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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作為列強侵略〦具之探討

林淑鈴 *

摘 要

中國於近代 ,不 論在 內政上遭遇改革 ,抑 或是在外交上來 自四方對天朝

上國的挑戰 ,都 面臨到極艱難的處境 。其中原本應是單純的傳教 問題 ,卻 牽

涉複雜的政治因素 ,迫使清政府在處理因傳教所引起的外交問題上 ,更加棘

手 ;亦 讓當時國人與基督教之間出現 了難 以修補的裂痕 。我們無法否定基督

教於弛禁之後 ,確有不少不 肖教 民及高傲傳教士 ,挾著西方武力的後盾 ,在

中國引起多次不小的民教衝突 。但若將此視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

工具 ,或 傳教士是侵華先鋒的指控 ,實 過於偏頗 ,更一下抹煞 了多數傳教士

在 中國默默傳教 、艱辛推動許 多革新的熱忱之心 。故本文望以較持平看法重

新審視此段歷史 。

關鍵詞 :基督教 、傳教士 、侵略 、侵華 、民教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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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於唐傳入中國 ,是基督教流傳 中國之始 。於 中國流傳的基

督教 ,包含了天主教各教派及後期的新教 ,為行文方便 ,本文將統

一使用 「基督教 」一詞 。在一個對宗教甚為寬容的中國社會裡 ,基

督教與佛教一樣 ,剛 開始並未受到百姓強烈的排拒 。唯有動搖或威

脅到統治階級時 ,才會招致政府的打壓 。儘管中國的社會環境允許

外來宗教存在 ,但其傳教過程也非一路順利 。綜觀明末清初的傳教

士 ,吾人可以發現與弛教後的情況大相逕庭 。此一變化 ,可從西力

打開中國門戶為轉折點來探討 。

清政府弛教後 ,傳教士有母國在其背後以武力支持 ,一掃長期

禁教下的不滿情緒 ,態度多轉而強硬且 自傲 ,因此大小規模的民教

衝突屢見不鮮 。而晚清時期的傳教士身分又與早期不盡相 同 ,他們

不僅是傳教士 ,有時又是商人 、外交官甚或是軍人 ,1這些都使 中

國人感受到基督教是西方侵略的手段之一 。

任何事物皆為一體兩面 ,有人將西方新知 、醫療 、教育的引進

與推廣視為傳教士的貢獻 ,卻有人將此視為西力的侵入 。從事歷史

研究者 ,其難處即在史料之解讀 ,相同的史料 ,常會有不同的解釋 。

故有人打趣的認為 ,種族 、宗教 、性別等議題是少碰為妙 。因為它

所牽涉的 ,絕不僅是制度層面 ,更有關於人內心深處難以憾動的思

想 、信仰層面 。本文並非要推翻 「傳教士是侵華先鋒 」一說 ,因為

在弛教後 ,的確有許多傳教士有著多重身分 ,不再只有滿腔的宗教

熱忱 。但也不想否定多數傳教士在充滿敵意的中國社會裡 ,仍艱辛

默默行善與傳教 。只是中國當時的民教衝突裡 ,實有許多是因 「誤

解 」而起 。故想藉本文重新加以釐清 ,以期能更客觀地審視此間題 。

二 、學界說法

基督教在華傳教 ,不僅傳福音 ,也介紹許多新知至中國 ,更有

瓦格 ,〈 宣教方法與目標之演變〉,收錄於 《所傳為何?基督教在華宣教的檢討》 (臺

北 :國 史館 ,2UUU),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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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致力於改善中國陋習 ,如纏足 、吸食鴉片 。對引進新式教育 、

西方醫療亦有貢獻 。然而 ,這些看在當時的百姓眼裡 ,感受卻不是

如此 。從頻繁的民教衝突中 ,百姓只看到傳教士的干涉司法 、傲慢

態度及不軌心態 。至於鼓吹設立新式學校 、西醫院等舉動 ,更有學

者將此視為文化侵略的一種 。如瞿秋 白即指出文化侵略最力者是美

國 ,因其放棄庚子賠款 ,使得親美派留學生 日多 ,也普設教會學校 、

創辦慈善事業 ,比軍事侵略狠毒 的多 。
2陳

獨秀在其 〈基督教與 中

國人 〉一文列舉十點基督教在 中國所引發衝突的原因 ,其中即有一

點為各 國政府拿傳教做侵略的一種武器 。3蔡和森更點出外 國教育

和侵華是有關係的 。
4章

太炎亦認為 「當時流傳於 中國的基督教是

帝國主義的一種侵略思想 ,而非是宗教信條 ,人們所信奉的並非真

正的基督 ,不過是西帝罷了 。」
5

基督教在華的活動 ,究竟是在傳福音 ,或是侵略的手段之一 ,

學界說法不一 ,各有理 由 。有些學者也因傳教士本人有贊成以武力

作為後盾而傳教的言論出現 ,更加肯定基督教是西方侵華的工具之

一 。如 1633年 lU月 31日 ,荷蘭長官普特曼斯°utmans,H.)分 析荷

蘭統治台灣的情勢時提到 ,「 儘管新港 的基督教工作有很大進展 ,

但是仍得先懲罰麻豆人 ,因為他們 自努易玆時代就對荷蘭當局做很

多壞事 ,而周圍討厭麻豆的村落也很希望懲罰他們 」。
‘
荷蘭人利用

優勢的武力 ,在原住民對 自己 尚不明 白所犯之罪時 ,給予嚴厲殘酷

的處罰 ,這是荷蘭統治台灣的政策 。而荷蘭長官的這項建議 ,在當

時傳教士也頗為贊同 ,傳教士尤羅伯(Junius,R.)即 針對此提出武力

討伐的成效 :

由此可知戰 爭的收穫 有 多大呀 !麻 豆和塔加里揚 因其行 惡而

2瞿
秋白 ,《 瞿秋白文集》 (北 京 :人民出版社 ,1988),頁 9U-SU。

3陳
獨秀 ,〈 基督教與中國人〉 ,收錄於 《獨秀文存》 (安徽 :人民出版社 ,19S9),

頁 279。
4蔡

和 森 ,〈 以後 一切對 華侵 略 皆以教 育 的形 式 出之 〉 ,收錄於 《蔡和 森 文 集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U),頁 266。
s章太炎 ,〈 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 ,收錄於 《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 (北京 :中

