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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国近代传教权的攫取
陈重耕
（邱北县八道哨中学，云南邱北６６３２００）

【摘要】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三大教派尤其是新教和天主教依附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在华

传教的合法权利。西方教会利用政治手段来达到传教目的的事实和传教士在华的种种劣迹行为，引起
中国人民的极大反感，成为近代教案频繁发生和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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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因“礼仪之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
传教，首开清王朝禁止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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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给了外国人以在五处通商口岸自由居住

例；雍正时期进一步没收教会地产，禁教更为严

的权力；然而，无论是这一条款还是其他任何一
款，都只字未提传教问题”引２１３）。但由于传教士

厉；至道光年问，清王朝的禁教政策由行政命令

主要来自欧洲和本身的多重身份——外交官、旅

进一步演化为法律，《大清律例》明确规定新来传

行家、商人及水手，根据《虎门条约》享有治外法

教士禁止进入中国，国人向洋人习教者“拟绞立

权，受英国“一体保护”。仅这一治外法权，通商

决”。这样，基督教彻底地丧失了在中国存在的

口岸的传教士们再也不害怕教难。

合法地位。天主教此后的活动及１８０７年秘密进

传教权、房地产权是外国教会在华传教的前

人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米怜等的活动被迫
转人地下，直至鸦片战争以后。

提基础和物质依附，是伴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进

１８４０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传教士看到在华

首先是通商口岸的外国侨民取得习教权、传
教权和地产租赁权。基督教传教权在中国近代

传教的新希望，西方教会势力把它看成是一次新
的“十字军东征”，企图借这场战争“把传教士一

一步加深而逐步取得的。

直运送到传教国家的心脏”，“使更多的人归依圣

的最早取得源自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该条
约明确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

教”㈦＂９’。然而，受英国重商的实用主义外交政

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

策影响，在多达九项的《南京条约》中“可以说是

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其雇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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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水手……例所不禁，应各

