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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禁教期間中國天主教的傳教方式 

 

 

第一節   變裝傳教－洋教士潛入傳教的方式 

 

    自康熙末年，清廷有意查禁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活動後，天主教在中國

的傳教活動開始受到阻礙，然康熙帝雖有禁教之意，但由於其對天主教並非

深悪痛覺，因此並未相當嚴明的禁止傳教士在中國各地活動。直至雍正帝繼

位，由於其不像康熙帝對天主教有較深的了解與對西學的興趣，再加上鑒於

民安與國家的統治的維持，雍正二年（1724），雍正帝正式下旨嚴禁傳教士往

中國各地進行傳教，中國的天主教傳教事業可謂真正進入地下化的非法活動

時期，再加上中國地方官吏對天主教的不了解，更是將其當做邪教般的嚴加

取締，使得想進入各地傳教的西籍傳教士面臨重重困難，加上語言及容貌與

中國迥異，欲進入中國各地傳教可說是難上加難。雍正帝駕崩後，其繼位者

乾隆帝雖喜愛西洋技藝，在宮廷內也留用眾多的西籍教士，但其仍秉持其父

之政策，嚴禁傳教士私入中國地方傳教，亦不允許天主教的任何活動在中國

地方施行，正如：乾隆四十九年（1784）二十月十七日，上諭中所云：「西

洋人私至內地，傳教惑眾，最為風俗人心之害」
1
，因此在天主教在乾隆六十

年的統治年間，中國地方官員多認為天主教為非法宗教，甚或與民間地方邪

教視同，如：乾隆十三年（1748），山西巡撫準泰在緝拏收元教徒韓德榮等時，

竟將收元教與天主教混為一談，也有地方官吏認為外來的天主教乃是「西洋

                                                 
1《乾隆朝上諭檔》（北京：檔案出版社，1998年），頁 415。乾隆四十九年十二月十七日  陜甘

總督福康安奉旨寄信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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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設為幻術，誘人入教，於風俗甚有關係。」
2
顯示出中國地方官吏對天主教

教義的不了解，而極力主張應該禁革天主教的傳播。然而在禁教期間，各地

的天主教活動卻並未因禁教而斷絕，且當清廷不再嚴加查緝之時，地方官員

便對禁令奉行不力，久久未能徹底查出潛入地方的西籍教士，又因各地民人

教徒懂得透過種種管道取得與西籍教士聯繫，引渡傳教士進入地方，使得在

禁教期間潛入中國地方之西籍教士仍是不乏，故當清廷嚴飭地方督撫嚴加查

緝時，便出現層出不窮的教案。但這群樣貌、語言及口音皆與中國人迥異的

傳教士又是如何潛往中國各地？的確令人費解，希冀透過以下資料的整理、

分析，以期了解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西籍教士潛入的方式與途徑。 

 

1.西籍教士的化名與改裝： 

    西籍教士本就以歐洲人士為主，其身形與語言服裝與中國迥異，理應在

西籍教士進入各地方時，必會引起中國地方民人側目與官府的注意，但為何

在禁教期間仍有如此多的西籍教士能成功潛入地方？這部分也深為乾隆帝

所疑惑，乾隆四十九年（1784），乾隆帝曾對廣東羅馬當家派遣傳教士私入中

國各省地方一案言道： 

 

何以任羅瑪當家私遣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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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襄陽始行盤獲。3 

                                                 
2《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四九一：頁 176-2。乾隆二十年六月下

鄂容安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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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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文中可知西洋人在進入各地之前，必有所準備，再加上中國地方官吏

的疏忽稽查，才使得禁教期間潛入中國各地的西籍教士不曾間斷，天主教的

傳播也未曾杜絕。但潛入地方的教士如何躲避地方官吏的查緝？首先要了解

的是西籍教士來自歐洲各國，本名對中國人而言當然極為拗口，用直譯出的

本名不僅使中國教徒難記且使用不便，因此有些西籍傳教士在潛入各地方之

時，便自行改用漢名，以便地方教徒記憶，也可藉此避人耳目，如：  

 

乾隆三十一年（1766），有四川民人李安德接引西洋人格羅第呀改

名為郭明益來川傳教。4 

 

乾隆四十年（1775），川人康伯倫趁至粵貿易之便，引得洋人額哋

咦德窩（改名胡得斯旺）往川傳教。5 

 

乾隆四十八年（1783），有江西人姜保祿接西洋人佛囒嘶是噶改名

為方濟覺前往江西傳教。6 

 

嘉慶二十四年湖北巡撫張映漢拿獲天主教犯劉方濟各等人。 

據劉方濟各供稱：年七十二歲，係西洋拂郎西亞國人，在該本國名

克助得，乾隆五十六年間，同喇彌哟、卑呢額斯定三人自本國一路

                                                 
4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乾隆五十年二月初七日兼屬四川總督印務成都將軍保寧奏摺

（《文獻叢編》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0）。 
5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十七，乾隆五十年二月初七日兼署四川總督印務成都將軍保寧奏摺

（《文獻叢編》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1）。 
6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乾隆四十九年十二月二十五日江西巡撫李承鄴奏摺（《文獻叢編》

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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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傳到廣東澳門，喇彌喲即進京當差，我同卑呢額斯定起意到中國

來傳教，適遇一廣東習教人，不記得姓名，曾說起湖廣穀城縣地方

信這教的多，我同卑呢額斯定隨要道湖廣穀城縣來。有聽得廣東人

說，西洋人到中國，必要個漢姓稱呼，我就將克助得三字對音切為

劉姓，卑呢額斯定切為李⋯⋯7 

 

可知潛往各地方的西籍教士多有改名之舉，一方面當然是為行教方便，

一方面也可藉此避人耳目，得以融入中國地方。然除改漢名外，西洋人的服

色、外型相貌本與中國迥異，故潛入中國的洋人教士也多有改裝、薙髮之舉，

其實一方面可助其順利潛往中國地方，一方面也可深入中國地方民情，藉此

拉近與民人的距離，以利其傳教，因此西籍教士便會利用各種方式來改裝易

容以便進入各地： 

     

      乾隆十一年（1746），據福建巡撫周學健所奏：這個白多祿（被捕

之西洋教士）和其他人都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宗教已遭禁。如果他

們仍保持其歐式服裝，那麼就不能相當自由地來回走動，要盡他們

最大可能地秘密離開澳門，即在讓人剃頭以使其頭髮適應中國方

式，再學會官話，以便經過如此化妝之後，他們能避開追捕，安全

可靠地到達福安，以在那裡傳播其宗教⋯⋯8 

 

                                                 
7〈湖北巡撫張映漢奏覆取傳習天主教犯劉方濟各等人供詞情形摺〉嘉慶二十四年七月十五日。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二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頁 143。 
8（法）杜德赫 編，（中）耿昇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第四卷（河南：大象

出版社，2005年）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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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二十四年（1759），有西洋人郭伯爾納篤在廣東澳門遇西洋會

長，談及從前曾有教中神甫在內地行教身故，遺有經像，不知有無

傳教之人⋯⋯適遇在澳從教之高大斗，言及老神甫從前曾到江西贛

州南豐、福建之邵武等處，為贛州謝西滿像在澳門往來之語。郭伯

爾納篤及剃髮改換內地衣裝，邀同高大斗自澳門起身前往贛州州⋯9 

 

  乾隆三十二年（1767），江西民人蔣日逵接引大西洋歐羅巴國之安 

  當、呢都改穿內地衣帽⋯⋯雇坐李嶺南船隻前往南雄。10
 

 

潘若色、趙葉聖多、安哆呢呵俱係大西洋人，向奉天主教⋯⋯潘若

色於乾隆三十四年正月間，俱改裝內地服色，安哆呢呵托澳門貿易

之泉州人夏若敬引路，於正月二十七日至福安縣黃元鼎家⋯⋯11 

 

