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一年福建教案述论

口郭卫东

摘要：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福建发生特大教案，案件由福安蔓延省城，又由福建扩及全国，再由大陆延至
澳门，进而牵动葡萄牙政府和西方天主教会，事态发展一波三折，迅速扩大。事件对中、葡、澳及天主教会两国
四方的关系演化发生影响。教案中福建当局对教会的控词则对后来的反教宣传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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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控
事件的最初兴发地是在福建省福宁府所属的福

文章编号：１６７卜８４０２（２００４）０７一００５８—０７

获缘由具折奏明在案。当初次擒获讯报之时，
该游击等正在分头捕获佘犯，且各犯等皆狡黠

安县。乾隆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１７４６年７月１２

异常，止供尚有白姓夷人私藏穆洋村，各存从

日），福州将军新柱向朝廷报告：
于本年三、四月间，风闻福宁府属有西洋

教与守童贞男妇仅止三四百人，其一切蛊惑悖

人在彼诱引愚民附从天主教一事，随即差查，

诘真确。自臣前次奏报之后，陆续接据守备范

……据复查得，福宁府属福安县地方，从前原

国卿禀报，五月初九日夜，在溪东陈梓家楼上

有西洋人，在彼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妇礼拜诵

复壁内，擒获西洋夷人德黄正国、施黄正国二

经，屡经禁逐，近复潜至，乡愚信从者甚重。

名。初十、十一两日，拿获教长生员陈抽、民人

……旋经抚臣周学健差委员弁会同营县，于福

王鹗荐二名，守童贞女二口。十三日，在穆洋村

安县之穆洋、溪东等处，缉获西洋人三名，守童

郭惠人空园内，擒获西洋人白多禄。十四日夜，

身女子八口，留匿西洋人之监生陈球、民人陈

在半岭树林内。捕获西洋人华敬。瑚

逆形迹，与藏匿各村之夷人，尚未彻底搜出，穷

从辉、刘荣水、郭惠仁、缪若浩、缪兆仁等数名，

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迄乾隆十一年，清朝的禁教政

又搜出经像、器具、衣服等物，檄提赴省究讯。【ｌ】

策已经实行了多年。自１７０４年１１月２日，罗马宗教

略后，福建巡抚周学健有更详细的奏报：

法庭对中国的礼仪问题作出“裁决”，挑起了在基督

窃照福安县穆洋等村民间藏匿西洋天主

教入华史上具有划时代性质的“礼仪之争”后，清政

教夷人，经臣密委臣标右营守备范国卿驰往。

府与西方教会之间的龃龉不断加深：１７０５年，教皇特

会同福宁镇标左营游击罗应麟擒拿。经于五月

使来华传达敕令，废止耶稣会士奉行的“合儒”政策，

初七日，在穆洋村擒拿西洋夷人费若用，并堂

康熙皇帝与教皇格勒孟十一世的争执加剧：１７２５年，

主陈廷柱，一面提解人犯来省发审，一面将拿

即位不久的雍正发布“禁教令”，把天主教作为违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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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明确载入《大清律》，使禁教由文化政治举措提

