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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禁教期間清帝對天主教的政策與態度 

 

 

第一節  從眾議－雍正朝的禁教政策 

 

然而雍正朝的禁教行動又是由何時、何地爆發？導致此後中國天主教開 

始陷入全面被嚴禁的風暴之中。 

根據耶穌會會士馮秉正（Joseph-Franciscus-Maria-Anna de Moyriac de  

Mailla）神父在雍正二年（1724）寄往歐洲給耶穌本會神父的信件中記載： 

 

      點燃全面迫害之火的最初火花是去年七月，在福建省福寧州福安縣

出現的。1 

 

按此說來福建省的福安縣應該就是雍正朝全面禁教的初始地，這場禁教

風波始自雍正元年（1723）七月正式引爆，在馮秉正神父的信件中詳細記載

此事件的經過： 

 

      該地一名信基督教的秀才對某個傳教士不滿，放棄了信仰，隨之又

串聯了另外幾名秀才，把自己的不滿告訴了他們。他們聯名向地方

官遞了訴狀，其中有多項指控⋯⋯歐洲人躲在幕後，卻用信徒們的

錢蓋起了大教堂，教堂裡男女混雜，還指定幼女當修女等等⋯⋯福

                                                 
1（法）杜德赫 編，（中）鄭德地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河南：大象出版社，

2001年），第二卷：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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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知縣收到訴狀後無疑呈報了上級官員⋯⋯於農曆五月十二日接

到總督的命令：「我獲悉有人在您的轄區中傳播天主教⋯⋯無論城

鄉均有教堂。更令人不安的是，有些信教的青年女子，被稱為修女

而不得結婚。佈道時（教堂裡）男女混雜，福安轄地上竟有教堂十

五、六座之多。此種外國宗教蠱惑百姓，敗壞我淳厚民風，後果嚴

重，因此禁止為宜，不得放任自流。為此我特發此令，望您收到後

立即在福安全境張貼公佈，禁止該教並畫下各教堂圖形後將其關

閉⋯⋯」而後福安知縣又向總督匯報：「⋯⋯這個教派破壞五常和

真正的道德，破壞家庭和睦及良好民俗，真令人痛心！」2 

 

由上文不僅可知福安教案的爆發過程，也可以知道中國地方官員對天主

教在地方的傳教活動的戒心、顧慮，這個外來宗教在地方上的傳播不僅吸引

許多地方百姓入教，且信教民眾在信教後竟有破壞五常倫理及該有道德的行

為，對維持地方民風而言，威脅甚深。在搜捕過程中，也進而得知信教者竟

然有地方秀才拋棄聖賢之道而信奉西洋天主教，官員深感震撼，因此許多地

方督撫視天主教為外來邪教且認定民人信奉天主教必定會為地方帶來不良風

氣，因此需要嚴禁此教以達到維持地方淳厚風俗的目的。 

據馮秉正神父的記載，在地方官員舉發此事後，官府便開始搜捕藏匿各

地的傳教士，傳教的西籍教士為躲避迫害，躲進了當地信教百姓的私宅，以

躲避追查，並企圖託人向當時的總督（閩浙總督－覺羅滿保）呈遞訴狀，說

明其教堂乃奉先皇康熙帝旨意所建造。但覺羅滿保並不理會傳教士的說法並

                                                 
2（法）杜德赫 編，（中）鄭德地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河南：大象出版社，

2001年），第二卷：頁 31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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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將對傳教士的緝拿再擴大，甚至將此事上奏朝廷，請求朝廷應為維持地方

民安，各省中不能再留有西籍教士居住，期間在北京的教士們知悉此消息之

後，開始不斷到處奔走求助，甚至透過關係請託朝中較喜愛歐洲人的廣州巡

撫寫信向當時的閩浙總督求情，但覺羅滿保認為其無法做主，在當年（雍正

元年）十一月便上奏雍正帝請禁天主教，並交付禮部審議。此事亦載於清世

宗實錄之中： 

 

雍正元年（1723）十二月十七日： 

 

禮部議覆浙閩總督覺羅滿保疏奏。西洋人在各省，起蓋天主堂，潛

住行教。人心漸被煽惑，毫無裨益，請將各省西洋人、除送京效力

外。餘俱安插澳門。應如所請。天主堂改為公所。誤入其教者、嚴

行禁飭。 

得旨：西洋人，乃外國之人，各省居住年久，今該督奏請搬移。恐

地方之人妄行擾累，著行文各省督撫、伊等搬移時、或給與半年數

月之限。令其搬移。其來京與安插澳門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

使勞苦。3 

 

可知禁教之事不僅已經得到禮部議覆通過，雍正帝也下旨同意禮部對此

案的議覆。但根據清代官方檔案資料所示，其實覺羅滿保這次的上奏，並非

是他第一次向雍正帝上奏有關於查禁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在福安教案發生

                                                 
3《清世宗憲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十四：頁 251－1。雍正元年十二月禮

部議覆浙閩總督覺羅滿保疏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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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雍正帝早已與覺羅滿保對查禁天主教一事達成某種共識，根據閩浙總

督覺羅滿保等奏報西洋人於福安縣傳教惑眾的滿文奏摺中所記載： 

 

雍正元年（1723）七月，福建、浙江總督覺羅滿保、福建巡撫臣黃

國材會銜具奏：為奏聞禁止愚民加入天主教，伏乞聖主明鑑事。 

福寧州之福安縣⋯⋯遽聞二名西洋人在彼傳教。遂即核查得，入天

主教之監生、生員有十餘人，城鄉男女入此教者數百人，城內大鄉

男女天主堂十五處。二名西洋人隱居生員家中，不為人見，不懼知

縣禁令。旦為誦經禮拜之日，便聚數百之眾傳教，男女混雜一處，

習俗甚惡。故臣等即交付文武官員，查出二名西洋人，照例解往廣

東之澳門，十五處天主堂或改為書院、或為義學之所、或者各為民

祠堂所，倚靠該十數名生員監生，曉諭入教愚昧男女，改信邪教，

若再有行西洋教者，則將該十數名監生、生員全部黜免治罪，張貼

告示嚴加禁止。查得，西洋人在各省大府縣內俱建天主堂或大房宅

居住，該西洋人留在京城尚可編制黃曆，【治病及製造東西】（用於

雜事）。今其恣意於各省之大府縣內建天主堂或大房宅所居住，不

僅於地方百姓無益，且頻頻傳教，蠱惑於人，經年日久，【招至地

方之患亦未可料】（於地方絲毫無益）。伏乞皇上明鑑，西洋人除常

住京城之外，外省不准西洋人私自居住，或俱送京城或遣返廣東澳

門。各省所設天主堂皆于改用，不得再建。此乃關係地方人心之事，

臣等僅具奏陳，應否之處，伏乞皇上明鑑，為此叩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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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硃批： 

 

      卿此奏甚是，多為可嘉，著遵照辦理。如此繕本具奏。4 

 

可知在十一月，覺羅滿保公開上奏到朝廷議覆之前，早已私上奏摺請示

過雍正帝，不僅言明西洋人如何傳教惑眾，也透露出地方大吏基於維護地方

民風，多傾向查禁天主教傳教活動的意向，因為天主教在地方上不僅引誘一

般男婦，甚至也有監生、生員等知識份子入教，地方教徒根本無視國家律法

窩藏西籍教士，更在地方聚眾誦經，諸多的天主教禮儀不容於中國民風，顯

示出地方大吏對天主教在地方上傳播的疑慮，因此對天主教的傳教多持反對

的意見。屏除對地方民風的威脅而言，覺羅滿保卻也同意天主教是可容存於

宮中效力的，因天主教士可助國家修曆、製造物品，對國家而言是有所助益

的。因此從奏文中可以看出覺羅滿保對查禁天主教已有一套想法，因此也提

出在各省地方查禁天主教的具體辦法，雍正帝表示贊同覺羅滿保的意見。據

統計，當時中國各省地方共有西籍教士五十餘名，其中二十名留居在北京，

三十名赴廣州再前往澳門。
5
 

在比讀傳教士與官方的檔案文獻記載後，不僅可得知在雍正朝全面禁教

前，較完整的福安縣教案發生經過，也可看出傳教士與清廷態度的不同，對

天主教會而言這或許是一場可怕教難，是清廷對天主教全面迫害的開始，甚

或是責怪清廷地方官員對天主教的迫害與不了解。但就清廷官員而言，如：

                                                 
4 《雍正朝滿文奏摺全譯》上，（北京：中國歷史第一檔案館編，黃山書屋出版，1998年），頁

257~258。雍正元年七月二十九日  閩浙總督滿保等奏報西洋人於福安縣傳教惑眾等情摺。 
5 顧衛民，《中國與羅馬教廷關係史略》（北京：東方出版社，2000年），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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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羅滿保的奏摺中，雖顯出其對天主教義的不了解，也有許多的誤解，但從

另一角度來看這也表現出中國地方官員的本身立場，身為地方大吏，維護地

方民風及地方安寧是最基本的責任，況且清廷的宗教政策本就是基於「崇儒

重道」的概念而來－維持正教、樹立正統、取締邪教、打倒異端，清初諸帝

認為儒家的政治理念及生活規範，能為清朝政府帶來長治久安、社會穩定的

積極作用，此乃為清廷宗教政策的主要概念。
6
故站在清廷官員的角度而言，

天主教就是外來的異端，甚至與地方的祕密宗教無異，覺羅滿保的上奏只是

想貫徹清廷的統治政策，貫徹地方治安的維護。由此可知請禁天主教一事，

是為中國官員所重視，在覺羅滿保上奏請禁之前，其實禮科給事中法敏也早

有奏報禁止民人加入天主教一事： 

 

      ⋯⋯入天主教者宜當嚴禁。查忠君王、孝父母、兄弟親善、夫妻和

睦、文人求學、農夫勤作，此乃盛世教化，天下向隨者也。茲西洋

人設天主教，編書欺惑京城外省愚民，凡入其教者給以衣服盤纏、

借放銀兩，故近年來，無知男婦為有所得而入其教者眾。或有富殷

顯赫之人亦入教論講，蠱惑人心。凡入此教，即將父母兄弟妻小拋

諸於外，唯尊奉天主。更有甚者，刻印天主教標誌發給入教者張貼

門上，誠屬大逆不道。竊惟非親非故、無緣無故拿銀給人，籠絡人

心，必有何意。若不嚴禁，必會蔓延。現皇曆編修處即需此人，仍

准留用，除其承差做飯人外，其餘凡滿洲、蒙古、漢軍、漢人，乃

至包衣奴才皆當嚴禁出入。京城西洋人住地當派官兵把守，外省則

                                                 
6 莊吉發，〈正統與異端：盛清時期活躍於民間的宗教信仰〉《清史論集》（十三），（臺北：文史

哲出版社，2004年），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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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地方文武亦予嚴禁。倘有違禁者，即予重懲。如此則人心可正，

且入邪教者自會離去。7 

 

在此奏文中顯出清廷官員對外來天主教的疑慮所在，天主教刻印書籍惑

民，以金錢誘之，籠惑民心，一定有何用意？因此官員認為放任天主教傳播

對中國民心是一大危害，不僅百姓會因入教而棄養父母，更重要的是信教者

對天主與羅馬教皇的唯命是從，勢必會影響國家對百姓的教化與統治，更甚

或會動搖國家根本。譬如處於中外往來交通地位的福建，自明末以來便為天

主教士經常往來之地，福建地區的中西衝突更易彰顯而出，如：康熙年間的

禮儀之爭便因巴黎外方傳教會福建代牧顏璫出令禁止中國禮儀而引發的。閩

省的官員對天主教因此有更多的接觸，更容易在此地引發中西的衝突，當地

民人卻也因易接觸到天主教士而被吸引入教，信教者眾。天主教本身特殊的

教義及教條更是會引起地方官員注意，但無論如何，福安縣的取締行動的確

引發了往後雍正朝一連串的禁教搜捕行動。 

福安教案的發生，使得雍正朝展開全面的查禁天主教行動，也使各省的

天主教活動走入地下化活動。康熙帝駕崩後，繼位的雍正帝依循其父的政策，

對天主教採禁止的態度，措施也比其父更加嚴謹、完整，雍正七年閏七月的

上諭云： 

 

