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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王冬青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
“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１６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
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
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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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天主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普遍承认，明

之一就是组织教会人员到世界各地传教，以反对正在蓬勃

朝中叶耶稣会为了进入中国，曾放弃过一些传统的传教方

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将天主教在欧洲的损失在亚洲、巴

式，执行了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策略。实际上，

西和非洲弥补回来”Ｄ坤４）。１５４２年，沙勿略受会长罗耀拉的

天主教在东亚的传教活动发轫于日本，后流传到中国，确

派遣前往东方，先到达印度果阿，后来经马六甲转入日本，

切地说，这种“适应”传教策略不为中国独有，而是广泛存

从此开始了他在东亚的传教之旅。

在于东亚的文化环境之中。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Ｆｒａｎｃｉｓ

沙勿略在日本传教第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重视利用当

Ｘａｖｉｅｒ）、范礼安（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ａｌｉｇｎａｎｉ）、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

地人和本民族语言，这是他得以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等人开启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事业，为了获得成

１５４７年，沙勿略在马六甲结识日本萨摩武士池端弥次郎，

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借鉴自己在日本的传教经验。沙勿

随即产生了去日本传教的想法；１５４９年，在弥次郎等人的

略被称为“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奠基人”口牌研，范礼安也被称

陪同下，他乘船到达九州鹿儿岛，受到领主岛津贵久的欢

为“日本主教团的发起人、中国传教团的奠基人”田㈣。可

迎。在语言不通、文化风俗迥异的情况下，他发挥弥次郎作

以断言，研究明代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活动，不能忽视他

为本地人和会日语的作用，努力消除日本人对天主教的陌

们在日本积累起来的经验。

生感。沙勿略用日语撰写教义，推进传教活动。他说，在刚
上岛的“这六个星期，靠上帝的帮助，我们已将‘十诫’用日

一、沙勿略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与经验

语做出了解释”旧∞·田。有了沙勿略和弥次郎在语言上的相
互配合，耶稣会在鹿儿岛的布教活动进行得比较顺利。

方济各·沙勿略，１５０６年出生于西班牙贵族家庭，早

其次。沙勿略十分重视欧洲海外贸易对传教的促进作

年游历和求学。１５３４年，罗耀拉（Ｉｇｎａｔｉｕ Ｌｏｙｏｌａ））及沙勿略

用。在对待贸易问题上，他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传

等７人在法国的巴黎大学创立耶稣会。耶稣会成立的目的

教士，这反映出１６世纪欧洲人来到东亚后的现实状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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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沙勿略的日本学者河野纯德的话说：“沙勿略是最早

前往中国京都；因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

访问日本的欧洲知识分子，受诏于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奔

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国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吐弃

赴东亚，最先到日本进行传教。而葡萄牙是当时欧洲最强

现行所有各教学说和派别。”研即田

的商业帝国……他不但有圣职者的身份，还用商人的语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对沙勿略来华的曲折经历已