荐。”“吃教”主要是教会为打开局面而采取的权宜

升成法律乃至国策规范：１７４２年，教皇本笃十四世重

手段，教方也深知其中的弊端，导致教会开销增大经

申了对中国教徒作出种种禁限的《从这日起》的通谕

费紧张还在其次，主要是招引许多并非出于信仰、而

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朝廷与罗马教廷两大势力间的论

是出于一时渔利的人入教，使得教徒信仰极不虔诚和

争已无法转圜。福建教案便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

稳定，并直接与教义相悖。所以一旦教会在某一地区

展开。

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教基后，此方式便被逐步放弃。

案中提到的“首犯”白多禄（Ｐｅｔｅｒ

Ｍａｌｔｙｒ

Ｓａｎｚ，

１６８０—１７４７），在西班牙多明我会对华传教史上是一位

“从前初到中国行教之时，招引一人入教，给与番钱
一员（圆），后愿从者众，不复给与”。１６１

很值得注意的人物，他是多明我会潜入中国的重要成

其二，煽动人心，“崇奉邪教”。天主教与其他宗

员之一，１７１２年即到福建传教，１７３０年在广州被祝圣

教不同，“自古及今，如佛法道教流行中国，不过传播

主教，１７３２年曾被驱逐出中国。雍正驾崩后，白氏又

其经文咒语符录法术，使人崇奉而已，从无到处设法

返回原来的福建传教区，出任天主教会福建宗座代

引诱男妇老幼，使之倾心归依其教，永为彼教中

牧，导致此次的再被抓捕。而其藏匿的穆洋村，也是天

人。”而西洋天主教的危险之处在于，“先以固结人

主教在华传播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基地。１６３ １年，西

心为主，其所讲授千Ｕ刻之邪说，大旨总欲使人一心惟

班牙多明我会士高奇（Ａｎｇｅ Ｃｏｃｃｈｉ）到达福安，福安于

知事奉天主，不顾父母，不避水火，自然可登天堂，一

是成为多明我会在华的开教地，福安的顶头、罗家巷、

有番悔，便入地狱。”为坚固信徒的信念，不使叛教反

穆洋等渐至形成所谓的“教徒村”；而在１６８１年前

教，教会还有一系列的仪式和程序，“凡男妇入教之

后，设在穆洋的天主教“住院”更一度成了管理中国

始，先于密室内告其从前所作过恶暖昧之事，谓之解

各传教区的教区监理驻节地。翻此次涉案人员共有外

罪。解罪既毕，每人给与钱大面饼一枚，纳诸口中，复

国教士５人，中国教徒３４人，可谓是当时的教案大

与葡萄酒一杯，各令咽下，以面饼为圣体，以滔为圣

狱，但无法抓捕的信教者更多。据白多禄等人的招供，

血，自此一番领受之后。无论男女，坚心信奉，从此母

“伊等或自康熙年间、或自雍正年间陆续从澳门来至

女妻妾阖家供奉，而绝无嫌忌，自幼至老终身伏（服）

福安，起初同来共有十人……初供入教男妇仅三四百

侍，而不知悔倦。咸谓夷人于饼酒之中暗下迷药，是以

人，隔别究讯，实有二千余人，守童贞女有二百余口”。

一经领受，终身不知改悔”。川

但这远不是该地区入教者的确数，经福建当局“密加

其三，蔓延地方，难予遏制。使得清政府的地方基

访察，福安城乡士庶男妇大概未入教者甚少”闱，简直

层统治政权受到威胁，甚或部分陷于废弛。“该县书

到了捕不胜捕的境地。清朝禁教政策实施已久，教会

吏衙役多系从教之人，是以审讯时竭力庇护，传递消

居然如此活跃，信众居然如此众多，西洋教士藏在当

息，总不能得一实供。”清朝的基层衙吏和执法人员

地华民的夹墙之内，足见教会方面对付禁教已有长期

已成教会的俘虏。更令官员们感到惊骇的是：当福安

的准备和丰富的经验。更由于福安曾是福建省内儒风

县衙将洋教士押解省城的时侯，居然出现“县门聚集

略盛的地区，例如其县学建于宋时，历代均有扩建，仅

男妇千余人送伊等起身，或与抱头痛哭，或送给衣服

在清代前期，即于康熙十一年、雍正三年重建重修阁。

银钱，或与打扇扎轿，通邑士民不畏王法”的情况。嘲

而在这样儒风披被的地区，教会居然有如此大的影响

在传统社会里，王法大于天。草民居然视国家大法于

力，福建官员认为事态严重，必须紧急处置。在查案过

不顾，公然与“夷人邪教”相近，百姓对朝廷的离心和

程中，福建官员对教会的“罪案调查”颇值得关注，因

民心的向背已是显见。

其成为后来对教会屡屡指控的最主要方面，而有着长
久深远的影响：

其四，扰乱礼法，败坏风俗。这是中国朝野对教会
最为反感的内容，福建官员以大量笔墨对此进行指

其一，“吃教”相诱，建堂立会。对入教者给予经

斥，这又特别集中在不敬祖先、不尊师长、男女混杂等

济补偿或以利招抚，是教会在中国吸引教徒的方式之

方面，它直接与君臣父子亲亲尊贤尊师重道的纲常秩

一，对中国从教者来说，谓之“吃教”。福安亦发现此

序形成冲突，又加深了对传统礼教中“男女授受不

种情况。“初时，入其教者，每月给大番银一员（圆），

亲”和“万恶淫为首”信条的背弃嫌忌。“使入其教

诱人转相招引；留匿之家，每日给中番银一员（圆），

者，不认祖宗，不信神明，以父母为借身，以西洋人为

以供饮食。……嗜利之徒，视同奇货信之，惟恐不

大父；且惑其邪说幼女守童贞不嫁，朝夕侍奉西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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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混杂，败坏风俗，其危害于人心世教者，最深最

