文化適應，則為從學

術角度研究中西文化之大傳統，屬深層之文化交流。利子之調和耶儒，著意於融合

中西文化傳統之基本精神，認為耶教教理與儒家思想(此指孔孟之古儒，而非宋明

理學家之今儒)之終極歸趨並無二致。此一點，說明何以論禮儀之爭，一般不溯源

於范禮安。范禮安言適應，從未主張日歐學術文化之傳統相同，亦從未主張日歐學

術文化之傳統不同，例如不言耶教教理與神道教教義相合，亦不就耶教教理與神道

教教義作嚴肅之學術比較。可以斷定，范禮安提出所謂適應，絕無想像入華傳教士

於宗教教理上可以作出任何妥協。準此，則知利瑪竇伊始之宗教哲學調和，或祭祖、

譯名問題上所掀起之論爭，乃范禮安構思適應策略時所未料及。宗教哲理之調和，

即范氏復起，亦未必首肯。此可稱范禮安與利瑪竇適應政策之最大分野。西方原耶

穌會性格之所強調紀律、絕對服從、教皇權威之神聖不可侵犯等等概念或特質，於

遠東傳教集團中漸趨模糊，此於利子以降為尤然。利子以降，在華耶穌會士絕少提

倡《神操》(Exercitia Spiritualia)。 

 

何以耶穌會士在中國能從學術上採耶儒融合、補儒易佛之策略，而於日本卻不能融

合日歐文化？答曰：於政治上，權力地位之分佈，中國與日本不同。日本戰國時代，

以織田信長(Oda Nobunaga, 1534-1582)及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 1536-1598)

最具勢力。耶穌會士如沙勿略及范禮安等，皆獲奉教大名之庇蔭，傳教活動方得以

                                                      
22

 Peter R. Bachmann, Roberto Nobili (1577-1656): Ein missionsgeschichtlicher Beitrag zum christlichen 

Dialog mit Hinduismus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72), S. 48. 
23

 Ibid, S.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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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步發展；於中國，則必須取悅皇帝，故利子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入貢北京，雖

未獲隆重禮遇，亦可算是耶穌會士在華傳教史上之關鍵時刻。其後湯若望得以歷任

帝師，在華耶穌會士傳教活動如日中天。與日本不同者，除統治核心外，中國居上

層者尚包括士大夫及文人雅士。中土士大夫社會地位甚為崇高，因「學而優則仕」

之固有傳統，士大夫於政治上任居要職，於經濟、社會、民生及文化種種問題上，

皆具相當之影響力，實居全國舉足輕重之領導地位。平民百姓於學問道德上，亦惟

彼等馬首是瞻。因此，耶穌會士亦必須與中國知識分子廣建交誼，其原因與入京謁

見皇帝相同。但一般交誼並不足夠，必須在學術上與士大夫同聲同氣，方能獲得後

者之真正認同，故主張耶儒融合為適應之具體方法。日本則無此背景因素。日本權

力集中於戰國大名，知識分子的政治影響力甚微，與中國不能相提並論。 

 

中國歷史記載與《聖經》年代學的問題 
 

十六世紀或以前以拉丁文為學術語言之西歐，無論統治階層或知識分子，皆基本以

《通俗拉丁文聖經》(Biblia Sacra Vulgata)所言為依據，認為世界創始於公元前

4004 年，大洪水發生在公元前 2348 年，即今所謂「厄舍爾年代學」 (Ussher 

chronology；計算者為厄舍爾[James Ussher, 1581-1656])︰ 

 

教會有識之士經長時間努力，從尤西比烏斯到大主教厄舍爾 … 絕大部分最優秀研

究《聖經》學說之學人，皆得出結論，謂創造世界之日期，以整數計，大概在公元

前四千年。於十七世紀，劍橋大學校長、當時最權威之希伯來學學者賴夫特博士

(Dr. John Lightfoot)經深入及徹底對聖經經文之研究，於其大著中證實天地、圓心

圓周、雨雲，皆於同一時間一起創造，而此工作與人類，皆為三位一體所創造，時

為公元前 4004 年 10 月 23 日早上九時。24
 

              

然耶穌會士來華，得悉中國歷史，發現極其乖謬之現象：即中國歷史源遠流長，而

上古時代伏羲氏，竟生於大洪水以前。易言之，中國歷史與《聖經》所載，在世界

創始年代上，出現嚴重矛盾。而此矛盾直接攻擊西方信仰, 即懷疑《聖經》所載之

史實是否真確。耶穌會士衞匡國撰《中國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將中國歷史紀年之情況，翻成拉丁文，於西方流傳，震撼西方宗教界及學術界。25
 

