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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述论
杨大春
（苏州大学历史系讲师，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０６）
摘要：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产生和演变于近代中外交涉之中，主要交涉对象是法国天主教会和法国政府。这种政
策先后包含取缔或稽查教会育婴堂、稽查教会育耍堂、由地方官府和民间兴办育耍堂与教会育婴堂相竞争三种类型，呈
现出节节退让、逐步放松的特点。这种特点说明晚清政府在时外涉中始争终弃，无力维护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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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认为“儿童和青年没有成人接受基督教理时遇到的诸多困难。他们是教会将来转化异教世界的希
望。”［１】（Ｐ‘１０５’因此，１９世纪下半期，外国教会，特别是法国天主教会在中国创办了大量育婴堂，以此作为侵略
中国利益、扩张在华势力的手段。在民教相仇的晚清，教会育婴堂极易引起教案，恶化社会治安和中外关系。
为管制教会育婴堂，杜绝教案，抵制西方势力的侵略，晚清政府曾经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尽力付诸实践。本

文试对这些政策的内容、演变过程和实施效果等加以探讨。

１８６０年前，清政府实行禁教和限教政策，中国几乎没有教会开设的育婴堂。１８６０年后，在两次鸦片战争
中连遭失败的清政府被逼实行宽容传教政策，西方教会仗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优势，由通商口岸向中国内地
推进，教会育婴堂也随之兴起。
１８６１年，天主教江西主教罗安当在南昌设立筷子巷育婴堂，是教会在中国内地开办的第一家育婴堂。
至１９世纪末，“对于传教士在华办理的慈幼机关，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属于法国系统的天主教办的较大
的育婴堂或孤儿院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南昌、青岛、武汉、贵阳、长沙、广州等地。”【２ Ｊ（Ｐ．２８５）教会是晚清中外
矛盾的焦点之一。当时，育婴堂的医疗卫生条件普遍简陋，所收孩童动辄得病染疾，不治而亡。每逢传染病
流行，孩子们甚至不幸地成批死去，这就更加剧了民间对教会的猜疑和攻击。

１８６２年，南昌城内先是风传教会育婴堂残害儿童，接着参加科举的士子和当地绅民联合将其冲毁，造成
第一次南昌教案。此教案也是中国历史上首例由教会育婴而引起的教案。江西巡抚沈葆桢在调查后奏报：

“查法国传教条款，本无教堂养育幼孩明文，且所收幼孩女多男少，自五、六至十一、二岁不等，亦无怀抱乳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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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绅民不能无疑。”【３】（ｎ２２９）由此可见：第一，教会在华育婴缺乏条约根据；第二，教会育婴是引发教案的重大
隐患。

１８７０年，发生天津教案，震动中外。该案也是因民间传说教会育婴堂拐卖残害儿童而引起。曾国藩、李
鸿章先后被调任直隶总督，负责结案。他们本着以羁縻为万全、决不自开兵端的原则，不惜赔偿钱财、撤换官

员、杀戮民众，以化解英法等国的武力威胁，维持中外相安。事后，为防微杜渐，避免再发生类似惨案，总理衙
门提出了一部《传教章程》。因为南昌、天津等教案都由教会育婴而起，总理衙门将育婴事务列为章程的首
条，内容是：“教中所立育婴堂向未报官立案，而收养幼孩，其中事难明白，因此酿疑起衅者有之，何不将外国
育婴堂概行裁撤，以免物议。……如必欲设堂，只收养奉教者无人抚养之孩，然亦必报官立案，注明何日收养
何人。”［４】（Ｐ’７）该条内容实为两点：第一，争取将教会育婴堂尽行关闭，以期断绝后患，一劳永逸；第二，即使不
能采取一劳永逸的手段，教会育婴堂也应该向清政府登记，接受清政府的监督检查。总理衙门提出这种策略
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取缔或限制教会育婴堂，以消减民教矛盾，控制住愈演愈烈的教案。

１８７１年２月１３日，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送递英法德美等国公使，请他们督促各自的教会贯彻执行。
然而事与愿违。“此件到欧洲，各国政府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
二，偏而不该。”【４］（Ｐ’１３）德国公使李福斯一面承认清政府“定有立此章程规矩、行此章程规矩之权”，一面却提
出“如嗣后商办此事，亦须容管理传教之人，会同商议妥办。”【３ Ｊ（Ｐ·９７０）所谓“管理传教之人”，指外国教会人员，
或外国政府官员。美国公使镂斐迪也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８日照会总理衙门：“据我意见，此甚属不需。倘非中