者。”在福安教案的查缉过程中，官员们认为就已发

烈，不可不痛加涤除，以清邪教耳。……其引诱妇女守

现教会组织中有包含此种重大政治图谋的迹象，“其

贞不嫁，日夕同居，男女无别，难免无淫僻之事。”本

尤可悖逆者，查阅教长陈从辉家搜出青锻绣金天主帘

来是教会为了适应中国礼仪而专设的女教堂也成为

一架，上绣‘主我中邦’四字，是其行教中国处心积

攻击对象，“女堂他人不得擅入，惟西洋人出入无忌。

虑，诚有不可问者”。㈣

又，凡奉天主教之家，必命一女不嫁，名日守童贞，为

鉴于天主教对闽省乃至整个清朝统治业已显露

西洋人役使，称为圣女，颇伤风化”ｆ９Ｊ。由于天朝大吏

的重大威胁，福建官员认为不以凌厉手段及时处置不

对西教了解不多，若干指责现在看来甚为荒唐，“又

足以镇慑局面，若任其蔓延，将会对风俗人心、国家政

如男女情欲，虽以父母之亲、法律之严所不能禁止者，

体造成莫可言说的祸害。于是，他们一方面强烈要求

而归教之处女终身不嫁者甚多”，清朝官员对基督教

朝廷批准对教会中人加大处罚力度，绳之以法。除了

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甚感不解，“讯之夷人狡供，

对中国信徒施以重典外，还建议改变过去对外国传教

处女从教之时，以铜管吹面，去其魔鬼，即能守贞。及

士只是驱逐出境的“持重”作法，“仅仅把神甫们驱

细加察究，夷人以铜管吹人脐肚，即终身不思匹偶，是

逐出去，因为他们通常又会跑回来川嘲，其去而又返，

其幻术诡行，更不可测也。”此番所谓供词，当不是传

无法根除，白多禄等人就是例证。为了“绝外夷窥探

教士在正常情况下的言辞，要么是福建官员们故意耸

之端、民人蛊惑之念”，必须对外国教士施以严刑竣

人听闻的捏造，要么是屈打成招的供述。西教的“可

法。对福建官员的请求，朝廷先是同意对主教白多禄

怕”还在于，不仅对无知乡民构成吸引，而且对读书

予以斩首，“因为他用坏的宗教，引坏了许多人”，白

士子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至于中国民人，一入其教，

多禄主教是整个１８世纪被清政府处死的来华天主教

能使终身不改其信奉之心，非特愚蠢乡民为然，即身

士中教阶最高者之一【ｌ ３】。但福建官员仍不愿甘休，又

为生监，从其教者，终身不拜至圣先师及关帝诸神”。

吁请朝廷批准对其余外籍传教士也“明正典刑，以彰

当抓捕陈抽等监生后，“强令往拜先师，至欲责处，抵

国法而除萌孽。”所以，“主教不是福建唯一的牺牲

死不从”。一般说来，无信仰者从信较易，有信仰者改

者州。４１，最后是将涉案的所有外籍教士５人先后全部

信较难，教会居然能让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生监士子

处死。他们在教会史上被描述为“这是在中国传教战

改信基督教，并完全否认至圣先师，清朝官员对此不

场上倒下的第一批欧洲传教士，，【嘲。另一方面，福建官

由得慨叹：“以读书入学之生监归其教者，坚心背道，

员又建议以此为训，掀起全国规模的对教会人士排查

至于如此，是其固结人心，更不可测也。”【Ｉｑ

缉拿的大搜捕行动。对此建议，乾隆皇帝批示命“大

其五，潜藏异心，或有它图。这将对清政府的统治

学士等密议具奏”。大学士张廷玉、讷亲，侍郎傅恒等

造成根本威胁，也是清朝君臣最感担忧之处，他们认

遵令进行了密议，又经乾隆皇帝批准，于是向全国官

定西来基督教的潜在威胁不亚于甚至重于中国土生
土长的旁门左道。“历来自莲、弥勒等教聚众不法，皆

员颁发上谕：
现在福建福宁府属有西洋人倡行天主教，

无知奸民借此煽惑乌合之众，立即扑灭。”天主教则

招致男妇礼拜诵经，又以番银诱骗愚民。设立

着眼于潜移默化的长远，其“不动声色，潜移默诱，使

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

人心自然乐趋，以至固结不解，其意之所图，不屑近

心，甚为风俗之害。天主教久经严禁，福建如

利，不务速成，包藏祸心而秘密不露，令人坠其术中而

此，或有潜散各省，亦未可知。可传谕各省督抚

不觉，较之奸民所造邪教为毒更深。”单以福安县为

等，密饬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以天主教引

个案来分析，“不过西洋五人潜匿其地，为时未几，遂

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恶，按法

能使大小男妇数千人坚意信从，矢死不回，纵加以垂

惩治。【ｌｑ

州县，不过二三百西洋人，即可使无不从其夷教矣。又

二、波及
一、暇Ⅸ
如此。来，福建的行动从一省推向全国，从而形

况一入彼教，虽君父尊亲亦秘不知，性命死生亦所不

成全国规模的“打教”风潮。清廷“秘密地向各省地

顾，专一听信，甘蹈汤火，且衿士缙绅兵弁吏役，率往

方官员下达命令。许多神甫被逮捕，备受虐待和拷问：

归附，官员耳目多所蔽塞，手足爪牙皆为外用，万一不

许多教堂被洗劫；许多家庭遭到完全毁灭。其中山西、

加剪灭，致蔓延日久，党类日滋，其患实有不忍言

陕西两省遭难最为严重”。【１１

楚，重以抚慰，终莫能转。假令准此以推，闽省六十余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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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各省的缉查活动中，不约而同地发现了

