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圣会组织
赵殿红

Ｌｅｕｎｉｓ １５３２－１５８４ 在欧洲建立了圣母会

中国圣会组织概况
１７

其目的在于培养耶

稣会修道院学生的宗教意识 提高他们的

１８世纪 种类繁多的为中国天主

教教徒而组织的团体称为 会
善会

Ｓｏｄ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ｙ

精神修养 这个会很快遍及欧洲各处 所

圣会 或

以 耶稣会士们在中国鼓励建立类似的协

而 圣会 是其较为正式的说法

会 是很自然的

圣会有时是一种正式的组织 要求某一类
人才能参加 有时又是一种为广大群众而

早在１６０７

设的教会组织 这些群体的活动也各不相

圣母的名字命名的

同

是

有的通过集体活动而进行个人培养

１６０９年 在北京就有了以
圣母会

但重要的

中国早就有了这种组织协会的传统

有的则进行慈善活动 但更多的是两者兼

耶稣会士们只是对之进行补充和修改 有

顾

圣会的建立与发起者可以是中国教

些协会甚至由那些曾经参加过佛教协会的

徒 也可以是外国传教士 实际上 圣会

天主教教徒创办 很显然 他们以佛教协

组织是一种中国传统与天主教因素的结

会的方式 同时参照了传教士的要求而建

合

立这种协会 在南京和上海曾出现过圣母
在中国的传统中 各种宗教的教徒组

会 后来在 １６３３ １６３４ 年 在山西的绛州

织的目的在于互相帮助 进行慈善事业和

和蒲州以及福建省 也有了圣母会 同时

精神上的提升 而这些教徒组织通常也称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协会 如在杭州 杨

为 会

廷筠曾在 圣水会 上讨论教义问题 在

如 互助会

放生会

同圣

会 等
１５６３ 年 耶稣会士让

福建曾有过 善终会
会

路尼斯 Ｊ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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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保会 和 贞