向因西洋人通曉曆法，是以資其推算修造，留住京師，後因其人來

者漸多，遂潛居誦經行教，煽惑人心，而內地不肖之人，無知之輩，

                                                 
7《雍正朝滿文奏摺全譯》，（北京：中國歷史第一檔案館編，黃山書屋出版，1998年），卷上：頁

31。雍正元年二月初十日  禮科給事中法敏奏報禁止加入天主教等三款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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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住入其教中，妄行生事，漸為民風之害，是以原任總督覺羅滿保

奏請將各省西洋人或送至京師，或遣回澳門，其所有天主堂，悉改

為別用。 

經禮部兩次議覆，將各省西洋人准其居住廣東省城，但不許行教生

事，其天主教堂改為別用，朕曾降旨伊等乃外國之人，在各省居住

年久，今令搬移，恐地方之人混行擾累，著給與半年或數月之限，

令沿途委官照看，此乃雍正二年之事也。8
 

 

由前所引諭旨可知，在雍正二年（1724）前雍正帝已明確降旨禁止天主

教在中國各地的傳播，且對傳教者亦有詳盡的處置方式，這些政令應該是在

雍正元年（1723）爆發福安教案後逐漸形成。 

    雍正元年（1723）的福安教案爆發之後，地方官員將此事上奏朝廷，由

此拉開了雍正朝正式下令禁止天主教傳教中國地方的序幕。根據《清世宗憲

皇帝實錄》載： 

 

      雍正元年（1723）十二月壬戌，禮部議覆浙閩總督覺羅滿保疏奏： 

西洋人在各省。起蓋天主堂。潛住行教。人心漸被煽惑。毫無裨益。

請將各省西洋人、除送京效力外。餘俱安插澳門。應如所請。天主

堂改為公所。誤入其教者、嚴行禁飭。 

得旨：西洋人乃外國之人，各省居住年久。今該督奏請搬移。恐地

方之人、妄行擾累，著行文各省督撫、伊等搬移時、或給與半年數

                                                 
8《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官博物院，1978年），第十四輯：頁 470。雍正七年九月

十九日，署山東巡府費金吾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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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限。令其搬移。其來京與安插澳門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

使勞苦9 

 

顯出因為福安教案爆發，當地的閩浙總督覺羅滿保為了維護地方民風，

奏請禁教，雍正帝亦同意滿保所奏，在處理此事方面，雍正帝對在中國傳教

已久的傳教士，給予了相當充裕的時限妥善安插澳門或來京，顯示其並非想

在短時間內就趕絕中國的天主教士。在前段，本文亦提及實錄所載並非滿保

首次向雍正帝提及此事，在此前早已有奏摺上奏，顯示滿保與雍正帝對此事

早有初步的默契，此事亦記載於馮神父的書信中。由此可知，雖福安教案為

禁教行動的導火線，但禁教一事早已在醞釀之中。 

根據現有檔案資料來看，雍正朝最早提及天主教問題，應是禮科給事中

法敏在雍正元年（1723）二月初十日的奏報，在奏摺中，法敏除了闡述天主

教對百姓的籠絡之法及其會帶來的不良影響，也提出如何處理這些留於中國

的教士的方法，但不是很具體，故在此份奏摺中，不見雍正帝的硃批，或許

當時雍正帝並未對禁行天主教有太多想法，也或許法敏的方法沒有達到雍正

帝的心意。然而這些奏章顯出朝中大臣對此事的關注，直至七月，福安教案

爆發，地方大吏如閩浙總督、福建巡撫開始針對當地的天主教士及教民開始

有了查禁動作，同時也聯名上奏雍正帝一份滿文奏摺，說明其心意。福安教

案爆發，閩浙總督等詳細描寫當地天主教傳教惑眾的情事，更具體提出了處

理方法，雍正帝對此表現出讚賞之意，並同意此項提議，此摺便成為雍正朝

禁教措施的雛形。未久，雍正元年（1723）九月十二日，又有內閣侍讀學士

                                                 
9《清世宗憲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十四：頁 251－1。雍正元年十二月禮部

議覆浙閩總督覺羅滿保疏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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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喜奏報請禁百姓信奉天主教：「⋯⋯況西洋人乃海外一小島之人，不信神

佛⋯⋯唯篤信邪教⋯⋯蠱惑人們入教。此地或有不肖小民中其圈套⋯先前宣

武門內有天主堂一座，今西安門內、東安門外又增設天主堂二處，西洋人每

月數日於天主堂誦經，入教者成群結夥前往，其人甚眾⋯此事若不加禁止，

日久天長，西洋邪教更會蔓延⋯⋯」
10
。同年（雍正元年）十一月初八日，鑲

藍漢軍旗副都統布達什亦奏陳嚴禁旗民入奉天主教：「⋯⋯茲見或有糊塗之

人，不思正學，棄本而入天主教，向隨異邦教化，此若不加嚴禁，日後，糊

塗之人所奉異端之教蔓延亦未可料⋯」
11
，顯出禁教之事已由地方督撫大吏擴

及京官，禁教之聲已是沸沸揚揚，京官雖認同天主教士可以效力於朝廷，有

助益國家修曆等，但絕對不是任其隨意在中國傳教而危害民安。同年（雍正

元年）十一月，覺羅滿保依雍正帝之意正式上題本請禁天主教，當時宮中的

傳教士得知此事後也開始為此事到處奔走，企圖挽回禁教之事。據馮神父書

信中載，當他們得到消息後，仍希望通過負責文書檔案的官員取得有利天主

教的康熙帝御旨，作為依據，另草擬兩份議案：一份使其能對福建總督佔得

上風；另一份則准許有票的傳教士留在各省。 

    此外，傳教士們也爭取到主持禮部事務的康熙帝十二子允祹（對教士較

有好感）的支持，企圖在禮部議覆此事時，提出附上康熙帝御旨的草案。但

當會議進行時，提出草擬議案的官員卻遞交一份批准閩浙總督所有行動的議

案。當時允祹曾質問其為何沒有附上康熙帝關於天主教的御旨，此官員答稱：

「他沒有任何其他議案可以呈遞。親王是主子，但他寧肯丟官，也不會遞交

                                                 
10《雍正朝滿文奏摺全譯》（北京：中國歷史第一檔案館編，黃山書屋出版，1998年），卷上：頁

334。雍正元年九月十二日  內閣侍讀學士雙喜奏禁止信奉天主教摺。 
11《雍正朝滿文奏摺全譯》（北京：中國歷史第一檔案館編，黃山書屋出版，1998年），卷上：頁

488。雍正元年十一月初八日  鑲藍漢軍副都統布達什奏陳嚴禁旗民入天主教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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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議案。」
12
 

    傳教士們認為這個官員會有如此大膽的表現，有可能是奉皇帝的密旨，

而敢有如此態度。但不管如何，此次的議會中，禮部對覺羅滿保的題本作出

了議覆，如實錄所載。至此雍正朝的禁教政策已是抵定，此後雍正朝的禁教

措施多是比照覺羅滿保的方法來處理。在處理福安教案的過程中，雖然也看

出朝臣中亦有同情天主教之人，但在當時的政治大環境中，絕大部分的中國

官員仍是依照傳統的觀念及國家統治的角度來反對天主教的傳播，雍正帝在

此氛圍下亦是傾向查禁天主教的傳教，但需要強調的是雍正帝的禁教態度乃

是站在國家統治者的角度及督撫朝臣的意見來決定禁教的方向，不應過於強

調其本身痛惡天主教而欲行政治性的報復。 

如：雍正二年（1724）十月二十九日，兩廣總督孔毓珣奏： 

 

      查各省居住西洋人先經閩浙督臣滿保題准，有通曉技藝願赴京效力

者送京，此外一概送赴澳門安插。嗣經西洋人戴進賢等奏懇寬免逐

回澳門，發臣等查議。臣思西洋人在中國未聞犯法生事，於吏治民

生，原無甚大害。然曆法、算法各技藝，民間俱無所用，亦無裨益，

且非中國聖人之道，別為一教，愚民輕信誤聽，究非長遠之計。惟

西洋乃係總名，分有十餘國，各人住籍不同，澳門濱海偏僻之地，

欲回則無船可搭，欲住則地窄難容，經臣議將各省送到之西洋人暫

令在廣州省城天主堂居住，不許外出行教，亦不許百姓入教，除有

年老殘疾者聽其久住外，餘則不限以年月，遇有各人本國洋船到

                                                 
12（法）杜德赫 編，（中）鄭德地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河南：大象出版

社，2001年），第二卷：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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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陸續搭回，此外各府州縣天主堂盡行改作公所，不許潛往居住。 

 

雍正帝硃批云： 

 

      朕於西洋法原無深惡痛絕之處，但念我中國聖人之道無甚裨益，不

過聊從眾議耳。爾其詳加酌量若果無害，則異域遠人自應一切從

寬，爾或不達朕意，繩之過嚴，則又不是矣，特諭。13 

 

可知孔毓詢已指出曆法、算法等技藝，民間俱無所用，也無益處，在處 

理西籍教士方面亦是比照覺羅滿保之議來處理留居各省的西洋人，也顯出地

方大吏鑒於天主教非中國聖人之道，深恐地方愚民輕信誤聽，終究非長遠之

計，故認為驅逐各省教士乃為治理地方的必要之策。雍正帝亦立於國家統治

之道，同意地方禁絕天主教的傳播，同時也強調並非本身痛惡天主教，只是

鑒於地方督撫的考量，而「從眾議」罷了。 

    雍正元年（1723）十二月，經由禮部議覆覺羅滿保的奏摺之後，直至雍

正二年（1724），雍正朝的禁教政策已算確立，但執行上仍無法杜絕西籍教士

進入各地方傳教。天主教的禁教政令雖已昭令各省地方，但由於地方官員的

疏忽及傳教士隱密的潛入，使得各省地方的天主教秘密傳教活動仍是不絕。

雍正七年（1729）閏七月初四日，監察御史伊拉齊在訪查沿海地方偷運米糧

出海情事之時，發現各地天主教活動仍是活躍，便上奏雍正帝： 

 

                                                 
13《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三）（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年），頁 905 ~ 906。雍正二

年，兩廣總督孔毓珣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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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得向年原有無賴小民將內地米石私載小船偷渡出界發賣，希圖重

價，因有沿海地方居住之西洋人收買載入大船出洋⋯聞得松江府天

主堂內有西洋人名畢登榮、莫滿二人居住，託言養病，時或出門拜

客，地方士民多有歸其教者。奴才揆此西洋人常有貿易船隻往返走

洋，保無偷賣米石之弊。又聞得江南州縣內並各省尚有潛藏居住之

西洋人，奴才看西洋人來京朝貢，乃聖德之所感化，我皇上加恩優

待，實柔遠人之至意。但西洋人有願回本國者，自應回國；有願在

澳門者，准其住澳門；或有技藝情願在京效力者，准留京都，則有

無生事之處，得以稽查，是否實心效力，亦可考核。今乃聽其星散

分居，潛匿州縣，不獨煽惑地方愚民，且有讀書生監而入西洋教者，

實無益於中國，而有損於政教。奴才先年曾與西洋人辦事，其居心

行事，與夫所造闢妄等書傳教，俱屬妄誕悖謬。仰懇  皇上聖鑑再

飭行江南督撫著令各府縣細查，如有潛住之西洋人盡行報出作何遞

送回粵之處⋯不惟黜異端以崇正學，亦可杜偷運米石出海⋯⋯ 

雍正帝硃批云：已有旨，密令大學士傳諭各省督撫矣。14 

 