的“唐人庙”一所，该天主堂位于澳门三巴寺下，“名

一个重要迹象，就是几乎所有在中国内地的西洋教士

为进教寺，端为唐人进教之所建”，故而又名“唐人

均与澳门有关，都是从澳门潜入内地，在内地传教期

庙”，西文译音为“安巴罗圣母教堂”该堂历史悠

间，也与澳门保持着密切往返，其资金人员均受助于

久，最初经由西洋教士提议，而以华人集资创建于

或听命于澳门教方。

１６７９年，又于１７１９年修缮扩建，成为全澳门乃至整

山西官员查报：

个华南、中南、华东地区华人天主教徒的一个传教中

拿获西洋人王若含，系大西洋勒齐哑国

心，由华人牧师主持堂务，除常年作为澳门华人教徒

人，于乾隆五年附船到广东澳门，寻访伊叔王

的礼拜场所外，还兼具慈善施医功能，在“封斋”等重

方齐哥下落，随学习中国语言服饰，经访得伊

大宗教节庆时，更成为珠江三角州及至外省教徒来澳

叔在晋，遂于乾隆六年自澳门来至山西赵城

进行宗教活动的聚会场所。嗍“番僧以天主教惑众，于

县。【Ｉ明

三巴诸番寺外专立一庙，煽惑内地民人，名日唐人庙，

江苏官员查报：
查西洋人潜入内地行教惑众，业于雍正元

近如南顺，远至江楚，戒期廛集，男女翕从，君子病之，

年定例饬禁。将天主堂改为公所，西洋人搬移

“尤能得夷民情而柔调之”的张汝霖陶，专门呈写《请

赴京，并安插澳门在案。第福建地方既有倡教

封唐人庙奏记》，内有“上以福建有西洋夷人倡行天

建堂之事，难保其竞不潜入各省私行传教。臣

主教，招致男妇开堂诵经，大为人心风俗之害，降敕查

等密饬各地方官彻底严查，务靖根除。【１９ｌ

禁”等语，揭明澳门教案缘因福建而起。阅

福建官员发现：
且此等行教夷人来至中国，彼国皆每岁解

百年而无如何也。”闭鉴于“唐人庙”的重大威胁，

因为事关重大且涉及到“外夷”，粤省督抚对张
汝霖的封庙建议不敢自作主张，于是转报乾隆皇帝。

送钱粮至广东澳门，澳门夷人雇请本处土人，

乾隆接报后的态度很是耐人寻味。过去一般认为乾隆

潜带银粮密往四处散给。【硼

对基督教持深恶痛绝严加禁限的态度。如１８世纪末

该省官员经提审后还具体得知：
现在讯据白多禄等，并每年雇佣往澳门取

Ｌｉｕｇｓｔｅｄ￡），曾以２０余年的心力写就被誉为“第一部科

１９世纪初长驻中国的瑞典人龙思泰（Ａｎｄｅｒｓ

银之民人缪上禹等，俱称澳门共有八堂，经管

学地对澳门历史进行研究的权威著作”，该书关于乾

行教，支发钱粮，福建省名多明我堂、北直隶省

隆对基督教特别是福建教案的态度有如下描述：“乾

名三巴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该国钱粮

隆继承其父的皇位。由于传教士仍然秘密地诱使其臣

运交吕宋会长，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夫

民皈依被禁止的信仰，他对神甫们怀有恶感，或者说

以精心计利之国，而以资财遍散于各省，意欲

是相当憎恶。这使他以不同寻常的热情，密切注视福

何为，是其阴行诡秘，实不可测也。……且臣查

音书的传播者。”乾隆还“批准了一项判决，根据这一

讯受雇前往澳门取银之缪上禹等，据供每年往

判决，桑主教白多禄（Ｐｅｔｅｒ

澳门取银时，遇见北京、江西、河南、陕西各处

月２６日被斩首，……桑主教不是福建唯一的牺牲者。

人，皆来交册领银。１２ｌｌ

这位皇帝以更大的决心寻踪可恶的神甫及其反叛的

Ｍａｎｙｒ

Ｓａｎｚ）于１７４７年５

澳门成为被清朝大吏们异口同声予以指控的众

臣民，他秘密地向各省地方官员下达命令”。阎可揆诸

矢之的，成为来华传教士的根据地和中国教案的生发

清朝档册中乾隆下达的这些密令原件，我们惊异地发

地，一切肇乱根源皆在于此，澳门渐成漩涡中心。

现，与地方官员相比，乾隆对基督教的态度要相对

请饬下部臣，将西洋人违禁潜往外省行教

“和缓”，他不仅没有推动事件往激烈的方向发展，反

者，议定治罪之严例，晓谕在京及澳门诸番，俾

而极力阻止地方官员采取过分严厉的举措。当福建按

成知凛惕。不敢违犯。阎

察使雅尔哈善要求制定严刑竣法处置在中国的西洋

面对来自各省的压力和朝廷的谕令，对澳门事务

教士时，乾隆批复“此奏殊属多事”。当福建官员奏请

负有直接责任的广东官员不敢怠慢。两广总督策楞和

将白多禄等“明正典刑”时，乾隆虽然批准“照律定

广东巡抚准泰“当即严行布、按两司暨各该管道员，

拟”，但也提出“未免重之过当”。而当山西官员要求

密饬地方文武各官钦遵谕旨实力查拿”劂。香山知县

严办密潜至晋的传教士时，乾隆的批示是：“若无别

张汝霖立即“细加密访”，查到澳门有专向华人传教

过，押解广东可也。”予其网开一面。正因为乾隆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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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较为“温和”的态度，所以在接到上述广东官员奏