起怀疑 又比较容易活动 大部分的圣会

上述协会的目的 总的来说 是通过
宗教活动和慈善行为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和

对不同阶层的教徒开放

成员间的团结

女 为儿童 为文人 为传道员而设的 这

在晚明值得注意的是由著名的教徒组
织的 仁会

但也有专为妇

种协会非常普遍 例如在上海 １６５０ 年左

如上述的杨廷筠 他在受洗

右有 ７９ 个圣母会 ２７ 个天主会 １６６５ 年

之前 曾经是 放生会 的成员 再如王

左右 上海共有约 １４０ 个圣会 而全国则

徵 他曾经为 仁会 撰写会约 从他们

超过 ４００ 个

的 会约 可以得知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

教士是常驻上海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潘国光

建立这种圣会最为积极的传

Ｆｒａｎ•ｏｉｓ Ｂｒａｎｃａｔｉ

募捐钱财 帮助穷人 主要工作表现在以
下七个方面 给饥饿者以食物 给口渴者

清初的圣会主要服务于宗教目的 成

以清水 给赤裸者以衣服 给疾病者以看

员定期地集合在教堂或别处进行祷告 行

护 给旅行者以住宿 给入狱者以救赎 使

圣事和聆听教义 慈善行为 尤其是埋葬

死亡者得入土 中国人非常看重去世后的

死人是他们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些

待遇

圣会有非常特殊的目的 比如专门为印刷

所以这些协会就很重视埋葬死人

他们还收集道德说教的 善书

以教育其

宗教书籍而提供资助 或者在宗教节日时

成员为善去恶 得到道德上的提升 这些

为远道而来的教徒提供旅费和食宿 它们

协会与传教士所建立的协会不同 不太重

不仅自立和自我发展 而且成为一种传播

视礼仪活动 如祷告

我们还不太清楚其

教义的方式 正如潘国光所撰的 天神会

中的成员是否全部是教徒 这种协会似乎

课 中所显示的一样 对年青人的天主教

对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是开放的 他

教育是他们工作的基础部分 传教士们往

们也可以自愿加入 因此 这种协会是根

往非常信任地将这些圣会交给传道员负

据天主教的慈善之意而建立的一种独特的

责 他们还鼓励成员劝说他人入教 有的

团体 是晚明一种典型的组织 由当地的

人还被赋予为别人授洗的权力 结果 这

士绅捐纳钱财 为人们做好事 它完全由

些圣会在长期没有神父的情况下 成为教

中国人自行组织运作 发扬中国传统的价

会的基础性组织 它们的作用非常大 尤

值观念

其是在１６６５

另一种在明末出现并在清初流行的协
会是典型的带有宗教色彩的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１６７１年杨光先教案时期 这

些圣会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教徒宗教生活
的继续

圣会

随着教徒数的增加 传

大多数圣会在整个 １８ 世纪还继续存

教士人数不足以为他们服务 神父们只能

在 而且越来越正式 有些圣会的会规得

不定期地看望一些地方的教徒社团

以保存下来 例如耶稣会士苏霖 Ｊｏｓ é

因

此 传教士就将教徒组织起来 成为一种

Ｓｏａｒｅｓ １６５６

很重要的教会团体 与欧洲的 牧区 相

立的 圣母领报会 的会规表明 这个圣

似 他们在没有神父的时候 聚集起来进

会根据北京城的不同区域

行祷告与训练 并且分成小组 既不会引

组 另一个例子是 圣体会 会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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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６ １６９４ 年在北京建
分成 ２０ 个小

会是由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们在 １６９９

１６６５ 年年初即有 １４ 个这种机构 ３ 个奉献

至 １７０４ 年间建立的 并活跃于整个 １８ 世

于耶稣基督 ９ 个奉献于圣母 ２ 个奉献于

纪 这个圣会由 ４ 个不同的小组组成 专

守护天使 当时 另一种类型的一个教徒

为教育新教徒的

圣意纳爵会

为教育

组织也在常熟开展活动 即 十二使徒圣

成年人以及为弃婴和孤儿施洗的 护守天

会

神会

１２名成员专门去鼓励教区中过于懒惰的教

帮助病人和濒死者及组织葬礼的

圣若瑟会
会

为教外人施洗的 圣方济各

这些会规需经教皇许可

Ｃｏｎｆｒａｒｉａ ｄｏｓ Ａｐｏｓｔｏｌｏｓ

其中的

徒

从这些圣

杨光先教案 １６６５

１６７１ 年 结束之

会尤其是从耶稣圣心会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后 神父们于１６７１年年末从广州返回他们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Ｈｅａｒｔｓ Ｊｅｓｕｓ 可以看出

的传教站 并很快恢复了在教案中陷于停

这些中国 １８ 世纪的圣会深受法国 １７ 世纪

顿的机构和团体

晚期的影响 因为当时法国耶稣会士大量

所以

当柏应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ｏｕｐｌｅｔ 于 １６７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之后在上海接替刘迪我时 他继承的是一