                                                      
24

 “The long series of efforts by the greatest minds in the Church, from Eusebius to Archbishop Usher…the 

general conclusion arrived at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most competent students of the biblical 

accounts was that the date of creation was, in round numbers, four thousand years before our era; 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his great work, Dr. John Lightfoot,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Hebrew scholars of his time, declared, as the result of his most profound and 

exhaustive study of the Scriptures, that “heaven and earth; centre and circumference, were created all 

together, in the same instant, and clouds full of water”, and that “this work took place and man was created 

by the Trinity on October 23 4004 BC at ni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rew Dickson White (1832-

1918), 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7), 

vol. 1, Chapter 1 “From Creation to Evolution,” p. 9. 
25

 有論者認為「始作俑者」並非衞匡國，乃從未踏足中國之西班牙人門多薩 (Der erste, der auf das 

Problem der Chinesischen Chronologie stiess, war nicht, wie bisweilen behauptet, der Chinamissionar 

Martino Martini S.J. mit seiner Sinicae Historicae decas prima (Monachii, 1658), sondern schon der 

spanische Augustiner Juan Gonçales de Mendoza (der selbst nie in China gewesen war) in seinem W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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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問題，吳莉葦《當諾亞方舟遭遇伏羲神農》有詳細分析。 

    

湯若望如何看待此問題？關於人類被創造之時間，《通俗拉丁文本》認為約前 4000

年上帝創造人類，而希臘文《七十子譯本》(Septuagint)則謂上帝創造亞當於前

5199 年。魏特(Alfons Väth, 1874-1937)《湯若望傳》謂： 

 

湯氏認為中國之年代計算可靠，及從堯六十甲子周期迄今未有中斷過之世系，古代

中國人觀測之準確。26
 

 

今德國學者可蘭尼(Claudia von Collani)指出︰ 

 

神學家試從《舊約》計算出世界年齡，然未有準確數據，故算出結果不一。據《通

俗拉丁文本》，可算出世界創始於約公元前 4000-4400 年，而洪水應於此後公元前

1656 年發生。然湯若望已然注意，若以《通俗拉丁文本》所言之年代為出發點，

中國之紀年，尤其包括無疑發生於大洪水之前關於天文現象之紀錄，則伏羲王約於

公元前 2957 年登位，中國年代出現無間斷之六十甲子循環，與模糊之《舊約》描

述相比，顯然遠為可信。為了將《聖經》與中國年代學歸於一致，避免矛盾，在華

傳教士自 1637 年起寧用 1583 年羅馬頒佈《羅馬殉教者名冊》之所記。此《殉教者

名冊》遵從《七十子譯本》的年代學，即公元前 5199 年創世，以代替《通俗拉丁

文本》。27
 

 

1634 年 9 月，湯氏提交一篇文章予中國副省會長傅汎際(Francisco Furtado, 1589-

1653)及羅馬耶穌總會，關於中國時間計算法問題。湯氏指出，中國時間計算乃以

大洪水之後一段長時間為前提。又湯氏所言大洪水後一段長時期，即根據《七十子

                                                                                                                                                              
Historia de las cosas…de gran reyno de la China…[1585]). See Claudia von Collani, “Weltbild und 

Weltchronologie,” in Roman Malek (ed.), 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1592-1666) (jointly published by China-Zentrum and th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8), vol. 1, S. 84. 
26

 “Schall beweist die Zuverlässigkeit der Chinesischen Zeitrechnung aus der ununterbrochenen 

Reihenfolge der Sechziger-Zyklen von Yao [按即堯] bis auf die neueste Zeit und aus der Richtigkeit der 

ältesten chinesischen Beobactungen.” Alfons Väth (1874-1937), Louis van Lee (unter Mitwirkung von),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1), S. 110. 
27

 “Aus dem Alten Testament versuchten die Theologen das Alter der Welt zu errechnen, da dort aber keine 

genauen Zahlen angegeben sind, divergierten diese Berechungen. Basierten sie auf der Vulgata, so 

berechnete man, dass die Welt ca. 4000-4400 Jahre v. Chr. Erschaffen worden sei, während die Sintflut 

1656 Jahre danach stattgefunden haben müsse. Doch schon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bemerkte, dass, 

wenn man von der Chronologie der Vulgata ausging, die chinesischen Annalen Daten und vor allem 

