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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禁教期間中國天主傳教的經費來源 

 

 

    天主教對中國來說畢竟是外來宗教，傳教士在中國進行傳教工作是需要有

龐大的經費來支撐，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源根本無法成就任何傳教工作，傳教士

們的衣食住行、修築教堂的費用，做各種慈善救濟的支出及爲發展教務而需花

費的利誘金錢，在在都需要龐大的經費，如：乾隆年間，居住在北京的甘若翰

神父，自有車輛、僕役及別居一所，每年支白銀四百兩。
1
有時甚至也爲營救被

查獲的教士而需要銀兩來賄賂官員，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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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嘉慶二

十五年（1820），爲營救在湖北穀城傳教被捕的劉克來神父，在北京看守北堂的

南彌德神父，把北堂所積蓄的六萬兩拿去賄賂官員加以營救。
3
在禁教政令施行

之前或許在京的教士及教士的宗主國還可公開給與各地傳教人員經費的援助，

但畢竟這些經濟來源始終不穩定，尤其是海外的支援更是不穩定，因此在中國

各地傳教的教士必須多方尋找財源以供傳教工作之需，此種情況在中國嚴禁傳

教後更是如此。在中國傳教所需的費用不僅僅只提供傳教士生活上所用，有時

傳教士更利用金錢來吸引中國民人入教，因而需要支付出龐大的金錢費用，因

為天主教的傳播過往雖是利用西洋學識與科技引人入教的方式，但這些方式並

不適用於地方民人所需，因此利用金錢誘人便成為地方傳教的主要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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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頁 10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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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張澤，《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臺北：光啟出版社，1992年），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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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雍正十年（1732），廣州巡撫鄂爾達的奏摺，可知傳教士在地方如何運用金

錢吸引百姓入教的情形： 

 

      ⋯⋯凡住天主堂者，數皆不吝金錢招人入教，地方無賴多墮術中其

法。有願從其教者，必使自踐其祖宗父母之神主，而焚於所尊十字

之下，遂給以銀錢十枚，俾以一錢招一人，既得十人從教，乃予先

從者月餉五錢，而又予十人以百錢，俟百錢皆有人受而來從，乃月

餉十人各五錢，而陞初從者月餉一兩，由是遞陞，遞招至於月給銀

十兩者，即令司其所招之人，愚民利彼金錢，多從其教。4 

 

    又根據乾隆十一年（1746）福州將軍新柱的奏摺中，可看到天主教傳教

士如何利用錢銀引誘中國民人入教的情況與藏匿傳教士民人之家，可領用的

錢銀數目： 

 

      ⋯⋯初時，入其教者，每月給大番銀一圓，誘人轉相招引；留匿之

家，每日給中番銀一圓，以供飲食，其銀每年兩次從廣東澳門取至。

嗜利之徒，視同奇貨信之，惟恐不篤。5 

 

    在清廷尚未查禁天主教傳教地方前，天主教在中國的傳習本以上層階級

為主，活動於京城與地方之間，但禁教施行後，傳教士不再能自由出入各地

                                                 
4 〈廣東巡撫鄂爾達奏聞驅逐廣州各堂堂主至澳門將教堂改作公所摺〉雍正十年七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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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5 〈福州將軍新柱奏聞福安縣等第有西洋人傳教緝獲解送各省訪緝摺〉乾隆十一年五月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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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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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傳習，或公開活動。在傳教士轉入地方傳教後，地方民人成為主要傳習對

象，因此採用適用民人的傳教手段是必要的。此外，羅馬教廷方面也可利用

給銀的方式掌握入教人數的情報資訊，根據乾隆十一年（1746）福安縣教案

中人犯的供詞可知情況： 

 

中國民人從教與否，與外夷番王何涉，今查福安各堂內搜出漢字、

漢字書冊三箱，逐一指詰，內有番冊一本，詰訊西洋人華敬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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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於堅振錄，每年赴澳門領銀時用番字冊報國王，國王按其冊報人

數，多者受上賞，少者受下賞。現在番字冊內，共有福安從教男婦

二千六百一十七戶口⋯⋯受僱前往澳門取銀之繆上禹等，據供每年

往澳門取銀時，遇見北京、江西、河南、陜西各處人，皆來冊領銀⋯⋯6 

 