乾隆四十八年（1783）三月，有西洋人吧哋哩呋哂攜銀一百兩搭洋

船至廣東澳門，旋赴省城十三行囉嗎當家處，將欲來內地傳教情由

向其告知，時有川省巴縣民王國瑞正在粵延請西洋人，經囉嗎當家

引令晤面約同來川。吧哋哩呋哂改名為彭得爾朋，薙髮易服。於九

月內起身；乾隆四十九年十一月又有川人康伯倫赴  粵貿易正欲歸

                                                 
9〈福建巡撫吳士功奏報盤獲西洋天主教民郭伯爾納篤等咨查根究情形摺〉乾隆二十四年十月初

八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頁 333。 
10《宮中檔乾隆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4年），第二十七輯：頁 538。乾隆三十二

年閏七月十三日兩廣總督李侍堯奏摺錄副。 
11〈閩浙總督崔應階奏報拏獲潛入地方欲圖行教西洋人潘若色等解送澳門看管摺〉乾隆三十四年

九月二十四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

頁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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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接引同行，額哋咦德窩改名胡斯得旺，薙髮易服，一同起身。12 

 

 ⋯⋯方濟覺供稱，本名咈囒嘶是噶，係西洋西班牙人，乾隆四十

四年至呂宋地方與該處天主堂教長六得西哪居住一年餘，教長令其

到中國傳教，該犯遂剃髮易服，赴廣東澳門天主堂居住二年餘，因

該處往來貿易人多，習知中國言語⋯⋯13 

 

李瑪諾供是西洋衣斯罷尼亞或人，乾隆三十四年從本國搭洋船由墨

溪呂宋各國走了兩年才到廣東省澳門，在方濟各堂住下，遇著西洋

人伯爾那多，並安伯老同住了數月。有傳習天主教的若亞敬要到江

西，伯爾那多就托他帶我同行，因服色不便，叫我換中國衣帽⋯⋯14
 

 

乾隆三十八年（1773），張萬鐘赴廣東之便，囑令順帶西洋人來川

傳教⋯有西洋人得三馬爾定願往當即薙髪易服，改名馮若望，自攜

三百餘兩，同張萬鐘來川⋯⋯15 

 

可知西籍教士潛往各地，不僅改用漢名，更薙髮易服，學習中國言語，

佯裝中國人伺機潛入地方，再加上有漢人教徒掩護潛入，無怪乎許多地方官

                                                 
12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乾隆五十年年三月十五日四川總督李世傑奏摺錄副（《文獻叢編》

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2）。 
13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乾隆四十九年十二月二十五日江西巡撫李承鄴奏摺錄副（《文獻

叢編》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65）。 
14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乾隆五十年三月十七日江西巡撫伊星阿奏摺錄副（《文獻叢編》

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5）。 
15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乾隆五十年二月初七日兼署四川總督印務成都將軍保寧拿獲西

洋仁訊明解京摺（《文獻叢編》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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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840） 

 157

員經常是數年之後才得以發現地方上有西洋人潛住傳教。西籍教士雖然已改

名、薙髮、易服，但西洋人的外貌仍是容易被辨識，故在行經的路途中，仍

必須遮遮掩掩，利用各種偽裝前往。或「途中恐人知覺⋯扮為病人，每晨以

茶洗面，使顏色醺黃，每休旅寓，則以茵辱蒙首，面壁而臥。」
16
或「藏在

貨船的壓石底艙裡，冬寒夏溽，有時候會在艙裡躲上數月。到岸後，然後深

入內地。」
17
在乾隆二十一年（1756），自法蘭西東來的駱尼閣潛往湖廣傳教，

乾隆十九年（1754），駱尼閣已抵澳門，在留澳期間開始學習葡語及華語，

當時又有葡籍或意籍（義大利）傳教士十一人；外方傳教會傳教士六人相繼

抵澳。在途赴湖廣過程中，駱尼閣在致歐洲信件中曾言：「⋯⋯歷經舟子三

人，皆奉偶像教者，無人能識余為西士：過關津時，喬裝病人，置藥物於床

側，須染黑色，面手皆染黃色⋯⋯」在傳教的過程中，也相當小心謹慎，如

長途旅程中，就在船上，祭壇、告解所、桌⋯⋯僅有一小天窗以通光亮，藉

資勞作。在陸地時，所居者常不適之小屋，只能在夜間外出。
18
可知西籍教

士想潛往各地方傳教，雖已有改裝、薙髮的行動，但行路途中的過程仍是一

大考驗，因此有否漢人的掩護引渡成為是否可成功進入地方最主要的關鍵。 

原本就潛住各地方傳教的教士是否能躲避官府的緝拿，也得靠中國教徒

掩護，渡往他地，如法國神父卜日生於雍正元年至乾隆元年（1723~1736）年

間，在湖廣一帶傳教，後被發覺，解往廣州，旋赴澳門。而後又再謀進入內

地，乃矯為垂危之人，其言：「人為我備一棺材，藏於其中，於是偷渡關津。」

期間忍受饑渴、寒熱、窒息等等困苦，卜日生自佛山出發，越梅嶺，抵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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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年），頁 407。 
17 李天綱《中國禮儀之爭：歷史、文獻與意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年），頁 100。 
18（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列傳及書目》（下），（北京：中華書局，1995年），

頁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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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浙江山區，匿居某教民所營之旅店，夜間無人時，聆其人與其母等之告

解，天明後，又藏於棺材之中，附一小舟至杭州，再乘轎子，卜神父於轎中

化裝成一個赤貧的病人，從頭到腳都裹著一床破被子，順利由杭州至蘇州，

下榻於當地一名基督徒家中，在期間共為三○三人舉行洗禮，其中一百三十

八人為成年人，一百六十五人為兒童，還為二千七百一十人作告解，為二千

五百四十三名新教徒領聖體。
19
 

 

 

 

 

 

 

 

 

 

 

 

 

 

 

                                                 
19（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列傳及書目》（下），（北京：中華書局，1995年），

頁 638；（法）杜德赫 編，（中）耿昇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第四卷（河

南：大象出版社，2005年）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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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類情形非一朝有之，道光十四年（1834），仍有西人若瑟瑪爾濟亞爾

慕理，化名為孟振生，由法國啟程東來，陽曆六月十四日行抵澳門，在澳學

習中國語言，從澳門潛往入京，其自記路程云： 

 

由澳抵京，復行七八月之久，途中恐人知覺，令從者將余扮為病人，

每晨以茶洗面，使顏色醺黃，每休息旅寓，則以茵辱蒙首，面壁而

臥。店夥恐染疾癘，不敢逼視⋯⋯20 

 

可以知道西籍教士想要潛入地方傳教並不能只有靠改裝、化名，若非有

地方民人教徒的特意掩護引渡，西籍教士想成功潛入地方，是難上加難，因

此教徒的掩護可以說是西籍教士順利潛往各地方的關鍵因素。 

 

2.地方教徒的接引： 

    西籍教士的潛入，雖有改名易服之舉，但其外貌實在與中國地方民人差

異甚大，因此在潛入各地的途中，若無相識的漢人接引，根本無法掩人耳目。

清廷在雍正年間雖然已有明令嚴禁各地民人信奉天主教以及西籍教士潛往

各省地方傳教，但是中國世代傳習的天主教徒，爲信教需要，仍不斷設法接

引西籍教士潛住各地講經傳教，以維繫其信仰的傳承，故許多各地民人經常

有不惜以身犯險者，藉由至廣東澳門地區貿易，伺機取得與當地西洋教會的

聯繫，接引西籍教士進入各地傳教。 

 