Berichte über astronomische Ereignisse enthielten, die zweifellos vor der Sintflut stattgefunden haben 

mussten, so etwa die Thronbesteigung Kaiser Fuxis im Jahre 2952 v. Chr. Weiter erschienen die 

chinesischen Annalen durch eine ununterbrochene Reihenfolge von 60er-Zyklen, verglichen mit den recht 

vagen Darstellungen des alten Testamentes, als sehr zuverlässig. Um nun die bibische und die chinesischen 

Chronologie in Ü bereinstimmung zu bringen und Widersprüche zu vermeiden, durften die Missionar in 

China schon seit 1637 statt der auf der Vulgata beruhenden christlichen Chronologie diejenige des 

Martyrologium Romanum [Rom 1583] benuzten, das, der Chronologie der Septuginta folgend, die 

Erschaffung der Welt 5199 v. Chr. Ansetze.” See Claudia von Collani, “Weltbild und Weltchronologie,” 

SS. 38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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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所得。最後，羅馬方面同意湯氏之推算，湯氏之推算即成定論，嗣後不復變

更。雖湯氏未致於批評聖教，卻因信奉中國年代問題，不取《通俗拉丁文聖經》，

於天主公教徒而言，亦可稱豪傑之士。 

基於同一原因，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所主持編譯《中國哲

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年於巴黎出版，獻給法國國王路

易十四[Louis XIV, r. 1643-1715]，包括《大學》、《中庸》、《論語》的拉丁文翻譯，

但無《孟子》)後附之《中華帝國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在創世與亞伯拉罕出生之間加上一千四百年，以證明《七十子譯本》與中國年代學

並無矛盾。 

 

「補儒易佛」原則與明末耶佛之辯難 
 

「闢邪」、「闢妄」、「崇正」等詞，因佛教傳播於中土而流行。然所謂「正邪」，誰

正誰邪，止取決於言者之立場，似無專指。舉例而言，下引儒佛之徒，以闢邪為號，

對天主教徒口誅筆伐，而另一廂奉教士大夫如姜佑等，則撰《闢邪論》以回擊。

「破邪」一語，乃佛家所先用。「破邪顯正」或「摧邪申正」，顧名思義，乃破除執

迷以顯明正道之謂。此乃三論宗之基本教義，見於隋代吉藏(549-623)《三論玄義》。
28

 三論宗以為，《中論》、《十二門論》及《提婆百論》並非於破邪外另立正理，乃

「破邪即顯正」。八不既破八迷之邪，又顯中道之理。 

 

佛家言自為正宗，他者皆為外道，由來甚久，非明清間耶教攻訐佛教時始。明清間

耶教及佛教，互稱對方為邪道，而未敢攻訐儒家，是其所同。然耶教以闢邪之語以

攻佛教，殆可謂師佛之長技以制佛者也。 

 

明季有《破邪集》兩種，皆攻天主教：即徐昌治崇禎十二年(1639)所輯《聖朝破邪

集》及四大高僧之一蕅益智旭(1599-1655)崇禎十六年(1643)輯《破邪集》。徐昌治

輯《明朝破邪集》(本稱《聖朝破邪集》) 八卷，崇禎十二年(1639)初刻於浙江，名

士顏壯其、蔣德璟、周之夔(1586-？)作序。《四庫未收書輯刊》本乃影印日本安政

二年(1855)源齊昭翻刻本，今有夏瑰琦(1938- )點校本。《破邪集》本為福州漳州自

稱「白衣弟子」黃貞蒐集而成。崇禎八年(1635)，黃貞撰《不忍不言》，不滿中土

士大夫及僧侶「破邪」不力。  

                                                      
28

 吉藏(549-623) 撰，韓廷傑校釋：《三論玄義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3。《岩波

仏教辞典》云：「打破擊退錯誤之見解及執著，以表出新道理。亦稱『破邪申正』、 『除邪顯

正』、 『摧邪顯正』，簡稱『破顯』、 『破申』。申者，申明之意。此思想見於種種經論著作。

中國三論學派吉藏於《三論玄義》中將三論要旨分成破邪及顯正兩類，然其歸結在破邪即顯正」 

(誤った見解、執着を打ち破りしりぞけて、新しい道理をあらわすこと、〈破邪申正〉〈除邪顕

正〉〈摧邪顕正〉ともいい、〈破顕〉〈破申〉と略称する。〈申〉は申明（のべあかす）の意。

種々の経論にこの思想がみられる。中国三論学派の吉蔵は《三論玄義》において三論の要旨を破

邪と顕正のふたつに分類して説くが、その帰結は破邪即顕正である)。參日人中村元(Nakamura 

Hajime, 1912-1999)、福永光司(Fukunaga Mitsuji, 1918- )、田村芳朗(Tamura Yoshirō, 1921- )、今野