址的要求，使法国传教士和教会取得置产权，有

听其便”㈦吲。依此，开放口岸的美国侨民取得在
通商口岸的租赁房产权、信奉上帝耶稣的条约权

了传教依附。这无疑是给天主教及隐藏着的传
教士平反昭雪，使之明目张胆地横行于华夏大

利，华人习教成为可能。紧随美国之后，法国通

地，无所约束。

过《黄埔条约》取得等同美国的权利，同时补充
“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

上满足传教士对弛禁天主教、取得华人习教权及

方官照例严拘重惩”㈦叫一款，藉此取得中国政府

在华置办产业的要求，让传教士达到了第二个目

的保教权。《黄埔条约》为英、德、俄、奥及瑞典、

的——让中国人“归依圣教”，为基督教进一步深

挪威等列强强迫清政府订立类似条约创制了范

入发展和向内地的扩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

本。此后，依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基督教各教派

依附基础。

均获得中国政府保护传教的条约权利。

这样，清政府在宗教宽容原则下完全从行政

最后，是列强取得教会和传教士在内地的传

这一缺口的打开，标志着康熙及其子孙奉行

教权和置产权——独自享有，使传教事业深入发

了一百二十年的禁教政策逐步松弛、瓦解，中国
意识形态领域封闭的门户被迫打开。基督教实

展。道光皇帝在两道弛禁上谕中并未许可传教

现了入华传教的第一步——取得立足点。

放，内地官吏仍以《大清律例》中的有关条例为基

士在中国完全的活动自由，内地仍未对传教士开

其次，是全面弛禁天主教，取得华人习教权

准，禁止传教士在没有该省督抚的允许下，建造

和教会的置产权。中美《望厦条约》把宗教问题

佛塔、庙宇、寺院及教堂。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

列入条约内容引起清政府内部的严重担心，军机

和咸丰帝继位的影响，制肘了基督教使整个中国

大臣大学士穆彰阿在奏本中“臣等伏思设堂礼

基督化梦想的实现，使传教士通过外交谈判达到

拜，夷俗固然，但事属不经，见闻也惑，愚民所喜

目的的希望破灭。

新厌旧，故难免效尤”，进而提出“应由该督咨商
各该抚设法谕禁，不得转相传习，务使沿海居民

第二次骋片战争提供了教会势力扩大在华
权利的机会。战争国之一——法国，以“马神甫

晓然于夷言之不可效”叫２４４’的陈述，反映了部分

教案”（又称“西林教案”）为借口发动战争，业已

官吏对西方宗教侵略的担心和对宗教问题的基

注定这场战争的结果必然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

本态度。但法国全权大使拉萼尼却不给清政府

起。战争结束后，英、法、俄、美与清政府订立的

喘息的机会，《黄埔条约》签订后不久，就采用威

《天津条约》都有传教特权的条款。法、俄两国明

逼、利诱、恫吓等手段威逼耆英于１８４４年１２月１４

确规定教会和传教士可以自由进入内地传教，但

日上奏道光帝：“……今据弗朗济使臣喇礴呢请将

具有传教传统，注重文化侵略的法国更为详细，

中国习教为善之人勉罪之处，似属可行，应请

法约第十三款明确规定：“凡奉教之人”，“概听其

嗣后无论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

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

行非者，仰恳天恩，准于免罪”＠（㈣。道光帝似

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祟

被耆英的奏折感动或是被逼无奈，碌批“依议钦

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

此”。按殊批，耆英在回答美国领事质询时表明政

所有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

府态度：“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奉

免。”＠（６９５），另外，在中法《北京条约５５（续增条约）

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㈦…，

中规定：“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１８４６

清政府在行政上从此放松对华人习教权的控制。

年２月２０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军民等

随后，拉萼尼得寸进尺，无耻要求给还雍正时期

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

没收、封闭的教堂旧址，道光皇帝不得已于１８４６

者，予以应得处分”，取得在内地的传教权和清政

年２月２０＇日发布第二道上谕：“……天主教既系

府的保教权。英、美两国也取得新教的类似保教

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

权，中英《北京条约》第八款规定：“耶稣圣教暨天

……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

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

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

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不得刻待禁
阻”吲１１们。其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

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㈦㈣。耆英接到
谕旨后发出告示“晓示天下黎民”。这不但重申
被禁一百二十多年的天主教弛禁，让传教士取得
华人的习教权；而且满足了拉萼尼给还天主堂旧

获得此特权。传教士和教会在内地的传教权、保
教权从此成为条约权利。
在订立《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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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利用中国方面无人懂法语的特点，在条约中文

重的传教危机。由于东西文化差异，基督教与儒

本上私自加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
地，建造自便似１２６’一句。这句在法文本上是没有

家文化原本就存有矛盾。从明末的“南京教案”

的。据中法《天津条约》“所有议订条款，或有两

体现。近代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极大地挫伤了中

到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就是中西文化矛盾的

国问词辩论之处，总以法文作为正义”驯１０５’，一

国人民的民族优越感，激发了强烈的仇外、排外

款，是无法律效力的。而当时中国官员无知，仅

情绪，基督教依附不平等条约达到传教目的的事

就其中的“各省”字样作交涉，但法国的强硬态度

实和少数传教士及不法信徒以传教、信教为掩护

使清政府作出妥协，达成所谓的“柏美德协定”，

胡作非为，欺压百姓，惹起事端，导致中国人民将

确认这一特权。房地产权成为条约权利。后来，

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集中地发泄在传教士及信

清政府发现作假一事，提出交涉，由于既成事实

徒身上，进而引发一系列教案纷争，著名的有贵

和法国的不予理睬，也只好不了了之。在这一问
题上，英、美等国比较慎重，不愿按一视同仁的政

州教案、扬州教案、天津教案、马神甫事件等，酿

策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占有这一权利。英国政府

和团运动。

成震惊中外的最大规模的仇外、排外运动——义

曾告诫驻华使馆“本国政府不宜不顾利害，专为

综上所述，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

我国教士坚求天主教所得权利”，“况天主教索得
之权利，并无实在根据，只凭中法条约汉文本之

大门的基督教在华传教特权，是通过强加给中国
的不平等条约和干涉中国内政、损害国家主权的

窃入字句，故本国政府尤不欲为英教士强

前提下取得的，同时，又被列强当作争夺海外市

求”吲２６９’。这一态度，使新教在内地的发展得不
到政府的支持而受到影响。

场、掠夺殖民地的工具，成为侵华的急先锋；这是

甲午战争之后，英美两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

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相一致的。基督教通过各

变化——分别获得置产权。１９０３年，美国又将之

种各样手段获得在华传教特权，违背了它所宣扬

变为条约权利：“美国教会准在中国各处租赁及

的和平、正义、博爱、慈善等宗旨及反对利用武力

永租房屋、地基。”＠（１盯’其后，瑞士等国也获得此

传播福音的主张；而利用政治手段来达到传教目

权利。

的的事实和传教士在华的种种劣迹行为——为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传教最显著的特征，是与近代