    由周學健的奏文中可知，天主教教士為深入中國地方吸引當地民人，需

用銀錢誘之，對身處海外的傳教組織，加上本身所需日常所需，的確對在外

的教士是一筆龐大的經濟開銷，在清廷開始實施禁教之後，各地潛居的傳教

士更是難以公開尋求經費援助。西籍教士深入各地傳教，要掩人耳目，又要

進行傳教事業，其潛居各地的開銷必成為問題，各地民人雖有虔心教徒，但

未必都有足夠的經濟能力提供這些潛居地方的傳教士在各省地方傳教的經

費以及日常所需，因此常有教民不堪負荷，而將西籍教士轉送至其他地方，

由他地教徒加以供養。乾隆四十九年（1784）二月，在兩廣地區拿獲的教徒

                                                 
6〈福建巡撫周學健奏陳洋教之害請將西洋傳教士白多祿等案律治罪緣由摺〉乾隆十一年九月十

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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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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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約伯供稱： 

 

      小的本名奉禮，年二十六歲，宜黃縣人，小的十五歲時承繼伯父紀

煥章為子，在貴溪居住，繼父向奉天主教，替小的取教名約伯，繼

父於乾隆四十九年身故，四十九年二月底，有同教的姜保祿帶領西

洋人方濟覺（即佛囒嘶是噶）到小的家，說從廣東到此，沒處安身，

要在小的家借住，留方濟覺住了一個多月，供膳不起，四月初間族

叔紀友仂把方濟覺帶往弋陽、鉛山、玉山并福建光澤各縣傳教去

了。7 

 

可知經費問題的確是當時進行傳教事業的一大問題，以下試圖綜合所收

集的各項檔案文獻資料，以求了解當時傳教士取得傳教經費途徑的情形與方

式。 

 

 

 

 

 

 

 

 

                                                 
7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十八，乾隆五十年三月三十日審訊李馬諾、姜保祿等口供單（《文

獻叢編》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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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海外的援助 

 

    天主教是外來宗教，來華的傳教士都是隻身至異地傳教，其身屬的教會

宗主國與羅馬教廷當然是最主要的經費支柱者。譬如西元一六八九年西班牙

國王批准，從馬尼拉進入中國的西班牙方濟各會每人每年 120 塊銀幣。
8
乾隆

十一年（1746），福建巡撫周學建在查獲私入福安縣傳教的白多祿的奏摺中提

到： 

 

彼國皆每歲解送錢糧至廣東澳門，澳門夷人雇請本處土人，潛帶銀

兩往四處散給，如現在拏獲之白多祿，每年食錢糧一百五十兩，費

若用每年食錢糧一百兩，德黃正國每年食錢糧八十兩。從前初到中

國行教之時，招引一人入教，給與番錢一員（圓）⋯⋯夷人等皆受

國王資給，故在中國衣食豐贍，用度寬裕，是其不畏險阻，不惜厚

資，務行其教於中國，誡人不可窺測⋯⋯9 

 

    可知宗主國對傳教事業的重視，同年九月，周學健再上奏指出：「西洋

各國精於謀利，凡海舶販運貨物來至內地經營，皆領該國王資本，其船主、

板主等，皆該國之夷官也。國王專利取盡錙銖，而獨於行教中國一事則不惜

鉅費，每年如期轉運銀兩，給與行教人等恣（資）其費用⋯每年該國前糧運

                                                 
8 轉引湯開建，〈明清之際中國天主教會傳教經費之來源〉《世界宗教研究》2001年第 4期，頁 

75。 
9〈福建巡撫周學健奏報拏獲傳教士白多祿等審訊並請嚴禁澳門西洋人潛入內地摺〉乾隆十一年

五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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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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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呂宋會長，由呂宋會長轉運到澳門各堂散給⋯⋯」
10
可知各教會宗主國對

中國傳教事業的重視程度，爲了中國傳教事業的開展，每年撥款至中國澳門

地區之後，再轉交給中國各地方的傳教教士，以提供傳教與生活所需。乾隆

十一年（1746），在福建地區所拿獲的西班牙多明我會桑主教（及白多祿或伯

多祿）傳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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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為國王行教，