国欲阻挡美民之合例，此章程是和约外余剩之物。”∞Ｊ（Ｐ’粥７）因为各国拒不接受，清政府最终不得不将该章程
束之高阁，章程首条关于取缔或稽查教会育婴堂的政策只能不了了之。

天津教案后，有关外国教堂迷拐幼孩、剜眼剖心的各种说法仍四处流传。１８８９年初，广州也风传此说，
其矛头直接指向城内的天主教育婴堂。７月底，这类谣言在广州城内激起骚乱，每天都有许多群众围着法国

天主堂叫骂示威，教案有一触即发之势。法国驻广州领事于雅乐紧急照会两广总督张之洞，请求他平息骚
乱，确保教会安全。张之洞经过调查后认为教会育婴堂之所以引起群众反感，一为育婴堂对外过于封闭，群

众难明内情；二为堂中婴孩的死亡率太高，群众不能无疑。欲释群疑，唯有让官府定期检查，让群众了解教会
育婴堂的真相。因此，张之洞建议今后应由两广总督选派专员负责教会育婴堂事务。该员的责任是：第一，
“每月亲到教士所设之育婴堂查看一次，将堂中办理情形详细禀报；”第二，“逐日遣人到教士所设之育婴堂查
询。如有病故婴孩，即由该堂呈单查验。由该委员亲往查验。验讫，然后由教堂瘗埋。”同时，教会也应当“将
所设育婴堂每日收养婴孩若干名，病故若干名，按月汇报一次，列单交委员代呈，以凭查核。”为了能让外国政
府和教会接受这些建议，张之洞同时也声明要限制督察教会育婴堂官员的权力，此官员“专司稽查，自不得将

堂内章程任意更改。”即使发觉堂中有不妥之处，也必须报告总督，由总督和外国领事协商，转请教会修正。
该官员不得自行作主，干涉教会正常育婴。张之洞的这些建议既可以加强中国政府对教会育婴堂的管束，也
能保护教会的权利，有益于双方。法国领事于雅乐赞同张之洞的这种建议，认为它“既周且备，均系永远相
安，极好之长策。自当一一遵照办理。”【５ Ｊ（Ｐ＿排－２６）
８月３１日，张之洞上奏清廷，详细汇报了他和于雅乐商定的稽查教会育婴堂办法，并建议“将来各省皆可
相机援照仿行，似于安民弭衅之道不无裨益。”１８８９年９月，总理衙门以此奏折为蓝本，向全国下发上谕，通令
各地遵照张之洞的办法，对教会育婴堂实行稽查，正式确立了晚清政府稽查教会育婴堂的政策。【５“Ｐ》－１０）

稽查教会育婴堂的上谕公布后，不仅没有得到教会认可，反而遭到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的强烈反对。他们
纷纷指责于雅乐上了张之洞的当。他们认为这道上谕“与李鸿章在１８７１年交给列强公使的那份照会（即《传
教章程》）必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１８８９年的上谕中，中国用另一种形式加以恢复。”他们指责这份上谕

“把英美法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们的自由完全束缚了。”［６】（ＰＪ２卜１２７）当镇江兵备道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向
扬州、江阴、通州三处主管育婴堂的法国神父们宣布上谕后，他们均拒绝执行。而天主教江南主教倪怀伦得
悉上谕后，还要求法国驻上海领事华格臬出面公开拒绝。华格臬为此打电报给法国驻北京公使李梅。李梅
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迫使总理衙门在１８９０年初同意暂缓实施该上谕。Ｌ６Ｊ（Ｐ‘１２哪
！８８９年后，由教会育婴而引发的民间打教反教事件持续增加。如１８９１年４～５月，扬州的教会育婴堂连
续遭受冲击，造成了第二次扬州教案。６月，因教堂虐死幼童引起了湖北武穴教案。９月，因教堂拐卖儿童引
起了湖北宜昌教案。还有丹阳教案、芜湖教案等。风声鹤唳之际，晚清政府愈觉有贯彻执行１８８９年上谕，加

强管束教会育婴堂的必要。１８９１年６月１８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复李鸿章的信中又提出了１８８９年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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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处理教会育婴堂的办法，并要求清政府将１８８９年未能切实执行的上谕付诸实施。【７Ｊ（Ｐ‘４１１６）刘坤一还