可知禁教政策並未確實施行於各省地方，對此不僅朝臣認為天主教有害

於地方統治，且有損於中國政教的實施，應該再加緊地方的清查行動。雍正

帝在獲知此事後，決定再傳密令於各省督撫嚴察此類活動，以杜絕天主教繼

續傳播於中國地方。雍正七年（1729）閏七月二十五日，大學士馬爾賽等遵

旨寄信於各省督撫，密諭查禁天主教，寄信上諭云： 

                                                 
14《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8年），第十三輯：頁 803~804。雍正七年

閏七月初四日，監察御史伊拉齊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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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因西洋人通曉曆法，是以資其推算修造，留住京師，後因其人來

者漸多，遂潛居誦經行教，煽惑人心，而內地不肖之人、無知之輩，

往往入其教中，妄行生事，漸為民風之害，是以原任總督滿保奏請

將各省西洋人或送至京師、或遣回澳門，其所有天主堂，悉改為別

用，經禮部兩次議覆，將各省西洋人准其居住廣州省城，但不許行

教生事，其天主堂改為別用，朕曾降旨伊等乃外國之人，在各省居

住年久，今令其搬移，恐地方之人混行擾累，著給與半年或數月之

限，令沿途委官照看，此雍正二年之事也。今已歷數載，各地方中

不應復有留住之西洋人矣。近聞外省府縣中竟尚有潛藏居住者，本

地無賴之人，相與往來，私從其教，恐久之滯染益深，甚有關於風

俗，此係奉旨禁約之事，而有司漫不經心，督撫亦不查問。朕若明

降諭旨，則失察之官甚眾，於督撫皆有干係，爾等可密寄信與各督

撫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來。15
 

 

此寄信上諭透露出雍正帝對地方仍有西籍教士潛住行教，地方民人從教

甚眾，地方官員卻漫不經心，查禁不力等情事，表示十分不悅，因此再傳此

諭至各省督撫，要其嚴查此事。各省督撫獲悉之後，地方上再掀清查行動。

雍正七年（1729）九月十九日，山東巡撫費金吾奏報在接獲上諭後，即著令

管轄地方各府州縣密查其事： 

 

      ⋯⋯臣遵奉之下，隨用釘封密扎飛諭各府州縣，加意密查，復遴委

                                                 
15《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8年），第十四輯：頁 470~471。雍正七年

閏九月十九日，屬山東巡撫費金吾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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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幹員，分頭密訪更慮地方愚民，或尚有崇奉其教，而誦習其經

卷者，一併密令地方官留心查察⋯⋯ 

 

    在此次稽查行動下，於濟南府歷城縣查得：原有西洋人南懷德等已於雍

正二年間進京，所遺失天主堂二所，一改為育嬰堂、一改為義學，訖今尚有

房屋八間、墳地七畝。當雍正二年（1724）奉旨之時，地方官因部文內只有

天主堂改為公所之語，其天主堂以外之房產，部文未經指明，遂不敢一併改

為公用。以致西洋人仍敢暗中托人管運，每年潛收租息，以供傳教之用。隨

後又在東昌府臨清州查得： 

 

原有西洋人康和子於雍正二年十月初六日進京，現住京城西直門紅

橋天主堂內，所遺天主堂已改為公所，但尚有房屋三十七間并地四

頃九十二畝，亦係西洋人暗中托人管運，每年潛收租息。 

 

山東巡撫費金吾查得此類情事後，亦提出己見： 

 

臣思此等行教惑民之西洋人皆不法之徒，我皇上念其外國之人，不

即治罪，但令遷居廣州省城，乃不知感激，仍留房產於外省佯為在

京效力，而實則潛行往來收租息，殊屬不合此等房產，似應一併咨

明戶部改作公用以絕往來、潛匿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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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對此硃批云： 

 

何如咨明戶部，此輩不許容留在地方行教，然亦未有抄沒之罪，實

當便價送與伊京中堂內可也。16 

 

    由此看出，天主教在各省地方的地下傳教活動不絕，再度引發清廷對天

主教流傳地方一事的重視，雍正帝也再次表明禁教之心，地方督撫在接獲雍

正帝的密令後，展開另一波的清查行動，在查訪過程，可知天主教不僅未杜

絕於地方，在京教士亦多利用本身的地利之便，潛往外省地方繼續經營教務

活動。 

雍正八年（1730）五月二十二日，浙江總督李衛亦提出其地方清查情事： 

 

      有西洋人德瑪諾從前因在浙染病，具呈調治，寬限回京，咨部在案。

臣於上年十月回任後，遵旨行查，催令啟程。據稱老病，寒冬長途

難行，驗明咨報內閣於本年五月初旬，委官設法伴送至廣東澳門安

插。去訖所有省城北門大街天主堂一座，查係康熙三十八年創造，

是年聖祖仁皇帝南巡，德瑪諾在杭接駕，曾蒙恩賞一百兩，瑪諾及

稱以此項添造，其實並未奉有諭旨勒建，因籍已為名，故未拆改⋯

今瑪諾⋯⋯赴澳，此外已無西洋人在於浙境⋯臣意將天主堂改為天

后宮⋯⋯祀典既清，而異端亦得靖萌蘖矣⋯⋯17 

                                                 
16《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8年），第十四輯：頁 470~471。雍正七年

閏 九月十九日，屬山東巡撫費金吾奏摺。 
17《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9年），第十六輯：頁 464~465。雍正八年

五月二十二日，浙江總督李衛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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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認為李衛此次的處理「甚好」。 

    在此次的清查行動，也引發湖廣一帶展開了查緝行動，在宮廷效力的巴

多明神父得知此訊息後，趕緊寫信通知在湖廣一帶的潛住教士們趕往各地疏

散或藏匿於他地，以避開查緝： 

 

1729年一個朝廷大臣上奏皇上⋯⋯在各省還有歐洲人藏在他們的

信徒家中，有好些教堂還沒有改為公用場所，等等⋯皇上又下了

新的密旨⋯⋯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儘早地通知各省傳教士們，好

好隱藏起來，或者藏到他們的船上去⋯⋯18 

 

看出雍正朝年間，中國朝廷雖然已經頒行禁教政令，但在京教士與地方

上的往來活動仍算自由，因此在清廷查禁天主教的期間，在京教士便成為地

方潛住教士的訊息來源，成為當時天主教在中國地方傳播的一項助力。 

 

 

 

 

 

 

 

 

                                                 
18（法）杜德赫 編，（中）朱靜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河南：大象出版社，

2001年），第三卷：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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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嚴鬆不一－乾隆朝的禁教政策 

 

    自雍正二年（1724）雍正帝正式下諭旨嚴禁天主教士在中國各地方傳教

之後，清廷採取嚴格的禁教措施，天主教在各省的活動也開始被以非法的宗

教活動遭到查禁及搜捕。迨乾隆帝繼位，仍沿襲其祖、父的政策，嚴禁天主

教及傳教士私自進入各省地方傳教。然乾隆帝雖不如其祖父康熙帝那麼愛好

西洋科學新知，但乾隆帝對西洋的美術、技藝似乎也頗為著迷，雖然清廷的

基本政策是不允傳教士入境傳教，但針對傳教士的技藝，乾隆帝仍是善於利

用的。此點可由其留用大批的天主教士於宮中為其服務中可以看出，如：欽

天監監正戴進賢；宮廷畫師郎世寧、安泰；宮廷錶匠林自濟、楊自新等等，

尤其是乾隆帝對宮廷畫師郎世寧的寵愛可見一般。故在其登基後，便頒佈諭

旨，顯示出乾隆帝對西籍教士的友善態度： 

 

      國家任用西洋人治曆，以其勤勞可加，故從寬容留。19 

 

乾隆帝在面對宮中效力的傳教士們時，事實上是頗多寬容。在宮中效力

的教士所受之禮遇並不遜於康熙朝任何教士所受之禮遇，但這不能表示乾隆

帝喜愛天主教，其所喜愛的是這群天主教傳教士所提供的西洋技藝。愛屋及

烏，乾隆帝在面對教士們的要求時，大多都能准允，只是若有教士奏請有關

禁行天主教一事，乾隆帝或因父、祖禁教政策的延續，或因官員壓力的反對

又或因清廷本身對宗教政策的堅持，始終未能照准。其在位期間，對天主教

                                                 
19 轉引張澤，《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臺北：光啟出版社，1992年），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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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理態度，也因此常出現反覆的情形，有時會因傳教士們之請，放寬禁教

限制，有時又因各地傳教活動過於頻繁，危害地方民風，又再重申禁令，下

令嚴加查緝追捕。如乾隆帝即位未久時，西籍教士巴多明、戴進賢認為新繼

位的乾隆皇帝對天主教並無仇教思想，因而想上奏乾隆皇帝，請弛教禁，這

份奏章後由西洋畫家教士郎世寧親呈皇帝。
20
西籍教士本滿懷希望能藉此機會

令乾隆帝將教禁解除，回復康熙年間的傳教盛況，但卻事與願違，因為此時

爆發了一件插曲，使得解禁之事再生旁枝。乾隆帝登基後，曾大赦天下，以

天主教信徒被雍正帝判處流行的蘇努一家，亦受此恩典，住在北京的傳教士

們，聞悉新帝的大赦令，不禁欣喜若狂。
21
此時一名帶罪官員也得到大赦回到

京城，設宴慶賀，此名官員有位信奉天主教的妹妹卻以宴會上有迷信活動拒

絕參加，其兄惱羞成怒，認為其妹會如此寡情必定是受到天主邪教影響，便

向乾隆帝提出告訴： 

 

      傳教士之誘惑首由漢人開端，或有漢人為胡言亂語所迷惑，或有漢

人為金銀財物所誘迫。然最堪憂者，絕為滿人將為漢人之實例與動

機而逐漸陷於迷惑。倘不以適當之刑罰以阻止此種混亂局面，則我

國之宗教與風俗行將顛覆腐敗，乃可預見之事。譬如漢人滿人雖不

屬同源，但陛下並無滿漢之別，而係以同樣之恩徳施與兩族。故同

一進令不論滿人、漢人皆不可不適用，而對信奉此異教之人亦可不

處以相等之刑罰。如以此嚴格態度令其遵守我國法，庶幾不至於發

                                                 
20 顧保鵠編，《中國天主教史大事年表》（臺北：光啟出版社，1970年），頁 46。 
21 白晉著，馮作民譯，《清康前兩帝與天主教傳教史》（臺北：光啟出版社，1966年），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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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所為國憂心之惡果。22 

 