言，并请求在蛴建立商馆。”ｍ，）１５５０年１０月，“一艘从广东

有详尽描述。起初沙勿略认为，最可行的方法是他作为印

上川岛出发的葡萄牙商船进入肥前国的平户港”［０１（１１二瓤

度总督朝见中国皇帝使团的随员，获得批准后进入广东，

咖。获悉此事后，他认为这件事可以利用，就将弥次郎留在

在中国境内传教，但马六甲总督的阻挠使该计划落空。他

鹿儿岛，自己抵达平户，受到领主松浦隆信的欢迎。在沙勿

只有冒险试图从上川岛偷渡。１５５２年８月，沙勿略怀着在

略的帮助下，松浦氏在同葡萄牙的南洋贸易中大获其利，

中国传教来影响东亚的目的抵达广东以南的上川岛。“当

还得到日本人译为“铁炮”的火铳等物品。

时，在澳门城兴建以前，上川岛是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贸

．

沙勿略传教的第三个鲜明特点就是走上层路线，即首

易地点”啪∞。他计划利用上川岛的走私贸易为跳板，进入

先通过教义感化君主和大名，使之皈依天主教，然后自上

中国后，“立即谒见巡抚，说明我来此为了朝见中国皇帝，

而下效仿，让天主教风靡全国。沙勿略曾经试图拜访日本

并出示果阿主教大人呈上皇帝的信件，证明我是来此传播

天皇，但京都荒芜零落，天皇徒有虚名且又拒绝会见，沙勿

基督福音的”００ｉｌ）。但是在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面前，沙勿

略一行怅然返回平户。但这并不表明沙勿略一行走上层路

略困守孤岛三个多月，毫无进展又突发高烧，在几乎无人

线徒劳无功，毕竟“使得沙勿略对日本的政治现状有了更

理会的情况下，于１５５２年１２月３日去世，终年４７岁。

为清醒的认识和实际体验，并迫使他调整以往过于理想化

的传教策略”嗍。沙勿略之后又到山口和丰后，利用当地

二、沙勿略之后天主教在中日两国传教策略的突破

的上层力量从事传教。１５５２年１１月，他乘坐葡萄牙船离
开日本，在日本共停留了两年多。沙勿略在很短的时间内，

１

５７４年，耶稣会士范礼安被任命为东印度教务视察员

努力发展了许多对天主教的望教者，同时代的人这样评价

兼副主教。来远东巡察天主教的传教情况。这一类似钦差

他在日本的工作：“基督的信仰因耶稣会神父们的努力和

大臣的职务促成了他与中国和日本的不解之缘，也推动了

劳动，特别是教师弗朗西斯科·沙勿略（Ｍａｓｔｅ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天主教在中日两国的新发展。在沙勿略和范礼安之间的２０

Ｘａｖｉｅｒ）的工作，在这些岛屿中的几个岛上已很好传播。沙

多年，天主教在日本的发展存在一种不良的倾向，就是关

勿略是该教会创始人依纳爵·德·罗耀拉神父的十个伴侣

于日本人成为传教士的争论问题。日本传教士本籍化的矛

之一，他以极大热情努力教化该岛，他的圣戒和圣洁生活

盾源于耶稣会在日本的教长卡布拉尔（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ｂｒａｌ）的

对此是一大帮助，至今日本人仍然承认这点，把他们因接

保守策略。在此之前的传教士对日本人抱有信赖的态度，

受洗礼而得到的好处归功于他（仅次于上帝）。该会的神父

努力使自我融入日本人的生活，以适应迥乎不同的日本民

们那些在他死后留下来的，以及自那时以来去那里的，在

族文化。但卡布拉尔于１５７０年担任日本耶稣会教长后，他

各方面都遵循他。”附卿

对日本人和东方文化抱有狭隘的认识，对欧洲文化却持有

沙勿略离开日本后下—个目标是到中国传教。这是因

极高的优越感；因此竭力阻止日本人担当教士，相反却狂

为“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

热宣扬基督教的殉教精神，使天主教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

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

制【４艄。

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

范礼安白里斯本起航，首先奔赴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

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

地和传教中心果阿；１５７８年来到澳门，在那里居住了１０个

慧”刚两。沙勿略放弃日本取道中国，这实际是他坚持上层

月后前往日本。“这给他一个良好的机会得以详尽透彻地

传教政策的另一种表达，即通过对中国信仰的改宗和日本

研究中国的形势，结果再度点燃了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

崇拜中国文化，使天主教自上而下传遍东亚。沙勿略计划

热情”鲫四。这段时间，他一直调查和思考如何在东亚采取

宏大视野宽阔，囊括了中日两国在内，从一封信中可以看

有效的传教策略。他参考了沙勿略的经验并结合当地的实

到他对未来的最初打算：“我准备今年（按：即指１５５２年－

际情况使天主教“适应”传教策略更加完善。范礼安在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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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传教长达３０多年，其问多次居住于澳门与日本，积极

