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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突然发布天主教驱逐令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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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丰臣禁教在宏观上是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天主教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而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的拒绝弃教
则是禁教令发布的直接事件性原因，该事件使丰臣秀吉对天主教的态度陡然恶化，直接导致丰臣秀吉突然运用了驱逐外国传
教士这种激烈的外交手段来昭示其作为“神国”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关键词：丰臣秀吉天主教驱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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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７年７月２４日（天正１５年６月１９日）夜，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是在完成九州征伐、凯旋回到筑前博多时突然

突然发布了日本历史上首份西方天主教驱逐令，史称“伴天

发出天主教禁教令的。在此之前，秀吉继承了织田的（宗教）

连追放令”。在这之前，一统天下的丰臣氏继承了织田信长

路线，对天主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比如说，在天正１４年３

的宗教政策，对当时的在日西方天主教几尽怀柔友好，但随

月１６日，以天主教耶稣会日本准管区长科埃里为首，包括４

着丰臣秀吉的这一纸禁令，其宗教政策便在一夜之间风云突

名祭司、４名修道士以及神学校的少年共３０人访问大阪城

变，由“怀柔亲善”转向了“怒目拒斥”。有关丰臣氏的这一天

时，秀吉亲自走在前头为他们带路、介绍，并款待了他们。即

主教宗教态度与政策的突变之迷，国内外已有不少的研究，

使在伴天连追放令发出之前，秀吉还登上停泊于博多港外的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

葡萄牙快船，在科埃里的介绍下参观了船内设施。

拒绝弃教这一事件来探析“伴天连追放令”的突发之迷。

就在科埃里对切支丹的布教前景充满了乐观情绪时，天
正１５年６月１７日（阳历７月２２日），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前

天主教耶稣会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于１５４９年踏上日本

来造访，向其表露了他的不详之兆的感觉。果不其然，２日后

南部的鹿儿岛，从此拉开了日欧之间东西方文化接触、交流

的６月１９日夜，在对拒绝弃教的高山右近进行改易处分之

与碰撞的序幕。由于耶稣会采取了商教一体与适应主义的

后，丰臣秀吉连夜立刻两次谴使至科埃里，并送去了措辞严

和平传教策略，获得了地方大名以及织田信长的支持，使得

厉的“诘问状”：

在日天主教教会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迅速的扩张。据《耶稣会

（１）传教士为何强制他人信教？

日本年报》记载，至１５８１年日本有祭司、修道士７５人，教堂

（２）破坏神社？佛寺、迫害僧侣的理由何在？

２００所，信徒１５万人。而到半天连追放令发布当时，亦即

（３）为何食用有用的牛马？

１５８７年，传教士、信徒分别增至１１３人和２０万人。

（４）葡萄牙人将许多日本人贩作奴隶的理由何在？

织田信长对天主教的宽容主要是处于政治目的与军事
商业利益的需要，尤其是对付强大的佛教僧兵势力，正如戚

当时科埃里惊恐万状，但还是据理对其一一进行了辩
驳：

印平所指出的，“从军阀割据的战国年代向大一统的封建国

１、尽管尽力布教，但从未强制他人入教；

家过渡的特定时期中，传教士在事实上成为统治者文攻武略

２、僧侣们自己被天主教真理所感动而自发地捣毁神社

时时可以利用或用以牵制传统宗教的外来力量”。但一当封
建割据的战乱结束时，天主教势力反而成为了建立统一中央
集权的障碍，遭受驱逐乃迟早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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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

３、没有食用马肉的习惯，只吃牛肉，如果不行的话可以
禁食；

湖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４、关于奴隶买卖乃日本人所为，教会对此深感悲哀，为
防止此事最好是秀吉能够发布禁止人身买卖的命令。
但丰臣禁教之意已决，次日一朝便召集大名们，宣布了
《伴天连追放令》，其内容为：

问的，但是，可以说耶稣会的长崎领有对秀吉政权的天下统
一事业来说毕竟是一种残留的、异质的、未整合的因素，从此
种意义来说，耶稣会的长崎领有问题导致丰臣秀吉将天主教
问题送上“砧板”的可能。

一、日本乃神国，由天主教国所传来邪法万万不可。

关于本愿寺性格说，由于战国时期的“一向一揆”的记忆

二、他们令诸国人民归顺于彼，捣毁神社和佛阁，实乃前

犹新，丰臣秀吉眼前的天主教教会与一向宗比较起来似乎更

所未闻之事。诸领主乃暂时据有其领地与权力，因此必须遵

加可怕，因为天主教教会作为宗教团体具有比“一向宗”农民

守天下的法律，不得随心所欲。

组织更高的组织性与党派性，并更具变革志向，因此对刚刚

三、神父们认为可用其知识自由地获得信奉者，所以才
如此破坏日本的佛法，此事断乎不可。因此，神父们不能留
在日本的土地上，必须在今后２０天内打点行装回国。但在
此期间，如有危害神父者，亦将予以处罚。
四、葡萄牙船为商业贸易而来，另当别论。今后亦可进
行长年贸易。
五、今后，凡不反对佛法者，无论商人或者他者，都可于
天主教国中自由往来。