指示镇江兵备道再次敦促扬州育婴堂执行上谕，接受清政府稽查。１８９１年６月２３日，镇江兵备道又派员到
上海徐家汇，要求江南主教倪怀伦通知各堂执行上谕。６、７月间，江苏巡抚刚毅发布通告．，要求各地官员将
此上谕抓紧落实，并作出两条新的补充规定。“第一，教士们应把他们的教堂、住院、中西工作人员，以及在这
些堂内举办的事业，编一详细的清册，交给地方官府。第二，这个通告每年应公布四次。每次公布时，地方官
应视察这些事业与教堂。”【６“Ｐ’１２９）此时张之洞已由两广总督迁任湖广，他觉得“沿江各省数月来叠次滋闹教

堂，大都因收养幼孩而起”，教会育婴事关重大。９月２１日，他奏报：已经“饬江汉关道照会各国领事，转饬各
教士暂勿收养幼孩，免致疑惑。俟各案办结，人心稍静，再行收养。各领事均以为然，并饬关道会商领事，妥
议稽察章程。每月定期常有员绅前往察看，以释群疑。”【５ Ｊ（Ｐ·１９）但刘坤一、刚毅、张之洞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法

国天主教会的认同。倪怀伦主教把这些要求传达给法国驻京公使李梅。李梅为此再次向总理衙门施加压
力。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２０日，总理衙门不得不发布命令，通知全国中止执行１８８９年上谕。事后，总理衙门见教会
育婴堂仍不断引起新的事端，又深感还是有实施此上谕的必要，在１２月２３日又一次照会李梅，告知张之洞
已经两次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领事谈妥，先后在广东和湖北对教会育婴堂实行了稽查报验制度，并且行之有
效。因此，希望法使能够“转饬领事官，将所立察阅教堂婴堂章程画押照办。”但是李梅在１２月３１日强烈声
明“本国汉口副领事官无权与总督或与地方官商订。只能由总理衙门会同法国驻京大臣商酌议立。此事前
者张制军任两广总督时，因想可以与法国驻粤领事官互商定章，业已特具明文，致知在案。而现在改任两湖，
仍欲商准汉口副领事照办，实属令人不胜诧异。”【８“Ｐ‘１２９＿１剐晚清政府遭此驳斥，不得不又一次停止稽查教会
育婴堂的政策。

１８９２年３月，美国传教士、南京汇文书院首任院长福开森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一份加强管理教会事业
的建议，主张“关于育婴堂，除了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上谕所列要求外，还应另加数款。如中国地方官应每
月一次正式视察育婴堂，幼儿的父母们在送人育婴时，应立一笔据等等。”Ｌ６ Ｊ（Ｐ‘１㈣刘坤一欣然接受了福开森
的建议，并命令上海道台等属员和天主教倪怀伦主教、法国驻沪领事吕班等人重新交涉，要求他们认真执行
那份上谕。总理衙门也在１８９２年１０月作出类似指示。但倪怀伦和吕班不为所动，“对他们的催迫，倪主教
总是如此回答：育婴堂对以礼来参观的人常是敞开着的，但育婴堂的行政管理决不能交给官府手
中。”【６Ｊ（Ｐ．１３２）两江总督和总理衙门的计划再次落空。
在国内为稽查教会育婴堂事务忙碌时，清廷出使法国大臣薛福成也为此在国外奔走。薛福成认为１８９１
年长江流域的教案直接源于教会育婴，欲息民愤、平教案，首先就要解决教会育婴事务。因此，他在１８９１年
曾经设计了一套《办理教案善后章程》，但未能付诸实施。１８９２年９月，他从善后章程中抽出关于教会育婴部
分，另外制定了一套《育婴堂条议》，送交法国政府，要求实行。该条议的核心就是要教会定期向地方官府汇
报情况，地方官绅要定期赴育婴堂检查。目的是将教会育婴真相公布于众，消释民众的疑心，免除教案。这
份条议与清政府１８８９年上谕可谓是内外呼应，相得益彰。法国外务部起先对其同样予以拒绝。经过薛福成
的再三争论，他们才勉强同意“以后准中国官绅到堂观看”一点，但不能实施稽查。【９Ｊ（Ｐ．４１卜４２６）１８９３年８月３
日，江苏官员们再次致书法国领事吕班，要求实施１８８９年上谕。但吕班以该文书文字拙劣而不承认其为正
式公文，使得晚清政府实施稽查教会育婴堂的政策再次遭到失败。后来，清政府没有再对教会提出此类要
求，“从此时起，人们不再听到这个上谕了。”Ｌ６ Ｊ（Ｐｔｌ３３）
１８９３年，洋务名流杨毓辉发表《整顿中国教务策》，呼吁清政府“照会各国，禁止教堂育婴，并由地方官示