织田信长，受到信长的隆重接待。信长之所以如此，是要感

推行沙勿略开创的“适应”传教策略。在他的帮助下，罗明

谢耶稣会神父奥卢卡迪诺（Ｏｒｇａｎｔｉｎｏ）成功地说服了天主

坚、利玛窦（Ｍｅ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等人先后进入中国。范礼安作为

教徒、武士高山友祥反叛了他的主帅——摄津伊丹城的大

传教团的高层领导，指导他们的活动，因此可以说，他在日

名荒木村重。“十一月，信长自将讨村重……高棍城主高山

本的传教经验，对罗明坚和利玛窦的传教活动同样产生了

友祥、茨木城主中川清秀皆属村重。信长闻友祥充天主教

重要影响。

也，召教主伴天连①者，使谕友祥，友祥乃降”啪嘲。范礼安

一虽然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受着两种对立策略的

知道织田氏对教会的态度后，增强了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的

困扰，但却一直在发展之中，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各地领主

信心。经过大力推广，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有了飞速发展。

急需西方贸易，被误解为对天主教的虔诚。１６世纪日本正

根据范礼安的报告，至１ ５８２年在日本的教徒“共有十五万

处于战国时期，许多大名都有强烈的地方自治主张，所以

人左右。其中，除了丰后的大友宗麟、有马的有马晴信，土

在国内普遍寻求小范围的对“畿内贸易、村际贸易、领地贸

佐的一条兼定以外，许多高贵的亲戚和家臣也都信教了。

易”【¨硼３４）的控制权。但他们在经济上缺乏牢固的自立基础，

基督徒的大部分住在有马、大村、平户、天草等地，以及五

以至像粮食供应短缺都会成为他们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另

岛和壹歧，共有十一万五千人。后丰国有一万人。住在京畿

外食盐、海产品、火器等也缺乏。各地领主无法解决经济短

地方的，有二万五千人”ｆｌ叼嗍。也有记载，“在信长晚年的天

缺问题，正好为葡萄牙人从事贸易和传教提供了机会。但

正九年（１５８１年），日本全国的天主教会堂有２００座，传教

欧洲人并没有意识到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别，换句话说，他

士有５９人，信徒的总数达到１５万人。但是大多数是散居

们始终没有放弃欧洲文化优越论的出发点。

在九州岛各地”【ｌｓ嗍。不管根据何种记载，这同沙勿略在日

１５７９年７月范礼安到达日本，他对当时的传教状况

本开创天主教时期的一千余人相比，已是—个质的飞跃。

和前途非常担忧。实际上在范礼安赴日之前，已经有传教

耶稣会在中国对日本经验的超越

士不满这种封闭的传教策略，对卡布拉尔的做法进行了抵
制；只是因为卡布拉尔作为教长，他们在体制内还有服从
的一面。范礼安非常推崇沙勿略的传教策略，这一想法很

利玛窦评价沙勿略为１６世纪天主教入华传教的拓荒

快获得一些教士的支持，于是“适应”传教策略最初是在日

