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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西元一五一七年，馬丁路德針對天主教教會的弊端，發表了抨擊羅馬教

廷出售贖罪卷的《九十五條論綱》後，隨後歐洲地區掀起了一場宗教改革運

動，這場新教改革運動使得羅馬教廷在歐洲的勢力受到嚴重的打擊。隨後許

多新教教派陸續創立，讓舊教（天主教）在歐洲失去了既有的優勢，面臨教

徒日益減少的危機，在此背景下，天主教內部也出現了力圖振作的改革者，

西班牙人羅耀拉在西元一五三七年創辦的耶穌會（Jesuit  Society）是最主要

代表，西元一五四○年九月二十七日，羅馬教皇保羅三世正式批准耶穌會的

成立。1再者，十五世紀末以來，由於歐洲地理大發現的擴展，使得東西海運

從此大開，西人便藉由海路來到東方從事經商、傳教等活動，東西方之間的

文化交流漸趨熱絡，這條海外之路也成為天主教尋求海外發展與培植勢力的

新契機。然而傳教方針以「遠地傳教」和「教育青年」為主的耶穌會，2便藉

此機會開始往東方進行傳教，明清之際來華的傳教士就以耶穌會士為最早，

也是多數。來到中國的耶穌會士為博得中國朝野士人階層的同情與支持，以

達到傳教的目的，因此他們利用其豐富的西洋學術知識來取得與中國知識份

子交流的媒介。此外也為適應中國的傳統禮俗，取得中國朝野士人的認同，

耶穌會士利瑪竇（Matteo  Ricci）發展出一套「合儒」（融合儒家思想）的傳

教方法，甚至推動在華傳教的傳教士蓄髮留鬍，改著絲袍方巾的儒服；一切

                                                 
1 鐘鳴旦、孫尚揚著，《一八四○前的中國基督教》（北京：學苑出版社，2004年），頁 106。 
2 白晉著，馮作民譯，《清康乾兩帝與天主教傳教史》（臺中：光啟出版社，1966年），頁 18。 



                                  
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傳教活動之探究  

                                                    （1717～1840） 

 2

習慣禮節，皆以中國士人為模範，自此便以「西方學者」的姿態出現。
3
利瑪

竇因此贏得明清之際多位士人、帝王的賞識及信任，使得天主教在中國奠下

傳教的基礎，耶穌會同時也成為中國認識西方世界的鑰匙。 

但畢竟天主教是外來宗教，教義與中國傳統禮俗仍有許多的衝突點，在

明神宗萬曆年間便曾因禮部侍郎沈 疏斥天主教而引發的「南京教案」最為

嚴重，明神宗萬曆四十四年（1616），萬曆帝下詔，命令一切外國傳教士押解

廣州，導致傳教士被驅除，隨後由於明廷修曆所需及宮廷信教者眾多，使得

晚明天主教再興。清兵入關後，取代朱明建立中國新政權，耶穌會士湯若望

大膽上疏攝政王（多爾袞），得清廷所用，使得天主教並未因更迭政權而停

止在華的傳教活動。然而天主教在清代的發展也並非如此順利，尤其是自利

瑪竇死後，天主教內部所引發的「中國禮儀之爭」在清康熙朝間再度被引發、

擴大，不僅引起羅馬教廷的關切介入，更導致教廷與康熙朝廷的態度衝突，

最後雙方在無法取得共識的情況下，加上中國本就不喜天主教的官員趁勢上

疏奏請禁教，終使本對天主教採取容教態度的康熙帝轉向禁教的態度，但康

熙帝畢竟是熱愛西洋學術，終其在位時期並未大規模查緝中國地方的傳教活

動。繼位的雍正帝承襲了康熙帝的禁教態度，法則卻更加嚴厲，正式下令查

禁中國地方的傳教活動，使得本在中國地方上活躍的西籍教士漸變得沉寂無

聲，地方上的天主教活動似乎轉趨沒落。陳垣在〈基督教入華史略〉中道：

「計天主教在華命運，只有百年可稱為極盛時代（1600~1700）後此不足以

道矣。」
4
看出天主教在清廷禁教期間的沒落。在禁教期間，西籍教士已無法

自由進入中國各地而需要非法潛入，也因此使得禁教時期關於中國天主教傳

                                                 
3 穆啟蒙，《中國天主教史》（臺北：光啟文化出版社，2004年再版），頁 46。 
4 陳垣，〈基督教入華史略〉，《陳垣學術論文集》（第一集）（北京：中華書局，1980年），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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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史料留存不易。然在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中，與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的