達 (Konno Tōru, 1927- )編：《岩波仏教辞典》(東京：岩波書店，1989 年)，頁 658。中村元：《佛

教語大辭典》(東京：東京書籍，1975 年)，下卷，頁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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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所見天主教典籍凡四：葡人羅如望(Jean de Rocha, 1566-1623)《天主聖像略說》

一卷，刻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蘇如望(Jean Soerico, 1566-1607)《天主聖教約言》，

萬曆二十九年(1601)韶州初版，1611 年龍華民重刻於南昌、湖州兩地；艾儒略《三

山論學記》一卷，天啟五年(1625)初刻於杭州；《西來意》，聖嚴推定此為艾儒略所

撰。29
 

 

明清間士大夫視釋氏及耶教為「外道」。雖同為外道，實有主次遠近之分。今人論

中國文化，顧三千多年史事作高度概括，謂中華民族大概對外教多表優容，此論大

抵不錯，惟於明清之際此特定的歷史語境，當時士大夫對耶教及釋氏之印象，實大

有不同。佛教之傳入中國，大抵在東漢年間(25-220)，佛教中國化之教義，早已深

入民心。唐武宗滅佛、韓愈(768-824)撰《論佛骨表》以降，加之宋明理學之調和儒

佛思想，大規模滅佛及迫害佛教徒之事，漸次鮮少。闢佛之舉，三武滅佛後漸息。

明清之際，佛儒一家之思想，已多為中國士大夫所認受。1600 年，僧心泰所編

《佛法金湯篇》由釋如惺重刊；1602 年，屠龍撰《佛法金湯錄》二卷問世。二書

旨趣皆為調和儒佛。且高僧多不廢儒書，智旭撰《周易禪解》，足見其對《周易》

用力之深。  

 

自利瑪竇始，耶穌會士確立補儒易佛之佈教原則，此亦可稱傳教策略之一，為嗣後

在華耶穌會士所景從，莫敢改易。張鎧《龐迪我與中國》強調龐迪我於適應政策上

之「新努力」，此努力即在模糊儒家思想與耶教教義之分野。30
 易言之，龐氏繼承

利子「補儒易佛」之大原則，惟具體之技術細節，可容小變。 

 

明末嘗撰文攻天主教者，包括蓮池袾宏(1535-1615)、紫柏真可、憨山德清(1546-

1623)、密雲圓悟(1566-1642)、蕅益智旭、費隱通容、虞淳熙(？-1621)、唯一普潤(？

-1647)。蓮池袾宏撰《竹窗隨筆》、《二筆》、《三筆》，密雲圓悟撰《辨天初說》、

《二說》、《三說》，費隱通容撰《原道闢邪說》，虞淳熙撰《天主實義殺生辨》、《破

利夷僭天罔世》，唯一普潤撰《誅左集》。 

 

蓮池袾宏《竹窗隨筆》云： 

 

一老宿言：「有異域人，為天主之教者，子何不辯？」予以為，「教人敬天，善事也，

奚辯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風易俗，而兼之毀佛謗法，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

也。」因出其書示予，乃辯其一二。 
31

 

 

虞淳熙謂利子《畸人十篇》「了不異佛意」，謂「先生降神西域，渺小釋迦」，「似未

繙其書，未了其義」。勸其一閱釋延壽(904-975)《宗鏡錄》、玄奘 (596-664)《西域

記》等書，「無以西人攻西人」。《辯學遺牘》載〈虞德園銓部與利西泰先生書〉云： 

                                                      
29《明末中國佛教の研究》，頁 48-49。 
30

 張鎧 (1938- )：《龐迪我與中國：耶穌會「適應」策略研究》(Diego de Pantoja and China: a study 

on the Society of Jesus’ policy of adaption)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頁 276-317。 
31《明末中國佛教の研究》，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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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徧閱今上所頒《佛藏》，角其同異，摘其瑕釁，更出一書，懸之國門，俾左袒瞿