者，但仍承认他对华传教的设想以及策略，是从日本经验

本推广。范礼安要推行他的传教策略，首先将卡布拉尔遣

开始的。“这位圣人显然还不知道中国普遍的情况，只根据

返回澳门。令人感兴趣的是，两人意见各持一端主要是对

他在别国的知识来估计他的事业可以取得成功”ｌ＇ｚ＇ｉＯｎ殉。这

日本人品行的看法不同：卡布拉尔认为日本人品行卑劣、

里的别国显然只有日本。沙勿略初到东亚无章可循，十分

自大傲慢、男女关系之随便也有别于西方，所以难以教化；

依赖于最初的直观感性认识来判断传教的难易，然后逐渐

而范礼安则认为，日本人恭敬、有教养，是所有异教民中最

积累经验。他对日本的认识可以概况为３个方面：一是对

聪明的，因此对日本人皈依天主教是可信的ｌｌＺ＇ｌＯ叻。范礼安

日本的一般性印象；二是关于佛教问题；三是关于日本的

在口津召开传教士会议，提出要回归远东传教的鼻祖方济

国情［４１（Ｉ鸭ＩＩ’３１３）。沙勿略作为有素养的传教士，他观察日本人

各·沙勿略的方针。他在日本的计划是，首先要传教士学习

和分析日本文化、向西方介绍日本的迥然不同的社会风

日本语，适应日本的风俗习惯；其次是日本籍修士太少，必

俗，都离不开为天主教服务这一最终目的。

须尽可能增加；再次是计划建立一些传播天主教的“修业

沙勿略的传教策略之一是走上层路线，这实际上是欧

所（ｓｅｍｉｎａｒｙ）”和“学林（ｃｏｌｌｅｇｅ）”这样的初级和中级文化

洲天主教政教合一的历史经验，他希望将欧洲的政治与宗

教育机构［４１ａ＇２０１）ｏ

教相结合的现实再现于东亚。但是东亚国家的政治和宗教

范礼安和沙勿略一样，都重视利用上层路线从事传

关系通常是分离的，尤其在明代，宗教仅具有广泛的民间

教。在他到达日本时，织田信长的一系列胜利推动着日本

信仰基础。社会高层并无兴趣将某种宗教纳入国教的文化

向全国统一迈进了一大步。１５８１年范礼安来到京都觐见

认同。也没有能力解决宗教或者教派信仰过多过杂的问

。

①伴天连在西班牙语中是ｐａｄｌｌｅ。含义为父亲、教士、神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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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于是宗教信仰的认同和对立通常都是在社会下层进

支持，因此与佛教的辩论，只能逞口舌之快风光一时，最终

行。这意味着沙勿略要在东亚实现政教合一和天主教的辉

仍是弱小的天主教受到损失。沙勿略和日本佛教的关系可

煌，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他只能依靠商业往来在日本立足，

谓是“开始了将天主教义跟日本流行宗教相结合的并不成

获得有限的成功。一旦形成本地政治与外来宗教的敌视和

功的尝试”【１ｘＰｌ６８）。

教派之间的冲突，则传教事业很容易受挫。恰恰在这个方
面，沙勿略主动挑起了宗教冲突。

相对而言，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没有接受沙
勿略在日本对待佛教的经验，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欧