确立的丰臣统一政权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的敌对性势
力。
论及神国思想说的学者不少，因为追放令的第一句就是
“日本乃神国”。日本是以天照大神为首的诸神所创立和保
佑的神国，基于这种民族的信仰所产生的思想就是所谓的神
国思想。清水氏认为，日本这种传统的民族意识在面对西方
天主教国家时第一次作为国家主张而提出，这点具有非常重
大的意义。但是在追放令发布阶段，在“神国”意思当中的排
外意识是非常稀薄的，这种神国思想在丰臣心中及其政权内

关于丰臣秀吉突然发布“伴天连追放令”的原因，迄今已
有不少学者从秀吉政权的宗教、对外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得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据日本学者清水的总结，主要
有以下７种：
（１）耶稣会之野心说。秀吉认为在耶稣会中存在不安定
的动向，并具有领土野心。
（２）本愿寺性格说。以教会为中一心的天主教势力被认为
具有本愿寺（＝一向一揆）性质。
（３）日本神国说。天主教与日本传统性的、民族性的以
及风土性的神国思想相抵触。
（４）葡萄牙商人的失策说。葡萄牙船援助耶稣会并与之

部并未高涨到必须从思想上排除天主教的应有的紧迫感的
高度。
至于（４）的葡萄牙商人的失策说，应该注意的是，丰臣秀
吉曾两次要求葡萄牙船停泊其指定的博多港，但均遭拒绝。
当时丰臣秀吉正在策划入侵大陆，作为其战略构想的一环，
正加紧建设博多港，以将其作为大陆出兵的兵站基地。另外
—个意图是，通过将外国贸易船只集中于博多一港、切断外
国贸易船只与地方大名的联系，从而确保丰臣政权对外国商
品的先买特权。因此，葡萄牙船只的拒绝入港事实上对丰臣
政权的战略谋划带来了一定的顿挫，结果激发丰臣秀吉全面
修正了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对南蛮政策。

保持密切的联系，此外还拒绝驶往博多湾，以及从事日本奴
隶买卖等等其他各种恶行，从而累及了天主教。
（５）佛教僧侣策划说。丰臣秀吉侧近的施药院全宗基于

一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都有它的必然因素与偶
然因素。从以上清水氏总结的７种理由来看，笔者认为都可

反天主教观念而中伤天主教，尤其是全宗制造关于天主教妇

以解释为丰臣秀吉禁教的理由，尤其是其中的（３）“日本神国

女的奸言，以此诱发权利者丰臣秀吉的恼怒，导致其发作性

说”可以作为禁教的必然理由，因为这与伴天连追放令的第

地发布了伴天连驱逐令。

一条——“日本乃神国”完全吻合。但是笔者认为，东西社会

（６）天主教宗门的过激活动说。天主教教会破坏神社？

文化的巨大差异是丰臣秀吉驱逐传教士必然的、深层次的原

佛寺，打压日本古来既有的传统、宗教，信徒中存在破坏日本

因，而导致他突然下定决心禁教的应该是其他某种具体的、

战后安定的言行。

偶然性的事件。

（７）秀吉政权的武家官僚的策划说。为了排除传教士的
政治干涉、贯彻武家支配的理念而发出了追放令。

关于激发丰臣秀吉突然下令驱逐天主教的事件一般认
为有２件，（１）“美女狩”的失败（注：据弗洛伊斯《日本史》（第

对于以上的各种说法，清水一还进行了说明。对于第

二部第５３章）记载，丰臣秀吉曾遣人至有马大名的领地去搜

（１）点，其领土野心具体是指耶稣会领有长崎并从事军事活

寻未婚的漂亮女子，并命令将搜到的美女给他带回来，结果

动，并有将日本殖民地化的可能性。尽管据此认为秀吉政权

那些美女因是天主教信徒，均隐身不从，丰臣遂怒而禁教。）；

因惧怕耶稣会（南蛮国家）的领土侵略而发出追放令存有疑

（２）高山右近的拒绝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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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拳研究
关于丰臣氏一怒为红颜的说法——“美女狩”失败报复