曇者恣所彈射，萬一鵠無飲羽，人徒空箙，斯非千古一快事哉？見不出此，僅出謏

聞，資彼匿笑，一何為計之疎也。藉令孜孜汲汲，日溫時習，無暇盡閱其書，請先

閱《宗鏡錄》、《戒發隱》及《西域記》、《神僧傳》、《法苑珠林》諸書，探微稽實，

亦足開聲罪之端 … 
32

 

  

利子《辨學遺牘．利先生覆虞銓部書》反駁說： 

 

夫上帝，一而已。謂有諸天，不誣乎？渺小人群，欲加天帝之上，不抗乎？此為瑕

釁，孰大於是？亦可必徧繙五千餘卷而後知也？佛氏之書，人自為說，聞《大藏》

中，最多異同，則聆門下蓋世天才，而留心貝葉，若其書中，果有尊崇 上帝，虔

修企合，以此為教，敢不鞭弭相從。若其未然，則竇之執心不易，既蒙台亮矣。 
33

 

  

耶教批評釋氏，要在三點：第一，以「佛」比作「神」，以道其虛妄。易言之，是

耶教士以「佛」作另一偶像(idol)。衞匡國《中國文法》(La grammatica Sinica) 釋

「佛」字為「偶像之名」(Nomen idoli; nome di idolo)，即《舊約》摩西十誡第一條

之所嚴禁者。34
 第二，指佛教不重孝道，棄父母出家，可謂「無父無君」。天主教

教士謂佛家主張不孝，迴護佛教者卻又反指耶教主張不孝。「夫天堂地獄之說，釋

道二氏皆有之，然以之勸人孝弟，而示懲夫不孝不弟造惡業者。故亦有助於儒術爾。

今彼直勸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35
 第三，批判佛教教義無由證驗之說，

例如輪迴。謂六度輪迴可笑無稽，父可為子，子可為父，亦無父無君之一例。且人

可成禽獸，禽獸亦可成人，乃無辨「覺魂」及「靈魂」，不辨人禽之分野。 

 

佛教與耶教共通之一點，即既為宗教，皆言無由經驗世界所能證明之事。上引輪迴

之說，乃耶教所無，故耶教教徒力攻之而不少惜。然天堂地獄、死後靈魂之不滅、

立教本勸人為善戒惡等，二教大旨並無二致，僅於細節中各有不同詮釋。此與儒家

思想論現世而不言神怪者大相徑庭。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禮儀之爭 
 

禮儀之爭(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顧名思義，是由禮儀所引發之論爭。爭論之

焦點，在中國禮儀是否與天主教教義相牴觸，例如祭祖。此外，拉丁文 Deus 的譯

法，亦為重要議題。禮儀之爭，可稱利瑪竇「適應政策」之結果。 

 

                                                      
32

 李之藻(1565-1630)編︰《天學初函》，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本第 23 種 (台北︰學生書局，

1965 年)，第 2 冊，頁 638-639。 
33《天學初函》第 2 冊，頁 644-645。 
34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 (a cura di), Franco Demarchi (edizione 

diretta da), Martino Martini S.J.: opera omnia (Trento: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rento, 1998), voulme II, 

p. 388. 
35《明朝破邪集》，頁 3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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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認為，中國人所謂的「天」和「上帝」，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神 Deus 沒有

分別。祭祀祖先為緬懷先人，慎終追遠，並不涉及崇拜或迷信。「迷信」的拉丁文

是 superstitio，奧古斯丁已用，指異教信仰。「迷信」的德文是 Aberglaube。Glaube

是「信仰」，而 Aber 則有「次等」，「背後」之意，故 Aberglaube 是顛倒、錯誤的

信仰(Der Aberglaube ist also eigentlich der verkehrte Glaube)，36
 即偏離正統的基督信

仰之謂，是異端 (ketzerisch)，含貶義。奧古斯丁名著《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 

一書中詳論迷信。他辯稱，所有異教信仰都不過是魔鬼的偽裝，所有異教的習俗都

是迷信。37
 奧古斯丁強調，他們嘗試預測我們的行動及行動的結果，那是嚴重的錯

誤(Tamen quod inde conantur vel actiones nostras vel actionum eventa praedicere nimis 

errant)。38
 中世紀神學大師亞奎那則認為，「迷信」是偶像崇拜，是道德和智慧的

墮落。他在《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 中說，「迷信」妨礙「宗教」，令人不

接受上帝，不崇拜上帝(Superstitio autem impedit religionem quantum ad hoc ne 

suscipiatur Deus ad colendum)。39
 並舉《聖經．以賽亞書》第二十八章第二十節 

(Isaiah 28, 20) 為說：「床位窄，有人必跌下來。被子短，不能蓋著兩個人。」
(secundum illud Isai. (XXVIII): Coangustatum est stratum, ita ut alter decidat, scilicet 