盛況與清末民初天主教重新開禁與發展的研究成果相較，關於禁教時期的研

究的確不成比例。許多天主教的研究者也對此段歷史多略而不談，認為此段

傳教事務是低迷的，並不值得注意。如此懸殊的研究成果，常讓人遺忘這段

歷史的存在，甚至誤解中國在禁教期間各省地方早無天主教活動。  

然而在清代檔案文獻中，自雍正朝正式實施禁教政策後，在往後數朝中

仍有層出不窮的地方教案，透露出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未杜絕，甚至

有許多西籍教士潛入中國地方活動、傳教長達數十年之久，才被官府查獲。

由此可知，清廷禁教期間並不代表中國天主教的沒落、絕跡，天主教依舊活

動於中國各省地方，只是天主教不再是以宮廷效力與西方學識來取得傳教的

優勢，而是潛往民間，傳教於地方民人，地方上傳教的方式因礙於禁令規定，

需躲避官府查緝，必須以秘密的地下活動來從事。中國地方官吏在維持地方

民風的考量下不得不提高警覺而訴諸嚴厲的手段查緝。然而令人驚訝的是，

天主教最後仍留存下來了，直至十九世紀後半，中國朝廷弛禁天主教為止，

中國各地的教徒人數仍維持一定數目與教士人數，如：潛入中國各地方的西

籍教士在嘉慶年間有紀錄者達三十人之多，中國神父也增至八十人之多。
5
  

關於本論文的研究動機，筆者有鑑於禁教期間地方教案的頻繁，表示在

禁教期間天主教在中國活動的活躍情形，並非在雍正朝面禁教之後，便沒落

於中國地方。因此本論文便是想了解自康熙晚年形成禁教政策後，至雍正初

年著令傳教士不得自由出入各省地方從事傳教活動，天主教在中國的活動已

遭禁止，但何以直到十九世紀後半，中國遭列強脅迫，必須重新開禁前仍未

                                                 
5 顧保鵠編著，《中國天主教大事年表》（臺中：光啟出版社，1970年），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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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絕天主教的傳教活動？再者，禁教期間中國天主教傳播的困難又是如何？

如：傳教經費的來源或是西籍教士潛往各地從事傳教事業的途逕為何？皆為

本論文所欲探知的內容。此外，也欲透過整理、分析這些傳教問題，進而了

解到中國與西方接觸並未因中國查禁天主教的關係而徹底斷絕，因此中國西

學的中斷似乎不能全然歸咎清廷查禁天主教，雖然本論文並未涉及西學東傳

的問題，但也希冀透過本論文的整理研究而了解到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中西

文化之間並未真正的停止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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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與資料評述 

 

    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在學術界上一直多有發展討論，不僅是教內人士

的研究，非教內的學術專家亦多有研究討論。以中文的研究成果而言，多是

針對明末清初天主教入華發展的盛況或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再度開禁後的

天主教復興與中國文化衝突情況做探討，這固然是因史料的豐富以及此兩個

階段乃為天主教在中國發展較為活躍的時期，因此較容易成為學者關注的焦

點。其中清代前期的天主教研究中，以「曆獄」與「中國禮儀之爭」兩大主

題是最受到研究與討論的專題。 

康熙朝間所引起的「曆獄」問題討論，臺灣學者以黃一農的研究成果為

主，如〈清初欽天監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權利起伏〉
6
一文針對清初欽天監中漢