                                                 
20
 樊國梁，《燕京開教略》下篇，（收入於《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臺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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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隆十九年於江西地區緝獲的西洋教士張若瑟、劉馬諾及李若瑟供

稱，其入內地乃為澳門會長季類斯指引行教，由謝文山、方濟各自

由澳門伴送伊等至周景雲、呉西周等家；安多尼係福建人宗來典伴

送至沈飛雲等家；費地窩尼小係徽州人汪伊納小伴送至周景雲、吳

西州等家。21 

 

潘若色、趙葉聖多、安哆呢呵俱係大西洋人，向奉天主教，於乾隆

三十一年十一月由該國前至廣東澳門，同寓教堂。因聞該處會長言

及從前曾有該國人在閩省福安縣行教，信從者眾，潘若色於乾隆三

十四年正月間，俱改裝內地服色，安哆呢呵托澳門貿易之泉州人夏

若敬引路，於正月二十七日至福安縣黃元鼎，潘若色、趙葉聖多亦

托澳門貿易之福州人陳戴仁引路，於二月二十一日至福安縣趙泰廉

家。22 

 

乾隆四十二年，在四川傳教的西籍教士馮若望派教友張萬效到廣州

取錢，同時囑他帶領教士一同來川。張萬效抵廣州後，帶白銀三百

兩，又經西洋人斯德納宗介紹，會見馮若望早已認識的法國教士都

費斯。都氏改名李多林，隨張氏來到四川成都。李多林後又改名徐

德新，往來於新都、安縣、錦州、劍州、廣元等處傳教⋯⋯23 

                                                 
21《宮中檔乾隆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4年），第十九輯：頁 628。乾隆十九年五

月二十九日兩江總督鄂容安奏摺錄副。 
22〈閩浙總督崔應階奏報拏獲潛入地方欲圖行教西洋人潘若色等解送澳門看管摺〉乾隆三十四年

九月二十四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

頁 394。 
23 顧衛民編，《中國天主教編年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年），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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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十年（1805），有山西民人李如接引教士若亞敬赴山西傳教案： 

 

山西陽曲縣民人李如即亞立山⋯⋯有已故伯祖母李梁氏向習天主

教，該犯祖父李玉章、父李綱及伯祖李階、族人李玉糧等，均同入

教，李如亦自幼傳習。嘉慶六年間，李如販貨至廣東南海縣屬地方

貿易，有原籍福建遷居南海縣之倪若瑟素習該教，往來熟識，並有

新興縣船戶麥丙忠曾載送李如生理，亦學習禮拜。十年三月內，李

如至香山縣屬澳門地方買貨，該處為西洋人聚居之所，建有天主

堂，李如赴堂觀看⋯⋯李如起意接引若亞敬赴原籍山西傳教，若亞

敬應允。四月十九日，李如回至南海縣屬佛山地方，先雇麥丙忠船

隻，言定送至東昌縣地方交替，給與船價番銀二十圓，並浼倪若瑟

伴送至湖南地區，許給工銀十圓⋯⋯是月二十二日，李如復至澳

門，向（若亞敬告知），若亞敬剃頭易服，裝做內地民人，攜帶經

卷隨同李如僱坐不識姓名小艇，二十七日行抵佛山，走過麥丙忠船

內開行。若亞敬一路捏病躺臥艙內，五月初七日將至韶關，李如恐

關役盤查，令倪若瑟坐船過關，自同若亞敬上岸，由僻路繞過韶關

等候，倪若瑟船到，仍同下船開行⋯⋯24 

 

表示除有廣東澳門的西洋教會主動派遣傳教士潛往各地傳教外，亦有民

人利用赴廣東澳門貿易而接觸教會，如：案中的李如並非專門接引西洋教士

                                                 
24〈大學士董誥等議奏李如接引西洋人欲赴山西傳教審明定擬摺〉嘉慶十年十一月初十日。（《明

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頁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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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因至廣東地區貿易，得以接觸當地天主堂，而起意接引教士赴原籍傳

教，沿途所雇的船戶伴送皆為天主教教徒，路途中極力掩護以躲避查緝，在

接引前的安排可謂周密，顯示地方教徒接引傳教士的用心，無怪乎禁教期間

西籍教士仍有機會進入各地方進行傳教，甚至潛住數十載而不被發現，因此

西籍教士得以入地方傳教，途中的教徒掩護接引是相當重要的。 

 

四川民人李安德在乾隆三十一年曾引之洋人格羅第呀（改名郭明

益）至川傳教，而後格羅第呀病故，故復於乾隆三十八年（1773）

乘同教之張萬鐘赴廣之便，囑令順帶西洋人來川傳教，張萬鐘至粵

訪之通事陳保祿，適有西洋人得三馬爾定願往，當即薙髮易服，改

名馮若望，自攜銀三百餘兩，同張萬鐘來川，李安德年老病篤將所

住房屋給與馮若望。25 

    乾隆三十二年（1767），兩廣總督李侍堯奏報在五月二十四日於義順行店

拏獲江西民人蔣日逵、劉芳名及西洋人安當呢都、船戶李嶺南五犯，根據其口

供知其引得西籍教士的前後情況： 

 

蔣日逵籍隸江西萬安縣，素業外科、劉芳名籍隸江西贛縣，俱係世

奉天主教。緣從前有西洋人林若漢在廬陵縣社下村買張若望房屋，

奉耶穌畫像，有吳君尚等十數眾信從入教。乾隆二十二年，林若漢

因病回國，本年正月，蔣日逵往社下村買布，會見吳君尚告以該村

久無西洋人掌教，上年陳保祿自澳門回籍，知有西洋神父來澳，當

                                                 
25〈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十七，乾隆五十年二月初七日兼署四川總督印務成都將軍保寧奏摺

（《文獻叢編》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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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盤費錢一千二百文，囑令邀請蔣日逵即往邀劉芳名於四月二十四

日到澳門，西洋人安瑪爾定買膏藥，敘及同教修道前由。時有大西

洋歐羅巴國之安當、呢都二人向在該國天主堂誦經，因至小呂宋國

遇見林若漢言及曾在江西掌教⋯⋯隨搭舡至澳門，寄寓天主堂⋯⋯

安瑪爾定即將安當、呢都二人令蔣日逵等接往江西，並給以鈔書六

本、鈔單二紙。安當、呢都改穿內地衣帽，並交出花邊銀錢一百二

十三圓，蔣日逵等僱坐李嶺南船隻前往南雄⋯⋯26 

 

在接引的過程中，我們除了可以知道這些地方民人教徒是透過廣東、澳

門等地的西洋教會來引薦傳教士之外，也可從中了解引渡教士潛入地方的行

走路線及沿途各地皆有民人教徒互相掩護、照應接引，才可以使得西籍教士

順利潛往地方進行傳教事業，可經數年未被查獲，甚或有的傳教士在潛入後

伺機陸續到達數地傳教，歷經數年未被緝拿，順利發展地方教務。 

 

     乾隆四十九年農起奏：獲西洋人安多呢，據供稱係四十六年由京赴 

     晉。在范天保家居住傳教，並不出外，地方兵役，無從查察。近因 

     范天保被拏，恐其到案供出，料難脫逃，自行包裹欲赴衙門出首，

即被拏獲等語。27 

 

                                                 
26《宮中檔乾隆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4年），第二十七輯：頁 538。乾隆三十二

年閏七月十三日兩廣總督李侍堯奏摺錄副。〈兩廣總督李侍堯等奏報拏獲江西人蔣日逵及西洋

人安當等審究摺〉乾隆三十二年閏七月十三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

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頁 384。 
27《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一千二百十九：頁 346－1。乾隆四十