乾隆帝將此案交於四位輔政大臣（莊親王允祿、果親王允禮、張廷玉、

鄂爾泰）決議，乾隆元年（1736）四月，該訴狀由禮部奏請乾隆帝批准決議，

幾日之後執行。其決議內容如下：（1）滿人、漢人不得信奉天主教，否則處

以重刑。（2）已入教的要棄教，否則也處以重刑。（3）嚴禁留居北京的傳教

士藉傳習天算曆學而勸人入教。諭頒之後，北京與各省之教民一并嚴拿，囚

禁監中者甚多。
23
 

此決議傳開之後，再度引起在京教士的慌恐，北京天主教士便決定由郎

世寧趁例行進宮之便，將巴多明等人的奏摺親呈乾隆帝御覽，並附上康熙三

十一年（1692）所頒之傳教自由令交付乾隆帝御覽，期望能阻止決議一事。

在看過奏呈後，乾隆帝曾對郎世寧說：「你可以放心，並告訴神父們放心，朕

必不禁天主教，只是禁止旗人信教而已。」
24
由此看出乾隆帝似乎並非堅決想

禁絕天主教，十天後宮內府一位管理傳教士事務的官員海望向傳教士宣布：

「一般的滿洲人信奉天主教是不應該的。政府不禁止天主教，也不認為天主

教勢虛偽的、邪惡的。傳教士可自由傳佈天主教。」
25
不久之後，禁令的施行

似乎平靜了。乾隆二年（1737），北京卻又發生教民劉二給一垂死孤兒施以洗

禮，被誣以迷拐人口。刑部嚴懲劉二，在京的傳教士開始爲營救劉二奔走，

欽天監監正戴進賢、法國教是巴多明、葡萄牙教士陳善策及在宮中任職的沙

如玉與郎世寧等上奏求情。但刑部官員認為傳教士無權干涉中國事務，於是

                                                 
22 白晉著，馮作民譯，《清康前兩帝與天主教傳教史》（臺北：光啟出版社，1966年），頁 113~4。 
23 樊國梁，《燕京開教略》中篇，（收入於《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臺北：輔仁大學出版社，

2003年），頁 388。 
24 張澤，《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臺北：光啟出版社，1992年），頁 64。 
25 白晉著，馮作民譯，《清康前兩帝與天主教傳教史》，（臺北：光啟出版社，1966年），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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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奏： 

 

  刑部判劉二以首枷之刑，乃當然之處置也⋯⋯欺騙國民之邪教，一

切不可不將其滅絕⋯⋯傳教士於我國內及各國民傳天主之教，焉能

許其以彼等之邪法而惑亂民心耶⋯⋯26 

 

乾隆帝頒旨同意刑部對劉二的判決，傳教士照常供職，但下令限於在教

堂內有信奉天主教自由，仍不許漢人，尤其是滿人信奉天主教。幾日後，郎

世寧跪伏上前，流涕滿面，哀懇皇上格外施恩，勿張其諭，乾隆帝憐之，再

頒諭旨： 

 

      刑部以劉二迷拐人口，大干國紀，特行嚴拿治罪，然此案於天主教

人及傳教士毫無干涉。27 

 

此諭旨一頒，查禁的動作又逐漸放鬆，因此在乾隆朝常因有廷臣及地方

大吏的奏請，對天主教採取嚴禁，但又因有傳教士的請求，禁令又再放寬，

可知禁教的決定並非取決於乾隆帝一人，官吏的意見也是左右政策的一大因

素。事實上，乾隆帝對傳教士的寬大也僅止於在北京活躍的傳教士，對於地

方上私進各省的傳教士或天主教活動仍沿襲雍正時期的嚴禁態度，而且有過

之而無不及。雖然乾隆帝本身對天主教並沒有多想故意為難之意，但又在官

                                                 
26 白晉著，馮作民譯，《清康前兩帝與天主教傳教史》（臺北：光啟出版社，1966年），頁 119。 
27 樊國梁，《燕京開教略》中篇（收入於《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臺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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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奏請與國家統治的想法下，當地方上有發生天主教案時便會有寬嚴不一

的態度，如乾隆五年（1740），在河南地方上查獲一本刊行的天主教書《睿鋻

錄》，此書乃西洋傳教士載進賢所進奏，河南巡撫查獲後奏請銷毀： 

 

      伏思西洋之天主教，最易惑人，是以定例不許民人擅入，乃竟纂成

書籍傳播。愚民見有如許恩榮勢必群相崇奉。尤恐別項邪教，亦借

此書影射，更多未便。且戴進賢擅將所奉諭旨奏摺，刊布流傳。亦

屬不合應令繳銷。得旨，著海望查奏。28 

 

乾隆帝覽奏後，並無直接答覆，似乎乾隆帝並不著意於查禁這一類的書

籍的刊行。且乾隆帝也從未直接將天主教視為邪教，認為地方官員將之直接

稱為西洋邪教，以邪教律例處置，似乎不妥，反應出乾隆帝在處理某些教案

時的寬鬆態度，如：乾隆十七年（1752）二月的諭旨： 

 

      又諭據陳宏謀奏稱：能溪等縣。拏獲民人崇奉西洋邪教。現在嚴究

有無交通外國。並此外傳教夥黨。一併嚴拏務獲。分別按擬等語。

西洋人之崇奉天主教。自是該國習俗。閩廣瀕海愚民。多有習於其

教者。究之尚與邪術煽誘有間。即如京師現有天主堂。亦何能遂至

惑眾。現在李闕娘、嚴恐等。既經獲報到案。自應照例查辦。若必

                                                 
28《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一百十五：頁 698－1。乾隆五年四月下

河南巡撫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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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行查拏。則未免滋擾。且於整飭人心風俗之處。亦未見有益。當

以不必深究為是。可傳諭陳宏謀知之。29 

 

看出乾隆帝對天主教的態度並未想要趕絕，或許正因如此，地方官員有

時便會有所放鬆，造成長期查禁不力，潛入各地方的天主教教士未能徹底查

出，解押澳門，各省信徒也伺機從事一些私下接引或藏匿教士的活動，使得

某些地方有西籍教士藏匿多年卻未能得知的情況。一旦查獲，常是藏匿數十

年之後，地方傳教仍是活躍進行，乾隆帝常震驚於此，更恐因此危害到地方

民安，再加上地方官吏也為維持地方治安而上奏要求嚴辦，進而引起各省地

方進行大規模的查禁行動，於是造成乾隆朝屢屢爆發教案。 

 

 

 

 

 

 

 

 

 

 

 

                                                 
29《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四二九：頁 606－1，乾隆十七年十二月

下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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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乾隆朝教案發生時間表 

遭查獲時間 件數 案件簡述 

乾隆五年（1740） 1 在河南查獲一本刊行的天主教書《睿鋻錄》。

乾隆十一年（1746） 3 

福建福寧府屬，有西洋人倡行天主教，招致男

女。禮拜誦經；山東巡撫喀爾吉善奏覆、查德

州所屬邊臨鎮民王七、馮海若、鮑家莊民魏衍

等數人，被西洋人引誘入教；蔣相臣、尹得志

護送引西洋人李世輔。 

乾隆十二年（1747） 4 

四川地方拿獲王尚義等家中所藏天主教神像經

書等件；湖南地方查獲鄭必華、鄭必韓等家查

和天主教經書；湖南益陽復查出陳惟政、趙永

清等傳習天主教，在家喫齋誦經；江蘇一帶查

得唐德光窩藏西洋教士。 

乾隆十三年  （1748） 2 
福建地方查得李君宏等資助西洋人華敬等衣糧

及潛通消息，福安縣民缪上禹轉送物件給於華

敬等；江蘇常熟拿獲唐興周等左道惑眾。 

乾隆十四年（1749） 1 
福建龍溪查得嚴登及其家人信從天主教，在其

家中搜獲天主銅像、十字架等。 

乾隆十七年（1752） 2 
福建龍溪查得嚴恐、李闕娘信奉天主教；湖北

曹殿邦書寫西洋字經扎藥方。 
乾隆十八年（1753） 1 查得湖北邸蘭信奉天主教，假冒欽天監差役。

乾隆十九年（1754） 3 

福建福安查得馮文子自呂宋回籍，在劉宋觀、

劉謂家中講解天主教規；江蘇地方拿獲莊受

益、周四等民人接引、窩藏西洋教士。拿獲四

川民人李安德窩藏西洋人費布仁、王尚忠接引。

乾隆三十二年（1767） 4 

查獲江西民人蔣日逵引得西洋人，蔣雲善、劉

傳永等違禁持齋；吳均尚主使蔣日逵勾引西洋

人；江西萬安劉其家等信徒供祖上曾習天主

教，存留經像，現今每月吃齋數日；江西贛縣

查得吳端興每月吃齋數日。 
乾隆三十三年（1768） 1 河南桐縣袁鬍子勸人信教。 

乾隆三十四年（1769） 1 
福建福安查得黃元鼎收容西洋人；夏若敬為西

洋人引路。 
乾隆三十五年（1770） 1 於承德地方查得有滿洲人出教後又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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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三十七年（1772） 1 查得貴州婺川縣民人蔣登庸藏有銅像經書。 

乾隆三十八年（1773） 1 四川江津駱友相等信奉天主教。 

乾隆四十七年（1782） 1 
河北李天一斂錢違禁私造天主堂、張全等五人

與京中天主堂傅姓人家來往。 

乾隆四十九年（1784） 8 

甘肅省拿獲劉多明我、劉必約嗣子劉臣、姪劉

剛等擁有教名；甘涼二府復查獲楊生榮、韓守

元、張儒等七十二名，是父祖相傳習教；湖廣

地方查獲劉西滿、薛成林信奉天主教；江西查

獲接引西洋人的姜保祿；張永信、謝伯多祿伴

送西洋人；廣東拿獲傳教之西洋人哆囉；查獲

伴送西洋人赴陜甘的福建人蔡伯多祿、謝茂

隆；查獲甘肅有秦伯多祿、劉諾瑟信奉天主教。

乾隆五十年  （1785） 4 

四川重慶人王姓接引西洋人吧地哩呋哂；入教

之彭三桂於天全州大川地方置地移居，將馮若

望接往；拿獲山東素奉天主教之縣民李松，搜

出聖教四規等；拿獲朱行義自稱神甫。 

乾隆五十二年（1787） 8 

查獲劉林桂等供西洋人吃住；山西拿獲范天保

等自稱神甫；山西查獲李實泰、王廷相刊刻瞻

禮單之會首；山西民人李有亮、任道光等曾留

容各神甫潛住往來；山西韓連等六十五名相沿

傳習天主教；四川民人謝懋學、唐正容留西洋

人；江西拿獲教徒馬士俊為朱行義帶送銀兩；

廣東拿獲馬亞成、顧士俲等習教為神甫接受番

銀；查獲福建民人吳永隆、吳順興習天主教。

合計 47  
 

資料來源：國立臺北故宮博物院藏《乾隆朝宮中檔》、《軍機處檔》、《上諭檔》； 

《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明清時期澳門問題

檔案文獻匯編》（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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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表可知，乾隆年間天主教案較頻繁的次數集中在乾隆十一年（1746）

至乾隆十三年（1748）間，以及乾隆四十九年（1784）至乾隆五十二年（1787）

間，此兩個時間點，正是乾隆年間的兩次大教案發生的時間點，由於地方官

員的奏報請禁，致使朝廷要求地方官員全面性搜查，因此在此兩段時間中發

生的教案件數驟增，等到時間一久，地方官員沒有來自朝廷的壓力，便又放

鬆搜查動作，因此呈現出的是較零星的分布，但仍可看出在乾隆年間的天主

教教案比起其他各朝的確頻繁。也因如此頻繁的教案發生，致使乾隆年間曾

有多次大小不同的禁教行動，在乾隆六十年間，分別以乾隆十一年（1746）

與乾隆四十九年（1784）兩次大教案引發的查禁規模最大，比較這二次的大

規模的查禁行動皆因地方官員的調查舉發而引開的。
30
顯示出在乾隆年間，地

方督撫的態度是左右當時天主教案發展的主要因素，而乾隆帝本身的態度則

影響了教案的後續處理與發展。 

乾隆十一年（1746），福建巡撫周學健奏報： 

 