由于房地产权问题严重危及中国的国家主

列强侵华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参与不平等条约

权和百姓的切身利益，清政府一开始就力图加以

的谈判、签订，为侵略国家出谋划策，依靠治外法

限制，并在任何约章中均未赋予传教士个人拥有
置产权，但软弱的清政府却无法控制事态的发

权，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成为凌驾于中国法
律上的太上皇，所有这些，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

展。非法置买私产现象越演越严重，从而流弊横

大反感，成为近代教案频繁发生和义和团运动的

生，殃祸百姓。因此，１９２８年国民政府颁行《内地

基本原因之一。

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规定，教会只
能租用或租买房屋，以前之买土地者，以永租论。
对传教士私置地产也进行限制。将教会地产纳
入中国制定的法令和课税的控制之下。＠（４６８’使政
府对教会在华地产权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实
际上，受中国内乱影响，却一切如故。
《天津条约》订立后，清政府禁教的底线被彻
底摧垮，基督教取得在华传教的完全自由。１８７０
年，清政府又删去《大清律例》中的禁教条款，增
加了保护传教和信教的新条款，传教权以国内法
的形式确认下来，传教士和信徒自此受条约权利
（治外法权）及国内法的双重保护。这就让传教
士势如破竹地大举进入云南、四川、甘肃、宁夏等
内地省份及偏远地区，表面上为传教事业开启了
一个“复兴、繁荣”的时代，而实际上却埋下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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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潘敏 基督教女青年会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以基督教女青年会乡村服务事业的考察(1926－1937)
2000
妇女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但到目前为止,研究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学者几乎还没有摆脱革命史的研究框架:那种认为只有发动广大妇女参加
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才是中国妇女运动唯一正确道路的观点,还在支配研究者的思想,使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研究陷入困境.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通过考
察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乡村服务事业,展示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推动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时,所探索的另一条非革命化、非政治化的道路.它以提高妇女的自身素
质,增强女女的社会参与能力为妇女运动目标.它以指导妇女"自动"的方式来推动妇女运动的进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运动.当然这条道路在中国近
代特殊的国情中,不可能求得妇女的完全解放.它的意义在于为作者提供一种真正的妇女运动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对当代中国妇女运动可能会有借鉴意义.

2.期刊论文 刘金玉 中国近代基督教教会学校的生成探讨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25(1)
中国近代教会学校是西方传教士搭乘西方列强所加给中国清政府的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传扬"基督福音"的过程中捆绑兜售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整
个近代教会学校的形成过程既是基督文明对儒家文明的主动攻击和适应的过程,也是儒家文明向基督文明反抗、屈服和学习的过程.中国近代教会学校在
一定意义上就是西方基督文明在近代中西文明博弈中取得胜利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也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动力和学习的范型,进而为推动整个儒
家传统文化的创新提供镜鉴.

3.学位论文 秦武杰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工业的改良(1895—1937) 2009
基督教具有很强的普世性和社会性，十分注重社会服务。十九世纪末，随着社会福音的传播，基督教世俗性的工作逐渐扩展到工业领域。在华基督
教以慈善事业为起点，开始了其工业方面的事工，对中国一些贫困教徒进行工艺教育，在一些孤儿院和聋哑院也开设了简单的工艺课程，后来还开办一
些工业学校，一些教会大学也增添了工业课程，这些都弥补了中国近代工业和职业教育的不足。基督教还有鉴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恶结果”，设法缓
和中国的劳资矛盾，改善劳工的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智识，提倡将基督教训应用于工业领域，建立一种基督教的经济制度。
从总体上看，基督教的工业事工显得较为分散，既没有形成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运动，也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实践，有的多是呼吁宣传，舆论倡导
。它不像乡村建设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也不像教育事业那样影响深远。然而，基督教的工业事工，还是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对工业的改良和发展以及
工业环境的优化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值得我们详为研究。
本文试图充分利用已刊和未刊的资料，全面考察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特定时间内的工业事工，以此来研究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工业改良，工业改造以及
工业环境的优化方面所做的贡献，阐述其在中国工业及社会发展史上的意义。