九年十一月下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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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隆四十年川人康伯倫趁至粵貿易之便，引得洋人額哋咦德窩（改

名胡得斯旺）往川傳教，四十一年十一月出發，四十一年二月先住

敘州府宜賓縣康父康正文家，旋赴成都與馮若望（即得三馬爾定）

相見後，仍回康正文家居住，自後復往重慶之巴縣、涪州、江津、

銅梁、榮昌並安岳等州縣。28 

 

再者，各地民人教眾也會互相通訊息，彼此引薦認識的西籍教士至各地

方掌教、講經，若有需要也可經由同教教友護送至各地方，甚至負責供養，

以避過官府的稽查。 

 

      乾隆四十九年正月，粵人陳阿定至同教的江西人周多默寓所拜年，

周多默說起有山東邵姓、李姓在羅馬當家哆囉處請了兩個西洋人往

山東傳教，一路需人照料，要陳阿定伴送同去，初六日，周多默帶

陳阿定到哆囉樓上見兩個西洋人，一名吧哋哩啞喥；一名吧哩嘰哩

哋⋯⋯正月十三日動身⋯⋯二月初間泊船南雄河下，周多默上岸尋

著邵李二人雇備轎子、腳伕，是夜西洋人在船上耽擱，次日過

嶺⋯⋯29 

 

    由此可知，西籍教士的潛入動機不僅僅是有廣東澳門教會的主導，將之

派往各地，各地民人教徒的互相聯繫、配合與掩護更是得以突破官府的查緝

                                                 
28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十二。乾隆五十年三月十五日四川總督李世傑奏摺（《文獻叢編》

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2）。 
29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十九。乾隆五十年三月十五日兩廣總督舒常奏摺（《文獻叢編》上

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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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將傳教士順利潛往地方的關鍵所在。當傳教士成功潛往地方後，便由

地方民人加以藏匿、供養日常所需，秘密進行傳教工作，經常在數年後，潛

住的傳教士才被官府拿獲。如：乾隆十九年（1754）四月，於江南地區拿獲

的西籍教士張若瑟供稱： 

 

尚有彼國夷人劉瑪瑙、李若賽、龔安多尼、費地窩尼小肆名藏匿內

地⋯ 

 

而後江南提督林君陞會同地方官員循線追拿，於地方民人家中拿獲其餘

西籍教士： 

 

肆月貳拾壹日赴南匯縣地方在周四、周七家內獲有西洋人劉瑪瑙⋯

貳拾陸日在青浦縣地方，侯良臣家一同進內搜出西洋人龔安多尼⋯

貳拾伍日訪得杜家行、方運觀家窩留西洋人李若賽⋯⋯貳拾玖日，

在南匯縣三墩頭二竈港沈天章家拿獲西洋人費地窩尼小⋯⋯30 

 

    又或如在陝西傳教二十三年後才遭拏獲的呢嗎方濟各（范主教），也是

靠地方的華籍神父加以接引、藏匿，才得以潛住陜西二十餘年之久，並且在

晉、陜一帶傳教： 

 

呢嗎方濟各，係大西洋噫打哩啞國人，在陜二十三年，從前有內地

                                                 
30《宮中檔乾隆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4年），第十九輯：頁 628。乾隆十九年四

月二十七日提督江南總兵官林君陞奏摺錄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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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蘇神甫勾引由洋至廣，復由廣至山西、陜西傳教⋯⋯31 

 

    可知西籍教士進入地方後，藉由地方教徒的特意窩藏、掩護來進行傳教

工作，此類情況在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層出不窮。每當有地方教案發生，教

徒的窩藏與保護對潛住在地方的傳教士而言，可謂是相當重要的藏身方式之

一，譬如：乾隆十一年（1746），在福建地區的福安教案爆發之後，地方教徒

便想盡窩藏潛住的傳教士，以躲避官府查緝： 

 

該縣的一名基督徒跑到方德望神父處時，用三天時間才到那裡，並

將皇帝命令搜補基督徒佈道的聖旨告知了他，還向他報告了剛剛發

生的殘暴行為。他對方德望神父說：「改變路線，原路返回，您除

了在我家中藏身之外，再無其他良策可圖。有人將前往那裏進行搜

查，但在哪裡會不這樣呢？」32 

 

    隨後這名天主教徒將神父安置在一個很小的隱蔽地，爲了躲避搜查，人

們只能利用晚上去看望他，並帶食物前去，神父便在這樣的窩藏之下渡過

七、八個月，也因此使得該神父順利避開了官府查緝，這樣的例子在禁教期

間各地都有類似的情況出現，如：福安教案發生的同時，全國各地方皆發動

大規模的查緝行動，當時已在江西地區傳教六年的費若瑟神父正前往至江南

地區傳教，江西教民某急赴江南，以朝廷已經下命捕緝傳教士一事告知費若

                                                 
31〈寄諭陜西巡撫畢沅等呢嗎方濟各等在陜西等地傳教被獲著各省嚴拏要犯解京〉乾隆四十九年

十一月十一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

頁 453。 
32（法）杜德赫 編，（中）耿昇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第四卷（河南：大象

出版社，2005年）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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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並語之云：「請歸匿余宅，將來雖不免於搜查，然無處不被搜查也。余

在官署供末職，搜查或布置於嚴苛。」
33
雖然費若瑟仍於乾隆十九年（1754）

在江南被捕，但還是可知傳教士的潛入及窩藏，爲何無法在禁教期間徹底查

禁？教徒的協助的確是主要的因素。 

 

 

 

 

 

 

 

 

 

 

 

 

 

 

 

 

 

                                                 
33（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列傳及書目》（下），（北京：中華書局，1995年），

頁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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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方教徒習教的途徑 

 

    在清廷下令嚴禁天主教傳習地方之後，天主教的傳習活動照理應已漸被

杜絕於中國地方，但為何天主教仍被中國地方民人所傳習？必有其傳行的管

道，除西籍教士以身犯險突破禁令潛往各地傳教外，以下綜合各項所蒐集文

獻及資料，列舉出當時可能用來在地方傳習天主教的方式，希冀對此問題作

一概括了解認識。 

 

a.父祖傳習 

    清朝政府對天主教的禁教政策乃是導因於康熙年間，清廷與羅馬教廷間

對中國「禮儀」問題的認知不同，但天主教早在明末由歐洲耶穌會士傳至中

國，雖也曾發生過教案而遭禁行
34
，但畢竟並未發生長期禁止天主教在中國

的傳教活動，故天主教教士仍可在中國各省傳教，故在清王朝真正實行禁教

之前已有為數不少的中國民人已受洗成為教徒，因此雖有禁教之令，但民間

仍有多數是因世代習教的天主教徒。 

乾隆四十九年（1784），直隸總督劉峨奏稱： 

 

近京各屬從前曾有供奉天主教者，雖屢次嚴禁，誠恐陽奉陰違，並

有與西洋人往來勾引情事，當即諄囑各屬嚴密訪查。現據東安縣訪

有民人王天德並子王瑞寄居，民人高國定、高國宗、高士亮，永清

                                                 
34 本文第一章已有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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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訪有民人劉三、住旗、馬行舟、馬新舟、安向達、安清良等，均

因父祖在日曾經供奉天主教⋯⋯35 

 

      乾隆四十九年，陜西巡撫畢沅跪奏，為續獲天主教要犯⋯⋯據劉西

滿供，年四十三歲，城固縣人，是祖傳天主教⋯⋯36 

 

乾隆五十年正月，陜甘總督福康安為偵辦洋人入陜傳一案，在甘州

府地區搜捕到六名內地教徒：張繼勛、李之潮、陳俊、馬朝斌、段

照喜及毛紀成六犯，審問後其供稱：並未認識西洋人，亦無教名，

止係祖父相傳習教。37 

 