族、回族與天主教天文學家之間所引發的數次衝突及彼此權力消長的情形提

出論述，其餘的文章如〈康熙朝漢人士大夫對「曆獄」的態度及其所衍生的

傳說〉
7
及〈擇日之爭與康熙曆獄〉

8
等文章也是以不同角度切入探討此議題，

進而闡明「曆獄」問題的真相與其所產生的影響；大陸方面也有許多學者關

注「曆獄」問題，其中以一史館的研究員安雙成〈湯若望案始末〉
9
一文最值

得注意，其本身為錫伯族，精通滿文，故在文中徵引大量滿文史料，補充了

漢文資料的不足之處，提供不少對「曆獄」問題研究的新資料。 

康熙年間所爆發的中西禮儀之爭，是導致清廷對天主教實行禁教政策的

                                                 
6 黃一農，〈清初欽天監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權利起伏〉《新史學》，第 2卷第 2期，臺北，1991年。 
7 黃一農，〈康熙朝漢人士大夫對「曆獄」的態度及其所衍生的傳說〉《漢學研究》，第 11 卷第 2 

期，臺北，1993年，。 
8 黃一農，〈擇日之爭與康熙曆獄〉《清華學報》，新 21 卷第 2期，新竹，1991年。 
9 安雙成，〈湯若望案始末〉《歷史檔案》，總 47 期，北京，199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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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導火線，向為討論明清之際天主教史的重要課題，但卻多以西方學者的

討論研究為主，中文著作方面卻少見此類專書，主要是「禮儀之爭」的中文

資料發掘不足，台灣方面最易取得的原始史料只有〈康熙與羅馬使節關係文

書〉
10
及故宮所藏的軍機處檔等相關檔案文獻。近年台灣相關的討論有黃一

農〈被忽略的聲音－介紹中國天主教徒對＂禮儀之爭＂態度的文獻〉
11
一文，

主要是討論中國教徒與「禮儀之爭」的關係。 

近年來由於比利時魯汶大學鐘鳴旦教授等人，著力整理許多收藏於耶穌

會羅馬檔案館的中文文獻，對此議題提供了許多新的中文資料，如大陸學者

李天綱也因有機會接觸到這批檔案資料，得以在其《中國禮儀之爭－歷史、

文獻與意義》
12
一書中運用這批資料論述關於利瑪竇及其後繼者將中國儒家

思想解釋成「世俗的」和「人文的」的想法－他們主張「寬容」儒家和儒家

禮儀的做法，在神學上並不構成「異端」，而是文化聯盟。但這樣的想法卻

不為其他修會所認同，使得禮儀之爭在康熙朝再度爆發之後，造成天主教遭

禁的窘境，天主教士及教徒在禁教期間必須躲避官方查緝，秘密進行傳教事

業。此書成為討論「中國禮儀之爭」的重要中文專著。鐘鳴旦等人所整理的

《耶穌會羅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13
總計有十二冊，其中的第九、十、

十一冊集中選錄了三十七件有關中國禮儀之爭的著述。著者主要是清初的中

國天主教徒，為儒家祭祖、祀孔等禮儀活動進行辯護，而留下的文稿資料。

這些中文文稿的觀點與意見，經過耶穌會士的理解與解釋，曾向全歐洲發

                                                 
10 收錄於《文獻叢編》下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 
11 黃一農，〈被忽略的聲音－介紹中國天主教徒對＂禮儀之爭＂態度的文獻〉《清華學報》，新

25 卷第 2期，新竹，1995年。 
12 李天綱著，《中國禮儀之爭：歷史、文獻與意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年）。 

13 鐘鳴旦、杜鼎克編輯，《羅馬耶穌會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北：臺北利氏學社，20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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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呈遞至教宗面前，成為代表中國人自己對此爭論的看法，提供研究者對