最重要的开教基址之一。明清之际，天主教在闽省的

请查封的报告后，乾隆的朱批是：“广东此事行之已

最早奠基人是被称为“西来孔子”的耶稣会士意大利

久，亦无大关系，何必为急遽，反启外人之疑哉。”㈣应

人艾儒略（Ｊｕｌｅｓ Ａ１ｅｎｉ）删，其１６１３年进入中国内地，

该说明，乾隆并非对基督教有何好感，而是从对外关

后随徐光启到江南，“至杨州为某大吏讲授西学，儒

系及清朝统治的全局考量，认为不宜激化事端，酿发

略善诱，为此大吏言西士之优，迷信之伪，如是凡四

大的冲突。乾隆的这一态度对事件的走向大有关系。

月，其人遂入教，教名伯多禄”，后来，该大吏官迁福

根据乾隆的指示精神，广东督抚对事件的处理采

建，当了总督，艾儒略也于１６２５年来到福州，“遂为

取了较前缓和的对策。对澳门“唐人庙”和其中的物

开教福建之第一人”。闭随之，耶稣会在福安也发展了

件不是采取由清朝官府即行拆毁查没的方式，而是交

一些华人教徒。自此以降，福安在天主教来华史上便

由葡澳当局“严加封锁，交该夷目看守，谕令毋许私

占有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在耶稣会的支持下，福安成

开，亦不得复行修葺，任其坍塌。所有寺内西洋经卷器

为西班牙多明我会在华的开教地。该地还出现了天主

物，着夷人自行收回另储”。㈣

教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主教罗文藻，罗文藻出生于福

１７４７年３月１２日，张汝霖接到广东督抚的命令，

安罗家巷的一个农民家庭，１６３４年受洗成为教徒，

立即采取行动，委派香山司巡检顾麟、县丞顾嵩等赶

１６５４年经马尼拉大主教晋铎成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位

赴澳门与葡澳当局交涉，清朝官商抵达澳门后的交

华人司铎，１６７４年经教廷批准成为南京宗座代牧，同

涉，据称开局比较顺利，“传该夷目面谕，欣然遵封，

时兼任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高丽代管教区

毫无难色”ｆ３１１。但葡澳行政当局的这一态度随即遭到

的监理，１６８５年４月８日，其又被晋铎为主教。福安

教会方面的责难，天主教澳门教区主教唐·依拉里奥

的霞浦还是中国最早的天主教童贞修女的产生地，而

愤怒地谴责：“上帝竟然允许迫害延伸到这里，几位

根据该地实例修订的“童贞修女成文法”后来在中国

中国官员奉省督的命令亲自前来关闭为新基督教徒

许多地区推行。阁福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义

洗礼和布道的安巴罗圣母小教堂；毫无疑问，议事会

碰撞尤为激烈的地方，１６３９年，主要在福建撰写编辑

成员们没有看到关闭的理由对宗教和信仰如何狠毒，

的明末反对基督教的集大成文集《破邪集》出版，指

竟然遵从了那种命令。卵。在教会的反对下，葡澳行政

责天主教“盖欲扫灭中国贤圣教统，一网打尽”册。集

当局的态度也“忽已中变，盖为番僧所挟制，以为专

中便收录有福安士子的文论。福安的官绅还与在当地

涉灭教也”。交涉未果的香山司等离澳怏怏而返。还

传教的天主教士黎玉范（Ｊｅａｎ—Ｂａ叫ｓｔｅ Ｍｏｒａｌｅｓ）和利安

有葡澳人士放出风声，如果中方不收回成命，葡人不

当（Ｓａｉｎｔ Ｍｄｅ Ｃａｂａｌｌｅｎ）进行了公开辩论，这场争论

惜以离澳返葡作为抗议。事态急转直下，双方有形成

随即被分别反映到了双方的最高层面，中方官员将问

对抗渐趋僵局之势。张汝霖又以严厉口吻发复照一

题奏报到了北京朝廷，两位传教士也将争论的议题提

封：

交到了罗马教廷，进而成为后来爆发的“礼仪之争”
并闻该夷目等先已遵封，既而中变，声言

的一个诱因。“英诺森十世教皇被黎玉范的观点说服

租澳，建寺不应封锁；如欲封锁，是灭尔教，情

了。罗马教廷传信部１６４５年的一道通谕宣布了对于

愿回国等语。闻之殊为骇异。

尊孔和祭祀死者的首次责贬。”册因之而来，福建福安

４月１日，张汝霖抵达澳门。葡澳当局经过掂量后，感

也成为教案的多发地。１６３７年，罗文藻被当局抓捕，

到与中方对抗既无力，也无益，于是又改变成配合姿

关进监狱，“在那里受到残酷的待遇”，后来被辗转驱

态，张汝霖于是与葡澳官员等将“寺庙封锁，锢以铅

逐到澳门嗍。“１６３８年风波突起，诸神甫被逐。当时教

铁，张宪示于门左。其神像、经卷、器具，先已撤去一

堂甚多，仅泉州～府有教堂十三所，至是（福建）全省

空。”中方的旨意得到基本贯彻，澳门事件基本完结。

教堂除一所外皆没收，移作俗用。教徒被迫缴纳巨额

因张汝霖在事件处置过程中的出色表现，广东官府特

罚金，有数人被投诸狱，其他皆大受窘苦。”嗍１６６５年

地给其“记大功两次”。㈣由福安教案引发的全国性

的禁教则使在华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传教士被驱逐或

的“打教风潮”至此平息。

逮捕，“分布在全国的１７５座教堂都失去了它们的司

三、余论

铎。惟有中国司铎罗文藻（这是绝无仅有的一名同类

从原因方面说，教案在福建福安县的最先发作绝

司铎）得以在基督教会中行走，，ｆ４“。１７２３年，闽省总督

非偶然。该县地近沿海，很早以来就是天主教会在华

收到福安地方官员对教会的“指控后颇为愤怒，发布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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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福建省内反对基督教的第一个命令，并且在皇帝