華書局 ,1977),頁 273。
‘

甘為霖英譯 ,李雄揮譯 ,《 荷據下的福爾摩莎》(臺北 :前衛出版社 ,2UU3),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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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被燒得 多麼好 呀 !我 們所獲得 的領 土有 多大呀 !傳 教 大門

對我 開得好大呀 !使你對我們的協助不致匱乏 ,有 這麼好 的開

始 ,務必 堅持 下去 。神 已將 大 員和 對其 土地 的統 治權 交給

你 。不只是 貿易的獲利 ,你 還給土著帶來無法形容的精神財

富 。
7

又湯良禮在其 〈宣教一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膀臂 〉
8一

文 中指

出 ,馬禮遜與郭實臘兩位教士與鴉片貿易有直接的關聯 ,因郭實臘

曾說過 :「 要路顯官 ,盡為私人奸佞之徒 ,惟苞直是 尚 。朝廷命官

都嗜好鴉片 ,故倘以賄賂擴張販路 ,必能達到 目的 」。
°

鴉片戰爭前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 (El」 ahCUlemanBΠdgman)

曾說 :「 根據 中華帝 國 目前的態度 ,如不使用武力 ,就沒有一個政

府可與之保持體面的交往 。」
m

美國傳教士伯駕 ,在廣州時是美國領事的助手 。18們 年第一

次鴉片戰爭剛打響 ,他就匆匆忙忙由華返美 ,向總統 、國務院和國

會竭力鼓吹美國應乘此時機參與對華作戰 ,主張派專使來華簽訂不

平等條約 。
m當

時的美國總統 、國務卿 、國會都十分重視他的這次

回國 ,他見到了即將離任 的總統和國務卿 、新上任 的總統和 國務

卿 。不久 ,美國派了加尼海軍司令率兩艘戰艦到 中國給英軍助威 ,

另一位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則擔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譯和助手 。

當時的基督教教方亦毫不隱瞞說 :「 傳教士已成為世界上的一

股勢力 。政治家確信 ,傳教士是一種媒介 ,通過他們 ,西方的意志

必定要對 中國起作用 」,「 一個傳教士抵得上一營軍隊 」。
珍

然而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 ,戴維認為在戰爭期 間 ,傳教士

蒐集中國的情報 ,雖是事實 ,但此時他們的身份是軍 中的情報官 ,

而已非傳教士 。此外 ,傳教士在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過程 中 ,其角色

7甘
為霖英譯 ,李雄揮譯 ,《荷據下的福爾摩莎》 ,頁 199。

8該
文收入魯珍晞 ,《所傳為何?基督教在華宣教的檢討》 ,頁 l16。

’
范文瀾 ,《 中國近代史》 (上海 :上海書店 ,出 版年不詳 ),頁 1U。

∞
顧長聲 ,《 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 (上海 :上海書店 ,2UU5),頁 那 。

Ⅱ 同上註 ,頁 75。
12董

叢林 ,《龍與上帝》 (北京 :三聯書店 ,1992),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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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在語言翻譯方面 ,對條約的擬定 ,影響並不大 。
怡

但筆者認為 ,將傳教士視為侵華工具的一部份 ,這項指控對他

們而言過於嚴苛 。吾人所看到傳教士傲慢的態度 、干涉中國司法之

行為 ,以及不 肖教民所作非法之事 ,多為弛教後 ,與之前實有天壤

之別 ,無法一概論之 。既不能否定先前傳教士引進西學之功 ,亦不

能抹煞傳教士對 中國教育 、醫療救助 、慈善事業的關注之心 。

故以下將以當時華人對傳教士較有疑慮的 ,即婦女及醫療兩方

面來作探討 ,試圖從傳教士 的行為來解釋基督教在 中國是進行侵

略 ,或是傳播福音 。

三 、醫療糾紛的起因

不論是清廷 、官紳或是百姓 ,在面對強大的異文化入侵時 ,皆

心生畏懼 ,只是每個人所面對 的恐懼不盡相 同 。謝和耐認為在 中

國 ,宗教也是一種政治秩序的反映 ,舉行一種專供其上司使用的宗

教儀式 ,會被視為奪取政權 ,或被認為是意圖顛覆的證據 。k利瑪

竇也 曾道 :「 他們聲稱 ,惟有皇帝才能崇拜和祭祀這一上帝 ,如果

其他人希望那樣做 ,他們將作為僭越皇權者而受到懲治 。」
b所以

對清統治者而言 ,基督教的傳入 ,破壞了中國以往只有皇帝才能祭

天的特權 。至於官紳恐懼的 ,則是他們在鄉里間的地位 、權勢被傳

教士所取代 。

那麼 ,基督教究竟有哪點威脅到百姓 ,而讓他們感到恐懼呢 ?

常言道 ,若人知道的越多 ,其恐懼也越多 ;但人若無知時 ,亦會感

到恐懼 。當基督教與生活中的風俗習慣 、人倫常理相抵觸 ,加上雙

方時有誤會齪語產生時 ,而百姓對基督教卻文不甚了解 ,便心生害

怕與厭惡了 。

在這其 中儒家所關切的倫常問題 ,以及屬於專業知識方面如醫

療等 ,也是當時百姓與基督教時有衝突的地方 。在此先討論西醫的

13梁
家麟 ,《福臨中華一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 (香港 :天道書樓 ,1988),頁 39。

Ⅱ
謝和耐著 、耿昇譯 ,《 中國與基督教一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 ,2UU3) ,頁 89。
l$ 

同上註 ,頁 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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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入 ,對中國社會引起何種衝擊 。從民教衝突的誤會裡 ,可以發現

與醫療有關者 ,以採生折割為最多 ,而這些又多伴隨著迷藥拐人及

育嬰堂 問題的發生 。

(一 )迷 藥拐 人 、誘 奸 婦 女

儒家講究禮教 ,男女之防甚嚴 。然自禁教後 ,基督教只好轉往

地下發展 ,為避免被清政府取締 ,所有活動也皆顯得低調而神秘 ,

更引得百姓對基督教有許多遐想的空間。例如男女半夜共居一室作

禮拜 ,讓中國聯想到佛教密宗男女一起修練的方式 ,以及道教採陰

補陽的觀念 ,讓中國人疑慮不已 ,因此認為傳教士多為好色之徒 ,

對其不實的指控也不停地出現 。如咸豐11年 ,四川的討西洋教匪檄

文中就指出 :