来华
另一方面 多明我会 方济会 奥斯

个成果显赫的传教区 其中有很多圣会组

定会和圣衣会会士在中国所组织的协会只

织

是重复他们在欧洲的崇拜 比如 玫瑰经

区 这些组织也逐渐恢复了它们昔日的繁

会

盛 杜宁－茨博特概括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

索会

多明我会在 １７２０ 年左右创办
方济会 １６８３ 年以前创办

圣方济各三会
苦会

赤足圣衣会创办

圣母圣衣会

苦己

过他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细统计

满在其传教区二十年中 发展了耶稣基督

圣母 七

受难会 天使会 传道员会和文人协会 每

约在 １７５０ 年

个圣会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些圣会的活动

织 用来进行个人修行和为免罪而做自罚

耶稣苦会

行动

鲁日满记

于 １６７４ 至 １６７６ 年的账本也零碎地记录了

赤足圣衣会所创办 １７５９

等等 这些圣会大多数是封闭性的组

年

鲁日

圣带会

济南 １７０７年

奥斯定会创办 １７０８ 年前

圣

在常熟及鲁日满传教活动的其他地

是奉献给耶稣基督的圣

会 广州 条例 中规定了其会规 主旨

不进行公开的集会

是通过身体的苦修达致精神的提升

江南地区的圣会组织

苦

会行鞭策 束铜带 守大斋等功夫 自是

自从潘国光将圣会组织引入江南地区

该行 但或年老或贫病者与不便行者亦不

以来 在上海等城市中发展开来 明末清

必拘

初 江南地区成为中国天主教圣会最为繁

Ｍａｒｇｉｏｔｔｉ 的定义 这种圣会的主要内容

荣的区域 １６６５ 年年初 在上海地区约有

是

１４０ 个圣会组织 共有 ５００００ 名教徒 常熟

守护死去的人前去他们的坟墓

也建立有这样的协会

这种协会是潘国光模仿意大利那不勒斯等

宜睦

由于耶稣会士贾

Ｊｅｒｏｍｅ ｄｅ Ｇｒａｖｉｎａ

Ｆｒａｎ • ｏｉｓ ｄｅ Ｒｏｕｇｅｍｏｎｔ

和鲁日满
的努力

更可行别样神功以补之

根据 Ｆ．

冥想我主的受难 救助将死的人以及
在上海

地的一些秘密组织而建 鞭笞礼在上海地

在

区苦会中的使用可以在１６７７年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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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证实 在鲁日满的传教区 它主要

通常简称为 天神会

鲁

出现于苏州和松江 而这种圣会在苏州的

日满的账本多次提到杭州的 天神会

关

建立可以追溯到鲁日满时代之前

在苏

于常熟的天使会则采用柏应理撰写的教义

州 一些从１６５９年左右就居住在耶稣会会

问答书对儿童进行教育 以及相互考察提

院附近营房的满族士兵 曾经参加了这种

问的 比利时方式

组织

这种集会 并对 邪恶的情欲 之类的主

早在 １７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守护天神会

就有材料

一些文人有时也参加

提到他们在每个礼拜

题进行生动的辩论

五参加这个组织举行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

更有说服

传教士们认为不节制

力的证据是视察员利

的情欲是中国上流社

的鞭笞礼
玛弟

Ｍ． ｄａ Ｍａｉａ

会最显著的恶行之一

的描述 他在 １６６２ 年

总之

间旅行经过江南时

组织是非常繁荣的

在苏州

以致那里的教堂常常

南京和松江

常熟的天使会

亲眼目睹了这种鞭笞

显得过于狭小

礼 在苏州 他还指出

以容纳天使会的成员

其中有一些士兵

及围观的教徒

１６６５ 年

孟 １６７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的

常熟有三个

这种组织

信提到了一个

鲁日满

１６７１ 年从广州返回之
后

鲁日
天神

会 组织的繁荣 其中

很可能继续或者

恢复了这些机构

不足

的成员每月在某个礼
上海最早的天主教堂外景

因

拜日集会

信中还描

为鲁日满的继任者鲁日孟在１６７９年９月１４

述了这种集会的细节 比如学生站在讲台

日的信中谈到 他在这个城市中从其前任

上 两个对两个地相互发问

继承下来的三个圣会中
稣 苦会

有一个是

耶

鲁日满账本记录了某地的天神会的集

１６７９ 年苦会有 １５０ 名成员 他

会开支

他有时会为孩子们提供一些食

们每周五聚集到教堂 神父不在时也是如

物 如在杭州

此 在弥撒之前 在耶稣受难像 只在这

点心 ７６ 文

为 ３５ 个天神会的孩子买
这条账目记于 １６７５ 年 ４ 月

面前祈祷并唱连祷

１４ 日 即当年的复活节 所以这些点心可

文 这份材料还提到杭州和上海的类似组

能是鲁日满送给孩子们的复活节礼物 鲁

织

日满这样做 完全遵循了广州 条例 的

种场合才揭开呈示

天使会

或称 天神会

的建立是

要求 它明确规定信教家庭应经常为儿童

为了对儿童进行教会教育 潘国光在 １６６１

准备和分发一些甜食 以吸引和刺激他们

年规定了这种圣会的工作条例 广州 条

的注意

例 中也有类似规定 它们的中文名称是

账本还记录了鲁日满为接受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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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购买和分发一些教育用品的花费