大名及其领内信徒们在天主教信仰的支持下有朝一日也会

说，一般出自传教士，而在日本历史文献中难以找到相关历

演变成“一向宗”，从而“累及天下”，这种巨大的担心与冲击

史记载，因此，关于秀吉禁教的原因在于“美女狩”的失败的

直接导致丰臣秀吉对天主教会态度的陡然硬化。

说法实在难以客观验证。日本切支丹史研究的权威学者松

天正１５年６月１９日夜，秀吉下达了对高山右近的改易

田毅一对弗洛伊斯的报告中的“美女狩”一说指出：“就因为

处分命令，其理由是“切支丹在具有身份的士兵及诸侯之间

得不到美女而发作性地不顾国际反响发出伴天连追放令，不

广泛传教，这非我所乐于见到的。为什么在切支丹之间有超

论秀吉如何喜欢美女猎，他也绝不会是如此轻佻浅薄之人。”

过兄弟感情的强固的团结？这必定会对安定的天下带来某

笔者赞同“右近拒绝弃教”说，因为：（１）从时间上来看，．

种灾难。”

两事件前后紧密；（２）作为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九州大名——

在下达改易处分命令的同时，恼羞成怒的丰臣秀吉直接

高山右近的拒绝弃教行动是对刚刚建立的丰臣中央集权权

将高山右近的“背主”行为归咎于天主教传教士，迫不及待地

威公然的、重大的政治性打击。

连夜两次向耶稣会日本准管区长科埃里发出“诘问状”，且次

．

九州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传播的“重灾区”，教会势力的渗

日一朝便宣布了伴天连驱逐令。

透相当厉害，基督福音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尤其在切支丹大

四

名的示范或引导下，集体受洗入教的事情频频发生，大有“人
心向西”的趋势。

通过以上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丰臣秀吉突然发布伴天
连追放令在宏观上是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天主教文化冲突

丰臣秀吉对天主教在九州地区已经建立了巩固的教势

的必然结果，而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的拒绝弃教则是禁教令

地盘深感不安，在地领主与天主教宗教势力的团结对建立封

发布的直接事件性原因。由于作为当事人的丰臣秀吉——

建统一国家是潜在的巨大障碍，并且对东国的安定、进一步

日本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因宗教问题而受到来自地方切支丹

对当时计划中的朝鲜？中国远征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必须排

大名的挑衅，遂导致丰臣秀吉突然运用了驱逐外国传教士这

除。高山右近当时被视为天主教教界的“大旦那”，丰臣秀吉

种激烈的外交手段来昭示其作为“神国”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认为首先必须迫使其弃教，并乐观地认为他一弃教的话，其

伴天连追放令的颁布尽管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显得比

他的切支丹大名肯定会竞相仿效。但是，事与愿违，在“接受

改易处分”还是“弃教”的选择项中，笃信上帝的高山选择了

较突然，其实乃傲慢自负的丰臣氏之必然所为。１６世纪的丰
臣禁教也成为此后日本德川幕府政权２００多年锁国政策的

后者。高山的拒绝弃教，使丰臣秀吉觉得地方强势的切支丹

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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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3条)
1.期刊论文 周韬.Zhou Tao 文化冲突与丰臣秀吉的"自我神格化" -日本学刊2007,""(2)
1587年丰臣秀吉突然发布天主教驱逐令,是由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的拒绝弃教所激发的.从宏观上看,这是日西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但如从微观上即
当事人丰臣秀吉的情况来看,则是其个人"自我神格化"意识与天主教一神教义矛盾冲突的结果."自我神格化"源自杜撰的"日轮受胎传说",它成为满足丰臣
秀吉无限征服欲望所必需的最高意识形态.

2.期刊论文 戚印平.Qi Yinping 远东耶稣会的通信制度以1587年丰臣秀吉传教士驱逐令的相关记述为例 -世界宗
教研究2005,""(1)
作为天主教传教士在16至17世纪撰写的众多的书信和其它文献,是当代学者用于研究东方基教史的主要资料来源.本文通过对远东耶稣会的年报制度
考察,以日本丰臣秀吉发布的驱逐传教士的重大事件为例,分析了这些书信的来龙去脉后,指出这些书信的可信度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可信,有很多细
节都被隐瞒或修改过,因此需要通过各种史料的排比印证,找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事实真相,是现代研究者不可推辞的历史使命.

3.期刊论文 周韬.ZHOU Tao 中日两国东渐西教应对的比较考察——以早期耶稣会东来布教为中心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24(3)
尽管早期赴远东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采取了灵活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但由于东西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还是导致其在远东的传教事业相继遭到失
败.通过对康熙与丰臣秀吉禁教的个案分析,可以认为东来耶稣会的失败在中国主要是为中国文化所败,而在日本更大程度上是为日本统治者的个人权利所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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