甚至忘身觸法，毫無悔心。至中國民人，一入其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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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福建巡撫周學健奏陳洋教之害請將祥傳教士白多祿等按律治罪緣由摺〉乾隆十一年九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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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21。 
11《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二百七十五：頁 176 －2。乾隆十一年

九月下周學健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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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隆四十九年（1784）十二月，在陜西地區拿獲的劉西滿，由於家中世

代信奉天主教，在清廷禁教後家中仍未廢棄信教，因此劉西滿自小便被送往

歐洲的天主堂習教，其在歐洲居住十六年之久，至乾隆三十六年（1771）才

回到中國陜西地區進行傳教工作，期間接受歐洲教會十多年的金錢援助，以

進行傳教事業： 

 

      據劉西滿供稱：十多年來，西洋原曾寄給我番錢六七次，每次四、

五十圓，俱從廣東澳門寄至西安，交劉必約轉寄。12 

 

乾隆五十年（1785），陜甘一帶拿獲的天主教犯劉多明我供稱： 

       

      據劉多明我供，系陜西臨潼縣人，父劉一常兄劉志唐俱習天主教。

該犯於乾隆二十七年前往廣東，即在澳門地方跟隨西洋人巴拉底諾

習教多年，迨後巴拉底諾活西洋，該犯於四十二年回至西安，每年

得西洋人番錢八十五圓，係由焦振綱、秦伯多祿二人帶給劉必約轉

寄該犯。13 

 

乾隆五十年（1785）三月，兩廣總督舒常、廣東巡撫孫士毅拿獲天主教徒顧

士傚，其曾詳細供稱其在地方傳教經費的取得途徑：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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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13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十八。乾隆五十年正月十二日  福康安審訊西洋人犯分別解京

摺。（《文獻叢編》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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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士傚一犯籍隸新興，自祖父俱學習天主教⋯⋯因其虔心奉教能將

經文向他人講解，令同教人稱該犯為神甫，西洋人規例，由該國大

主教給以神甫名目者，每年給花銀八十五圓，其由澳門洋人給以神

甫名目者，每年給花銀四十圓。該犯自三十年起，每年得受囉滿花

銀四十圓。14 

 

乾隆五十年（1785），於四川拿獲教徒張萬鐘供： 

 

      西洋國向重天主教以傳教為行善，如能在中國行教更以為榮，是以

遠來並無別有圖謀，其來時攜帶及節年接濟俱係彼國同教會中公捐

及親友幫助之項，遇便寄存十三行，繼續支取供用⋯⋯15 

 

可知西洋教會宗主國對在中國傳教事業的重視，經費的提供亦是其傳教

事業中重要的一環。此外，對於中國的教務問題也多有條例規定，如經費的

分配也是為使傳教教務能在中國推行順利，因此各國對此問題皆有一套管理

的方法。再者，為方便管理在華傳教的需求，乾隆四十二年（1777），巴黎外

方傳教會在澳門設立司庫一職，以專門管理該會所獲得的法國政府資助錢

財。
16
 

此外，羅馬教廷亦是提供在華傳教費用的來源之一，羅馬教廷在歐洲擁

                                                 
14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三十四，乾隆五十年三月十五兩廣總督舒常奏摺（《文獻叢編》上冊，

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9）。 
15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三十四，乾隆五十年三月十五兩廣總督舒常奏摺（《文獻叢編》上冊，

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9）。 
16（法）榮振華著  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列傳籍書目補編》（北京：中華書局，1995年）頁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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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極為龐大的經濟實力，為支持教廷傳信部在華的傳教事業，當然會對在華

教士提供直接的經濟援助。乾隆三十八年（1773），羅馬教宗格勒門特十四世

（Clement ⅩⅣ）頒布敕諭，宣布撤銷耶穌會，使得中國耶穌會教士的財產

轉給在中國其他修會，傳教部的傳教士只得靠羅馬的匯款過生活，並在其駐

澳門的賬房神甫節儉而公正的管理下進行活動。
17
乾隆十一年（1746），發生

福安教案，福建巡撫周學健在奏摺裡詳細記錄教廷如何支助中國教士傳教經

費的途徑及過程： 

 