成员们在其中可以使用一个

见账本页 １４９

馆

成员的奖赏

付给圣方济各教堂天神会
１６７５ 年 １２ 月上半月

账本

其中藏有供每位成员使用的教会书

籍 所有这些 都是根据欧洲的模式而组

根据 １ ６ ７ ７

没有记录这些物品的名称

圣会图书

织的 在常熟 一些文人集中起来参与教

１６８０ 年的年度报告和柏应理的文章 我们

会事务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那里

可以了解上海的天神会所用的宗教物品有

也存在一个文人圣会 鲁日孟在 １６７９ 年 ９

念珠 画像 十字架 纪念章等

月１４日的信中 清楚地描述了这种文人圣

以上种种善会
携扶植

会组织 他们每月在一个特定的礼拜日集

都由夫人提

中在一间私人房子里 人数有 １０ 至 １２ 人

给这个圣像苦像等物

给那个自己刊印的书籍

讨论某一条教义 并在神父的监督下抽签

每年给

要理会中许多念珠 圣蜡 苦像

表决 鲁日满在账本中记录他为 儒会 成

圣牌等物

员购买糕点和糖果 见页 １８８

令教师赏给学生

在上海 为天神会儿童送礼物的时间

点心等物

页 １８５

主要是在重要的教会节日 以及在天神会

或简单的午餐

的守护神大天使弥额尔

心

Ａｒｃｈａｎｇｅｌ

Ｍｉｃｈａｅｌ 的纪念日 在昆山 给天神会儿
童送礼物的时间是在１２月初的庆祝礼仪上
见鲁日满账本页 １４９
日

这可能是 １２ 月 ３

页 １８０

为儒会买点

最后是圣母会 １６７７

１６８０年的年度

要目的是督促慈善事业的进行 在精神和
身体上对教徒施以眷顾

鲁日满行谊 还提到一

种特殊的机构 青年人圣会

为奉教文人买点心

报告详细描述了圣母会的组织情况 其主

因为这一天是当地的守护神方济各

沙勿略的纪念日

为儒会买

包括埋葬穷人

分发救济品 抚慰贫苦的人 等等 其中

这是继续天

文名称为 天主圣母会

意即 奉献于圣

神会的高一级组织 因为它是为长大的男

母和天主的组织

孩子建立的 常熟有一个这样的组织 据

满账本页 １００ １６７４ 年 １０ 月 证实常熟有

称它是由专门负责此类教徒的传道员何世

圣母会 鲁日满因参加圣母会繁重的庆祝

贞所建 在这个圣会中 每位成员每个月

活动

要完成两份演讲词

修

然后口头向公众报

告 这种组织主要选拔和训练年轻人 使

１６７７

而在那一段时间不能继续他的神

有时在教堂 有时在教友的家中 有时则

是专为文人而设

在其他地方 总之 明清时期各种各样的

１６８０年的年度报告非常详尽地描述

了上海的这种组织

鲁日

上述各种圣会举行聚会的地点不一

他们逐步成为传道员或讲道员
圣依纳爵会

简称 圣母会

圣会组织在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建立

包括其任务和惯例

表明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初具规

等 其成员要在固定的时间参加弥撒 组

模 圣会组织的建立 有力地保证了教徒

织出席本圣会举行的集会 并积极交流他

们宗教生活的正常进行和在教难期间的延

们所学的教义 鲁日满账本称杭州的这种

续

圣会为 儒会

即 有学识的人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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