谕民间，凡子女无力养者，皆送本处堂（指中国人自己设立的育婴堂——笔者）中收养，不准送人教堂，违则重
罚。”［１０】（９‘１６）杨毓辉的倡议代表了当时清政府部分官员在这方面的认识。清政府因为在稽查教会育婴堂事
务上已经连遭失败，因此将其搁置不理。１８９６年３月２４日，御史陈其璋拟定了一份《教案章程》，也建议裁撤
教会育婴堂。总理衙门对此答复：“教堂收养婴孩，其意本为行善。无如杯影弓蛇，群疑莫释。及至查办，究
无戕害实据，每令洋人有所藉口。光绪年间，督臣张之洞会奏请按月派员赴堂查看，嗣因各国使臣均以为不
便，迄未允行。”【４“Ｐ．㈣在此，总理衙门总结了１８８９年以来力求贯彻稽查教会育婴堂政策的过程，承认了失败
的结局和无可奈何的现状，实际已经决定放弃这项政策。

清政府之所以要努力稽查教会育婴堂，目的是为了削弱教会育婴事务在社会上的不良影响，杜绝教案。
可外国教会依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拒不服从清政府的管束，使其徒劳数年。无奈之下，有人提出了一条新

方案——号召中国地方官府和民间自办育婴堂，和教会相竞争，以此变相抵制教会育婴，削弱教会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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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有开办育婴堂、孤儿院等慈善事业的悠久历史。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对此向来都很重
视。１８６６年，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发布了《六文会育婴照旧劝办三年示》，鼓励兴办育婴堂，以纠正当地民间
溺女的陋习。［７】（Ｐ．５５’１８９１年，在两次实施稽查教会育婴堂的政策失败后，清政府一些官员就考虑采取鼓励中
国民间自办育婴堂，和外国教会相竞争，抵制教会发展的策略。’１８９０年６月，湖北天门县地方绅民集资自办
育婴堂，获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褒奖。［５】（Ｐ．５）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御史恩溥奏《各省教案皆缘育婴而起请饬广
设育婴堂折》，建议各地官员大力兴办育婴堂，招收孤儿弃婴，和教会育婴堂相竞争，以达抑制教会育婴的目
的。该奏议给中国传统的民间育婴事业注入了新的意义，给正为教会育婴事务困扰的清政府提供了良策。
清廷称赞这份奏折“不为无见”，随即就发布上谕，“著各直省将军督抚悉心体察，妥为筹画”，大力举办育婴

堂，“总期实惠及民，以恤穷黎，而弭隐患。”［３”５０卜５０２）此谕得到各地督抚的积极响应。广西巡抚马丕瑶回奏
道：“臣尤当凛遵寄谕，再行通饬所属，通行添设，切实兴办。”【３ Ｊ（Ｐ．５㈨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湖北地方，沿江口
岸，华洋杂处，教堂甚多。防范偶有未周，匪徒从中煽惑，易酿事端。是育婴之举在湖北尤为当务之急。”因
此，他接到谕旨后就“分派员绅，驰赴各属，会同地方官绅，周历城乡，切实劝导，设法筹捐约款。或因或创，竭
力扩充。妥定章程，以垂久远。”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１日，张之洞向朝廷汇报：“迄今两年，综计一州一邑岁酬经费
多者钱数千串，以至数百串。收养婴孩多者数百名，以至数十名。各该地方官均能各就本处情形，实心劝办，
不遗余力。”他充满希望地说：“果能从此日加扩充，孤幼皆得所养，于厚俗弭患之道，似亦不无裨益。Ｌ５ Ｊ（Ｐｔ，’

四
综上所述，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可分为前后三类：第一，１８７０年，通过《传教章程》第一条确立了取
缔或稽查教会育婴堂的政策。该政策与《传教章程》中的其它条款一同遭到西方国家的拒绝，未能付诸实施。
第二。通过１８８９年上谕制定了稽查教会育婴堂的政策。该政策遭到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的反复抵制，未能
付诸实施。１８９６年，总理衙门被迫放弃了该项政策。第三，自１８９１年起，晚清政府开始实施由地方官府和民
间大力兴办育婴堂，从而与教会育婴堂相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其实是晚清政府在难以实行稽查教会育婴