Deus verus vel falsus, e corde hominis; et pallium breve utrumque operire non potest)。
40

 即人心只能有一個「真神」，或一個「假神」，不可能兩者兼得之意。 

 

1610 年，利瑪竇去世，其繼任人龍華民(Niccolò Longobardi, 1565-1655)與利子不同，

對「天」、「上帝」等漢文譯名甚感不滿，主張廢除「天」、「上帝」、「天主」等詞，

當依拉丁文音譯為「陡斯」。有人主張只許用「天主」，不能用「天」或「上帝」。

為統一立場，耶穌會士最終決定將五十多篇反對利瑪竇的作品焚毀。 

 

1628 年 1 月，召開嘉定會議，論譯名問題。與會者包括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郭居靜(Lazzare Cattaneo, 1560-1640)、艾儒略、陽瑪諾(Emmanuel 

Diaz, 1559- 1639)、高一志(本名王豐肅，Alfonso Vagnono, 1568-1640)、畢方濟

(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費奇觀(Gaspard Ferreira, 1571-1649)、李瑪諾

(Emmanual Diaz Sr., 1559-1639)、黎寧石(Pierre Ribeiro, ?-1640)。會議議定「天主」

之譯名，不復取儒書所言「天」或「上帝」。 

 

多明我會會士介入爭論，禮儀問題進一步升級。多明我會長期主持羅馬教廷之宗教

裁判所(英文作 The Holy Office for Judgment)，批判異端不遺餘力。最著名者莫過

多明我會士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ca. 1610-1689)及莫若翰(一譯黎玉

範，Juan Baptista de Morales, ca. 1597-1664)。 41
 1633 年，方濟各會士利安當

                                                      
36

 Christoph Gutknecht, Lauter blühender Unsinn: erstaunliche Wortgeschichten von Aberwitz bis 

Wischiwaschi (München: C. H. Beck, 2001), S. 144. 
37

 Michael David Bailey, Magic and Superstition in Europe: a Concise History from the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p. 53.  
38

 Ibid. 
39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Tomus Quintus (Paris: Ludovicus Vivès, 1858), p. 422.  
40

 Ibid. 
41

 J. S. Cummins,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8-16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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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1669)從馬尼拉抵達福建佈教，知中國之祭

祀儼然如天主教之彌撒。1635 年 9 月，利安當與多明我會士莫若翰撰信予艾儒略，

反對耶穌會士之適應政策或曲線傳教，要求解釋祭祀問題。1643 年，莫若翰返回

歐洲，向羅馬教廷傳信部控告耶穌會士，提出十七問題。1645 年，羅馬教宗英諾

森十世(Innocentius X, r. 1644-1655)通諭禁止中國天主教徒祭祖祀孔，乃羅馬教廷關

於禮儀爭論之首號文件。其後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為耶穌會士辯護，

耶穌會士一方出現轉機。 

 

1649 至 1652 年間，衛匡國撰寫三份報告，就修訂中國曆法問題為湯若望辯解，今

載意大利人白佐良所編《耶穌會士衛匡國全集》第一卷。42
 1651 年秋，衛匡國完

成報告書，呈交予堪第杜斯神父(P. Candidus)。此呈文共分五章，共 17 點，就

1645 年傳信部所據莫若翰上訴之 17 條一一回覆。衛匡國於每章皆就中國禮儀及習

俗問題闡釋周詳，並提出耶穌會士所作之權宜策略。43
 1656 年 3 月 23 日，教宗亞

歷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 r. 1655-1667)准許耶穌會士祭孔，此乃禮儀之爭史上唯

一支持耶穌會士立場之通令。44
 

 

1656 年之敕令使中國耶穌會士如釋重負。1661 年衛匡國身故之時(折返杭州後僅二

年)，中國天主教在華發展如日中天。此敕令實為日後佈教之保障。45
 

     