此議題有不同的研究角度。〈禮儀之爭與中國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與顏璫

的衝突為例〉
14
一文更是利用耶穌會羅馬檔案館的中文文獻，輔以當時所出

版的西文文獻，針對西元一七○○年間，福建天主教徒與顏璫主教所發生的

衝突事件進行研究，透過事件分析，用新角度來審視「禮儀之爭」的探討，

以了解中國教徒對此爭論的態度。 

其他關於「禮儀之爭」的西文文獻，大陸學者也開始從事譯著，如《中

國禮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
15
在二○○一年已編譯出版。二○○二年出

版的《中國來信（1716~1735）》
16
一書則收集禮儀之爭時期，羅馬教廷派至中

國交涉的第二位使節嚴嘉樂寄回歐洲的信件，其中包含了許多在禮儀之爭時

期，中西雙方的態度表現與雍正初期查緝蘇努宗室信奉天主教案與查禁天主

教傳教的過程，提供了不少值得參考的資料。此外，嚴嘉樂本身亦是為漢學

家，因此本書第二部分收集許多其與歐洲天文學家的通信，對漢學研究亦有

所助益。 

清廷禁止天主教傳教後的情況，卻相對少為學者所關注，大多數的論述

多是見於整部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著書中，在其中一、二章節中做一概括性

的論述。即使有對禁教期間天主教傳播的情況的研究，也多是根據清官方留

存的檔案資料，針對教案為主的研究，如：方豪的〈乾隆十三年江南教難案

                                                 
14 吳旻、韓琦，〈禮儀之爭與中國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與顏璫的衝突為例〉《歷史研究》，6月

刊，北京，2004年。 
15（美）蘇爾、諾爾編，沈保義、顧衛民、朱靜譯《中國禮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年）。 

16（捷）嚴嘉樂著，李梅譯，《中國來信（1716~1735）》（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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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末〉
17
及張力、劉鑑唐著的《中國教案史》

18
等。一九九二年台灣光啟社教

內學者張澤所著的《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
19
一書雖是直接針對此專題進行

論述，但其中的論述多以教友角度論述，常出現揚教的情緒言詞，且引用資

料常不言明出處或出處錯誤，故引用此書時須細心查看、比對。進入八○年

代後，由於大陸地區改革開放，使得學界投入研究者漸多，雖然仍以討論明

清之際中西科學或文化交流為多，但也有學者開始針對清廷禁教期間，天主

教在華的活動與發展來進行討論研究。資料方面：許多禁教期間在華傳教士

所留存的西文資料陸續經由大陸學者譯出及未曾出版的清朝官方檔案資料

也有陸續出版，因此關於禁教期間的天主教研究也漸豐碩，無論是史料的整

理刊出、禁教期間中國天主教的整體發展或各地區域發展的研究皆有所成

就。尤其近十年來關於清廷禁教期間的天主教史論述亦頗為豐碩，以下就筆

者所收集到的兩岸文獻資料，以主題區分，簡述部份近十年來的相關研究文

獻資料。 

 

※清朝政府的禁教政策： 

    康熙晚年由於清朝政府與羅馬教廷對中國的禮儀問題產生分歧的見解與

態度，雙方對此問題始終無法得到對方所認可的共識，最終導致羅馬教廷與

中國朝廷之間發生衝突，也使得清朝政府對天主教的態度由原本的寬容接納

的態度，轉為禁止的態度，地方大吏也利用這次的衝突，趁勢上奏朝廷，請

禁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康熙五十六年（1717），廣東總兵陳昂奏請朝廷禁止

                                                 
17 方豪，〈乾隆十三年江南教難案始末〉，《華岡學報》，第 8期，臺北，1974年。 

18 張力、劉鑑唐著，《中國教案史》（四川：四川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年）。 

19 張澤著，《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臺北：光啟出版社，199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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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傳教： 

 

      天主一教，設自西洋，今各省設堂召集匪類，此輩居心叵測，目下

廣州城設立教堂，內外布滿，加以同類洋船叢集，安知不交通生事？

乞飭早日禁絕，勿使滋蔓。查康熙八年會議天主教一事，奉旨：天

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行外，其直隸各省立堂入教，著嚴行曉諭禁

止。但年久法弛，應令八旗直隸各省，並奉天等處，再行嚴禁。 

兵部議覆：從之。20 

 

    看出陳昂對天主教的觀感就是「居心叵測」四字，因此在禮儀之爭再起

的背景下，陳昂便趁此機會上奏朝廷，希望朝廷再次查禁天主教在中國的傳

教行動，以維持地方民安。 

    同年，兩廣總督楊琳疏也上奏請朝廷，禁止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康熙

五十七年（1718）二月，兵部對此議覆： 

 