乾隆五十年二月，山東巡撫明興查拏境內洋人潛入傳教，訪得山東

歷城縣民李松素奉天主教，在伊家搜出聖教四規等項、書板四十七

塊、天主實義等項經卷六十三本及十字木架、瞻禮單等物⋯⋯李松

供伊家祖父以來俱習天主教，該犯教名祿爵，又名拉番額爾，伊曾

兩次到京，四次赴廣，與西洋人見過幾次⋯⋯38 

       

嘉慶十八年，據稱湖北京山縣民劉義等九名呈明伊等自祖父相沿習 

                                                 
35 〈直隸總督劉峨奏覆遵旨檄飭地方官嚴拏傳習天主教各犯摺〉乾隆四十九年十一月十三日。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頁 456。 
36 〈陜西巡撫畢沅奏報續獲天主教要犯劉西滿等嚴審解京情形摺〉乾隆四十九年十二月初十日。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頁 468。 
37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七。乾隆五十年正月十二日福康安奏摺（《文獻叢編》上冊，臺北：

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45）。 
38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十一。乾隆五十年二月初九日山東巡撫明興奏摺（《文獻叢編》上冊，

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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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39 

 

嘉慶二十四年，湖北巡撫張映漢拿獲傳習天主教之沈方濟各。據沈

谷瑞及沈方濟各供稱，籍隸安徽石埭縣，方濟各係伊教名，自伊父

在時即習天主教，唸十戒經。該犯於嘉慶元年到京行醫，並作裁縫。

三年上與素識習教的這將人楊老大會遇，引該犯入天主堂習教。40 

 

    可知地方民人多有世代習教者，但並非所有的地方習教民人都會有與西

籍教士接觸，或擁有教名，可能只是單純家傳習教而成為天主教徒，但只要

一有機會接觸天主教會組織，便可能會趁機向其習教。然而清廷自雍正朝後

嚴禁西籍教士潛入地方傳教，有些世代習教的民人為信教所需，有時便得由

自己充當神甫亦也有之，以供信仰需要。乾隆五十年（1785）二月，兩廣總

督舒常審訊境內教犯得知： 

 

劉志名教名思德望，不但自己喫齋念經並招引潘連第、張萬從及張

萬德至伊家一同學習，復將經卷齋單交給抄錄，希冀廣傳徒眾，又

有南海縣民潘聲瓏，教名福爵；張宗沛，教名達爵均係自幼隨父習

教，家有圖像經卷，虔心奉教，素為同教中推服。又有南海、番禺、

順德、香山、高要、樂昌、海陽、潮陽、惠來、普寧及新興各縣并

福建、安徽等省寄居廣東有入教之吳瑜珍等八十二犯均係祖父習教

                                                 
39《清仁宗睿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二百六十九：頁 645－1。嘉慶十八年

五月下上諭。 
40〈湖北巡撫張映漢奏報審訊現獲傳習天主教之沈方濟各等犯級派員緝拏各犯情形片〉嘉慶二十

四年七月十四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二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

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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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840） 

 172

或藏有遺存經卷畫像或止口傳經語，依期持齋唸誦，並無轉傳別

人，亦無與西洋人認識，得受銀兩充當神甫等項。41 

 

    由上可知，雖然地方禁教政令風行，對已信教的天主教家庭而言卻仍堅

持家傳習教，甚至有充當神甫者，因此地方習教的風氣在清王朝頒布禁教政

令後，仍是風行不減。 

此外，雍正年間禁止地方行教後，多數的天主堂早已充公，地方教民為

信教、習教之便，亦有自資建堂以為所用之例。乾隆四十六年（1781），據直

隸總督英廉所奏： 

 

      本年十二月二十四日，據寶抵縣知縣王錫璁稟稱或縣屬老家莊民人

李天一一家有私造天主教堂，聚眾念經之事。當即親赴該村搜捕獲

圖像、經卷，暨為首之李天一，隨教之張化瓏等八人赴縣查訊。據

稱李天一之故父李文祿曾供天主圖像，李天一隨同持齋。迨乾隆十

年，李文祿故，李天一接奉前教至三十五年間，李天一在住房左近

建造天主堂三間。赴京內天主堂買備天主經卷并一切圖像、樂器在

堂內懸掛。有同莊之張化瓏、張其讓、張其漢、張其剛、張其瑞、

王廷秀、田畸及張萬寶等八人先後入教。李天一每年赴京中天主堂

取瞻單至莊，按單中瞻禮日期齊集同教之人等誦經，一日而散，並

                                                 
41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三十五。乾隆五十年三月十五日兩廣總督舒常奏摺（《文獻叢編》上

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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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堂中飲食，亦無外來入教之人，惟所用香燭齋供係在教之人均

攤買備，此外並無別項歛錢等情。42 

 

由此案件可知禁教後，地方民人雖無法直接接觸西籍教士傳教，但地方

世代習教者，仍有其方式習教。然而在乾隆朝由於京城四堂的開放風氣，也

成為地方民人取得信教途徑的一環。 

 

b.海外歸國教徒 

    除世代習教者外，另外有些教徒之所以得以習教，則是因有海外歸國的

教徒的傳習，這些歸國教徒多是前往呂宋等地經商的商人，呂宋當時為西班

牙所據，西班牙本為歐洲天主教國家，因此呂宋地區可謂是亞洲的天主教大

本營。中國澳門的天主教會也多直屬呂宋天主教教會所轄。故這些海外歸國

教徒，回到中國地方後，由於地方欠缺神甫傳教，這些人便順理成章成為西

籍教士與地方教徒的媒介，其或為地方接引西籍教士潛入；或為直接充當神

父爲地方教徒掌教講經。 

雍正十一年（1733），福建總督郝玉麟奏報： 

 

閩安協副張天駿稟稱有久住呂宋福寧州民帶有呂宋夷人二名出租

船⋯⋯夜到漳州福河廠蔡家村內投住，欲在漳泉招人歸伊天主教等

語⋯⋯臣聞聽之下，不勝駭異⋯適汀漳道郭朝鼎在省⋯⋯令其星往

確查，慎毋聲張洩漏，但夷人不知內地法律，不必過嚴。據郭朝鼎

                                                 
42《宮中檔乾隆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6年），第五十輯：頁 383~384。乾隆四十 

六年十二月十五日直隸總督英廉奏摺錄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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稟稱訪得番人攜帶銀兩潛來內地，果有其事。遵其密同漳州府知府

王之琦選差妥役，拿獲船戶劉前即、水手黃祿訊據供稱有久住番邦

的福寧州一人名叫蔡祖，帶有番人名叫聖哥。蔡祖送到後坂社，嚴

秀才小名登觀家裡。隨諭龍溪縣孫國柱帶役拿獲嚴登，并搜出天主

教圖像等書，續於嚴登家內搜出番人一名，又於嚴登家草堆中搜出

番人聖哥一名。現押嚴登究出蔡祖，務獲嚴審引誘番人潛至內地確

情⋯⋯臣查番人住居外國，若非蔡祖勾引，何敢帶銀潛入內地⋯⋯

其勾引之蔡祖、私載之船戶劉前即、水手黃祿、竊留番人在家并搜

出天教圖像之武生嚴登等均應按法從重治罪，以儆愚民。至番人等

不應聽從引誘，帶銀潛至內地，誘人入教，煽惑愚民，惟夷人不知

天朝法紀，即按律治罪，彼亦何辯，但臣等伏睹我皇上天地為心、

包涵萬國，凡於外域遠人，靡不恩予矜憫。應俟此案審明，番人果

有攜帶銀兩逐一查出，即覓呂宋便船，將該番并銀兩一并送至呂

宋，交明彼地番夷頭目收管，使外夷咸知聖朝稽查周密，法度嚴森，

不敢有犯，更昭聖主寬大洪恩，畏威懷德⋯⋯43 

 