1667 年，因「曆獄」而被羈押於廣州之傳教士，包括耶穌會、多明我會及方濟各

會會士共 23 人，於廣州召開會議，舌戰四十天(1667 年 12 月 18 日至 1668 年 1 月

26 日)，乃同意亞歷山大原判。閔明我不服，撰《中國歷史、政治、倫理及宗教概

論》(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一書，

1676 年於西班牙馬德里(Madrid)出版，抨擊耶穌會之適應政策。「此書第二卷為攻

擊耶穌會士佈教實踐之鬥爭機器，立刻遭西班牙宗教裁判查禁」 (il cui secondo 

volume, peraltro prontamente sequestrato dall’Inquisizione spagnola, era una macchina 

da guerra contro la prassi dei gesuiti)。46
 康熙三十一年(1692)之容教令云： 

 

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

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

                                                      
42

 Martino Martini, Giuliano Bertuccioli (a cura di), Franco Demarchi (edizione diretta da), Martino 

Martini S.J.: Opera Omnia (Trento: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rento, 1998), volume I, pp. 167-229. 
43

 Severino Vareschi, “Heiliges Offizium gegen Propoganda? Das Decret des Jahres 1656 in der Ritenfrage 

und die Rolle Martino Martinis,” in Martino Martini S.J. (1614-1661) und die Chinamission im 17 

Jahrhundert, SS. 72-73. 
44

 Collectanea S. congregationis de Propoganda Fide, seu decreta, instructiones, rescripta pro apostolicis 

missionibus, I 1622-1866 (Romae, 1907), pp. 36-39; Ludwig von Pastor (1854-1928), Storia dei papi dalla 

fine del Medioevo, XIV/1 (Roma: 1932), pp. 428-431. 
45

 “Das Dekret des Jahres 1656 bedeutete eine grosse Erleichterung für die chiesischen Missionen der 

Jesuiten. Als Martino Martini im Jahr 1661 starb, nur zwei Jahre nach seiner Rückkehr nach Hangzhou, 

standen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in China in der Blüte ihrer Entwicklung, und das Dekret des Hl. 

Offiziums war eine Gewähr für ihre weitere Ausbreitung.” See “Heiliges Offizium gegen Propoganda? Das 

Decret des Jahres 1656 in der Ritenfrage und die Rolle Martino Martinis,” S. 87. 
46

 Severino Vareschi, “Martino Martini S. I. e il decreto del Sant’Ufficio nella questione dei Riti Cinesi 

(1655-56),”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umen LXIII (Iul.-Dec., 1994), p.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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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

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

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47
 

 

1693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顏璫主教(Charles Maigrot, 1652-1730)於其福建代牧區

發佈禁止中國教徒祭祀的禁令，自此爭議迅速擴大，逐漸演變為清朝和羅馬教廷之

間的政治糾紛。羅馬教廷於 1701 年遣鐸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使清。 

 

1704 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 r. 1700-1721)頒布禁令，不容稱「天

主」、「上帝」等詞以意譯拉丁文陡斯(Deus)一字，亦不許祭孔祭祖。1707 年鐸羅於

江寧(今南京)發佈禁令，康熙將鐸羅押往澳門交葡萄牙人看管，鐸羅最終死於澳門

監獄。康熙遣傳教士艾遜爵(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 1662-1720)赴羅馬

教廷，樊守義(1682-1753)隨行。二人抵羅馬後，向教宗傳達康熙之用意，惟教宗將

二人軟禁。 

 

1715 年，克雷芒十一世於 ex Illa Die (from That Day)通諭中重申此立場。康熙六十

年(1721)，教宗特使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 1685-1741)呈通諭於皇帝。康

熙朱批云：  

 

覽此告示，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

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

彼此亂言者，莫過於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48

 

 

嘉樂因而擬定「嘉樂八條」，以為變通之計： 

 

一、教友家中可奉祖宗牌位，但牌位上只得寫先考、先妣姓名，兩旁須加註天主教

孝敬父母之道理。 

二、中國對亡人所行禮節，若非宗教，則准之。 

三、祭孔，若非宗教則准之。孔子牌位若無「靈位」等字，亦可供奉及上香致敬。 

四、准許於亡人之棺木或改正之靈位前叩頭。 

五、喪禮可焚香點燭，但必須聲明非從流俗迷信。 

六、准許於亡人之棺木或改正之靈位前供陳果蔬，但必須聲明此為禮儀，並非流俗

迷信。 

七、准許於節日對改正之靈位叩頭。 

八、准許於改正之靈位前焚香點燭，於墓前供陳果蔬。 
 

但康熙並不接納，頒旨曰：「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 

                                                      
47

 黃伯祿：《政教奉褒》第 116-117 張，今載陳方中主編，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編︰《中