據福寧府知府董啟祚稟報：該屬福安縣境內。崇奉天主教者甚多。竟

有西洋夷人、在彼傳習。當即密遣臣標弁兵。會同該府鎮等、嚴密查

拏。據獲到夷人費若用、堂主陳廷柱等、男婦各犯。並搜出畫像經卷

等件。嚴審辦理。 

得旨：辦理甚妥。知道了。董啟祚尚能如此留心。亦屬可嘉也。其人

究如何。31 

                                                 
30 馬釗，＜乾隆朝地方高級官員與查禁天主教活動＞，《清史研究》（北京：1988年，4月），頁 

56。 
31《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二百六十七：頁 472－2，乾隆十一年福

建巡撫周學健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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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消息後，乾隆帝本並無意嚴加查辦傳教士，在同年（乾隆十一年）

七月下諭旨： 

 

      軍機大臣等議覆，福建巡撫周學健奏：福安縣潛住夷人，以天主教

招致男婦二千餘人，書役等俱被蠱惑，請從嚴治罪等語。查天主教

係西洋本國之教，與然燈大乘等教有間，遽繩以法。似於綏遠之義

未協。應令該撫將現獲夷人解送澳門，勒限搭船回國。從教男婦，

擇其情罪重大，不可化誨者，按律究擬；若無知被誘，量予責釋。

毋致滋擾。從之。32 

 

乾隆帝本欲對此案息事寧人，綏撫遠人，但周學健等地方官員卻認為此 

舉是縱容西洋人私自傳教。九月，周學健再上奏請求嚴辦涉案的傳教士： 

 

      福建巡撫周學健奏、接奉軍機大臣等議覆臣前奏：請嚴治西洋天主

邪教一摺。令臣將現獲夷人。勒限回國。並分別量擬懲治。然臣觀

該國夷人。實非守分之徒。有難加以寬典者。查西洋人精心計利。

獨於行教中國一事。不惜鉅費。現訊據白多祿等、並每年雇往澳門

取銀之民人繆上禹等。俱稱澳門共有八堂。一堂經管一省。每年該

國錢糧。運交呂宋會長。呂宋轉運。澳門各堂散給。又西洋風土。

原與中國相似。獨行教中國之夷人。去其父子。絕其嗜欲。終身為

國王（及教皇）行教。甚至忘身觸法。略無悔心。至中國民人。一

                                                 
32《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二百七十一：頁 529-2，乾隆十一年七

月下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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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教。信奉終身不改。且有身為生監。而堅心背道者。又如男女

情欲。人不能禁。而歸教之處女。終身不嫁。細加察究。亦有幻術

詭行。臣前於福安各堂內、搜出番冊一本。訊係冊報番王之姓名。

凡從教之人。已能誦經堅心歸教者。即給以番名。每年赴澳門領銀

時。用番字冊報國王。國王按冊報人數多少加賞。現在福安從教男

婦。計二千六百餘人。夫以白多祿等數人行教。而福安一邑、已如

此之多。合各省計之。何能悉數。是其行教中國之心。固不可問。

至以天朝士民。而冊報番王。以邪教為招服人心之計。尤不可測。

臣請將白多祿等按律定擬明正國典，以絕狡謀。 

      得旨：未免言之過當。然照律定擬。自所應當。33 

 

對此，乾隆帝仍認為周學健言過其實，希望按前律處置即可，但因地方

官吏的奏請，最終仍在次年將涉案之白多祿（桑主教）處斬，華敬、施黃正

國、德黃正國、費若用及郭惠人俱分禁省城司府縣各監。
34
乾隆十三年（1748），

在喀爾吉善等地方官吏的請奏之下，華敬等四人在數年後仍被秘密處決，對

外則宣布四人病死獄中，在蘇州查獲的談方濟與黃安多亦在蘇州監獄遭到秘

密處決。
35
這是乾隆朝間針對西籍教士潛入地方傳教案件中最嚴厲的懲處案

例。但在案件處理過程中顯出乾隆帝本無意將西籍傳教士處死，因礙於地方

官員的堅持請奏，最終仍在基於國家民安的考量下，只得做出嚴厲的懲處。

同時也因此案的爆發，乾隆帝開始重視地方傳教頻繁一事，在同年正式下旨

                                                 
33《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二百七十五：頁 599-1，乾隆十一年九

月下福建巡撫周學健奏。 
34《軍機處檔·月摺包》（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3142 號。乾隆十三年九月初二日，閩浙總督

喀爾吉善奏摺錄副。 
35 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年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年），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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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禁各省地方的非法傳教活動，經過乾隆十一年（1746）至十三年（1748）

的大規模查禁行動後，往後數年，各省地方雖然仍有零星的查禁行動，但大

體而言並無太大的嚴緝動作。於是地方上的天主教傳教活動又漸活絡起來，

潛入傳教的西籍教士又開始有增多之勢。當乾隆四十九年（1784）在湖廣地

區拿獲欲私進陜西地方傳教的四名傳教士，又再度引發另一波大規模的查禁

行動。 

據乾隆四十九年（1784）八月，陜西總督特成額奏，乾隆下諭： 

       

盤獲西洋四人，起出書信一封，係廣東羅瑪當家所發，往陝傳教。

令蔡伯多祿、送至湖南湘潭暫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託

李姓送往之語。現密飭湖北湖南地方文武。跟捕寄信之蔡伯多祿、

及李大、李二、李晚、暨逃走之通事人等。並飛咨廣東督撫。查明

羅瑪當其人。分咨陝甘督撫。一體嚴密詳查。咨覆辦理等語。西洋

人進京行藝。原所不禁。即如近據舒常奏、德天賜等、情願來京。

已有旨令其遇便送至京城。但必須報明地方官。代為具奏。始行允

准。今羅瑪當、並未　知督撫。輒遣人私至內地。送信傳教。殊干

功令。著傳諭舒常、孫士毅、即傳該西洋人羅瑪當至省。面加嚴飭。

以汝等皆係素守禮法之人。向來有願進京者。皆報明地方官送京。

豈有私差人札致遠省傳教之理。殊屬不合。並令自行議罪具奏。舒

常、孫士毅、係該省督撫。何以任羅瑪當私遣多人。攜帶經卷等項。

潛入內地傳教。漫無覺察。著傳旨申飭。至西洋人面貌異樣。無難

認識。伊等由粵赴楚。沿途地方員弁。何以一無稽查。至襄陽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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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獲。著特成額、即向現獲之西洋人、詳細審訊。伊等由粵至楚。

係由何處行走。即將失察之各地方官。查明再奏。所有送信之蔡伯

多祿、既查係送至湘潭暫住。此時自必仍在湘潭。著傳諭特成額、

即嚴飭湖南各屬。務將該犯拏獲。并其餘送信之犯。及通事人等。

一併緝獲。徹底究辦。至書札內有直走西安。札託李姓送往之語。

現在李姓或在西安。著福康安、畢沅、即嚴飭各屬。一體嚴緝務獲。

並究明羅瑪當、所發往陝傳教者。欲傳與何人。即按名拏辦。西洋

人與回人。向屬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陝。潛通

信息。亦未可定。福康安、畢沅、當密為留心。稽查防範也。將此

由六百里各傳諭知之。36 

 

此案的查獲，也引發其他地方開始進行稽查，使得乾隆帝又開始注意

地方傳教的嚴重性，同時也因陜甘一帶回亂的影響，誤以為天主教與回教相

仿，為維持地方秩序的安全，九月，乾隆帝再下諭旨，著令各地方督撫應查

禁此類傳教活動： 

 

諭軍機大臣等：據李綬奏、湖南湘潭、武陵、沅江等縣。俱有學習

天主教之人。看來各州縣，必皆有傳習之處，現飭各州縣嚴密訪查。

不動聲色。妥為辦理。不得張皇急迫。致令吏胥藉端滋事等語。所

                                                 
36《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一千二百十三：頁 267-2，乾隆四十九

年八月下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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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是。天主教與回教相仿。雖不比別項邪教。但究係違例。自應查

禁。37 

 

不僅得知有廣東羅瑪當家暗派傳教士入地方傳教，且範圍遍及數省，有

鑑於此。十一月，乾隆帝再下諭旨要求地方官員稽查清楚，將涉案相關人員

解獲赴京：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畢沅奏，拏獲西洋人呢嗎方濟各等。供出羅瑪

當家派神甫十人，分往山西、直隸等省傳教，當經傳諭各督撫上緊

緝拏。而神甫名色，尤當飭禁。昨據農起奏，現獲西洋人安多呢一

名。訊供解京。本日。又據畢沅奏到。拏獲西洋人王亞各比一犯。

乃劉峨覆奏、飭屬查拏西洋人漢色勒木、阿頭大多、現在尚未就獲。

西洋人面目。最易辨識。何以山西、陝西二省。一經查緝。即將西

洋人安多呢等拏獲。而直隸省之漢色勒木、阿頭大多。尚未訪有蹤

跡。自係地方官查辦不力所致。著再傳諭劉峨即嚴飭員弁。將漢色

勒木、阿頭大多、及接引傳教之劉必約等。一併訪獲解京。毋令該

犯等聞信遠颺。致稽弋獲。38 

 

但地方官員竟無所查知，加上此時發生了陜甘回亂，傳教士又是欲潛往

陜地進行傳教，中國人本就對天主教的不甚了解，乾隆帝竟誤將天主教與回

                                                 
37《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一千二百十五：頁 291-1，乾隆四十九

年九月下上諭。 
38《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一千二百十九：頁 346-2 乾隆四十九年

十一月下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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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視為同出一源，深怕傳教士進入地方會煽動民情，擴大回亂，故在十二月

再次諭令各省督撫嚴加查禁，使得此次的查禁行動又成為一次大規模的查禁

及搜捕行動： 

 

西洋人私至內地，傳教惑眾，最為風俗人心之害。陝甘湖廣等省，

現已拏獲多人。則其餘各省，亦恐所在多有，均應徹底查辦。近聞

西洋人與回人本屬一教，今年甘省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陝西傳

教者，又適逢其會，且陝甘兩省，民回雜處，恐不無勾結煽惑情事。

著傳諭福康安。畢沅務須不動聲色，留心防範，嚴密訪拏。並密諭

各省督撫。一體遵照妥辦。不可視為具文亦不得張皇滋擾。39 

 

顯出乾隆帝對此次行動的重視，但值得細思的是乾隆帝並不是因天主教 

本身而欲詳加嚴緝，而是因此次的天主教案似乎與地方回亂有所牽連，才引

起其高度關切此次的查禁行動。然而此次的查禁行動，乾隆帝對西籍教士的

處理似乎並不比乾隆十一年（1746）來得劇烈，據乾隆五十年（1785）十月

的上諭，可看出一二： 

 

      諭：前因西洋人吧地哩咉等私入內地傳教。經湖廣省查拏。究出直

隸、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省。俱有私自傳教之犯。業據各該

省陸續解到。交刑部審擬。定為永遠監禁。第思此等人犯，不過意

在傳教，尚無別項不法情事。如呈明地方官。料理進京者。原屬無

                                                 
39《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一千二百二十一，頁 374－2 乾隆四十

九年十二月戊戌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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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因該犯等、並不報明地方官。私在各處潛藏。轉相傳引。如鬼