件的结果痛心疾首，澳门议事会在给葡萄牙新任国王

的默许下促使这种反对基督教的指控在全中国推

若泽一世的禀报中称：“即使把所有的迫害加在一

广”ｆ４２１。到１７２４年的夏天，该县甚至出现了“点燃全

起，都无法与今天所处的境况相比。”嗍事件还直接导

面迫害之火”的大教案，不仅该县的１８所教堂被关

致了清政府对澳管理的加强。１７４９年９月８日，清政

闭，传教士被驱逐，中国教徒被抓捕，而且，教案随即

府批准由澳门同知张汝霖和香山县令暴煜拟定的

引起了对全中国境内天主教会的严查厉禁，“所有传

《澳夷善后事宜条议》，并用中、葡两种文字刻成石

教士——除在北京的以外，都被逐出帝国，教堂或被

碑，分置澳门议事会和香山县衙署。‘睚此，事件所关

拆除或被派作渎神的用场；敕令已经颁布，基督徒必

涉的不仅仅只是宗教层面，而且连带到了澳门的行政

须放弃信仰，其他人不得信基督教，违者将被严惩。近

管理和法权管辖等领域。《澳夷善后事宜条议》是清

二百年来我们（传教士）花了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传

朝对澳管理法典化进程中的转折点，而它却由远在异

教会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删正如当年的一位捷

地的福建所引发，对政策间的联带因果关系，研究者

克籍的耶稣会士在信函中所言：“因此在福建省受迫

委实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由福安教案引发的澳门事

害的既有多明我会士，也有耶稣会士，整个基督教都

件还牵连到了中葡两国的最高当局，在此次事件中总

受迫害，教堂变成了异教徒的学校。”㈣１７３４年，也是

的说来是中方取攻势、葡方取守势。但中方也不是一

在福建掀起了“危害波及到了全国”的教案湖。但严

味进逼，而是原则明晰（只禁大陆，放宽澳门，只禁在

厉的禁教并未能隔断福建民众的入教传统，此一传统

澳华人，不禁在澳外人），处置有节，尤其是最高当局

相延成习，有基督教史研究者谓：“１７世纪上半叶，传

乾隆的态度值得关注，他对事件的处置有相当节制，

教士在福建用力最多，成就最显”嗍，当是确论。直至

并阻止了地方官员扩大事态穷追猛打的策略一Ｊ。而葡

近代，福建也仍是中国各省中基督教势力最为强盛的

萄牙政府的态度也相当谨慎，那个时代，葡萄牙享有

地区之一。天主教方面缺乏准确的统计资料，即以基

对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教权”，但葡萄牙政府却没有

督新教而言，闽省的布道区在１９２０年时居全国的篼

“滥用”这种权力。１７４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澳门议事会举

二位，平均每４０平方英里就有一个布道区，其受餐的

行委员会议，决定委托唐·依拉里奥主教前往葡京里

教徒人数，在一万人中就有２４人，比其他任何一省的

斯本，派大法官席尔瓦（Ｐｅｒｅｉｒａ

ｄａ

ｓｉｌｖａ）前往果阿，

比例都要高出一倍多，主日学校的学生人数也居全国

分别向葡国王和葡印总督陈述“唐人庙”被查封后的

第一，而该省的本地人中专门从事基督教会事业的人

澳门状况和教会处境：“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夜夜小

数也居全国第一位。Ｉ叼

心翼翼，唯恐天亮，中国官员用布告欺辱教会。”但主

从后果方面说，案件由福安始，却由澳门终，对远

教和大法官的申述并没有得到葡萄牙有关方面的支

在异地的澳门造成重大影响，这又是令人匪夷所思

持，葡印总督阿罗尔纳“无暇顾及澳门”：在里斯本的

的。它堪称是澳门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案。教案于中国

求助也不顺利，“里斯本海外委员会”给澳门发来了

大陆，自古皆有，但在澳门却极为少见。从１５５５年耶

一份冗长的虽光冕堂皇却不得要领的《意见书》，唐·

稣会士平托（Ｆｅｍａｏ

Ｐｉｎｔｏ）抵达浪白澳，澳门

依拉里奥主教虽获若泽国王接见，国王还答允了唐·

遂成为基督教会在华活动的重要基地。清朝实行禁教

依拉里奥的请求，派一位使节与中国政府交涉，不久，

政策后，由于大批传教士被递解澳门，“据说（大陆）

巴锡科·桑巴奥（Ｐａｃｈｅｃｏ Ｓａｍｐａｉｏ）出使中国，但国王交

有３００座教堂和３０００００名基督教徒失去了管理人和

给使节携带的致中国皇帝的文书却没有提出任何交

神甫”删，如此一来，转使澳门成了来华传教士的聚居

涉事项，“此函件只是表示友好并希望互相谅解”，该

地和避风港，中国大陆风云迭起的“禁教”风暴以澳

使节还在私下表示：“出于谨慎，他不在皇帝面前提

门为界限而不受波及。然而，“唐人庙”风波却打破了

及传教团一事，……可以说那是一个友好的使团。”【５２Ｊ

澳岛天主教会的一方宁静，中国官府首次将“禁教”

澳门天主教会借助葡萄牙母国之力来进行交涉的意

的鞭笞触角延伸到澳门。这是一个重大信号，它标示

图完全落空。葡萄牙的执政者采取这种友好而不是对

着清政府不再对澳门教务完全网开～面，澳门所享有

抗，友谊而不是交涉的策略也应该说是明智的。依当

的那种宗教“飞地”的特殊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由

时的国力来说，葡萄牙远不能与清朝抗衡，依“礼仪

此可见，事件堪称是中国与西方在澳门教务问题上的

之争”的教训来看，交涉的结果只可能是教会引起清

第一次大规模的直接冲突。无怪乎，葡澳方面要对事

朝统治者更多的关注，引出更大的压制。于是乎，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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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ｄｅｓ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消停，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延续。

ｆ２５】《香山县志》（乾隆），卷四（列传、知县）。
【２６】《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十三，《四郝丛刊》初编（集部）。

注释：
【ｌ】《福州将军新柱奏闻福安县等地有西洋人传教缉获解送
请饬各省访缉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

【２７】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光绪庚展
江事藩暑重刊本。
【２９】《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第２１９。２２３，
２１７。２２７页。

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１１页。

【２】《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拿获传教士白多禄等审讯并请严
禁澳门西洋人潜入内地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一）。第２１２—２１３页。

【３】沙百里著．耿升、郑德弟译：《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４４、ｌ“页。
【４】【６】【７】【８】【９Ⅱ１ｌ】【２０】【２ｌ】【２２】《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
编》（一）．第２１４页，第２ｌｌ一２１３页，第２１４页，第２１４—２１５页，第
２１５、２１１页，第２２３、２１５页，第２１３页，第２２ｌ页，第２１９页。
【５】《嘉庆重修一统志》第２３８３册，《四部从刊》续编（史部）。

【１０】《福建巡抚周学健奏呈洋教之害请将西洋传教士白多禄
等按律治罪缘由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
第２２１页。

【１２】【１７】【２８】【４８】龙思泰著，昊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０６页，第２０７页，第２０６—２０７页，第２０６页。