且蠻性屬火 ,最好姦淫 。凡從教人所生之子女 ,任其擇選 ,

不准嫁人 ,現今奉教者 ,鮮不受其污辱 ,其子孫多半出於蠻

稻
=。

1‘

而流 傳 最廣 的 《湖 南 合省 公檄 》,更指 控傳教 士 :

伊 傳 教人偽 為 無 邪 ,正襟 危 坐 ,婦女 皆跪 前拜 之 ,彼授 以藥

丸 ,名 曰仙 丹 ,實媚 藥也 ,服之 ,慾 火 內煎 ,即 不 能 禁 ,自

就之 。
Ⅳ

英 國傳教 士 馬雅 各到 台 灣後 ,曾 至鳳 山縣埤 頭地 方購 屋 ,以建

造禮 拜 堂 、傳教 行 醫 。其後 ,有縣 民高掌 及打 鳥 陳入教 。同治 7年 3

月 中旬 ,有傳 教 奸民 ,用藥 迷毒婦女 情 事 。經 飭 查 得知 :

伊妻 程 林 氏即林 便 涼 ,於本 月十八 日入 過 北 門外 ,遇有奉教

之 打 鳥陳邀伊 妻 入 室 ,勸伊 入 教 ,伊妻 不 允 。打 鳥陳 即喚教

師高掌在林 便 涼 背上 畫符 念 咒 ,茶 中放 入迷 藥 ,勸令飲 下 。

I‘
王明倫 ,《反洋教文書揭 帖選》 (濟南 :齊魯書社 ,19BU),頁 你 。

I7 
同上註 ,頁 4。



基督教作為列強侵略工具之探討 -27-

林便涼飲後回家 ,忽發狂病 ,聲言定要入教禮拜 ,便覺快活 。
18

人民謠傳馬雅各等人 ,混用毒藥拌入茶水 ,以惑人入教 。又天

津教案發生後一個月 ,天津百姓對天主教所提出的指控就聲稱天主

教神父用迷藥誘拐人 ,且沈溺於誘奸婦女 。而 《北華捷報 》(N°rth

ChinaHerald)於 187U年 6月 23日 有一貝j報導 :

三十五年前 ,一位作者 曾控訴 ,誘拐 的事在廣 州 日漸猖獗 ,

其辦 法是
“
由誘拐者通知被拐走女孩 的父母 ,如 果能在指 定

的時間與地點拿 出一筆贖金 ,那個女孩就將 送還 ,否 則就要

將她販 賣為奴婢
”
。

1’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西華(GeUrgeF.Seward)在給戴維斯 pavis)

的函中也提到 ,中 國人對洋人的主要指控 ,即 「神父們沈溺於誘奸

婦女 」:

人們告訴我 ,對 天主教神 父的獨 身制絕不相信 ,是 中國人 的

天然傾 向 。在 這方面就像他們對聲名狼藉 的佛教和 尚的戒 色

不相信那樣 。
豹

類似此情形的案件相當多 ,那麼傳教士遞給人民喝的茶 中 ,究

竟有無放入迷藥呢 ?這也許又是天主教在進行一些儀式時所引起

的誤會 ,也極有可能是不 肖教民的所作所為 。西華認為傳教士在施

行聖餐時所吃的聖餅等 ,中 國人謠傳吃過的人 ,將會對其宗教產生

迷惑 ,也因此在 《辟邪實錄 》一書中 ,充斥著神父給予春藥的故事 。
”
當然 ,人民之所以會有這些謠傳 ,也的確是因有不法之徒 ,假借

天主教名義到處行騙 。此外 ,在光緒 17年 ,蕪湖 、丹陽 、無錫 、

南昌 、武穴等地紛傳天主教堂被焚燬案件 ,這是因為此時匪黨也挾

18 
《教務 教 案檔 》第 2輯 (臺北 :中 央研 究院近代 史研 究所 ,19π )。 福建 教務 ,同

治 7年 5月 困 日總署 收 閩浙總督 英桂 等文 。
Φ

第一歷 史檔 案館 、福 建 師大歷 史 系 ,《 清末教 案 》第 S冊 (北 京 :中 華 書局 ,2UUU),

頁 59。
如

同上註 ,頁 ∞ 。
21 

同上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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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鼓愚民之術 ,趁機起事 ,也使得教案頻傳 。
”

在中國此類的誘拐案件相當多 ,因此 中國的刑律 中 ,也會有對

使用迷藥進行誘拐的處罰規定 :

若 以藥餅及邪術迷拐 幼小子女 ,為 首絞立決 ,為從發極邊足

四千里充軍 。
”

迷藥誘拐的案件 ,其實並非傳教士來到中國之後才發生的 ,但

是為什麼會引起 中國人民 的恐慌和憤怒呢 ?這是 因為 中國百姓對

傳教士們的動機產生懷疑 ,尤其是在醫療和育嬰堂兩方面 。

(二)採 生 折 割 、育 嬰 堂 設 置 疑 雲

百姓對育嬰堂心存疑懼 ,除育嬰堂多收留女童外 ,也和 中國的

採生折割習俗有關 。據 《北華捷報 》一篇報導 :

PUrtcrSmith醫 生曾向我證 明 ,用 幼孩 的人體來製藥的說 法 ,

對 中國人來說是相當熟悉的事 。他指 出 《本草綱 目》將 藥物

分為 十六大類 ,最後一類 中專門描述至 少有三十九種的藥材

系從不 同性別與年齡的人體 中擷取 。皮膚 、骨骼 、肌 肉 、人

腦 、指 甲 、汗水 、血液 、眼淚和其他不勝枚舉的分泌物 ,均

可按特定 目的用於製藥 。
舛

由上可知 ,中 國人早已有用人體器官做為藥物的例子 ,雖不見

得是常用的藥方 ,但對 中國人民而言 ,並非是前所未聞之事 。
”
西

華也提到中國人民對基督教的指控中 ,即有此點 :支解人體用以製

藥 ,為達此 目的不惜殺害幼孩 。%對於此指控 ,西華認為在西方醫

學中 ,的確有幾項行為會使 中國人產生誤解 ,他解釋道 :

” 《清季外交史料 》第 “ 卷 (臺 北 :文 海出版社 ,1985),頁 39。 使英薛福成奏英法

教案牽涉既廣謹陳治本治標之計摺 。
”