國天主教史籍彙編》 (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552。 
48

 故宮博物院編；陳垣識：《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北平：故宮博物院，1932 年)，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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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樂遂返回歐洲。1735 年，克雷芒十二世(Pope Clement XII, r. 1730-1740)廢除折衷

之「嘉樂八條」。又 1742 年，教宗本篤十四世(Benedictus XIV, r. 1740-1758)頒布 Ex 

quo singulari (from which remarkable)，再次重申 ex Illa Die 通諭之意，禁止在華傳

教士討論禮儀問題。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異論頓息，人心翕然，迄今二

百年，各省傳教神父，勿論何國何會，悉遵教皇諭旨，宣傳天主正教，共遵一途，

共守一道，毫無爭執歧異之端，而聖教之至一至聖，亦愈彰明較著焉。」直至

1939 年，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 r. 1939-1958)頒布 Plane compertum est (It is 

surely found)通諭，確定祭孔祭祖無非示尊敬之意，禮儀之爭遂息。 

 

禮儀之争之性質概論 
 

禮儀之爭乃適應政策之結果，此無庸爭議。然禮儀之爭之爆發，必上溯利瑪竇，卻

未必及於范禮安。今人論禮儀之爭，恆視龍華民等耶穌會士為頑固保守之負面人物。

龍華民撰 《關於中國宗教信仰問題數點》(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1702 年出版於巴黎。但平情而論，龍華民等所代表之思想，方為羅

馬教廷及耶穌會原來性格之反映。遠東耶穌會與羅馬耶穌會之性格，實大有不同。 
 

禮儀之爭並非純粹「禮儀問題」。狹義而言，中國人祭祖，確與西方耶教「禁止崇

拜偶像」之教義不合，遂掀起爭論。明清間天主教文獻亦涉及祭祀問題，作者多徵

引中土學者對傳統禮書之詮釋以堅其說，例如夏瑪第亞《祭禮泡製》引《曲禮》陳

澔(1261-1341)註：「禱以求為意，祠以父為主，祭以飬為事，祀以安為道」，謂「只

聞禱於上下神祗，未聞禱於祖父也。」49
 又夏瑪第亞〈禮儀問答〉中，〈問祭孔子

祭祖宗求福不求福〉一節：「答曰：俱非求福也。凡祭祀者必有祝文，而祭祀之心

可知也 …… 朱文公家禮中，載了許多祝文，並未有求福之說，可知中國人祭祖宗，

斷然不是求福可知矣，故《禮經．祭義篇》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之所

謂福也。」50
 

 

廣義而言，「禮儀之爭」為十六世紀以降中西文化衝撞後所衍生之文化問題。法國

人安田樸(Rene Étiemble, 1909-2002)名著《耶穌會士在中國：禮儀之爭》(Les 

Jésuites en Chine [1552-1773], la querelle des rites)以為，禮儀之爭並非純粹出於宗

教考慮，當時歐洲卑視中國文化，方為最關鍵之因素。然庫民(J. S. Cummins)則支

持多明我會士閔明我之觀點，認為此乃宗教問題，批評耶穌會士之適應政策不合耶

教教規。此外，耶穌會與其他修會之爭，及羅馬教廷 1622 年傳信部及 1653 年巴黎

外方傳教會之成立，令問題愈形複雜。此實為天主教內部之政治問題。 

 

以上因素，實無主次之分，只有出現先後之分。禮儀之爭之觸發點，無疑為宗教理

由。今人固可以為，中國祭祀並非等同偶像崇拜，但當時反耶穌會適應政策者，乃

衷心相信祭祖與耶教教義不合。利安當佈教於菲律賓，聞中土所行祭祖禮儀等同西

                                                      
49

 鐘鳴旦、杜鼎克等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2 年)，

第 10 冊，頁 81。 
50《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0 冊，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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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彌撒，其驚訝實出於真情。且儒書所言上帝，其本質實與耶教所言陡斯迥然不同，

亦非耶穌會士所能輕易辯解。因此，禮儀之爭實有其發展過程，即先以宗教問題啟

開戰幔，及後則牽涉文化優越問題，而各修會本有私心，亦無可置疑。因此，禮儀

之爭之關鍵，在爭論之不斷發展，越演越烈，而非執著於個別因素之孰主孰次，以

籠統覆蓋問題之全部。理解禮儀之爭，必須理解歷史之推演，著重發展中不同階段

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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