乾隆十三年（1748），乾隆帝上諭指出： 

 

據喀爾吉善奏稱：呂宋為天主教聚集之所。內地民人，在彼甚多，

商船往來，難免無傳遞信息之事。又本年二月間。呂宋夷船到廈，

有攜帶書信，至漳州府龍溪縣嚴登家內者。其嚴登之子嚴廩、嚴諒、

                                                 
43《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9年），第二十二輯：頁 165~167，雍正十

一年九月十六日，福建總督郝玉麟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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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840） 

 175

現往呂宋未回等語。內地民人，潛往外洋，例有嚴禁。今呂宋為天

主教聚集之所，而內地民人，竟因與同教，多潛彼地。現查有嚴廩、

嚴諒、果往呂宋未回。豈向來該地方官。於各海口。竟未將民人透

越之弊。嚴行約束。抑或辦理未善。致有颺漏。此等民人、潛在彼

地從教。且復書信往來。若非確查嚴禁。於海疆重地。所關非細。

可傳諭喀爾吉善等、嗣後務將沿海各口。私往呂宋之人。及內地所

有呂宋吧黎往來蹤跡。嚴密訪查。通行禁止。並往來番舶。亦宜嚴

飭屬員、實力稽察留心防範。毋致仍前颺忽。其嚴廩、嚴諒、等查

明之日。即行奏聞44 

 

可知呂宋地區與中國貿易接觸密切，教徒利用貿易之便，往來兩地藉此

習教。或久住呂宋得以信教，中國地方習教家庭也會利用機會將子女送往呂

宋習教，返國後便成為中國地方教民與西洋教會溝通橋樑。 

在乾隆十九年（1754）又再查獲有自呂宋歸國的馮文子，在地方上爲教眾講

解天主教規。據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所奏： 

 

      馮文子係福安縣桑洋村民人，祖上原皆崇奉天主教，文子甫十四歲

跟隨同縣民人蔡灼之往呂宋貿易，蔡灼之之貿本虧折，與文子流落

呂宋。上年蔡灼之病故，番邦文子無所倚靠，隨搭商船至廈，自廈

回福安縣。原文子胞兄信子在城開張麵店，本年三月間文子赴店相

幫。生員劉渭等住居左近，素係同教，聞知馮文子自呂宋而回，必

                                                 
44《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三百十五：頁 169－1。乾隆十三年五

月下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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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悉天主教規，欲速往講。文子亦欲藉此為衣食之計，應允講解。

三月十五、十六兩日在監生郭承佐家講教；十九、二十兩日再生員

劉渭家講教。每至一處即有昔日從教男婦依親旁戚咸赴聽講教規，

或十餘人、七八人不等。馮文子遂將在呂宋所聞天主教規一一講

論，無知男婦歡欣鼓舞，轉相傳播。45 

 

可知海外歸國的教徒，在禁教期間也成為地方教民爭相習教的對象，且

在奏摺中也可得知，當時地方信教者，並不限於低下無知的男婦，其中亦有

監生、生員等知識份子在內，並非如地方官員所稱天主邪教只是引誘無知的

男婦。此外，地方上更有地方民人自幼便被遠渡重洋送至信仰天主教的地

方，學習天主教義，回國後更以華籍神父身分傳教。乾隆四十九年（1784）

十一月，在陜西地方拏獲華籍神父馬諾往西洋習教後，潛入地方傳教： 

 

馬諾係澳門人，自幼往西洋學習經典，仍回廣東，有陜西渭南人張

多明我接到西安居住，後來又在渭南縣杜興智等家內居住。並據供

出，該省漢中府、山西洪洞縣、潞安府、大同府及山東、湖廣、直

隸等省俱有學習天主教及西洋人在彼傳教。46 

 

 

 

                                                 
45《宮中檔乾隆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6年），第九輯：頁 228~229。乾隆十九年 

七月二十三日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摺錄副。 
46〈寄諭陜西巡撫畢沅等呢嗎方濟各等在陜西等地傳教被獲著各省嚴拏要犯解京〉乾隆四十九年

十一月十一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

頁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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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四十九年（1784），在陜西地區便獲海外歸國傳教的劉西滿： 

 

      ⋯⋯劉西滿，年四十三歲，城固縣人，是祖傳天主教。十二歲父親

將我托西安人趙士美帶至廣東，經西洋人李世福帶往西洋噫咑哩啞

國（義大利），在天主堂內從師學習洋字經典，住居西洋十六年⋯⋯

乾隆三十六年由西洋起身，三十八年回城固⋯⋯臣查劉西滿以內地

民人竟敢私赴重洋，學習異教，復回至本地與同教人講說洋經，且

受有神甫名目⋯⋯47 

 

    案中的劉西滿便是中國民人自幼學教之例，且是有計畫所培育的華籍神

父。西洋教會為傳教之便，積極培育中國神父負起中國地區的傳教事業之傳

承。自清初至乾隆四十年（1775）中國耶穌會被解散之前，中國天主教向以

耶穌會為主要傳教修會，耶穌會也是當時與澳門地區關係最為密切，因此耶

穌會便利用澳門的特殊地位進行中國神父的培育。其方式有三：
48
一是沿用

明末在澳門採取的聖召法，就是從在澳門接受天主教教育的青少年中選拔優

秀者。二是選擇地方教徒送往澳門培養。三是從地方選擇天主教家庭的少年

子女，經澳門送往外國接受天主教教育，如劉西滿便是一例。培養華籍傳教

士也是在禁教期間，天主教得以繼續在中國傳習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一位澳

門教士的信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天主教士位讓中國傳教事業得以留存而做的

努力。 

                                                 
47〈陜西巡撫畢沅奏報續獲天主教要犯劉西滿等嚴審解京情形摺〉乾隆四十九年十二月初十日。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頁 468~469。 
48 章文欽，《澳門歷史文化》（北京：中華書局，1999年），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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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840） 

 178

⋯⋯傳教士爲了不過於引人注目，被迫穿上在該國流行的服裝。然

而，雖然他們在仿效中國人的舉止、風度、步態以及所有中國人特

有的特徵方面頗具才能，但人們往往能夠把他們區分出來，而這可

能是迄今為止在異教徒歸信方面存在的一個非常大的障礙。爲了去

除這種被人認出的不便之處，傳教士們盡其所能地培養當地的教

士⋯⋯49 

 

    因此在禁教期間，中國地方的天主教家庭常有將其子女送往澳門、呂宋

乃至歐洲者，藉由赴海外學習的方法，日後能以華籍教士的身分繼續傳教，

如：乾隆年間的曹貌祿神父，本為廣東人，於乾隆五年（1740）赴法國學習，

乾隆十九年（1754），回到中國地方服務。乾隆四十九年（1784），在陜西地

方查獲的華籍傳教士馬諾，是澳門人，自幼往西洋學習經典，仍回廣東，經

陜西渭南人張多明我接到西安居住，後又在渭南縣杜興智等家內居住。
50
在

耶穌會遭到取締後，在中國地方傳教的天主教士仍有在從事海外培育中國教

士的工作，如：乾隆四十五年（1780），法國教士劉加略神父在靠近四川邊界

的雲南龍溪建立一個修院，是培養修生出國留學的預備學校。
51
 

 

 

 

                                                 
49（法）杜德赫 編，（中）呂一民、沈堅、鄭德弟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第

五卷（河南：大象出版社，2005年）頁 18。 
50〈寄諭陜西巡撫畢沅等呢嗎方濟各等在陜西等地傳教被獲著各省嚴拏要犯解京〉乾隆四十九年

十一月十一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

頁 453。 
51 顧衛民編，《中國天主教編年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年），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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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經教眾引薦信教： 