第一歷 史檔案館 、福建 師大歷 史系 ,《 清末教案》第 5冊 ,頁 6U。
餌 同上註 。
筠 〔明〕李時珍撰 、〔清 〕張紹棠重訂 ,《本草綱 目》 (台 北 :商務印書館 ,1968),

卷 犯 , 〈人部 〉 , 總頁 ”6U-2%9。
%第

一歷史檔案館 、福建師大歷史系 ,《 清末教案》第 5冊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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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我們時常進行屍體解剖 ,並 用酒精保存畸形人體發育的標

本以外 ,我認為指控 洋人 支解人體 ,再沒有什麼根據 了 。
η

外國人對屍體進行解剖 ,或製作標本 ,是一種醫學上的需要 。

但除此之外 ,西華不解 中國人為何老是在此間題上打轉 。不過這些

標本 ,對於輕信的中國人來說 ,已足夠證明問題了 。也因此 ,民教

衝突的原因 ,多是懷疑傳教士挖眼剖心製藥而來的 。如同光緒 17

年 (1891)湖北武穴教堂被焚一案 ,6月 8日 ,田貝致布萊恩函中提

至Ⅱ:

鬧事的明顯起 因是老一套的藉 口 :天主教修女 門為 了挖 眼睛

製藥而收 買幼孩 。幼孩有時可能是被人從他們 的父母那裡盜

拐 而來 ,交與修女收受 ,而修女 不知情 ,反而付給一小筆錢 ,

做為酬勞 。至 少中國人相信這個 ,並以此為 口實對所有洋人

進行攻擊 。
困

每當教案發生時 ,外國人多可猜出原因又是挖眼剖心惹的禍 。

儘管這樣的謠言 ,不論是傳教士 、外國官方 ,甚至部分中國官員都

以向百姓解釋多次 ,但很顯然的 ,中 國百姓仍然相信這謠言的真實

性 。

晚清因育嬰堂問題引起的民教衝突中 ,最烈者即揚州教案與天

津教案 。揚州教案的起因 ,就是謠傳育嬰堂有挖眼剖心之舉 。地方

官在審間時 ,育嬰堂 內的管事陸榮仁供稱 :

金姓設育嬰 堂 ,係 救嬰孩 而起 ,每有人送嬰孩 來堂 ,接尋乳

母代乳⋯⋯嬰孩有病 ,堂 內延醫 。今年死掉 四十多個嬰孩 ,

接乳媽糟蹋 死的 。
”

揚州府孫恩壽也指稱 :

同上註 ,頁 ∞ 。

同上註 ,頁 285。

《教務教案檔 》第 2輯 。江蘇教務 ,同 治 7年 8月 初四 日總署收上海通商大 臣曾國

藩文附江都縣松 亭稟附有關口供 。



-3U- 史耘 第 12期

伊 國人現 已在揚 州新城 內三義 閣等處 ,租賃 民房 。因見貧民

甚屬可憫 ,幼孩 尤為可憐 ,現在租房設立義學並 藥局 ,代人

醫病 。又欲 立育嬰 堂 ,收養幼孩 。只因謠言眾多 ,或 云動刀

割 肉 ,或 云取腦 配藥 ,造謠者紛紛傳說 ,以 致各 民人 不敢前

往 。其實並無此事 ,面請 由府縣示禁造謠 。
m

儘管官方調查結果 ,一切均為謠傳 ,但揚州百姓卻不這麼認

為 。天津教案的起因 ,亦和此有關 。兩案皆由曾國藩調查 ,其認為

殺孩製藥一事 ,連野蠻民族都不可能做的行為 ,英法等大國 ,怎麼

可能會有此舉 。況且育嬰堂的設置 ,是收養孤苦遺棄的嬰孩 ,更不

可能會有此殘忍之事發生 。

西華觀察到在 中國的育嬰堂和孤兒院 ,因為遵守保密制度 ,而

使中國人民起了諸多懷疑 ,《 教會通報 》有這樣的描述 :

中國人 的慣例是 :本地人辦 的孤 兒院要 由院長將收容兒童的

有 關情況向地方官一一報 明 。兒童的父母 可以同兒童見面 。

如 果有人想要收養某一幼童 ,他可以這樣做 。如 果父母願 意

的話 ,也可以將 兒童重新 帶回家裡 。據我們 了解 ,其他 國家

也有類似 的規章制度 。可是在 中國 ,幼 童一經送進 (天主教 )

孤 兒院 ,便不允許訪 問見面 ,父母也不能將其 帶回 ,任何人

都不能將及收養 。這樣 的方式引起 了嚴重的懷疑 。
31

西華的觀察使我們了解到 ,為什麼當時育嬰堂在 中國會引起這

麼大的反彈 ,而且也是造成衝突的主要原因 ,一切僅是兩國對孤兒

院的管理方式不 同而產生的誤會 。沒有一種制度是盡善盡美的 ,基

督教的孤兒院採取封閉的方式 ,也許是為了幼童著想 ,希望能讓他

們在安穩的環境中成長 。但是就因為大門深鎖 ,而讓中國人腦 中浮

現種種不法的勾當 ,這其實就是中國與外國的文化差異問題 。從西

方來到中國的傳教士 、官員 、商人等 ,對中國家家門戶大開這一習

《教務教案檔》第 2輯 。江蘇教務 ,

第一歷史檔案館 、福建師大歷史系 ,

同治 7年 8月 初四 日總署收上海通商大臣文 。

《清末教案》第 5冊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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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 ,深感不解 ,也因此麥高溫認為 中國人並沒有隱私的觀念 。
笓

育嬰堂的設置 ,是教士在華的一項慈善事業 ,但由於教士所收

容的幼孩多體弱多病 ,死亡率偏高 ,致引起國人的懷疑 。在面對這

些質疑聲浪中 ,外 國官員或教會人士都想盡辦法向中國的官紳 、民

眾來解釋 。同治元年 ,法使哥士耆給總署照會中就解釋 :

見有遺棄嬰孩 ,不 忍聽其 死亡於 犬彘之 口 ,必 收養 堂 內 ,稍

長各授 以業 ,及 時婚嫁 ,而 後遣之 。各堂行此 已久 ,並非創

舉 。在傳教士 ,舉泰 西各 國義助之 財 ,竭 心力以佈之 中國 ,

方恐為善之 不足 ,何至窮兇極 惡 ,等於採割一流 。η

同治六年七月初九 ,法國教士孟振生致 函總署 ,說明育嬰堂的

詳細情形 :