【１３】另一位在白多禄之后被清政府处死的主教是徐新德。参
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３页。
【１４】《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报闽省在监传教士华敬等四人
秋审拟以情实不可从宽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一），第２３７页。另参《早期澳门史》，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１５】《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第２７页。
【１６】各省的禁教行动可详参《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覆遵旨访缉
并无西洋传教士在境折》，《署江苏巡抚安宁奏覆查无西洋人在
境及办理宋从一等习教案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
编》（一），页２２４，２２８。
【１８】《山西巡抚阿里衮奏报拿获由澳门到晋天主教徒王若含
情形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第２１６页。
【１９】《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覆遵旨查无西洋人在境传习天主教
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第２３０页。

【３２】【４９】【５２】施白蒂：《澳门编年吏》．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５年中译
本，第１３７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３９一１４９页。

【３４】【４６】谢和耐著，于硕等译：《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
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１１页，第１４９页。

【３５】【４０】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上，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１３２—１３４页，第１３６页。
［３６】详参《中国基督徒史》，第１５７一１６５，２¨一２１４页。

【３７】黄贞：《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说》，《破教集》卷三。
【３８】【３９】【４１】《中国基督徒史》，第１４８—１４９页．第１５８页，第
１６１页。

【４２】《严嘉乐从北京寄给布拉格尤利鸟斯兹维克尔的信》，严
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１７１６—１７３５》，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４３—１４页。

【４３】《耶稣会传教士冯禀正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杜赫德
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二），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３１４—３４２页。

【４４】《严嘉乐从南昌寄给布拉格尤利鸟斯曾堆克尔的信》，
《中国来信１７１６一１７３５》。第４２页。

【４５】《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三），第１５ｌ页。

【４７】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一中国基督教
事业统计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中译
本，第１６８一１７３页。

【５ｌ】正是由于清廷的这种态度，“唐人庙”事件虽使教会在华
势力受到一定打击．但并没有陷于灭顶之灾，“损失的传教士很
快就得到了补充。因为新的人员涌进中国，那些ｊ｝葡萄牙籍及未
从里斯本获得居留亚洲许可执照的传教士，不许进入澳门；但他

们从住在广州的罗马传信部帐房神甫托尔（Ｇ．ＤｅＩＩａ Ｔｏｍ）那里得
到保护。由他从该处把传道者秘密派往中国各地。”＜早期澳门

史》．第２０７页。

【２３】《两广总督策楞等奏明查封澳门进教寺不许内地民人入
教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第２２６页。

【２４】【３０】【３１】ｆ３３Ⅱ５０】暴煜：《香山县志》（乾隆）。卷八（濠镜澳），
乾隆十五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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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6条)
1.会议论文 丁琼 从福安教案看雍乾禁教之异同 2005
清朝康熙年间，由于礼仪之争，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留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遵守利玛窦的规矩，并且持有内务府颁发的允许居留的红票，否
则驱逐出境。各省的传教士许多都领了票，不肯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被逐出中国或自动退出中国。然而，也有许多未领票者潜居在中国，领票的传教士也
仍在公开积极传教，禁止天主教传播的禁令并未得到严格的遵守。雍正元年和乾隆十一年，在福建省的福安地方，因西洋传教士传播天主教，引发了两
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禁教活动。本文仅就雍乾年间因福安教案引起的大规模禁教作一阐述。

2.学位论文 魏丹 福安天主教与社会变迁 2006
当下处于深刻社会变革的中国，社会结构、社会价值取向出现了许多变化和调整。复杂多变的社会进程要求行政部门在控制与引导的选择上更有智
慧，体现柔性关怀，并充分尊重社会的文化选择，依此宽容理念，从历史角度关注天主教友的生活实态变迁，对探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具有较强的
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对天主教的研究一直颇受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天主教的传播史，二是教史方面的研究，三是从文化的角度关注中西文化
碰撞所引发的教案。由于众多的研究更多地是关注大动脉的把握，未能与地方小背景的阐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研究角度上缺少对底层民众的关注
；在研究的方法上，忽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在研究深度上，缺少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变迁。
基于以上对当前研究存在不足的认识，本论文选取福建福安作为研究对象，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的分析方法，以天主教与社会变迁之关系为切入
点，试图通过对福安天主教的源起、流变和当前状况的梳理，说明经由本土化的外来文化已成为社区文化生态的重要部分，深深影响社区的发展进程。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它是社区的，是民间的，是文化的，是超越政治本身的。它有自身内在的脉络，尽管受政治的影响但不一定随着政权的更替
而消亡。作为执政当局必须深刻体会文化与社区发展的内在关系，才能够深度地体会当地文化传承、区域变迁的一种内在结构，以便能正确地引导之
，依此才能合理建构宽容、和谐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激发并促进文化创造的内在潜力，创造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文化。