白多祿、華敬志、黃敬貴和費若用全是歐洲人⋯⋯前來向中國傳播

所謂的天主教。該洋教之教宗叫本篤，正是他派遣他們來華，由於

他們屬於其司法管轄權之下。他每年都向他們送來一定數目的金

錢，以他們的津貼名義發放，以使他們能完成其佈道人的職務。這

筆錢首先寄到了馬尼拉，然後再寄到澳門，交到某一位明安玉神父

手中，他負責爲他們保管⋯⋯18 

 

可知羅馬教廷對中國傳教事業的重視，因而對於支撐傳教事業的重要條

件－經費也是相對重視，當經費運至中國後經由澳門地區發送，作為傳教與

日常所需的開銷，乾隆十一年（1746），福建巡撫周學健的奏摺也可以看到這

些細節的描述： 

 

                                                 
17（瑞典）龍思泰，《早期澳門史》，（北京：東方出版社，1997年），頁 216。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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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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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基督徒都取一個外國人名字（受洗的教名），然後登錄在冊。

在這些集會期間，要分發金錢，從而吸引了大批民眾⋯白多祿和其

他人每年都經常編寫他們鼓動成為基督徒的人員名單⋯他們將該

人名表帶到澳門，從那裡寄到馬尼拉，再從馬尼拉寄給他們在歐洲

的教宗。同一批信使還爲他們將來自歐洲的年金送到福安，他們是

從其居住在澳門的長上門手中獲得這一切的。這些錢用於他們的日

常需要與衣食⋯⋯19 

       

    從上文的敘述中，可看到天主教士在中國地方活動的情況，而來自教廷

的年金也經由往來的信使來至中國運送，雖然這樣的經費援助並不穩定，但

對在華的天主教傳教事業不無助益。如：乾隆五十年（1785），自首的西洋人

梅神甫供稱：「每年西洋教化王寄我番錢一百二十五圓作盤費，俱係西洋買

賣人寄來。」
20
藉由如此的運送，以提供在華教士的傳教所需。 

    在清廷查禁天主教之後，羅馬教廷方面仍在每年對中國的傳教者提供一

定的援助，除教士階級規定的薪金之外，每年亦提供薪金一千兩給於南京主

教，六百兩補助聖若瑟教堂，其中包括王家修院所屬建築的修建等等費用，

根據道光 12年（1832）統計整個教會機構花費國王金庫的款額為八千二百七

十三兩。
21
因此可知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經費，歐洲宗主國與教廷乃是經費

提供的重要來源，雖然在禁教之後，經費的運寄並非易事，但為持續中國傳

教事業的延續，仍利用各種途徑寄送於中國地方，提供傳教士所需。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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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335。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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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五十年十二月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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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21（瑞典）龍思泰，《早期澳門史》，（北京：東方出版社，1997年），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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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澳門地區的支助 

 

在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澳門地區因為是受葡萄牙監管，葡萄牙本身就

是天主教國家，加上葡萄牙國王對亞洲與中國擁有保教權，因此澳門地區自

然成為天主教教士在中國地區的庇護所，同時也成為想潛往中國地方傳教教

士的出發點，因此潛住地方傳教士的經費通常也多有來自澳門教會之提供或

在宗主國經費寄至中國之後，便經由澳門教會的轉交。如：乾隆十一年（1746）

的福建教案爆發後，福建巡撫周學健在奏摺中稱道：「現在訊據白多祿等，

並每年僱往澳門取銀之民人缪上禹等，俱稱澳門共有八堂，經管行教，支發

錢糧，福建省名多明我堂、北直省名三巴堂，其餘白多祿堂、方濟覺堂、聖

粵思定堂、聖若色堂、聖老良佐堂、聖咖喇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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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可知澳門地區的確是中國

各地方教士傳教活動的重要經費來源之地，而且從官員查獲教徒的供詞中，

可知天主教教徒從澳門地區取得經費外，也可了解其經費所花用在傳教上的

用途，其中包括引人入教費用以及潛住地方教士的花費來源。乾隆十一年

（1746），福州將軍新柱奏報福安縣西洋人傳教情事中指稱：「初時，入其教

者，每月給大番銀一員（圓），誘人轉相招引；留匿之家，每日給中番銀一

員（圓），以供飲食。其銀每年兩次從廣東澳門取至。」
23
再根據乾隆十九年

（1758）潛入江南地區遭拿獲的西籍教士張若瑟等人的供詞： 

       