敝鄉設有濟嬰會 ,係 十二歲以下嬰童 ,將所得 日用零錢 ,撙

節獻 納 ,及為 父母者代子輸將 。始 白法國 ,一 方效行 。西洋

各 國 ,善 資輻輳 ,日 加增廣 。有會首總 司出納 ,分撥往各省

主教 ,用 以製藥救療 小兒 ,兼收養孤苦遺棄嬰孩 。三十年來 ,

各省所收嬰孩 不下數 十萬 ,設 立嬰孩 院百餘所 。既用衣食 ,

以保其生活 ,又加教誨 ,以 成其為人 。男女嬰孩 ,各居 一所 。

至六七歲 ,明 悟稍 開 ,責令讀 書 ,或 習針指 。至長大成人 ,

男則擇 業謀生 ,女子以禮遣嫁 。意在矜孤 ,別 無希冀 。
M

從孟振生致函總署 ,說明育嬰堂一文中 ,我們可以知道育嬰堂

的設置 ,其實和中國溺女之風的盛行有關 。中國溺女的傳統由來已

久 ,不是清代才開始 ,也不是只限於一省一地 。之所以會有溺女之

風的出現 ,和 中國男尊女卑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有關係 。加

上 中國人 口實在眾多 ,「 貧困 」是當時社會普遍的現象 。基於生活

的條件以及孝道的表現 ,只好犧牲女嬰 。而大部分傳教士對中國一

麥高溫 ,《 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 (北京 :時事出版社 ,1998),頁 妳5。

《教務教案檔》第

一

輯 (臺 北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π )。 江西教務 ,同

治元年 8月 ” 日總署收法國照會 。
田 《教務教案檔》第 2輯 。京師教務 ,同 治 6年 7月 9日 總署收主教孟振生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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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人道不合理的現象都非常的關心 ,也極富有同情心 ,因此設置

育嬰堂 ,即是為了收養這些可能遭溺的女嬰 ,或是被遺棄的小孩 。

儘管教會人士已出面說明育嬰堂的設置是出於善意 ,並未有任何挖

眼剖心等謠言發生 。但中國的士紳 、百姓 ,甚至地方官員仍然是心

存疑懼 。

(三 )醫療 利 益 衝 突

除上所述外 ,西醫與 中醫之間的利益衝突 ,也造成了不少的糾

紛 。基督教認為醫療傳道是化解百姓敵意的有效手段 ,且傳教士可

在替人醫療時順便傳播福音 ,消除百姓對教會的偏見 。
“
但台灣開

埠初期所發生的教案 。卻與醫療行為所引起的誤解以及和當地郎中

的利害衝突有關 。同治二年在台灣的一起教案 :

查民教滋事之 由 ,緣 日前有路過 賣藥醫生高興 昌 ,賣 藥為生 ,

到新店 時有劉姓 向其 買藥 。高興 昌著人到劉姓 家中索錢 ,遇

教 民林瓊在 旁阻撓 ,兩 相 口角 。隨至醫生所 寓之居 內毆打互

傷 。
鉑

而劉乾 口供則說明 :

前 日滋事 ,乃 日午時候 ,因 我在場看 變戲 賣藥之人 ,他說我

有病 ,他 拿藥給我吃 ,我不敢吃 ,我 因身上無錢也 ,不 敢吃 。

他一定要我吃兩 口 ,我 吃 了 ,他就拿藥三 帖與我 ,每帖要我

銀三 角三 尖 。我不要他 藥 ,因 我身上無錢 ,惟有別人寄我錢

一百文 買藥的 ,我 不得 已拿與他 ,他不要 ,以 為不殼 ,即特

不悅 。他 又以我為入教之人 ,他要與教為對 。透過林瓊過路 ,

以為我不是入教的 ,你為何要與教 民為對 ?賣 藥之人 先下手

筠
周宗賢 ,〈 清末基督教宣教師對 台灣醫療 的貢獻 〉,《 臺灣文獻 》,“ 卷 3期 (19S4.9),

頁 l-1U。
鉑 《教務教案檔 》第 3輯 (臺 北 :中 央研 究院近代 史研 究所 ,19π )。 福建教務 ,同

治 2年 7月 乃 日總署收福 州將軍文煜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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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林瓊 ,又有七 、八人 圍打 ,我 亦被他踢 了一腳 。
η

英領事費里德堅持認為此案是因教務而起 。其實此案一開始並

不涉及到教務 問題 ,只 因本地 的郎 中強行賣藥給劉乾 ,並索取藥

費 。恰好路過的教民林瓊 ,為了打抱不平與郎中相持不下 ,最後演

變成了民教衝突 。

另 ,馬雅各醫生在台行醫傳教時 ,也引起了台灣其他醫生的反

:單 :

18“ 年 6月 16日 ,英 國長老教會 開始在 西街傳教與行 醫 。

由於診療無須付 費而效驗顯著 ,所 以病 患不斷湧入 ,馬 雅各

平均每 天要為五十至六十人看診 。
鋁

他的成功引起當地醫生的反感 ,城中開始出現反教的傳單 ,指

控 「傳教人專好殺人 ,刨挖墳墓 ,房 中且藏死屍 」,認為馬雅各 「取

人的腦部 、心臟和眼睛 ,是為了提煉鴉片 。」
”
其實 ,馬雅各只是

在施行西醫 中常見的外科手術 ,切除 白內障和膀胱結石 的醫療行

為 ,卻 剛好給予百姓有這方面的聯想 。連一些接受過傳教士治療痊

癒的人 ,也仍然相信本地郎中比傳教士更有辦法 。因此極少數的人

會因醫療傳道 ,而對教會的態度轉為友善 。

在台灣因醫療 問題而起的教案 ,並不會太嚴重 ,然而有些教案

會使得醫療設備或人員遭受損傷 ,如光緒 9年 12月 ,龍岩州居民

廣散揭帖 ,危言聳聽 ,致使民眾毆傷洋人 、傳教士 ,並破壞醫院 ,

其揭帖內容如下 :