4.期刊论文 刘家峰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论纲 -浙江学刊2003,""(5)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源于二十世纪早期来华的农业传教士,到三十年代随着全国乡建运动的发展而达到鼎盛时期,它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受世界基
督教乡村运动的影响.基督教乡建运动通过把乡村建设与教会建设合二为一的方法,以最终建立基督化的乡村社会为目标,但它的理想与实践之间存在很大
的距离,宗教(教会建设)与世俗(乡村建设)并不能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两者的持续张力以及近代恶劣的社会环境最终使中国基督教乡建运动陷入非常困难
的境地.

5.学位论文 颜白瑜 近代福建基督教传教策略的转变探析 2008
从唐元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敦)的不同差会曾三度传入福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西方传教士们为了使整个福建福音
化，采取了不同的传教策略。这些传教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教的成败，因此传教策略是研究传教史时必须着重考察的问题。本文选择了鸦片战争
至民国初期作为该篇论文考查的时间断限，通过研究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的传教策略，试图对近代入闽传教士的传教策珞的具体表现、转变原因及影响
予以勾勒澄清，并作出相应评价。
传教策略指的是传教士为了实现基督教的广泛传播而制定的各种方案。与唐元之际、明末清初的基督教相比，近代福建基督教各差会所采取的传教
策略显得更为灵活多变。这种“变”显然是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而这种“变”也为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性。本文以近代福建基督教传
教策略作为考察对象，具体分析了近代基督教传教策略转变的表现、转变的原因以及所产生的影响。
绪论部分，笔者简单回顾一下国内外在基督教传教策略研究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研究现状，并对前辈学者们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了一下分类梳理，然
后确定了本选题。接下来阐述选择这一选题的动机，交代写作本文时所使用的材料的来源、本文的框架结构及写作本文时所运用指导理论和写作方法。

第二章关于福建基督教的概况本章共有三节内容，在第一节里主要记述元代也里可温教在福建的状况。福建的泉州是元代也里可温教在中国的主教
区之一。据考，当时泉州奉教的信徒达一万人左右，但是随着元的覆灭基督教也随之飘散到关外。第二节主要阐述明末清初福建天主教的传播情况。这
一时期，在以艾儒略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苦心经营下，福建天主教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696年，教皇意诺爵第十二钦定福建为中国的第四教区。然而
，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的爆发，福建天主教活动开始走下坡路。第三节则简要讲述鸦片战争以来福建的基督教(包括新建和天主教)的情形。
第三章基督教传教策略的转变近代福建基督教的传教策略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在传教对象的选择上，入闽传教士们认为“数目多得惊人的没有
文化的群众像白纸一样洁净，他们安定，有可塑性，能接受基督教信仰。”于是主要目标是吸引福建下层民众奉教。第二，在传教手段上，主要采取以
教育、出版和开办医院等社会活动为媒介的间接传道方式。与元代、明末清初相比，近代基督教传教手段更具丰富多样性。第三，在传教路线上，福建
各差会在积极拓展”疆域”的同时，为了保障彼此的利益，相互之间精诚合作，甚至出现了两个差会的礼拜堂轮流主持“礼拜”的画面。第四，在传教
士的甄选上，对西来传教士的要求较为严格(不仅要接受正规神学院的教育、具有语言天赋，还需对传教工作怀有较大热忱、拥有坚毅的品格)。除此之
外，各差会还积极培养福建本土传教士。
第四章转变的原因近代基督教之所以改变传教策略，这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其中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第一，为了摆脱传教初期的传教困境
：第二，随着对福建的了解加深，传教士观念有所转变。在这一章里，笔者主要针对这两个因素进行阐述，对于其它原因由于资料和个人能力有限，没
有详细加以论述。
第五章传教策略的影响近代福建传教策略的转变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传教策略的转变促进了福建教会自身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全省教
徒和教堂数量的增多、传教区域的扩大以及部分福建教会开始走上“自立、自养、自传”的道路。另一方面，传教策略的转变在客观上对福建近代化起
了一定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对教育制度和医疗体系的影响上。

6.期刊论文 王丽.Wang-Li 近十年基督教在华活动研究综述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z2)
近十多年来,对基督教(新教)在华活动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视野更加扩大;而且由于吸收了社会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最新成果,研究手段
亦呈多样性;与国外学界的交流对话也日益增多.本文对此进行初步的梳理和评论.