      兵部議覆：⋯⋯至於西洋人立堂、設教。仍照康熙五十六年、九卿

原議禁止。再行嚴飭。均應如所請。得旨、依議。西洋人之處、著

俟數年、候旨再行禁止。21 

 

至此中國算是進入天主教禁教時期，清朝官方也開始對天主教士的傳教

                                                 
20《十二朝東華錄》第三輯（臺北：文海出版社，1963年），卷二十，頁五（康熙五十六年），頁 

716。 
21《清聖祖仁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二七七：頁 716。康熙五十七年二月丁 

亥，兵部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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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開始有某些限制，但各朝的禁教政策會因帝王態度的不同而有異同，官

方檔案文獻亦留下大量的資料可供參考，因此討論禁教期間各朝的天主教政

策問題，是禁教時期天主教問題中被討論較為熱絡的。此外，近年來也由於

大陸地區大量將未曾公開的滿、漢文資料檔案整理出版，為此課題提供了更

多的研究討論資料。 

    如：〈18 世紀清政府禁教政策的確立與實施〉
22
一文主要探討清政府，包

括雍正、乾隆及嘉慶三朝的禁教政策是如何形成、確立？並貫徹實施禁教政

策的過程。另外，《從容教到禁教：清朝政府對天主教的政策轉變》
23
亦是探

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的形成，但其更注重帝王對天主教的態度轉變，自順治

朝至嘉慶二十年間，清朝政府如何從容教到禁教的轉變，並大量利用臺北故

宮所藏檔案資料來作出清朝官方對此政策的態度轉變。 

    〈從禁教到限教－清道咸時期（1844~1860）的基督教政策〉
24
一文亦是

探討清朝政府對天主教的政策，但注重的是清末時期。道光二十四年（1844）

由於法國的要求弛禁，中國在侵華列強的壓力下，道光帝下諭旨給予中國百

姓習教的自由，但是有條件的開放，可謂之限教政策，在這樣的政策下，中

國仍嚴禁傳教士進入地方，並加以提倡傳統忠君愛國的思想來抵制基督教的

傳播。 

〈道咸年間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述論〉
25
一文是討論清末時期天主教的發

展，但不同的是本文注重在限教期間西方列強與傳教士為取回傳教權如何與

                                                 
22 寶成關，〈18 世紀清政府禁教政策的確立與實施〉《河北學刊》，3月刊，河北，1997年。 
23 陳莉婷著，《從容教到禁教：清朝政府對天主教的策轉變》，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

系碩士論文，1999年。 
24 吳旭彬，〈從禁教到限教－清道咸時期（1844~1860）的基督教政策〉《中興史學》，第 7期，

臺中，2001年。 
25 莫宏偉，〈道咸年間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述論〉《懷化學報》，第 1期，懷化，200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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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周旋的過程？鴉片戰爭前，清朝政府實行禁教政策。戰後，傳教士

通過條約的簽訂，取得了權利，但仍受到一定的約束和限制。兩次戰爭間（鴉

片戰爭與英法聯軍）的中外和平時期，清朝政府實行限教政策。 

 

※各地區域的天主教發展： 

中國天主教史的區域研究，是近年來大陸學界相當受到注重的課題。譬

如：澳門地區自明清時代以來向來是中國與外國接觸的窗口，加上葡萄牙（天

主教國家）在明世宗嘉靖年間入據澳門統領監管，澳門漸發展成為西方傳教

士活動的重要基地和中國天主教徒的聚集地，使得天主教在此地的發展向來

興盛，進入清廷禁教時期，澳門地區更是中國的對外窗口，而想進入各地傳

教的傳教士，澳門亦是最好的庇護之地，因此有關澳門地區的天主教相關研

究相當多。如〈澳門與明末清初的傳教活動〉
26
一文探討明末清初，傳教士

在遠東的傳教以澳門地方為中心。以耶穌會士為主的傳教士到中國傳

播天主教，歷盡艱難險阻，克服交通、語言和文化習俗等許多困難，

採用以儒傳教的方式和利用西學與西藝等方法終於打開了中國的禮

教之門，在傳教過程中，澳門地方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成為宗教

傳播和中西文化交流的樞紐。禮儀之爭引起清廷禁教之後，澳門地方

又成為維繫天主教與中國各地關係的最後堡壘。 

    四川地區在清代是天主教會積極活動的地區，因此四川地區亦是天主教

區域史研究的重點，西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教授秦和平有多篇針對四川地

                                                 
26 王建平、朱小平，〈澳門與明末清初的傳教活動〉《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期，