蜮伎倆。必致煽惑滋事。自不得不嚴加懲治。雖坐以應得之罪。朕

仍憫其無知。僅予圈禁。今念該犯等，究係外夷，未諳國法。若令

其永禁囹圄。情殊可憫。所有吧地哩咉等十二犯，俱著加恩釋放。

如有願留京城者，即准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願回洋者，著該部派

司員押送回粵。以示矜恤遠人。法外施恩至意。40 

 

可知乾隆帝對西籍傳教士是採較寬容的態度，但針對中國教徒的部份， 

如有接受神甫之名或接引西籍教士入地方及窩藏教士等情節重大者則有不同

處理： 

 

      將案內已獲各犯解京審明治罪所有，其家產遵諭旨并部議查抄入

官，應同西洋人存留各物一并估變。41 

 

對於失察的官員也必須予以懲處： 

 

又諭曰：給事中劉紹錦條奏，各省失察西洋人處分。請師畫一一摺。

經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查議。將已經留任之廣東等省、道府以下各員

仍行送部引見。其藩臬以上。任內處分。俱定為降留罰俸。至現任雖

係藩臬以上。而在道府以下任內失察者。仍照例議以降調。請旨定奪。

                                                 
40《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一千二百四十：頁 684－2，乾隆五十年

十月上上諭 。 
41《宮中檔乾隆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6年）第六十一輯，頁 308。乾隆五十一年

閏七月十三日，陜西巡撫永保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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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議行矣。此等失察西洋人傳教經過各案各省陸續查取應議職名送

部。經部臣分別議處由閣臣票擬依議。並送部引見。雙簽進呈。其藩

臬以上。例應出名者。及道府以下各員。或照簽降調。或改為留任。

俱經朕隨時酌覈情形。權衡輕重。分別辦理。42 

 

由此次的查禁過程看來，乾隆帝對西籍教士並不比乾隆十一年（1746）

來得嚴厲，看出其本對天主教的態度寬嚴並不一致，從另一角度來看乾隆帝

對地方民人的入教舉動，乾隆帝似乎是更關心的，因地方民人是直接關乎地

方民安的維繫，故對地方百姓的懲處是更加在意的，更不遑論地方官員的失

察之職，因乾隆帝對天主教的政策，關心的不只是有無傳教士潛入傳教，而

是地方民眾對天主教的態度，因為清廷的宗教政策是崇儒重道的取向，為鞏

固國家根基，只要是危害國家安定的宗教都是應該取締的，無論是民間的秘

密宗教或是西洋天主教，因此乾隆朝對天主教的基本政策，乃是依據其清王

朝本身的宗教政策而來，並非單純的像清末的反教情緒一般。 

 

 

 

 

 

 

 

                                                 
42《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一千二百七十一：頁 1138－1，乾隆五

十一年十二月癸亥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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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嚴禁到鬆禁－嘉慶朝的禁教政策 

 

    乾隆朝對天主教的禁令寬嚴相濟、時鬆時緊，乾隆帝的嚴與緊常常是因

為基於「崇儒重道」的思想，鑑於國家與地方的治安，必須對天主教這外來

的宗教嚴加查緝；但有時又因在京教士的求情，當然這也是因乾隆帝本身對

西洋技藝的喜愛緣故，而放寬、放鬆政令。迨嘉慶帝繼位後，仍遵守父祖所

留下的政策嚴禁天主教傳播各地。嘉慶不識西士，不愛西學、西藝，較乃祖

雍正為尤甚之，以故終嘉慶之世，得進京效力者，止二、三人。
43
 

嘉慶帝本身對天主教的態度顯明易見，可知在嘉慶朝中國對天主教的態

度似乎更加嚴厲，但由於乾隆晚期爆發的幾次大規模教案後，引發大規模搜

捕潛入各地的教士，因此在嘉慶初年在各地的傳教活動似乎不再活躍，或許

也是因初登帝位的嘉慶帝未對此事多加留意，因此並未覺察到各地方蠢蠢欲

動的天主教活動。實際上在嘉慶初年各地仍有傳教士潛入傳教的活動，而天

主教的傳教事務在各地方似乎也有成長，如：嘉慶元年（1796），重慶教務發

展迅速，本年教徒已從八年前（乾隆五十二年）的三十人增至一千二百人；

有學校五所：三所男校、兩所女校，居皆由教徒出資辦理。
44
嘉慶五年（1800），

中國教徒計有二十一萬五千餘名，四川省就有教徒四萬人。
45
 

然而促使嘉慶帝開始正視中國天主教問題應自嘉慶十年（1805）開始，

當年正月，查得有廣東民人陳若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遞送書信、地圖，中國

禁令規定願來京學藝的洋人不准與地方民人往來，此舉被中國官員認為是天

                                                 
43 蕭若瑟，《天主教傳行中國考》（收錄於《民國叢書第一編 11》，上海：上海書店，1925年）， 

頁 397。 
44 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年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年），頁 332。 
45 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年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年），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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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士在蒐集情報，四月，御史蔡維鈺上奏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言明教士

不得向地方民人傳習天主教，本有例禁，但因奉行日久，未免懈弛，故奏請

嚴禁，嘉慶帝得知後，對此下諭言明： 

 

      ⋯⋯德天賜以西洋人來京當差，不知安分守法，妄行刊書傳教，實

為可惡！⋯⋯德天賜著兵部派員解往熱河，在厄魯特營房圈禁，仍

交慶傑隨時管束，毋許與內地旗民往來交涉，以杜煽惑。管理西洋

堂事務大臣常福于德天賜寄信刊書傳教等事未能先時查察，著交內

務府議處⋯⋯該堂存貯經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派員檢查銷毀，

毋許存留⋯並出示曉諭軍民人等，嗣後倘再有與西洋人往來習教

者，必卽照違旨例，從重懲究，絕不寬貸，餘著照刑部所議行，欽

此。46 

 

同月，再下諭著西洋堂務大臣必須留心稽查此等情事： 

 

      諭內閣，御史蔡維鈺奏：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一事。京師設立西洋

堂，原因推算天文、參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願來京當差，均得在

堂棲止。乃各堂西洋人每與內地民人往來講習。並有刊刻書籍、私

自流傳之事。在該國習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行講論，立說

成書，原所不禁。至在內地刊刻書籍，私與民人傳習。向來本定有

例禁。今奉行日久。未免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創其異說。妄

                                                 
46《上諭檔》方本（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館藏）。嘉慶十年四月三十日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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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傳播。而愚民無知。往往易為所惑。不可不申明舊例。以杜歧趨。

嗣後著管理西洋堂務大臣、留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書籍。即行

查出銷燬。並隨時諭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務當安分學藝。不得與內

地民人往來交結。仍著提督衙門、五城、順天府、將坊肆私刊書籍。

一體查銷。但不得任聽胥役藉端滋擾。致干咎戾。47
 

 

在此前雍正與乾隆兩帝對西籍教士私進各地傳教，多以解送澳門懲處， 

較少嚴懲重罰，但嘉慶帝卻將涉案的教士流放圈禁，嘉慶帝對查禁天主教的

政策更甚父祖嚴厲。在嘉慶帝得知天主教不僅流習於京城地區，同時也傳習

至各省地方的情況後，同年五月，嘉慶帝便下諭命大臣針對禁絕天主教傳習

情事規定章程： 

 

      向來西洋堂事務俱派總管內務輔大臣管理，而歷任該管大臣等不能

實心經理，其派委司員亦不常川稽查，大率有名無實。即如近日德

天賜等妄行刊書傳教煽惑旗民，此皆由歷任該管大臣官員等平日不

能認真查察，以致伊等敢於私通書信，往來交結。現在管理西洋堂

事務之常福著毋庸兼管，改派祿康、長麟、英和管理。其應如何設

立章程，嚴加管束之處，著祿康等悉心妥議具奏。48 

 

祿康等遵旨而行，制定《西洋堂事務章程》嚴防天主教私傳各地，如：

                                                 
47《清仁宗睿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百四十二：頁 945。嘉慶十年四月辛未 

條。 
48《上諭檔》方本（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館藏）。嘉慶十年五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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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統領衙門派兵看守北京四堂，以監視入堂者；將西洋寺堂匾額『敕建天

主堂』字樣磨去，以免愚民受惑；西洋人信件往來，需交付官員拆封查明；

西洋人所奉之祈禱日，旗人等不准參加，更不得結交；查明四堂服役人數，

不許增添，並造冊登記；拍賣四堂以外的教堂等十條章程。嘉慶帝硃批：依

議。
49
 

隨後嘉慶帝再下諭旨，斥責天主教為「異端邪教」，明令針對天主教制定

章程，審理天主教案件有了明確的法理根據。因此嘉慶朝年間，中國對天主

教的政策依然未有放鬆，且視天主教為邪教的情況更為加劇，至少在前朝乾

隆帝眼中，西洋天主教還未曾被乾隆帝親口稱為邪教，因乾隆帝喜愛、重視

西洋人進京效力的技藝，且不認為天主教與中國民間的秘密宗教等同，如：

乾隆十七年（1752）廣東龍溪爆發教案，乾隆帝下諭旨指出： 

 

據陳宏謀奏稱：龍溪等縣拏獲民人崇奉西洋邪教，現在嚴究有無交

通外國，並此外傳教夥黨，一併嚴拏務獲，分別按擬等語。西洋人

之崇奉天主教，自是該國習俗。閩廣瀕海愚民。多有習於其教者。

究之尚與邪術煽誘有間。即如京師現有天主堂。亦何能遂至惑眾。

現在李闕娘、嚴恐等。既經獲報到案。自應照例查辦。若必概行查

拏。則未免滋擾。且於整飭人心風俗之處。亦未見有益。當以不必

深究為是。可傳諭陳宏謀知之。50 

 

                                                 
49《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料》第二冊（北京：中華書局，2003年），頁 852~855。 
50《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四二九：頁 606－1。乾隆十七年十二月

下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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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嘉慶朝對天主教的禁絕更加嚴厲，辦法更加明確。嘉慶十年又於廣

東地方拿獲接引西洋人赴地方傳教之事，嘉慶帝認為西洋人蔓延各省皆由廣

東地方進入，這種情況早自乾隆年間即有，尤其是廣東省澳門地方更是西洋

人與地方民人勾結的源頭，因此杜絕澳門的天主教是必要的，因此嘉慶帝諭

令廣東督撫應對澳門天主教嚴加取締： 

 

      ⋯⋯著該省督撫等飭知地方官於澳門地方嚴查西洋人等，除貿易而

外，如有私行逗留，講經傳教等事，即隨時飭禁，勿任潛赴他省，

致滋煽誘，其有內地民人暗為接引者，及當訪挐懲辦，庶知儆懼，

並當曉諭民人等以西洋邪教例禁綦嚴不可受其愚惑，致蹈法網⋯⋯

該督撫等惟當善為經理，實力稽查，絕旗根株，正其趨向，亦整風

飭俗之要務也。51 

 

嘉慶帝認為澳門為天主教進入中國的根源之處，杜絕此地天主教之風，

應可根除中國各地天主教蔓延之況，且在一年後，清廷亦不再接受自澳門入

京效力的教士供職，使得嘉慶年間，北京的教士數量日漸減少，比起前朝更

顯蕭條之象，終至道光十七年（1837）最後一位西洋欽天監監正高守謙告假

回國，此後欽天監無西洋教士供職，道光十八年（1838），北京南堂主教畢學

源卒，北京西洋教士遂絕跡。
52
 

嘉慶十六年（1811），因拿獲陜西地區仍有西洋人潛入傳教，御史甘家斌

                                                 
51《寄信檔》方本（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館藏）。嘉慶十年十一月十二日軍機大臣字寄兩廣總督