    在清廷禁查天主教期間，會引來官府查緝的，並非只是一般百姓的信教

活動，地方官府更在意的是外貌迥異的西籍教士潛入地方傳教，因為朝廷早

已明令禁止西洋人入地方傳教，西籍教士潛入地方不僅違法且因身分、長相

特殊，地方官員總將其視為邪教之人，欲以邪術煽惑百姓，危害地方。但西

洋人的不斷冒險潛入傳教，一方面顯出地方教民對西籍洋教士的需求，一方

面也因西籍教士在清王朝禁教後仍以潛往中國各地傳教為己願。 

在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爆發出多起的西洋人私自潛入地方傳教，多因地

方教民信教希望有西籍教士能至本鄉進行傳習教務，而輾轉透過廣東澳門地

方天主教會的引薦而取得與願往地方傳教的西籍教士聯繫，在潛入過程中再

加上有地方教民掩護與照應下得以順利至地方傳教。但另有一些地方教民是

與教徒或教士接觸後，才改信天主教者。 

乾隆五十年（1785），據兩廣總督舒常奏報： 

 

樂昌縣民劉志名，教名思德望，不但自己喫齋念經，並招引潘連第、

姚萬從、姚萬德至伊家一同學習，復將經卷、齋單交給鈔錄，希冀

廣傳徒眾。52 

 

    此外，天主教雖然是外來宗教，但在中國人民眼中天主教所表現出的社

會醫療功能往往是吸引民人入教的主要原因，在乾隆四十九年（1784），透過

廣東羅馬當家哆囉的引薦，而接引得西籍教士方濟覺（即咈囒嘶是噶）入內

                                                 
52〈兩廣總督舒常奏報審明學習天主教各犯分別定擬摺〉乾隆五十年三月十五日。（《明清時期澳

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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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姜保祿，就並非是世代習教者，在乾隆五十年（1785）三月遭緝拏後，供

稱： 

 

      小的本名祖信，年四十歲，金谿縣人。乾隆三十八年，小的因母親

患病，求神問卜。有貴溪人紀煥章說天主教最靈應，能保佑病人。

小的就聽信奉教持齋，取名保祿。53 

 

可知其信教，是與地方教眾接觸後，因為宗教醫療的功能而信教的，就

下層社會的百姓而言，信奉天主教與信奉民間宗教並無不同。一旦信教後，

也開始以教徒身分前往各地為傳教事業所努力。 

 

乾隆五十年（1785），江西巡撫伊星阿所拏獲的教民馬西滿亦供稱其信教過程： 

 

      本名馬士俊，籍隸南昌縣，向在贛州幫糧船為舵工。乾隆三十七年

七月內，船至山東，馬士俊患病，適有搭船陜西人婁姓習天主教，

教名保祿。將馬士俊之病治痊，勸令習教，念經消災、却病。馬士

俊即拜婁保祿為師，給與經一帙、像一紙，遂取教名西滿。54 

 

 

 

                                                 
53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十七，乾隆五十年三月三十日審訊李瑪諾、姜保祿口供（《文獻叢

編》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6）。 
54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十三。乾隆五十年三月十七日江西巡撫伊星阿奏摺（《文獻叢編》

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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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乾隆四十七年（1782）拿獲地方教徒李天一供稱： 

 

      乾隆四十二年，復有同村之張其剛因身體多病，本圖消災獲福亦隨

同入教。55 

 

從以上的例子，可以知道中國民人信仰天主教有時只是因為單純的宗教

取向，就如同中國一些民間秘密宗教之所以吸引民人信教是因其具備社會醫

療的功能，因此對地方民人而言，天主教是否為外來的西洋宗教並不是最重

要的，而是這個宗教在信徒身上所發揮的社會醫療功能。天主教士也經常藉

以爲人治病、贈藥來吸引中國民人入教信仰，如：雍正四年（1726），在北京

進行傳教的殷弘緒神父的信件記載： 

 

  ⋯⋯把治療痘疹的藥教給們的男女信徒們，讓他們以此可以進入非

基督徒的家門，他可以為無救的孩子們付洗⋯⋯56 

 

另外，也有因為與西洋人接觸後而信教者，乾隆五十年（1785），在廣東地區

查獲的天主教教犯吳廣甜便因長期與西洋人接觸進而信教，據兩廣總督舒常

所奏： 

 

                                                 
55《宮中檔乾隆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6年），第五十輯：頁 819。乾隆四十七年 

二月十二日直隸總督鄭大進奏摺錄副。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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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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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祖籍閩省，流寓南海縣屬，向挑鷄鴨赴洋行發賣，諳曉洋語，與

西洋人囉廉認識，該犯被惑入教。乾隆四十六年二月內囉廉將紙畫

十字架給該犯帶回供奉，并給經書三種令其念誦，該犯教名伯多

祿，迨囉廉轉回西洋，該犯送至澳門受過囉廉番銀二十四圓。57 

 

    藉由與西洋人接觸而入教者並非多數，畢竟在禁教期間要與西洋人公開 

接觸並非常態，因此又有些地方教徒乃是透過原本的中國教徒引薦或藉由書 

籍，這些書籍大多是天主教士為引吸中國民人入教而著作的中文書籍，以藉 

此讓中國人更容易了解基督教之教義，此類信教者，多為知識份子，如在一 

份耶穌會士寄回教廷的書信中，便陳述了這些中文書籍對傳播天主教的重要 

性，其中提到三個因接觸基督教的中文書籍而入教的例子，三人的身分分別 

為文人、秀才與醫生。
58
 

 

 

 

 

 

 

 

 

                                                 
57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三十五。乾隆五十年三月十五日兩廣總督舒常奏摺（《文獻叢編》上

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60）。 
58（法）杜德赫 編，（中）呂一民、沈堅、鄭德弟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第

五卷（河南：大象出版社，2005年）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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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在京教士的活動 

 

    潛入各地的教士雖是仰賴地方教徒的掩護進入，但若有京教士的幫助，

更有助於地方傳教事業的開展，在京教士可以利用在京城的地利之便進行傳

教事業，因在京城地區對天主教的禁令比較不嚴，教士可利用職務之便藉機

到附近地區走動傳教。或在京城地區教堂舉行某些儀式，而不受到限制；或

者可以較地方早得知朝廷對地方教士的搜捕之命，及時通知地方潛住教士早

些躲避，以免遭到官府拿獲，而阻礙在地方上的傳教事業。對於天主教士他

們也多少明白這樣的情況，一位耶穌會士在寄給法國主教的信件中寫道： 

 

⋯⋯自從康熙皇帝統治時期流行的基督教的公開傳播遭到禁止，並

且在各省的傳教士被遣送到澳門之後，除了首都，在中國的傳教事

業之所以能夠倖免於難，則是因為受惠於在京傳教士所擁有的技藝

以及皇帝對他們的保護。59 

 

因此在京教士在這些情況下也較能對地方的傳教事業伸出援手。根據雍

正十二年（1734）在京效力當差的耶穌會士巴多明寄往本會杜赫德神父的信

件中可看到，在京教士的傳教情況： 

 

      自從三月以來，我們除了進宮或者爲皇帝效勞到某個地方去以外，

幾乎已經好久不敢出門了。有時必須為垂死的人主持聖禮，我們這

                                                 
59（法）杜德赫 編，（中）呂一民、沈堅、鄭德弟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第

五卷（河南：大象出版社，2005年）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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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歐洲人，只到我們不用擔心被襲擊的地方，其他歐洲人不宜露面