廣州，200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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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天主教史的研究發表。〈清代四川天主教傳教史拾遺〉
27
一系列的文章，完

整介紹及論述天主教入川的過程，清代的四川教區是包含貴州、雲南各地，

在禁教期間所引發的四川教案，亦對朝廷的天主教政策有所影響，在文中作

者藉由個別教徒的傳教活動及懲罰情況，介紹川區的傳教情況。 

 

※傳教經費、策略： 

    在傳教過程中，來自歐洲的天主教，傳教經費對傳教事業而言是非常重

要環節，因此傳教經費問題，亦是本文研究天主教傳華史的課題之一。在明

清之際，入華傳教的教會經費來源，最主要多來自各教會宗主國及教廷的資

助。 

天主教畢竟是遠渡重洋來到東方的外來宗教，海上交通的困難與意外的

頻繁，各宗主國與羅馬教廷的支援經費並無法固定到達傳教士之手。加上進

入禁教期間，中國封鎖傳教士的隨意進出，可知經費的支援更加困難，潛入

各地的傳教士仍需經費，因此這些傳教士是如何透過其他途徑取得經費的補

充？此課題的釐清是必要的，因為這可以幫助吾人了解禁教期間，各地教會

及竄流各地的傳教士是如何取得經費，使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得以在各地繼續

運行。此外，此課題也是對天主教教會經濟史了解的一環，對於此課題，目

前有關的討論研究並不多見，或許是因教會經濟的研究在天主教史中是比重

較薄弱的因素，也或許是因缺乏此方面有系統的資料整理。目前較關注在此

課題的研究討論者，應屬現任於大陸地區的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的

湯開建教授。 

                                                 
27 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傳教史拾遺〉（一）～（四）《西南民族研學院學報哲社版》，四川， 

1998a；1998b；1999a；199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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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中國天主教會傳教經費之來源〉
28
一文，作者利用所收集的

中西文資料，將明末至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傳教士取得經費的途徑作出整

理，其歸納出明清之際中國天主教會傳教經費來源渠道主要有四條：1.各教

會宗主國及教廷的資助。2.澳門各界及國內教有的支持。3.中國政府的賞賜

與傳教士的俸祿。4.借貸收租，參與貿易活動。另外，〈明清之際澳門與中國

內地天主教傳播之關係〉
29
一文，則是利用澳門的中文檔案文獻，解釋澳門

與中國各地天主教的傳播關係，內文除整理出澳門在禁教期間對中國各地的

經費提供，此外更是當時培育傳教人才及潛入的重要據點，此文對當時的天

主教傳華史是非常重要的參考文獻。 

   〈論明清天主教在華耶穌會財務經費〉
30
一文主要是整理出明朝萬曆年間 

至清朝乾隆年間的耶穌會士的經濟狀況，雖非直接針對禁教期間耶穌會士的 

經費研究，但仍提供了一些可參考的資料整理，有助吾人對此期間傳教士經 

費的取得有更進一層的認知。 

    關於清朝時期天主教各修會的情況探討，大都是針對耶穌會來論述，而

對其他修會則少論及。〈明末清初在華天主教各修會的傳教策略述論〉
31
一

文，則利用多種中、西文資料收集，討論清初在華的修會，主要包括耶穌會、

道明會及方濟會三大修會傳教方法的異同，並從不同修會間的固有衝突的角

度來探討中國禮儀之爭的部分根源。雖非直接觸及禁教期間的問題，但卻有

                                                 
28 湯開建，〈明清之際中國天主教會傳教經費之來源〉《世界宗教研究》，第 4期，北京，2001 

年。 

29 湯開建，〈明清之際澳門與中國內地天主教傳播之關係〉《漢學研究》，第 20 卷第 2 期，臺北， 

2002年。 

30 康志杰，〈論明清天主教在華耶穌會財務經費〉《史學月刊》，第 3期，臺北，1994年。 
31 趙殿紅，〈明末清初在華天主教各修會的傳教策略述論〉《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1 