自稱 醫士救世 ,設教禮拜訓 民 。我大 中國有華 陀孫 ,其人之

門人仙 醫神 治之 法 ,禮義有孔 聖先賢之教 ,敬天地君親 父子

兄弟夫婦 以排 五倫之 分 ,訓 有仁 義禮智信 忠孝廉恥之道 ,以

傳 萬世 ,至 今亦行仁政 。番獸 豈能識乎 。汝醫者實欲盜我人

轉 引 自蔡蔚群 ,《 教案 :清季臺灣的傳教與 外交》 (臺北 :博揚 文化 ,2UUU),頁
48。

同上註 。

《教務教案檔 》第 2輯 。福建教務 ,同 治 9年 8月 17日 總署收英國阿禮 國照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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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 寶 ,詐稱 醫士教者番獸不知廉恥 。⋯⋯醫人雖然工 藥無

資 ,豈有本心 ,實欲刺人心肝 ,盜人腦髓 ,取人眼 目 ,破人

膳子⋯⋯ 。
的

龍岩州的居民並不認為中國的醫術會比西方來的落後 ,而且相

信西醫替人治療卻又不收取費用 ,一定是貪圖人體的器官 ,才以不

收費方式來吸引人民求醫 。

(四 )因 醫 療 而 信 教

醫療傳道的 目標 ,究竟是否能如願達成 ,可以從一些例證 中來

觀察 。如吳益欲成為基督徒後 ,其母親非常絕望而勃然大怒 。但是

後來也因為接受醫療 ,最後全家都成為基督徒 。馬偕在其 日記 中記

載 :

她 的一個女 兒患 了重病 ,請巫 師 、醫師醫治 ,求神拜佛 ,都

不見效 。她非常焦急 ,有人勸他們 用西藥 ,來請我 開方 。她

的女 兒所患的是瘧疾 ,服藥後就痊癒 了 。因此老太太的心軟

化 了 ,也就允許兒子仍 舊做我的學生 。不久之後 ,全 家都相

信福音 了 。
41

此外 ,有一瞎眼農夫林杯 ,因馬偕替他治療眼睛 ,開始聽主的

道理 ,加入了教會 。
砂
還有個少婦 ,因吞鴉片 自殺 ,由馬偕等醫生

醫好之後 ,也成為基督教徒 ,她的 ω 歲公公也來到教堂 ,相信了

福音 。
始
類似此情況 ,馬偕舉了相當多的例證 ,也因此在 日記 中記

載 :

我們並 不誇 張說 :受診 治 的人 都 醫好 了 ,或者 醫好 了的人 都

《教務教案檔》第 4輯 (臺 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74)。 福建教務 ,光

緒 9年 12月 15日 總署收英國公使 巴夏禮照會附揭帖粘單 。
G.L.Mack叩 著 、周學普譯 ,《臺灣六記》 (臺 北 :臺灣銀行 ,196U),頁 58。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臺北 :臺灣基
璀千卡之次全孝史會 ,2UUU) , 頁 46。

G几.Mackav著 、周學普譯 ,《臺灣六記》 ,頁 133。



基督教作為列強侵略工具之探討

成為基督教徒 。在 ” 年 間 ,醫好 了的人數 目甚大 ,被 減除痛

苦的人 尤多 。這種醫藥的服務使他們對於佈道 團是不能估計

的 。我們雖 然不 能說 明這種工作 直接 使病人 改 宗的情形如

何 ,然 而可以舉 出許 多有趣 的實例 。
羽

這些資料都是在台灣發生的情形 ,也顯示著醫療傳道的效果 ,

在台灣似乎比在中國大陸要來的容易 。這也是因為當時台灣醫療人

員的缺乏 ,加上台灣人民衛生習慣不佳 ,且氣候悶熱 ,容易患瘧疾

等病 ,而西醫對瘧疾的治療效果較佳 ,也使得西洋傳教士在台灣較

易達成醫療傳道的 目標 。

「醫療 」是一項專業的領域 ,當西方醫學 尚未傳入中國時 ,中

國人有了病痛只能求助傳統 中醫 ,或是郎中和民俗療法 。當然其中

有許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神奇療效 ;也有一些不懂醫術 、只顧賺

錢 、草菅人命的醫生 。這些看在西洋傳教士的眼裡 ,實在是不能苟

同中國傳統的醫療方法 ,更是心疼中國婦女有了疾病 ,卻還得顧及

禮教無法直接給醫生問診 。為了幫助 中國人民 ,也是為了取得中國

人的信任以便傳教 ,才有了 「醫療傳道 」一法 。

然而這樣的傳教方式 ,有時間和地域上的差別 。就中國本土和

台灣兩地相比較 ,台灣由於醫療人員的不足 ,加上瘧疾之嚴重 ,本

土醫生無力醫治 ,才轉而求助西醫 。值得注意的 ,這也和教會的不

同有關 。在 中國本土傳教 ,以天主教的勢力較為龐大 ;而在台灣 ,

卻是以基督教為主 。天主教著重在如何使人民成為虔誠的信徒 ;基

督教則是從慈善事業做起 ,先取得人民好感為主 。也因此 ,在台灣

「醫療傳到的效果 」,要比中國本土來得顯著 。

此外 ,在弛教之初 ,由於教案的連連發生 ,排教仇外的情結相

當濃厚 ,傳教士的姿態又比禁教時期高傲 ,這也使得人民對西方的

一切事物並無好感 ,包括西方宗教 、醫療等事物 。隨著中西接觸時

間 日久 ,了解 日深 ,中 國人民也才慢慢的願意接受西方醫療 。而醫

療傳道的方式究竟如何呢 ?不外乎講道和醫療一起進行 ,如馬偕所

留 同上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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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我們旅行各處 時 ,通 常去站在 一個礦場 中 ,或在 一個廟 子的

石級上 ,先唱一兩首讚 美歌 ,其 次是拔 牙齒 ,然後講道 。
舒

期間 ,儘管有病人是迫於無奈接受西醫治療 ,事後並未加入信

教行列 。但也確有一些人民因痊癒後 ,出於感恩 ;或是聽道時受感

化而信教 。

傳福音的人並不熱切要介入政治 ,但當他們發現在 中國是讓他

們不愉快 ,並與他們宗教相違時 ,他們很難不提 出抗議 。
“
雖然 中

國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基督教佔領了 ,但她從未被征服過 。4’