                                                 
22《清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年），卷二百七十五：頁 599。乾隆十一年九月

下福建巡撫周學健奏摺。 
23〈福州將軍新柱奏聞福安縣等第有西洋人傳教緝獲解送各省訪緝摺〉乾隆十一年五月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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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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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銀兩係在澳門天主堂生息取利，以供伊等衣食用度，張若

瑟係汪欽一代為管理⋯劉馬諾傳教係沈泰階代管；龔安多尼傳教係

奚青觀代管；費地窩尼小傳教係唐元載、丁學初代管，從教之人八

十餘名。24 

 

可知澳門是提供經費之來源地，而各地教民則代其處理及代為取回，據張若

瑟的供詞： 

 

小的是西洋羅西打泥國人⋯⋯小的們家中原有銀子在澳門生息，小

的同劉瑪諾共帶五百兩分用了，教內的沈馬竇又從澳門帶過兩回銀

子。25 

 

    至於各地教徒若有參與協助傳教事業或參與傳教活動者，也可獲得澳門

教會所提供的經費支援，根據張若瑟案中，遭拿獲的江西民人謝文山所說的

供詞： 

 

      小的江西大庾縣人⋯⋯小的自幼入教⋯⋯十七年正月到澳門，見了

天主堂會長季類斯，叫小的同許方濟各伴送張若瑟、劉馬諾，三月

內由水路到鎮江，汪欽一迎著同伴送到松江周景雲家，小的就起身

回家。十八年三月又到澳門，季類斯又叫小的送李若瑟到了松江周

                                                 
24《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十九輯（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4年）頁 628，乾隆十九年五月

二十九日兩江總督鄂容安奏摺錄副。 
25〈兩江總督顎容安等奏報審擬西洋人張若瑟等傳教並請飭令水陸要道防範洋人潛入內地摺〉乾

隆十九年五月二十四日。附件：抄錄張若瑟等人供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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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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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雲家，小的就回去了。兩次得了盤費、謝禮銀四十四兩。26 

 

可知天主教士在中國各地方進行傳教，基本上是依靠其在澳門的據點給

於經費支持。各地民人教徒有時便得為這些不便公開活動的傳教士轉寄、代

送，才能使其在各地傳教事業順利，不只於經費匱乏。中國民人教徒有時也

會爲了參與傳教事業，而冒險前往澳門地區習教，成為華籍教士再進入各地

方進行傳教，傳教費用亦由澳門教會提供支持，乾隆五十年（1785）正月，

根據甘肅省教徒劉多明我的供詞： 

 

      於乾隆二十七年前往廣東，即在澳門地方跟隨西洋人巴拉底諾習教

多年，迨後巴拉底諾回西洋，該犯於四十二年回至西安，每年得受

西洋人番錢八十五圓，係由焦振綱、秦伯多錄二人來給劉必約轉寄

該犯。27 

 

乾隆五十年（1785）三月十七日，教徒馬西滿的供詞： 

 

      三十二、三、四年婁保祿從廣東販賣生理，每年帶交在山東德州充

軍的同教福建人朱行義板箱一隻，內有銀兩箱加封固，小的轉寄朱

行義收受，後來婁保祿不往廣東，自三十五年起有廣東人劉保祿每

                                                 
26〈兩江總督顎容安等奏報審擬西洋人張若瑟等傳教並請飭令水陸要道防範洋人潛入內地摺〉乾

隆十九年五月二十四日。附件：抄錄張若瑟等人供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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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27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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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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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託小的轉寄朱行義銀兩。28 

 

可知各地教民不僅爲傳教士從事經費轉寄代送之責，更有直接參與傳教

事業者，而其傳教經費來源仍以澳門一帶的教會援助為主。如：乾隆五十年

（1785），兩廣總督舒常經由查獲的顧士傚審訊，得知其信教緣由以及如何得

到澳門西洋教會的援助經費。因此可知一旦傳教經費發生短缺，傳教事業必

然會受到打擊，中國教徒只得放棄傳教，傳教經費對傳教事業的重要可見一

般： 

 