吳、廣東巡撫孫。 
52 顧保鵠，《中國天主教史大事年表》（臺中：光啟出版社，1970年），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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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請嚴定西洋人治罪專條，是年嘉慶帝下諭旨指示： 

 

      刑部議覆御史甘家斌奏請嚴定西洋人傳教治罪專條一摺：西洋人素

奉天主教，其本國人之人自行傳習，原可不置之不問，若誑惑內地

民人，甚至私立神甫等項名號，蔓延各省，實屬大干法紀⋯⋯嗣後，

西洋人有私自刊行刻經卷，倡立講會蠱惑多人，確有實據，為首者

竟當為絞決；其傳教煽惑而人數不多，亦無名號者，著定為絞候；

其僅只聽從入教部之悛改者，著發往黑龍江給索倫達呼爾為奴，旗

人銷去旗檔。至西洋人現在京師居住者，不過令其在欽天監推步天

文，無他技藝足供差使，其不諳天文者，何容任其閒往滋事，著該

管大臣等即行查明，除在欽天監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令供直舀，其

餘西洋人，俱著發交兩廣總督，俟有該國船隻至粵，附便遣令歸國，

其在京當差之西洋人，仍當嚴加約束，禁絕旗民往來，以杜流弊。

至直省地方，更無西洋人應當差使，豈得容其潛往傳習邪教，著各

該督撫等實力嚴查，如有在境逗留，立即查挐，分別辦理，以淨根

株。53
 

 

此治罪專條詳細規定在中國西籍教士的管理辦法，也針對習教的民人定

出明確的懲處辦法，企圖禁絕天主教私傳中國的情況，同時亦正式將天主教

視同為民間秘密宗教一般的「邪教」治理，將對天主教的禁令寫入《大清律

例》中，據《欽定大清會典》中記載： 

                                                 
53《嘉慶道光兩朝上諭檔》（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年），卷十六：頁 303。嘉慶十六

年五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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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人有在內地傳習天主教，私自刊刻經卷，倡立講會，蠱惑多人，

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轉為傳習，並私立名號，煽惑及眾，確有實據，

為首者擬絞立決，其傳教煽惑而人數不多，亦無名號，擬絞監候，

僅只聽從入教不知悛改者，發新疆額魯特為奴，旗人消除旗檔。如

有妄布邪言，關繫重大，或持咒蠱惑誘污婦女，並誆取病人目睛等

情，仍臨時酌量，各從其重者論。至被誘入教之人，如能悔悟，赴

官首明出教者，概免治罪，若被獲到官始行悔悟者，於遣罪上減一

等，杖一百徒三年，儻始終執迷不悟，即照例發遣，並嚴禁西洋人

不許在內地置買產業，其失察西洋人潛往境內並傳教惑眾知該管文

武各官，交部議處。54
 

 

此外，嘉慶帝不僅僅只針對傳教士及信教教徒施以嚴懲，對查禁不力的 

文武官員亦制定處分條例： 

 

      吏部、兵部奏遵旨會議旗民人等傳習西洋教、失察之該管及地方文

武各官處分。請將不行查拏知州縣官降二級調用，該管各上司降一

級留任。西洋人在地方潛住並無傳教情事，內地民人習教並未轉傳

者，不行查拏之州縣降一級調用，該管各上司罰俸一年，督撫罰奉

六個月。其僅止過境並未逗留，失查知州縣降一級留任，該管官各

上司罰俸六個月，督撫免議。若諱匿不報，照諱盜例革職，該管關

上司均照諱例分別議處，其武職旗員處分，一律辦理。得旨，吏部

                                                 
54《欽定大清會典事例》（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嘉慶二十三年，武英殿刊本），卷六一○：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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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會奏，覆議失查西洋人傳教之地方文武各官處分，均著照所議

行。55 

 

在此前處理天主教案多是援用前例，或者是引用雍正、乾隆朝發生過的

類似案例處理。直至此時嘉慶朝對天主教的治罪專條可謂完備，而後地方大

吏在查辦地方天主教案件，有了明文法理的根據，地方官員若有查緝不力的

情況出現，亦有處份辦法依據，中國對天主教的禁令已是完備，其後雖有修

改，但變化不大。 

    西元一八二一年道光帝登基為帝，其仍繼承雍乾嘉的禁教政策。道光元

年（1821）在《大清律例》增補查禁天主教條文： 

 

（一）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轉為傳習者，並私立名號，擬絞立決。 

（二）僅止聽從入教而不知悛改者，發配新疆給額魯特為奴。 

（三）如有散佈邪言或符咒蠱惑誘污婦女並誆取病人目睛等情，仍 

臨時酌量各從其重者論。至不悟，照例發遣並嚴禁。 

（四）嚴禁西洋人不許在內地置買產業。 

（五）其失察西洋人潛往境內，並傳教惑眾之該管文武各官，交部議 

處。
56
 

 

看出道光帝仍秉持前朝的嚴禁政策。中國對天主教的政策自嘉慶十六年

                                                 
55《清仁宗睿皇帝實錄（四）》（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二百四十六：頁 326。嘉慶十六年

七月。 
56 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年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年），頁 346；薛允升著述，黃 

靜嘉編校，《讀例存疑重刊本》卷十八（臺北：成文出版社，1970年），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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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以來便將其視同於中國民間秘密宗教，而列入〈禁止師巫邪術〉的律例

之中，以下將明代以來的〈禁止師巫邪術〉條例羅列而出，可更清楚看出天主

教雖自康熙晚年已漸被禁止，但雍正、乾隆兩朝對各省天主教取締，多奉密諭

辦理，並未真正針對天主教制定章程，基本上是無法理的依據，至嘉慶朝正式

針對天主教訂定「專條」，並寫入大清律例，使得審擬天主教案件有法理依據，

直至道光年間開始弛禁為止。 

 

表 5：清朝〈禁師巫邪術〉律例修訂 

時間 律例條文內容 

明代 

凡師巫假降邪神、書咒符水、扶鑾禱聖，字號瑞公、

太保、師婆及妄稱彌勒佛、白蓮社、明尊教、白雲宗

等會，一應左道亂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

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

各杖一百，流三千里。 

天聰五年 

(1631) 

凡巫覡星士妄言吉凶蠱惑婦女誘取財物者，必殺無

赦，該管佐領領催及本主，各坐應得之罪，其信用之

人亦坐罪。 

崇德七年 

（1642） 

凡老少男婦。有為善友惑世誣民者。永行禁止。如不

遵禁約。必殺無赦。該管各佐領領催及各主不行查究

者。一例治罪。 

順治三年 

(1646) 

凡師巫假降邪神，書符咒水，扶鸞禱聖，自號瑞公、

太保、師婆名色，及妄稱彌勒佛、白蓮社、明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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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異端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

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監

候，為從者各仗一百，流三千里。 

順治六年 

(1649) 
凡僧道巫覡之流，妄行法術，蠱惑愚眾者，治以重罪。 

順治十三年 

（1653） 

凡左道惑眾。如無為白蓮聞香等教名色。起會結黨。

迷誘無知小民。殊可痛恨。今後再有踵行邪教聚會燒

香斂錢號佛等事。在京著五城御史及地方官。在外著

督撫司道有司等官。設法緝拏。窮究姦狀。於定例外

加等治罪。 

順治十八年 

(1661) 

凡無名巫覡私自跳神者，杖一百，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死。 

康熙元年 

(1662) 

人有邪病，請巫覡道士醫治者，須稟明都統，用印文

報部，准其醫治。違者、巫覡道士正法外，請治之人，

亦治以罪 

康熙五年 

(1666) 

凡邪教惑眾。在京行五城御史。在外行督撫。轉行文

武各地方官嚴禁查拏。如不行查察。督撫等徇庇不

參。事發。在內、該管官每案罰俸三月。在外、州縣

官降二級調用。督撫罰俸一年。 

康熙七年 

(1668) 

凡邪教惑眾者。照律遵行。其地方各官。仍照例一　

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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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年 

(1673) 

凡端公道士，私行跳神醫人者，免死、杖一百。雖曾

稟過禮部，有作為異端，跳神醫治，致人於死者，照

鬥毆殺人律擬罪，其私請之人，係官、議處，係平人、

照違令律治罪。 

康熙十八年 

（1679） 

凡迎神進香，鳴鑼擊鼓，肆行無忌者，為首之人，照

邪教惑眾律，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為從之人，枷號三

月，係旗下，鞭一百，係民，則四十板，俱不准折贖，

該管官不行查拏，事發，係旗下人，將佐驍騎校步軍

校，係民將司坊官府州縣，係兵，將守備把總，每案

罰俸半年，領催鞭八十，總甲責三十板，其參領、副

尉、五城御史、布按司道、副將、參將、游擊，每案

罰俸三月，步軍統領、總尉、總督、巡撫、提督、總

兵官，每案罰俸兩月，若係內物府照參領、佐領、驍

騎校領催例治罪。若係僧道，將該管僧道官革職，責

二十板，僧錄道錄司官革職。 

康熙五十七年 

（1718） 

各處邪教另該督府嚴行禁止，若地方官不行嚴查，或

別處發覺者，將地方官及督撫一併嚴行查議。 

雍正三年 

（1725） 

邪教惑眾，照例治罪外，如該地方官不行嚴禁，在京

五城御史，在外督撫，徇庇不行糾參，一併與該部議

處。旁人出首者，於各犯名下，並追銀二十兩充賞，

如係應捕之人拏獲者，追銀十兩充賞。 

雍正七年 熟習符咒、不畏刑罰不敬官長，作奸犯科，惑世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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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 者，照光棍例為首者例斬，為從者蓋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 

雍正十一年 

(1733) 

凡有姦匪之徒，將各種避刑邪術，私相傳習者，為首

教授之人擬絞監候，為從學習之人，杖一百，流三千

里，若事犯到官，本犯以邪術架刑者，照規避本罪律

遞加二等，罪止杖一百流三千里，其犯該絞斬者，仍

照本罪科斷，至事犯到官，本犯雇人做法架刑者，亦

照以邪術架刑例治罪，並究出代為架刑之人，照詐教

誘人犯法與犯人同罪律至死減一等，得贓，照枉法從

重論，保甲鄰里知而容隱不首者，照知而不首本律笞

四十，地方官不行查拏者，照例議處。 

乾隆九年 

（1744） 

私刻地畝經及占驗推測妄誕不經之書，售賣圖利，及

將舊有書板藏匿，不行銷燬者，俱照違制律治罪。 

乾隆四十六年 

（1781） 

各省遇有興立邪教哄誘愚民事件，該州縣立赴搜訊，

據實通稟，聽院司按情罪輕重，分別辦理。儻若諱匿，

輒自完結，別經發覺，除有化大為小，曲法輕縱別情

嚴參懲治外，即罪止枷責，按無出入，亦照諱竊例從

重加等議處。 

嘉慶六年 

(1801) 

各處官吏軍民僧道人等，妄稱諳扶鸞禱聖，書符咒

水，或燒香集徒，夜聚曉散，並捏造經咒邪術，傳徒

斂錢，一切左道異端，煽惑人民，為從者，發往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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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小伯克及力能管束之回子為奴。其稱為善友，求