傳教士 、

醫生和教育工作者 ,大多有著愛心 、奉獻與犧牲的精神 ,因此能夠

超越或克服一般宣教機構的困難 ,為 中國的宣教建立良好的基礎 。
48

醫療傳道的效果姑且不論 ,值得吾人去深思的 ,是其背後 「關

懷 」的重點 。宗教本就是勸人為善 ,解救人世的痛苦 ,這可從傳教

士身上找出特點 。不論人民如何的誤解傳教士 、打毀外來宗教 ,傳

教士還是不斷的從西方來到 中國 ,深入中國內地 、偏僻山區 。他們

所帶來的 ,不僅是西方的新知 ,更有溫暖的關懷 。透過醫療 ,傳教

士解決了人民的身體病痛 ,也安慰了心靈的痛楚 ,這才是吾人應該

去注意的地方 。

四 、傳教士的貢獻

西方 自地理大發現 、科學 、工業革命之後 ,在各方面都有極大

的發展 。以往神秘 、高文化 、資源豐富的中國 ,現在只剩下了 「神

秘 」可以吸引西人前來 。這些西方人 ,不論是官員 、商人亦或是傳

教士 ,多少都挾帶著一些種族優越感來到中國 ,以高文化的姿態來

看中國 。因此 ,在他們眼中所看到的中國 ,是一些不平等 、落後的

同上註 ,頁 132。

瓦格 ,〈 宣教方法與 目標之演變 〉 ,頁 釳 。

徐寶謙 ,〈 基督教 一用武力散播 愛的宗教 〉 ,頁 131。

同上註 ,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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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 ,他們關心被 中國社會所忽略的弱勢團體 ,例如下層社會 、婦

女等 。為了幫助中國社會脫離此困境 ,他們倡導解放纏足 、興女學 、

引進西方醫療等 ,儘管有人此視為侵略的手段之一 ,但是大多數的

傳教士皆因懷有慈悲之心及濃厚的宗教熱忱 ,才願意在處境艱辛的

情況下 ,持續為他們的理想而努力 。極少有傳教士一開始就是抱著

「侵略 」的心態來興辦這些工作 。因此對當時的中國社會 ,仍是有

一定程度的貢獻 。以下列舉幾點闡述 :

(一 )解放纏足與婦女醫療

最令傳教士們感到不解的 ,大概就是 中國婦女纏腳一事了 。而

傳教士的干涉中國婦女纏足 ,也引起 中國社會大眾的議論紛紛 。一

位北京施醫院的醫生德貞 ,在教會新報上發表文章評論中國婦女的

纏足 :

中國纏足一節 ,古 今俁 盡多少婦人女子 。自後唐 窈娘作俑以

來 ,後人 習焉不察 ,亦 步亦趨 ,世風莫 易 。天下無不愛女之

父母 ,嬌養惟恐有傷 ,何獨 愛之 既深 ,必願其足之甚小 。既

願其足之甚小 ,必肆其纏之 ,甚 惡裹之 。束之四五歲 ,即 當

此苦厄 ,日 夜痛 楚 ,眠食俱廢 ,難以解釋 。實為罪孽 ,畢生

無舒暢之心 ,終身 皆艱難之步 。求其足小 ,不 顧其苦之極 ,

其愛之乎 ?其 害之也然 。
φ

中國纏足的歷史並不短 ,清代因為滿州女子一 向是不纏足的 ,

所以康熙元年就詔禁女子纏足 ,違者罪其父母家長
s° 。乾隆年間也

不斷降 旨不許旗人纏足 。但這些禁令都只限於旗人婦女 ,對於漢人

婦女纏足一事 ,似乎無力改變 。

儘管纏足的起源 ,多認為是 中國男性為了限制女子行動而想出

來的方法 ,流傳已久 ,婦女婚嫁的好壞也和腳的大小有關 ,但不見

得每個男性都喜歡纏足一事 。在乾嘉時期就有人也反對纏足 ,例如

妙 《教會新報》第 2冊 (臺 北 :

m陳
東原 ,《 中國婦女生活史》

華文書局 ,1968),頁 胞6。

(北 京 :商務印書館 ,1998),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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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燮和李汝珍兩人 。

傳教士在面對 中國纏足風俗時 ,除了是從異文化的觀點來看 ,

覺得相當奇怪之外 ;另一方面則是從醫學健康方面來探討 。傳教士

實在想不出纏足有什麼好處 ,不僅行走不方便 、腳扭曲變形無法支

撐身體外 ,最痛苦的 ,莫過於從小就得強迫小女孩纏足 ,其間的痛

苦真是難以言語 。慈愛的父母 ,怎麼捨得看女兒如此痛苦難耐呢 ?

此外 ,有關婦女醫療方面 ,清朝末年 ,一些傳教士醫生在廣東 、

福建等沿海城市 開始了婦產科醫療工作 。從一些女醫的描述 中得

知 ,中 國婦女不識字 、迷信崇拜偶像 ,有病痛則讓醫術可疑的 「士

大夫 」處置 ,或任其 自然發展 ,對於難產則是束手無策 ,交由產婆

來處理 。
’

中國婦女因為幾千年來長期受封建和舊禮教思想的影響 ,所以

在患婦女病時 ,常常不肯接受醫生的檢查 ,尤其是 「男性 」的醫生 。

中國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甚深 ,導致婦女不太願意由男性醫生來治

病 ,而女醫生又多是外籍教士 ,採用的是西式的醫療 ,國人對西方

的外科手術相當陌生 ,又常看到許多人是 「走著進去 ,躺著 出來 」,

更是害怕 ,總懷疑外國人真的有取人 內臟來製藥一事 ,因此對西醫

總是避而遠之 。如 1887年 ,一位女醫替一名婦女動手術取出卵巢

腫瘤 ,為了要讓民眾認識 ,便將該腫瘤示眾 ,引起民眾的恐慌產生

了開刀取內臟的謠言 。
犯

但是吾人可以發現 ,在洋務運動展開後 ,傳教士醫生藉著給官

宦及其家屬治病 ,得到了他們的支持與信任 ;因此已有不少婦女願

意尋求西醫的幫忙 ,尤其是上層階級的婦女 ,例如李鴻章的夫人 ,

因被傳教士治療痊癒 ,轉而對其行醫傳教採取支持的態度 。
s3

醫療工作受到部分洋務運動者的支持後 ,傳教士也更重視此一

傳教方法 。不僅各地醫院 、診所數量 日增 ,規模也漸大 ,為了因應

51王
秀雲 ,〈 有 關西方女傳教士與 中國婦女的幾個歷 史問題 :從文獻談起 〉 ,《 近代

中國婦女 史研 究》 ,8期 (2UUU.6),頁 24U。

同上註 ,頁 241。

李傳斌 ,〈 晚清政府對待教會醫療事業的態度和政策 〉,《 史學月刊》,1U期 (2UU2.lU),

頂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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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人數的不足 ,也開辦醫療學校 ,培養 中國籍的醫療人員 。此外