顧士傚籍隸新興，自祖父俱學習天主教。於乾隆三十年間往澳門賣

藥，與咈囒哂國人囉滿往來認識，囉滿因其虔心奉教，能將經文向

講解他人，令同教人稱該犯為神甫。西洋人規例，由該國大主教給

以神甫名目者每年給花銀八十五圓，其由澳門洋人給以神甫名目這

每年花銀四十圓。該犯自三十年起，每年得受囉滿花銀四十圓，三

十六年囉滿轉回西洋，該犯無人給銀，即從澳門回至廣，利墟開張

藥舖生理⋯⋯29 

 

此外，地方教士在需要經費時，也利用地方教徒代為寄信至澳門教會求

援，澳門地區的西洋教會亦會利用機會將傳教經費寄往地方，供給地方教士

所需。如：乾隆五十年（1785），於江西地方拿獲的西籍教士李瑪諾的供詞可

                                                 
28〈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十四，乾隆五十年三月十七日馬西滿口供單（《文獻叢編》上冊，

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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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頁 48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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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大略情形： 

 

年四十四歲，是西洋衣斯罷尼亞國人⋯⋯到廣東澳門在方濟各堂住

下，遇著西洋人伯爾那多并安伯老同住了數月⋯我從本國起程只帶

得番銀八十圓，用到江西所剩無幾，先後四次打發朱有林、劉青華、

劉林桂到澳門寄信與伯爾那多、安伯老。共寄番銀四百三十圓。30 

 

 

 

 

 

 

 

 

 

 

 

 

 

 

 

                                                 
30 <天主教流傳中國史料>頁二十四，乾隆五十年三月十七日審訊李瑪諾、姜保祿等口供單（《文

獻叢編》上冊，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64年，頁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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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傳教士的經濟活動 

 

    由於靠宗主教或教廷的經費支持畢竟得遠渡重洋來到中國，不免時間過

長或接濟不易，因此在華傳教的教士多會從事一些經濟活動以得其所需。如

購置土地房屋，收取房地產租金，因地產收租是最為普遍且為穩定的經濟收

入，在中國的傳教士多利用教會的援助資金去購買土地，每年穩定的地租保

證了各佈道團的正常收入。
31
譬如在耶穌會尚未被取締前，中國耶穌會士靠

著澳門居民的慷慨捐贈，用這筆資金去購買土地，穩定的地租保證了傳教事

業，葡萄牙與法國耶穌會士在北京有許多商店何房屋，在近郊擁有地產。
32
在

清廷禁教之後，中國官府也不斷查獲天主教士在地方私營地產取息，如：雍

正七年（1729），山東布政使費金吾上奏： 

 

山東濟南西洋人南懷德等於雍正二年轉到北京後，還留有房產未

動。因部文未經指明，所以尚有房屋八間、墳地七畝，不敢一併改

為公用。以致西洋人暗中托人每年潛收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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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法）榮振華著  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列傳籍書目補編》（北京：中華書局，1995年）頁 216。 
32（瑞典）龍思泰，《早期澳門史》，（北京：東方出版社，1997年），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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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頃九十二畝，亦係西洋人暗中托人管運，每年潛收租息。33 

 

    乾隆十一年（1746），山西巡撫拿獲由澳門到晉的天主教士王若含為尋其

叔潛往山西地方，得知其叔（王方齊哥）潛往山西地區傳教，在山西地區曾

購買土地置產，以便傳教。可知潛住地方的教士在當地購地置產也成為其經

費來源一途： 

 

  乾隆十一年五月，於鄉民張文明家拏獲西洋人王若含，係西洋勒齊

啞國人，於乾隆五年附船到廣東澳門，尋訪伊叔王方齊哥下落，隨

學習中國語言服飾，後經訪得伊叔在晉，遂於乾隆六年自澳門來至

山西趙城縣，始知伊叔於雍正元年已經病故。因伊叔置有窑地，欲

行變賣，羈留未回⋯⋯至本年正月始將窑地賣成，將於三月底起身

回粵，適有村民張文明欲聽其講說天主教道理，偶留家中⋯⋯34 

 

又乾隆年間有意大利教士羅懷忠以精明外科醫理，奉詔進京。在京城設

施診所，日日對來診者贈藥裹傷。生前曾以所得佈施購田數區，以其息供施

診所藥室經費，俾使此事業不至中輟。
35
可知購地置產是當時地方傳教士生

財的管道之一。實施禁教之後，有些傳教士便藉由託人租地生息，以維持其

傳教工作的經費來原源。在羅舍蒙泰的《錢德明傳》談到法國傳教會的財產

                                                 
33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十四輯（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3年），頁 470~471，雍正七年