7.期刊论文 赵燕玲.罗韬 浅析中国近代教案的民众心理 -韶关学院学报2000,21(1)
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事件.它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民众心理的角度,就民众对基督教会和传教士侵华行径的仇恨心理
、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心理以及对官绅的追随和附和心理三个方面,浅析近代教案产生的原因.

8.学位论文 邱芸香 中国近代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教师教育 2004
中国近代基督教教会学校,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新教(在中国称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教育机构,是一个含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比较完
整的教育体系,在中国存在了一百多年,给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教会学校是西方侵略者侵略中国的产物和手段,在运
行过程中不断侵犯中国的主权.但教会学校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如果我们单纯从教育角度来考察其发展规律,可以发现它在当时所具有的先进性和对今天的
借鉴意义.最初,传教士办学的目的仅是辅助传教,但是为了能更好地吸引中国学生,扎根中国,进而有效地控制中国的教育权,影响中国社会,教会学校必须
与中国人所办的学校进行竞争,因而必须通过调整办学策略,来提高办学质量,如调整课程结构、提高学校级别、严格教学管理等.教会学校很重视教师的
培养,采取了许多有特色的措施,建立起一支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发展了一批名校,培养了许多人才.教师是教育的工作母机,教师素质是教育质量
的决定因素.2001年以来,伴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教师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因为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实施者,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教师
教育,有关教师教育的文章层出不穷,纷纷为教育改革献技献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教会学校的教师教育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80年代后,关于教会学校的研究越来越多,该文专门挖掘教会学校中的教师教育.该文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教会学校的创设和发展,并分析了
其创设与发展的原因;第二部分,重点论述教会学校的教师教育,从教会学校教师的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职前教育中,重点论述教会
学校自行培养的教师.第三部分,总结教会学校的教师教育,以期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鉴.教会学校的教师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外籍教师(包括西方传教士
),二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这是最主要的来源),三是从中国聘请的教师.这三种不同的来源,决定了他们所受的职前教育各有特点.该文重点介绍第二部分
教师,他们在教会学校接受了丰富的西学知识,培养了很高的动手实践能力,奠定了扎实的外语基础,为教会学校的良性发展,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出了
相当大的贡献.教会学校对教师的职后培训,除了在国内设立机构进行外,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与国外同类学校进行交流.

9.期刊论文 程丽红 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中国近代报业和近代社会的影响 -史学集刊2000,""(3)
尽管显在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于促进中国近代报业的进步乃至中国近代社会
的发展却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它直接影响了近代洋人的办报活动，还表现在它冲破了封建主义限禁，把报刊的近代化形式最早传入中国
，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序幕。同时，它还首开“西学介绍”之风，并把基督教带到东方，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10.学位论文 王辉 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的影响 2008
曾经灿烂辉煌的古代藏书楼，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朵奇葩，在保存典籍、传．承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封建
文化日趋没落，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思潮日渐兴起。古代藏书楼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古代藏书楼，也因此失去昔日的光环
而走向衰落，但它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的初衷是向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宣传基督教，但首次来华传教士的计划
以失败而告终。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对传教士不接受；二是因为在“独尊儒术”的国度里，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的排斥和反感。总结传教失败的教训后
，传教士改变了策略，以宣传西方科技文化等新内容取代直接传教，这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兴趣，西方文化逐步渗透到中国。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翻译、著述书籍进行图书馆思想启蒙；引进西方文献在中国开办新型图书馆。其开放的办馆思想、注重为读者提供服务
的职能、藏书结构的多样化、先进的图书分类和编目方法，逐渐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西方图书馆的思想观念在中国的影响也逐步打开，这些都对中
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韦棣华女士兴办的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更是对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国近代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但是古代藏书楼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之久，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它不可能因西方传教士两次来华
就简简单单发生变化，它的改变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并不是孤立的进行，它与中国的洋务派、维新派和先进知识分子、清
政府等因素在不同的层面上相互影响，彼此推进，共同汇成了中国图书馆近代化的交响乐，促成了近代图书馆的产生。
在文献资源共享的今天，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进行探讨，对传教士的作用进行总结与借鉴，对于推动今天的图书馆建设及其现代化进程大有裨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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