在传教过程中，沙勿略认为。影响基督福音传播的最

洲国家相比，“似乎缺乏有深度的宗教生活”【ｌ啊旧，从而开

大障碍是很多日本人信佛，而佛教在世俗活动中可以影响

始缓进的适应方式：他们主动身着僧袍，完全仿照佛教徒

大名和民众，诋毁天主教。沙勿略在日本游历已久，他对佛

的装扮，连居住的教堂也装扮成佛教式样的“仙花寺”。这

教的负面认识逐渐增多。“多少次以来，我们对僧侣从来没

样客观上达到了与中国佛教和信教民众共处的目的，在策

有犯下任何丑恶的罪行，但是他们在同我们交谈中却一向

略上超越了前辈沙勿略。范礼安在澳门时，澳门葡萄牙人

是毫无羞耻、毫无后悔的样子。这些僧侣们将武士的子女

在推动天主教传播方面也存在“葡萄牙化”（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ｉｚｉｎｇ）

安置在寺中，教他们读书写字，实际上他们是在教这些少

的问题。即葡萄牙传教士对在澳门皈依的华人提出强制要

年同他们在一起犯罪。僧侣们过着自甘堕落的生活，他们

求，起一个葡萄牙人习用的名字，还要说葡语、穿葡国衣

和同一教派的尼姑住在一起。有民间传言尼姑有妊娠的现

着，按葡萄牙人习俗生活，接受葡萄牙式的教育。当时在澳

象，还有的说她们喝药堕胎。据说这些都是公开的事情。到

门城中，“有许多中国基督徒，他们的穿着和生活跟葡人的

现在根据我在僧侣和尼姑住的寺院所见到的情况，我认为

方式相同”嗍嘲。澳门的葡萄牙人—方面对中国教徒积极

民间的传言是真实的”ｆ１日㈣。为了能争取更多的领主改宗，

推行葡萄牙化，同时也竭力限制宣扬中国礼仪。“基督教徒

沙勿略对佛教进行了激烈批判。

使用各种方法，使该城免除那些讨厌的景象。那些景象是

沙勿略认为如果不能从教理上批驳佛教学说。就无法

澳门的中国人在舞台上和游行中展示出来的”ｐｌｌｔＶｌ鲫。这些

争取到日本人对天主教的尊崇和皈依，因此十分热衷和日

做法不仅使中国的望教者感情上受到压抑，而且使教徒与

本佛教僧侣辩论，并且认为要想在辩论中驳倒对方，传教

其他不信教的中国人产生心理隔阂，对争取中国人信仰天

士本人必须有学识、有修养，懂得近代科学知识。又由于日

主教十分不利。在沙勿略去世后的２０多年问，天主教在澳

本人崇尚伦理道德，所以沙勿略还要求东来的传教士一定

门的传教活动没有取得实质进展，根本原因在于，尽管传

要道德卓越，洁身自好，堪为楷模。这样要求耶稣会士原本

教士中的大部分人尊崇沙勿略的榜样作用和献身精神，但

是好意，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例如维列拉神父（Ｐａｄｒｅ

他们也囿于沙勿略的局限，没有真正理解如何在华进行传

Ｖｉｌｅｌａ）就月球的盈缺现象同佛教徒展开论战，佛教

教，甚至不鼓励传教士学习中文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

Ｇａｓｐａｒ

徒的认识还停留在月官中的白衣仙子和黑衣仙子的神话

水准，而维列拉利用西方天文学知识占了上风ｆ－日㈣。

深入研究。
澳门的传教士只对会拉丁语、葡萄牙语和刻意模仿欧

不过，沙勿略采取与佛教对抗的策略却是失败的，是

洲方式的中国望教者进行洗礼。对这种狭隘的欧化传教策

他执行东亚传教策略中的最大败笔。他从传教排他性的原

略，范礼安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和卡布拉尔在日本的

则出发，试图清除佛教对民众的影响；不但希望领主能支

经验类似。他提出传教要以整个中国为目标。自己首先要

持自己，还和佛教争夺信徒，多次辩论之后双方最初的善

会读、会写、会讲汉语，采用“适应”中国人的办法布教。基

意和宽容荡然无存。一般认为，促使沙勿略放弃日本转向

于这样的认识，他写信给天主教东印度区的主教罗德里

中国的重要原因是来自于佛教界的压力，这种压力又通过

格·文森斯（Ｒｏｄｒｉｇｏ Ｖｉｎｅｅｎｓ），希望派遣能学习汉语并且愿

地方大名传达过来。“沙勿略１５４９年来到日本，试图将日

意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传教士来澳门。这项工作—开始就遭

本人皈依到天主教。由于他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工作对远

到澳门传教士的强烈反对，“有预兆表明这件工作，在其实

东传教的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他在日本的传教受到

施的过程中遭到许多麻烦。因为有的神父基于他们对中国

挫折，并且明显地受到了日本佛教僧侣的反对”［１９１１ｒ岫。民众

的认识和体会，认为这件工作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轻率

中既没有信教的牢固基础，他本人也无法得到上层的持久

和不可取的，所以他们劝告视察员打消这个主意”嘞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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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这项工作已经展开就无法回头，传教士源源

【４】和过哲郎．锁国——日本力悲剧（上卷）【Ｍ】．岩波书店，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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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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