閏九月十九日，屬山東巡撫費金吾奏摺。 
34 〈山西巡撫阿里袞奏報拏獲由澳門到晉天主教徒王若含情形摺〉乾隆十一年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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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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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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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 

 

此種財產為房租、舖租與城外若干地租。自從法國法院扣押此會一

切收入以來，所恃以生活者，僅此而已。36 

 

    由上述所知，購置房屋土地收租是潛住地方的教會能有穩定收入的方法

之一，在禁教後的稽察中，偶有會查獲此項情況，因此在嘉慶朝間嘉慶皇帝

曾做出如此的諭令： 

 

不能讓歐洲人再購買土地⋯⋯因為這項財產是基督徒的洞窟，是傳

播其宗教的土壤⋯⋯一份有關屬於歐洲人的地產的備忘錄將被保

存，購地的文書仍留在他們手裡，他們可以將土地「隨意」賣出或

讓與，但不能收租，租金歸於某一被指定衙門。37 

 

    嘉慶二十四年（1819），山東道監察御史李遠烈也曾請禁天主教士廣置房

舍，以求杜絕傳教士在地方的活動： 

 

天主邪教不應廣置房舍，僱民人取租，恐其煽惑愚民⋯⋯請旨飭禁

其現在業已置典者，官為掣出准民人認買⋯⋯倘有民人包攬置典房

舍代為取租，一經查出從重治罪如此⋯⋯38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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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 
37（瑞典）龍思泰，《早期澳門史》，（北京：東方出版社，1997年），頁 214。 
38《清代外交史料》（嘉慶朝），（臺北：成文出版社，1968年），頁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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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除買地收租外，有些傳教士也依賴借貸生息的方式維持其生計。

如：寺外教士，指那些還沒有任職，沒有辦事處，沒有居住在主教轄區內的

個人。一八三三年，有五名神甫屬於這種人。這些候補者在獲得聖職之前，

將一筆四百兩的指定財產存入教士機構的財庫，可保證在期滿時獲得利息七

％的收益。
39
 

    為維持地方的傳教事業，因此教會對財產管理非常在意，當有中國皇帝

賞賜金錢，必將其妥善處理，使這筆金錢成為經費來源，如康熙晚年入京服

務的羅德先，因常在皇帝身邊服務侍藥，帝獎其功，賞以黃金值二十萬法郎。

傳教會諸道長曾以此金存放於英國印度公司，限以每年利息供應中國、印度

兩地的耶穌會士所需要。直至一七七七年耶穌會已被取消，印度公司擬仿諸

天主教國君主之例，將此二十萬法郎沒收，停付利息，而轉供醫院之用。
40
 

    另外，有些潛入中國地方的傳教士，則是將錢存放澳門地區取息，再經

由地方教徒替其提領取回，以供其在地方所需，根據乾隆十一年（1746），西

洋教士張若瑟的供詞： 

 

小的是西洋羅西打泥國人⋯⋯小的們家中原有銀子在澳門生息，小

的同劉瑪諾共帶五百兩分用了，教內的沈馬竇又從澳門帶過兩回銀

子。41 

 

                                                 
39（瑞典）龍思泰，《早期澳門史》，（北京：東方出版社，1997年），頁 178。 
40（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列傳及書目》（上），（北京：中華書局，1995年）， 

頁 564。 
41〈兩江總督顎容安等奏報審擬西洋人張若瑟等傳教並請飭令水陸要道防範洋人潛入內地摺〉乾

隆十九年五月二十四日。附件：抄錄張若瑟等人供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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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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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天主教士在中國傳教的經費取得，的確是傳教士進行傳教事業時的

重要因素，為有足夠的經費支撐傳教事業，傳教士有多種取得管道，甚或是

在禁教之後，潛入地方的教士仍有其經費取得的方式，由以上的研究，讓吾

人對禁教期間的天主教是經費來源有一個較清楚的概念外，也可從中了解其

取得的途徑與方式，更明白在禁教期間，傳教士在地方傳教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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