期，廣東潮州，20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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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吾人了解在禮儀之爭時期，各修會的爭論。 

 

※相關檔案、文獻資料： 

    關於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的檔案、文獻資料相當雜散。譬如清朝官方的

檔案文件，就分散在臺北故宮與北京故宮兩地，要完全取得雙方的資料比對

整理實為不易，幸得在臺北故宮的檔案文獻得以調閱複印，對於臺灣的研究

者蒐集相關資料方面助益甚大，加上近來大陸學界來積極推廣清史的研究，

積極出版許多過往未曾公開的檔案，其中相關天主教史的資料，包括《清中

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料》
32
、《廣東澳門檔案史料選編》

33
、《明清

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
34
與《清末教案》

35
等等都是與天主教在華傳教

活動息息相關的檔案資料，尤其以《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料》

最與清廷禁教期間的天主教傳教活動有關，共有四冊，內容將順治元年至道

光三十年的已出版及未出版的相關漢文檔案以專題形式編輯出版，按檔案的

時序排列編輯，前三冊主要羅列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各省地方傳教情況

檔案，可提供研究者了解當時天主教在中國地方活動的脈絡，與政府官方緝

拿天主教士與教徒所抱持的態度與觀點等；最後一冊則是整理自清宮內務府

造辦處活計檔的資料，記錄了清代在宮中效力的天主教士資料。 

    其外，當初在華進行傳教活動的西籍教士亦多有留下手稿、信件，這些

傳教士將在華的種種經歷留存下來，可與當初清廷的官方檔案資料作一比讀

                                                 
32《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料》，北京：中華書局，2003年。 

33《廣東澳門檔案史料選編》，北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年。 

34《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 

35《清末教案》1~ 6 冊，北京：中華書局，200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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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然因這些傳教士都來自歐洲，故多用本國語言寫成，對許多研究者的

閱讀是一大挑戰，然近來也陸續有中譯本出版，對研究者來說是一大福音。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
36
乃是經由法國耶穌士教士杜赫德收

集清朝時期在遠東地區的傳教士與羅馬教廷間來往的書信整理，內容提供許

多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所遇到的問題與困境的環境資料。《清廷十三年》
37
是康

熙年間來到中國朝廷服務的義大利傳教士馬國賢所寫下的回憶錄，其見證了

當初康熙帝如何從容教到禁教的態度轉變並提供中國禁教政策所形成的第

一現場。 

    關於天主教在華傳教歷史的研究，向來是被視為是中西交通史的重要一

環，自民初以來便有陳垣與方豪等學者的投入研究，對整理史料及許多教內

資料的收集多有成就，進入中共政權建立之後，由於大陸地區政治環境的限

制，使得大陸學界並不熱衷天主教等宗教研究，反觀臺灣地區，無論教內外

學者多有對此課題進行研究討論，成就頗為豐碩，如：教外的呂實強教授對

清末官紳反教的研究；教內學者，如羅光、張奉箴等亦對清初天主教在華傳

教歷史多有深入探討，但或許限於資料的限制，學者多是關注明末清初的盛

況以及禮儀之爭的中西衝突甚或是清末中西文化衝突下，教案頻傳的時代研

究。中國禁教期間的天主教歷史，相對的較不受研究者關注，或因資料的侷

限、或因禁教時期傳教事業的低迷。然而近年來由於大陸學界的風氣開放，

加上近年來對清代檔案資料的極力整理出版，且積極投入中、西資料的整理

出版，使得清廷禁教時期的天主教史研究資料大增，因此也有學者開始投入

                                                 
36（法）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1～6 卷），河南：大象出版社，2000 

年。 

37（義）馬國賢著，李天綱譯，《清廷十三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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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頗豐，亦可謂補充了以往的研究缺漏。 