尚編輯出版西醫學刊物 ,如 《廣州新報 》、《中華醫報 》、《博濟 》月

刊等 。故傳教士的醫療行為 ,不僅治癒身體上的痛楚 ,也安慰病患

的心靈 ,更對中國現代醫療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

(二)興女學

中國的文盲相當多 ,廣大的平民多半無力接受傳統儒家教育 ,

只有少數士紳階級或官員家庭才有能力供給子弟唸書 。因此 中國無

論男或女 ,能接受教育者 ,實在偏少 。而 自古以來 ,中 國婦女的地

位就十分低下 ,無論是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 中 ,還是在 中國民間

的風俗文化裡 ,都認為女性不需要接受教育 。中國婦女不但從小就

要接受 「三從四德 」的教育 ,培養依附於男人的思想 ,而且還被迫

接受纏足 ,受到慘無人道的肉體摧殘 。傳教士便大力倡導男女平等

思想 ,反對婦女纏足 ,提倡婦女接受教育 。他們大聲疾呼 :

如 果 已經給 男孩 子 中等教 育 ,那 一定也要 給女孩 子 中等教

育 ;如 果 已經給 男孩子大學教育 ,那 一定也要給女孩子大學

教育 。
“

傳教士在中國開辦最早的學堂是馬禮遜學堂 ,1839年於澳 門

成立 ,當時是由美國傳教士布朗接任校長 。初期學校只有 6名學

生 ,招生極不容易 。後規模逐漸擴大 ,1843年 時已有 41名學生 。

18鬱 年 11月 ,馬禮遜學堂遷至香港 ,185U年則因經費不足而停辦 。

S5

此外 ,18併 年愛爾德賽女士在寧波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女子學

堂 。到 1877年 ,新教傳教士在華共辦女子寄宿學堂 38所 ,學生

η7人 。
筘
由於受到傳統觀念和習慣的影響 ,當時招收女生入學的

工作十分困難 ,常常受到不堪入耳的攻擊和謾罵 。在傳教士的努力

華惠德 ,〈 初創時期的福建華南女子大學〉

王立新 ,《 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

226。

同上註 ,頁 22ε 。

,《教育評論》 〢 期 (199U),頁 “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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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女子學堂 由小學而中學 ,最後發展到大學 ,經過了一段非常艱

辛的道路 。此後 中國相繼又建立了三所女子大學 :19U5年建立華

北協和女子大學 ;19U8年建立福州華南女子大學 ;1913年建立金

陵女子大學 。這是當時全國僅有的三所女子大學 ,皆 由美國基督教

差會創辦的 。
田
後來 ,許多教會大學紛紛效仿 ,招收女生 。

從以上例子可瞭解 ,因為清末傳教士對中國婦女的關注 ,不僅

讓中國社會可以慢慢的擺脫文盲糾纏 ,更因為興女學 ,使得中國更

多的婦女能夠走出閨房 ,擺脫束縛 ,接受現代文明教育 ,這對 中國

婦女的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 。

五 、結論

中國於近代 ,不論在 內政上遭遇改革及革命派的浪潮 ,抑或是

在外交上來 自四方對天朝上國的挑戰 ,都面臨到極艱難的處境 。其

中原本應是單純的傳教問題 ,卻牽涉複雜的政治因素 ,迫使清政府

在處理因傳教所引起的外交間題上 ,更加棘手 ;亦讓當時國人與基

督教之間出現了難以修補的裂痕 。中國百姓會對基督教如此仇視 ,

其因素相當複雜 ,絕不單只是傳教士個人行為所引起的負面觀感 ,

多半是雙方因不了解而產生的許多 「誤解 」。但若將傳教士視為侵

華的先鋒 ,將基督教當作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似乎又過分強

調基督教在近代 中國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而忽略了其他如政治 、外

交 、經濟等方面因素 。

目前學界對基督教侵華的指控 ,主要為傳教士搜集情報以助其

母國的侵略行動 、傳教士進行文化侵略 、傳教士參與訂立不平等條

約以及傳教士常常利用政治力量來維護傳教活動等 。然而如本文所

言 ,傳教士若受雇於軍隊 ,其角色已非單純的傳教士 ,而是以軍中

情報官為主 ,因此搜集情報也就成為責任所在 ,故難以將此活動與

傳教做直接的關聯 。而平時傳教士寫文章 ,出版刊物 ,或介紹 中國

各種風俗民情 ,其動機也非是蒐集情報 ,而是為了傳教順利 ,及早

讓傳教士了解 中國社會與文化 。

57工
立新 ,《 美國傳教士與晚清 中國現代化》 ,頁 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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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是西方較早來到中國的一群人 ,因此他們也成為西方國

家中通曉中文的人 ,故他們常受聘於外國在華的機構 ,如荷蘭的東

印度公司 ,或是外交及商務的官方代表 ,主要擔任翻譯等與語言有

關的工作 。故當外國政府與清政府有所交涉或簽訂條約時 ,傳教士

也多半參與其中 ,但其職責多為翻譯 ,而非決策 。若吾人將此作為

指責傳教士的一項證據 ,也未免高估了傳教士在其母國的影響力 。

此外 ,將傳教士在華的活動 ,諸如鼓吹改革 、辦學 、解放纏足 、

禁吸鴉片等 ,視為文化侵略的手法 ,亦過於牽強 。傳教士在華的這

類活動 ,頗受改革派士大夫的支持 ,其立場也相當堅決 ,如吸食鴉

片及纏足兩點 ,傳教士皆持反對態度 。辦學及主張改革的言論 ,也

無法看出有何文化侵略的關係 ,反而對 中國近代化起了一定程度的

影響 。

吾人無法否定基督教於弛禁之後 ,確有不少不 肖教民及高傲傳

教士 ,挾著西方武力的後盾 ,在中國引起多次不小的民教衝突 。但

若將上述幾點 ,視為墓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或傳教士

是侵華先鋒的指控 ,此證據實難以站的住腳 ,更一下抹煞了多數傳

教士在 中國默默傳教 、艱辛推動許多革興的熱忱之心 。故吾人在審

視此段歷史時 ,應更謹慎 、持平的論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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