的地方由羅瑪竇神父或秦于連神父去，他們倆士中國耶穌會士。星

期日或節日裡，基督徒們仍繼續來教堂，我們唯一要注意的是讓他

們不要成群結隊出去。最後，儘管各種事件接連不斷，我們沒有完

全停止工作。我們繼續地培植法國耶穌會士負責的北京的或鄉下的

傳教區。從去年十一月，至今年八月，已經有一千一百五十七名成

人或兒童受了洗，領聖體的已經增到六千二百人⋯⋯60 

 

    在雍正年間由於禁教政令的施行，使得在京的傳教士只能趁機為教徒主

持聖禮，其餘不能由西籍教士到達的地方便由中國神父前去。至乾隆年間，

雖在地方禁教盛行，禁絕教士從事傳教事宜，但在京的教士由於乾隆帝的寵

愛與信任，北京四堂卻非常平靜，不僅可以舉行宗教儀式，也准許其他教友

前來觀禮。因此在京教士亦可利用機會進行傳教工作，乾隆十五年（1750），

有華籍耶穌會士高若望在北京及近郊傳教，一年內付洗成人一百五十人，小

孩二百零五人；聽告解二四五○次，送聖禮二○四二次。
61
乾隆十八年（1753）

法籍耶耶會士共付洗小孩四千四百十七人。
62
嘉慶初年北京地區仍延續乾隆

時期的盛況，四堂神父仍利用地利之便外出傳教，如：嘉慶十年（1805），

德天賜的供詞： 

 

      天主教堂共有南北東西四堂，德天賜在西堂辦事，四堂共有八位先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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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張澤，《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臺北：光啟出版社，1992年），頁 126。 
62 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年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年），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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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內姜姓已故，顧姓、何姓、趙姓現在分赴外省傳教，盧姓、尤

姓、劉姓並鑲黃旗並漢軍馬甲周炳德，現在各堂講經講道，管理一

切傳教事宜，由於嘉慶七年間將海甸楊家井地方舊有西洋人寓處一

所，改為聖母堂，分男、女兩堂，男堂會長六人，已故張廷賢，在

逃之楊姓，並現獲之劉朝棟、趙廷畛、朱長泰。內務府正白旗閑散

現在暢春園看門之汪茂德。女堂會長，民婦陳楊氏，各講經傳教，

每月男女來堂念經⋯⋯63 

 

可知北京四堂在嘉慶初年的盛況，且成為往外省傳教的據點，組織甚為

嚴密。此外，北京四堂的神父也成為外地教徒取得天主教物品的媒介。乾隆

三十三年（1768），據阿思哈奏：拏獲桐柏縣民人劉天祥、項得臣五犯傳習天

主教一案： 

 

  訊據劉天祥供稱：俱係原籍湖廣。遷居桐柏。其同教之袁鬍子。在

京城南天主堂住。因回湖廣。經過桐柏。勸人興教。所獲監正諭單

一張。係袁鬍子自京帶給湖廣會長劉天相，照鈔收藏。64 

 

乾隆四十七年（1782），直隸總督鄭大進奏：查獲私蓋天主教堂，聚眾念

經之寶坻縣民李天一、張全等供稱： 

 

                                                 
63《清嘉慶朝外交史料》（臺北，成文出版社，1968年）頁 60~61。 
64《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八百十九：頁 1117。乾隆三十三年九

月下壬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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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係自幼隨父入教。與同村之張化隴等、私相崇奉。後因到京，

與天主堂西洋人熟識，向其討取瞻禮單，並買天主圖像，及經卷樂

器等物，每逢瞻禮日期，持齋誦經。65 

 

    在京教士除直接參與傳教工作以外，在京教士也利用本身的地利之便，

經常為地方傳教的潛住教士通風報信，如在雍正七年（1729）因監察御史伊

拉齊上奏： 

 

      聞得松江府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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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此西洋人常有貿易船

隻往返走洋，恐有偷賣米食之弊，又聞得各省尚有潛藏之西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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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損政教66 

雍正帝覽後，硃批：地方上如有西洋人潛藏居住，自應遵查已命大 

學士等傳諭各省督撫矣。 

 

此事引得當年的全國大搜查，在京教士巴多明趕緊通知在湖廣一帶的教

士們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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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一千一百五十：頁 417。乾隆四十七年

二月下辛巳條。 
66《雍正硃批諭旨》（臺北：文源出版社，1965年），第三冊：頁 1720~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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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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另外，巴多明神父亦寄信給當時由廣州潛回湖廣北部視察教徒情況的西 

籍教士顧鐸澤：   

 

一位滿族官員向皇帝奏本指控基督徒們，其中包括一些歐洲人秘密

潛入 各省，藏匿在信徒家中，皇帝下旨地方官搜查是確切的。68 

 

巴多明建議顧鐸澤撤到廣州或澳門去。在此前，顧鐸澤在襄陽傳教時，

早已有人通知當地官府要搜查襄陽轄下的五個城市，顧鐸澤聽到消息後，立

即前往河南，並未遭查獲。待巴多明在信中明白告訴顧鐸澤此次的搜查行動

是確實無誤的，顧鐸澤在 1730年 1 月 21 日回到廣州，在途中未被查獲。 

除此以外，武昌地區在清查過程，由於武昌的教堂看守是在武昌官府衙

門裡任職，當其得知清查消息後，即「懇求藏在教堂裡許久的葡萄牙籍耶

穌會士紀類思神父趕快離開教堂，神父馬上照辦，到該省南部去了，藏在

離武昌五十多法里的鄉下一個基督徒家裡。」69
 

    可知清廷雖然已經明令各地展開清查行動，但由於在京的教士及各地的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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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法）杜德赫 編，（中）朱靜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第三卷（河南：大象

出版社，2001年）頁 309。 
69（法）杜德赫 編，（中）朱靜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第三卷（河南：大象

出版社，2001年）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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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的掩護及通知，使得某些地區搜查的效果並不彰顯，也因如此，各省的

天主教活動才得以繼續存於地方。此外在京教士們有時也可以利用在京任職

的方便及皇帝的信任，進而伺機救助已被收監的傳教士，如：乾隆四十三年

（1778），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的耶穌會士傅作霖奉命前往四川繪製地圖，因

此藉機會前往四川，與四川總督協商，救助了已被收監獄中九年的艾若望，

再安排艾若望與一名信教的商人前往廣州，然後再到澳門。
70
於乾隆五十年

（1785）在四川遭捕獲的馮若望與李多林神父，被送往北京審訊，宮中的西

籍教士曾設法相救，但無法入手，三個月後，才用一百三十兩銀子，買通獄

卒，請他們善待教士。
71
 

    在京教士在禁教期間提供地方潛入的教士某些幫助，幫助入獄教士脫困

或使獄中教士得到較好的照顧便是其一，有時在京教士也可以利用本身的優

勢，當地方民人無法再藏匿地方教士時，便可提供幫助，如將地方潛住的教

士接往京城教堂居住、藏匿，以躲避官府稽查。乾隆五十年（1785），於直隸

地區查獲的民人教徒郝保祿供出： 

    

在山東傳教西洋人梅神甫，於上年冬天至伊家居住，於正月初二日

又至何祿家住宿，十五日因聽見縣裡查拏西洋人，不敢留住。又有

京中西堂羅姓羌李姓來接到京裡去，何祿僱了車，郝保祿與何祿送

到京裡，於二十二日到京，送到西堂。72 

                                                 
70（法）杜德赫 編，（中）鄭德弟 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錄》第六卷（河南：大      

象出版社，2005年）頁 106。 
71 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年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年），頁 326～327。 
72〈軍機大臣和珅奏報西洋人梅神甫前來自首請交刑部歸案辦理摺〉乾隆五十年十一月二十四

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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