討佈施至十人以上者，或稱燒煉丹藥，出入內外官

家，或擅入皇城，夤緣作弊，希求進用者，並軍民人

等寺觀住持，不問來歷，窩藏接引，容留披剃冠簪，

至十人以上者，俱發近邊充軍，若不及十人，容留潛

住，薦舉引用。及鄰甲知情不舉，並皇城各門守衛官

軍不行關防搜拏者，各照違制律治罪。如事關重大，

臨時酌量辦理。至於守業良民諷念佛經，捏造經咒，

傳徒斂錢惑眾者，不得亂用此例。 

嘉慶十年 

（1805） 

諭：京師設立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參用西法。凡

西洋人等。情願來京學藝者。均得在堂棲止。乃各堂

西洋人。每與內地民人往來講習。並有刊刻書籍。私

自流傳之事。在該國習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

行講論。立說成書。原所不禁。至在內地刊刻書籍。

私與民人傳習。向來本定有例禁。今奉行日久。未免

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創其異說。妄思傳播。而

愚民無知。往往易為所惑。不可不申明舊例。以杜歧

趨。嗣後著管理西洋堂務大臣。留心稽察。如有西洋

人私刊書籍。即行查出銷毀。並隨時諭知在京之西洋

人等。務當安分學藝。不得與內地民人往來交結。仍

著提督衙門。五城順天府。將坊肆私刊書籍。一體查

銷。但不得任聽書役。藉端滋擾。致干咎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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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十六年 

（1811） 

刑部議覆御史甘家斌奏請，嚴定西洋人傳教治罪專條

一摺：西洋人素奉天主教，其本國人之人自行傳習，

原可不置之不問，若誑惑內地民人，甚至私立神甫等

項名號，蔓延各省，實屬大干法紀，而內地民人安心

被誘，遞相傳授，迷惘不懈，豈不慌悖，試思其教，

不敬神明，不奉祖先，顯畔正道，內地民人聽從習受，

詭立名號，此與悖逆何異，若不嚴定科條，大加懲創，

何以杜邪術而正人心。嗣後，西洋人有私自刊行刻經

卷，倡立講會蠱惑多人，確有實據，為首者竟當為絞

決；其傳教煽惑而人數不多，亦無名號者，著定為絞

候；其僅只聽從入教部之悛改者，著發往黑龍江給索

倫達呼爾為奴，旗人銷去旗檔。至西洋人現在京師居

住者，不過令其在欽天監推步天文，無他技藝足供差

使，其不諳天文者，何容任其閒往滋事，著該管大臣

等即行查明，除在欽天監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令供直

舀，其餘西洋人，俱著發交兩廣總督，俟有該國船隻

至粵，附便遣令歸國，其在京當差之西洋人，仍當嚴

加約束，禁絕旗民往來，以杜流弊。至直省地方，更

無西洋人應當差使，豈得容其潛往傳習邪教，著各該

督撫等實力嚴查，如有在境逗留，立即查挐，分別辦

理，以淨根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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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十六年 

（1811） 

西洋人有在內地傳習天主教，私自刊刻經卷，倡立講

會，蠱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轉為傳習，並私

立名號，煽惑及眾，確有實據，為首者擬絞立決，其

傳教煽惑而人數不多，亦無名號，擬絞監候，僅只聽

從入教不知悛改者，發新疆額魯特為奴，旗人消除旗

檔。如有妄布邪言，關繫重大，或持咒蠱惑誘污婦女，

並誆取病人目睛等情，仍臨時酌量，各從其重者論。

至被誘入教之人，如能悔悟，赴官首明出教者，概免

治罪，若被獲到官始行悔悟者，於遣罪上減一等，杖

一百徒三年，儻始終執迷不悟，即照例發遣，並嚴禁

西洋人不許在內地置買產業，其失察西洋人潛往境內

並傳教惑眾知該管文武各官，交部議處。 

嘉慶十八年

(1813) 

奏辦理邪教總以有無傳習經咒，供俸邪神拜授師徒為

斷，至白陽教即係白蓮教及八卦教之別名，最足為

害，嗣後為首，照左道異端煽惑人民擬絞監候，為從

發新疆給額魯特為奴，旗人消除旗檔，與民人一律辦

理。至紅陽教及各項教會名目，並無傳習咒語，但供

有飄高老祖及拜師授徒者，發往烏魯木齊，分別旗

民，當差為奴，其雖未授徒，或曾供奉飄高老祖及收

藏經卷者，發邊遠充軍。至坐功運氣，雖非邪教，亦

比照故自傷殘律杖八十，若訊明實止茹素燒香，飄念

佛經，止圖邀福，並未拜師授徒，亦不知邪教名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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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予免議，奉旨嗣後辦白陽、白蓮、八卦等邪教，凡

傳徒為首者，定擬絞決，其紅 

 

嘉慶十八年

(1813) 

陽及各項教會名目，即照刑部所議辦理。凡傳習白陽

白蓮八卦等邪教，習念荒誕不經咒語，拜師傳徒惑眾

者，為首絞立決，為從者未逾六十，及雖逾六十而有

傳徒情事，俱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力能管束之回子

為奴，如被誘學習，尚未傳徒，而又年逾六十以上者，

改發雲貴兩廣煙瘴地方充軍，旗人消除其檔，與民人

一律辦理，至紅陽教及各項教會名目，並無傳習咒

語，但供有飄高老祖及拜師授徒者，發往烏魯木齊，

分別旗民當差為奴，其雖未傳徒，或曾供奉飄高老祖

及收藏經卷者，俱發邊遠充軍，坐功運氣者，杖八十，

如有具結悔改，赴官投首者，准其免罪，地方官開造

名冊，申送皋司衙門存案，儻再有傳習邪教情事，即

按例加一等治罪，若拏獲到案，始行改悔者，各照所

犯之罪問擬，不准寬免，如訊明實止茹素燒香，諷念

佛經，止圖邀福，並未拜師傳圖，亦不知邪教名目者，

免議。 

嘉慶二十一年 

（1816） 

奉旨嗣後各直省遇有倡立邪教，惑眾騙錢，案內應行

發譴之犯，著該督撫於審明定案時，酌留一二名於該

省犯事地方永遠枷號示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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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二十四年 

（1819） 

各項邪教案內，應行發遣回成人犯又情節較重者，發

往配所永遠枷號。 

道光元年 

(1821) 

諭方受疇奏邪教案內留於本境永遠枷號人犯，請即行

解配等語，邪教案內應行發遣人犯，留於本境枷示，

原以化誨愚蒙，俾知儆戒，今本犯既不知改悔，匪徒

復踵習其教，自不若投之遐荒，免滋煽惑，著即照該

督所議，咎明李老和二犯，仍照刑部原擬，一併解發

回城為奴，嗣後挐獲邪教案犯，審明應發遣者，均即

行解配，具有情節較重者，發往配所，永遠枷號，毋

庸留於犯事地方監禁枷示，以消萌孽。 

道光二十年 

（1840） 

諭內閣、嗣後傳習天主教人犯。於赴官首明出教。及

被獲到官。情願出教。俱著遵照嘉慶年間諭旨。將該

犯等家內起出素所供奉之十字木架。令其跨越。果係

欣然試跨。方准免罪釋放。如免罪之後。復犯習教。

除犯該死罪外。餘俱於應得本罪上加一等治罪。已至

遣罪無可復加者。即在犯事地方。用重枷號三箇月。

滿日再行發遣。該部即纂入則例。永遠遵行。 

資料來源：李東陽著《大明會典》（臺北：新文豐，1976年），卷 165； 

                托津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事例》(臺北：文海出版社，1991年)， 

卷 610；《清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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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光帝繼位以來，其雖然未廢除對天主教嚴厲的專條政令，但在態度

上已有非常大的不同。如在《燕京開教略》中記載：「宣宗成皇帝繼立⋯⋯新

君天資敏捷，度量寬宏，秉綱以來，諸政務令和協，不忍加怒教民⋯」
57
因此

即位後並未多下諭令搜捕教民，中國各地方的教會活動再度活躍。鴉片戰爭

後，中國與英國定下南京條約，除了規定通商細則，隨後又有續條約定：「天

主耶穌教，原係為善之道，愛人如己嗣後，凡有傳教奉教者，應一體保護，

其安分無過者，中國官不得虐待禁阻。」
58
此條款只是想恢復天主教在禁教前

的自由傳教，但由於中國久行禁教之令，因此此次續約中的條文，雖然已提

及不得禁行天主耶穌教，但仍未實行弛禁。道光二十四年（1846），法國使臣

拉萼尼使華，透過兩廣總督耆英上奏請求朝廷准許中國人民可以自由信教，

內容提及： 

 

      竊查天主教為西洋各國所崇奉，意主勸善懲惡，故自前明傳入中

國，向不禁止。嗣因中國習教之人，每有藉教為惡，經官查出，於

嘉慶年間，始定分別治罪專條。原所以禁中國藉教為惡的人，並非

禁及西洋外國所崇奉之教也。今據拂郎西使臣拉萼尼請將中國習教

為善之人免罪之罰，似屬可行。應請嗣後無論中外人民凡有學習天

主教，並不滋事行非者，仰懇天恩准允免罪。如有仍蹈前轍。及另

犯別項罪名者，仍照舊例辦理。至拂郎西人及各外國習教人准其在

通商地方建堂禮拜，不得擅入內地傳教。倘有背違條約，越界妄行

                                                 
57 樊國梁，《燕京開教略》中篇（收入於《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臺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405。 
58 蕭若瑟，《天主教傳行中國考》（收錄於《民國叢書第一編 11》，上海：上海書店），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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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地方官一經拿獲即解送各國領事館，管束懲辦，不得劇加刑戮，

以示懷柔，庶良莠不至混淆，而情法亦昭平允。所有將習教之人為

善之人，免其治罪之處⋯⋯59
 

 

同年十一月十九日，奉硃批：「依議欽此。」可知道光帝對天主教的政策

已漸漸弛禁，但仍不准天主教士私入地方傳教，僅准西洋人在通商地方建堂

進行禮拜，此時地方上仍不時有教案傳出。道光二十六年（1848），因法使所

請，再下諭令： 

 

上諭：前據耆英等奏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請免其罪，其設立供奉處

所會同禮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說，毋庸查禁，均已依議行

矣。天主教既係勸人為善，與別項邪教迥不相同，業已准免查禁，

此次所請亦應一體准行。所有康熙年間各省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為廟

宇、民居者毋庸查辦外，其原舊房尚存者，如勘明確，准其給還該

處奉教之人。至各省地方官接奉諭旨後，如將實在習學天主教而並

不為匪者濫行查拏，即予以應得處份。其有藉教為惡及招集遠方之

人勾結煽誘，或別教匪徒假託天主教之名借端滋事，一切作奸犯科，

應得罪名，俱照定例辦理。仍照規定章程，外國人概不准赴內地傳

教，以示區別，將此諭令知之，欽此！60 

 

                                                 
59 樊國梁，《燕京開教略》中篇（收入於《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臺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409。 
60（清）程宗裕，《教案奏議彙編》（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70年），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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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道光帝對天主教的禁行已經更加放鬆，已不再將天主教視同為民間

邪教一般，也發還前幾朝被佔用的教堂，但仍不准天主教士自由出入地方傳

教，可知弛禁一事的實施並非容易，直至咸豐八年（1858）發生第一次英法

聯軍後，中法兩國簽訂《天津條約》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勸人行善為本，

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禮拜誦經等事，概聽其便。凡按第八

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持保護。凡中國願信

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來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

教各明文，無論何處，蓋行寬免。」
61
在與英國簽訂的《天津條約》第九款，

亦規定只要領有執照西洋人亦可至中國內地遊歷。至此時，中國始准西洋人

自由傳教。解禁後，天主教公開傳教各地，但因中國與外國思想、文化上的

差異及對天主教的誤解，再加上當時列強對中國的武力侵略，使得中國的反

教情緒亦漸高漲，在中國各地的中西衝突從此頻生。 

                                                 
61《清朝條約全集》第一卷（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1999年），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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