此外，中國天主教史研究的領域仍保留許多豐富的原始檔案文獻，但其

中多數是不容易得見的，或因語文的困難、或因藏地的不易進入，因此仍需

要學界研究者的努力開發，以幫助開拓相關的中西交流史的研究資料，提供

研究者更多的資料進行探討。再者，天主教對中國來說畢竟是外來宗教，當

初許多相關文獻資料多用歐洲相關語文所寫，為避免研究者侷限在中文資料

的爬疏，造成西文資料引用的缺失，因此加強研究者的語文閱讀能力是不可

或缺的，故此也是未來相關研究者更應努力的方向與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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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向 

 

本文架構，除緒論與結論外，共分五大章。第二章〈清廷禁教的過程〉

共分三小節，其中論述中國禮儀之爭的問題的緣由，此問題又是如何在康熙

年間引起中國朝廷與羅馬教廷的意見衝突？使得雙方態度日漸分歧，羅馬教

廷的強硬態度，最後在康熙晚年終於形成清廷查禁天主教的態度，而清廷嚴

禁天主教傳教的政策也確實施行於雍正年間，此後中國正式進入嚴禁天主教

傳播的時期。 

第三章〈禁教期間清帝對天主教的政策與態度〉共分三小節，本章節則

是討論在這段禁教期間，雍正、乾隆、嘉慶與道光帝宣布鬆禁天主教之前，

四朝間的禁教政策彼此的異同，同時也可看出四朝皇帝因個性的迥異，使得

各朝的禁教政策的寬嚴程度不盡相同。 

第四章〈禁教期間中國天主教的秘密傳播〉共分三小節，論述雍正朝、

乾隆朝、嘉慶朝與道光帝宣布鬆禁天主教傳教之前，各朝間中國天主教傳播

地方的秘密活動，與期間中國天主教的地方教務消長情形。藉由討論雍乾嘉

道四朝間，中國各地的天主教秘密傳教的情形，以釐清過去誤以中國天主教

在禁教期間，教務萎靡的印象。 

第五章〈禁教期間中國天主教的傳教方式〉共分三小節，主要是利用現

今留存的檔案資料分析、討論在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天主教士潛入各省地

方進行傳教活動的方式，如：西籍教士的潛入方式與潛入的途徑、中國教徒

如何接觸到天主教，成為教徒？以及在宮廷效力的傳教士如何利用本身的有

利條件進行或暗助地方傳教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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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禁教期間中國天主教教士的經費來源〉共分三小節，論述在清

廷查禁天主教期間，天主教士已被禁絕進入中國地方，當有傳教士真的秘密

潛入地方後，在無法獲得正常經濟援助的情況下，在地方傳教的經費與日常

生活所需又是從何得來？在本章節藉由資料的整理分析，藉以釐清廷查禁天

主教期間天主教士在中國傳教經費的來源與途徑。 

關於本論文題目的構思，有鑑於過去研究中國天主教史多是重視明末清

初天主教在華的傳教盛況與清末民初教案頻繁的文化衝突討論。因此筆者的

研究方向便擬以清廷禁教期間的天主教在中國的秘密傳教活動情形作為研

究主題，期間廣泛收集兩岸所藏各類滿、漢官方檔案文獻及近來出版的耶穌

會羅馬檔案館中文資料與相關傳教士的信件、回憶錄及著作來作文獻比讀，

藉此分析此研究主題。在論文的時間架構安排上，筆者欲以康熙晚年中國如

何開始形成禁教態度為起始，歷經雍正、乾隆、嘉慶三朝直至道光二十年鴉

片戰爭爆發後，中國漸漸鬆禁天主教為止，進而討論清廷禁教時期中國天主

教在中國地區傳教的情形，如：中國天主教徒是透過哪些方式接觸天主教而

習教、信教以及西籍教士如何潛入各省地方傳教、如何培育華籍教士與地方

傳教經費的來源又是從何而來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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