3.学位论文 罗金财 风水与晚清福建教案 2009
自鸦片战争后，福建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福州和厦门这两个港口，从而把福建推向中西接触的前沿。西方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纷
纷进入福建传教。由于中西方文化起源的不同，且双方的发展历程也不同，这使得由传教士所带来的基督教文化在与福建社会发生接触时必然会产生某
种的不适，甚至引起冲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福建民间宗教信仰的氛围极其浓厚，尤其对风水的信仰更为强烈，这与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存在
着明显的冲突，故在此后的近百年的历史中，风水问题成为引起教案的重大因素，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风水这一角度来研究其与晚清福建
教案所存在的联系，并对由风水引发的晚清福建教案所产生的影响作初步的探讨。
全文共分五部分，各部分的相关内容如下：
第一章：教案是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所必须着重考察的问题之一，但随着对教案研究的视角与方法的多角度、多层次、多手段，使得教案的研究
成为了学术领域里的一个既老又新的话题。本章在回顾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后，指出了其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和局限之处，并提出了自己的选题缘由和意义
。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都做了简单的介绍。
第二章：本章对中国风水信仰产生的渊源，风水信仰在福建社会的流播情况及风水信仰给福建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作了详细的介绍，从中我们可以发
现风水信仰风气在福建的兴盛。自宋时福建诞生了理气派后，受到普遍认同的江西形势派也传入福建，并与福建的理气说在更深一层的基础上整合起来
，在福建酿就了浓厚的风水信仰氛围，这对福建民间社会的事生事死活动产生重大影响。风水已被奉为神圣，在人们的思想上已成了“牢不可破”之势
，凡是有关风水的任何风吹草动之事，都将拨动着人们的神经。
第三章：对晚清时期福建所发生的教案的重要历史背景作一分析，阐明当时福建风水教案发生的远因。本章分析了传教士在华传教权益的取得与列
强侵略中国的联系，即传教士的传教权利主要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而取得，并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不能不引起福建各阶层对传教一事的疑惧和排
斥。可以说，依靠条约保护的传教方式所具有强制性和侵略性必然会导致教案的发生，这是晚清福建教案发生的十分重要的历史背景。
第四章：对晚清时期福建所发生的教案进行量化分析，分析晚清时期风水教案在福建教案中所占比重。经分析发现，风水信仰冲突在晚清福建教案
起因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晚清福建教案非常重要的诱因，对引发晚清福建教案有着重大的影响。可以说，风水教案实乃晚清福建教案的一大特色。
第五章：近代来闽传教士是怀着一种文化优越感的姿态进行传教，这就决定了其不能平等地看待和尊重闽人的习俗信仰等传统文化。而被传教士视
为传教事业的一大障碍——闽人对风水的信仰，更不为传教士所容忍。由于闽人长期浸润在风水信仰的氛围中，风水观念早已深入民心，成为一种社会
规范，因此，传教士触犯闽人风水信仰的种种举动，引起了闽人内心的不安，尤其是传教士在某地建堂后所引发当地灾难、疾病、死亡等事，使闽人的
自身安全顿感受到威胁。这在社会心理学上表现安全的需要影响了个人、集体的行为，因此，往往引起福建民众对传教士及其传教事业的抵制和排斥。
由于双方的固执、互不妥协，使得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在因风水而引发的民教冲突中，以福州乌石山教案与福安穆阳阻建教堂案最为典型，体现出风
水教案的交涉持续时间比较长、教堂成为矛盾的焦点、冲突规模往往比较大、民众往往取得教案交涉的胜利等特点。
第六章：将深入探讨风水教案所产生的影响，并总结其留给后人的启示。一方面将探讨风水教案给福建社会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当时福建社会秩
序以及对闽人风水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讨论风水教案对基督教的影响，特别是对教会改变传教方式、策略的影响。最后通过对这些影响进行总结
，从而得出相关的教训、启示，以供后人借鉴。

4.期刊论文 谢华彬 我们认识的数--一节实践活动课教案及课后反思 -引进与咨询2006,""(3)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苏教版)第二册<我们认识的数>
教学目标:
1、用学过的100以内的数描述生活中的事物,培养数感.
2、培养估算意识,提高估算能力.

5.期刊论文 吴琪 建立教师成长档案——势在必行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4)
教师成长档案袋作为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有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系统性、规范性的记录整理教师职业生涯中个人"教案设计、发表论文、教
学反思、研究课题、工作计划、成果荣誉、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等丰富的教育教学信息,让教师体会到职业成就感.教师成长档案袋为教师成长过程中行
为的统计分析和诊断提供了简便快捷的方式,可以使教师专业成长的信息得到科学分析与把握,值得在工作考评中推广.

6.学位论文 王春奎 浏览器矢量图形绘制工具的设计与实现 2009
近年来，网络教学平台发展迅速，其功能得到不断的加强和完善。但是由于浏览器在图形处理方面存在的不足，这给教师在线编辑多媒体教案带来
许多不便。教师在制作多媒体教案时会因其操作过程复杂而放弃编辑图片，从而影响了网络教学质量的提高。所以，开发能够灵活应用于网络教学平台
的绘图工具对于提高网络教学平台的易用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文主要对矢量图形绘制工具软件的功能，设计与实现进行了描述。论文首先就目前绘图工具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调研和分析，通过对已有软件的调
查和分析不仅得出目前图形绘制工具在教学应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得出目前的绘制工具不能够与当前发展迅速的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整合应用。在
此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能够应用于网络教学平台绘图功能的多种实现方式。为了获得良好的平台无关性，本文所论述的工具软件选择使用
JavaScript来完成软件的制作。然后，论文主要讨论了软件实现的功能以及基于SVG矢量图格式和JavaScript脚本编程实现这些功能的设计和实现。讨论
设计和实现时，首先从总体上讨论了软件的主要功能，整体程序架构设计以及对于教学软件所特有的考虑因素。其次分为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两个方面进

行了详细的讨论。客户端部分主要讨论了数据结构的设计，界面基本功能的设计和实现，以及图形绘制过程的设计实现。服务器端部分首先讨论了客户
端与服务器进行交互的流程，其次就将本地图像保存到服务器，以及将服务器端图像文件加载到本地浏览器的实现方式进行了讨论。
作为该浏览器图形绘制工具的设计与实现者，期望该工具能为网络教学中图形绘制功能的发展提供一套参考的解决方案，为网路教育的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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