堂政策后的变通，目的仍然是为了控制教会育婴事业，平息民教纠纷，抵制西方势力对我国民间慈善事业的
冲击和侵略。
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之所以经历了三次大变化，主要是因为受到法国天主教会和法国政府的强烈

干扰。政策在三次变化过程中呈现出节节退让、逐步放松控制的特点。这种特点说明：第一，清政府对西方
列强的侵略也谋求过抵抗。这种抵抗不仅表现在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中，还表现在清政府平时的对外交
涉中。第二，晚清政府毕竟已是一个腐朽政府，不可能指望它来救国救民。在各类中外交涉中，清政府很少

能维护利权，抗争到底，基本是始争终弃，以妥协退让而结束。中外关于教会育婴堂问题的交涉发生在洋务
运动时期，尚是如此的结局，在洋务运动破产后的中外交涉就更加不堪收拾了。由此可以说明，晚清政府已

经根本无力维持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发动去旧图新的革命已经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１］ｗ．Ｇ．Ｅ．Ｃｕｎｎｙｎｇｈａｍ．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ｉｏｎａｒｙ ａｎｄＨｓｗｏｒｋ［Ｍ］．№ｈ、ｒｉｌｌｅ，Ｔｅｍ；ＰｕｂｌｉＳｌｌｉｎｇ｝ｈ雠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眦ｈ，Ｓ。ｕ出，１８９９．
［２］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３］朱金甫．清末教案［Ｍ］，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
［４］李纲已．教务纪略［Ｍ］，第三卷，章程．南洋官报局，光绪乙巳三月．
［５］王树坍．张文襄公全集［Ｍ］，第九十五卷．台北：文海出版公司．
［６］高龙盘．江南传教史［Ｍ］．上海：上海天主教爱国会图书馆藏．
［７］欧阳辅之．刘忠诚公遗集［Ｍ］，第九卷．台北：文海出版公司．
［８］教务教案档［Ｍ］，第五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９］薛福成．出使公牍［Ｍ］，第五卷，书函．台北：文海出版公司．
［１０］程宗裕．教案奏议汇编［Ｍ］。第四卷．上海书局，光绪辛丑．
责任编辑朱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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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李传斌.LI Chuan-bin 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 -南都学坛2007,27(5)
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发生了较多联系.除一些教案对教会医院产生影响外,教会医院有时还引发教案.因为教会医院所传播的基督教和西医与中国的文
化、习俗完全不同,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案的发生.列强的侵略也是教会医院引起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以上二者
之外,中外利益冲突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上述诸多因素中,有时是一种原因,有时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导致了教案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教会医院并不
必然引发教案.

2.学位论文 刘鹏飞 新教传教士与晚清基督教会自养 2002
任何宗教在传播中都存在着本土化的过程，而教会的自养则是本土化的第一步。在1807年基新教入华之后，同样面临着中国教会自养的问题。本文
再现了晚清基督教会经济自养的历史轨迹，对自养的背景、传教士们对自养的探讨，以及晚清教会自养的典型事例作为较为细致的考察和论述，并从几
个角度揭示了晚清教会自养受阻的原因。最后，简要论述了这一时期的自养尝试与二十世纪中国教会三自的关系。在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本文以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历史学、宗教学及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与研究方法，尝试对晚清教会自养作较为和微观的研究，力图能够发掘
出一些新鲜的东西，使之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3.期刊论文 黄金刚.韦福安.Huang Jingang.Wei Fu'an 晚清教会学校探析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15(3)
晚清西方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目的:一是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二是传播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教会女学的创办开创了中国女子接受教育的先河、改
变了中国人的传统教育观;晚清教会医学校的创办促进了中国西医学教育的发展、为中国培养了早期的西医人才.

4.学位论文 陈珺 传教士与晚清女学 2000
该文分四个部分论述传教士与晚清女学的关系.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传教士创办晚清最早的女学即教会女学以及开创最早的女子留学事业,指出传教士
宣传女学和创办教会女学打开了中国封建教育体制的一个缺口,迎来了近代的气息,这一文化活动也与时代潮流相吻合.第二部分从阐述知识分子女学思想
及其实践中,展示传教士穿梭于其间的活动,指出知识分子的女学思想的产生及晚清出现中国人自办女学,传教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部分论述晚清
女学发展的新阶段,即女学合法地位的确立和传教士办教会女子大学,阐明国人自办女学与传教士创办教会女学二者相互促进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传
教士创办教会女子大学对完善中国近代教育体制所起的作用.第四部分是评价晚清女学的出现的历史意义及局限性,揭示传教士及教会女学社会效应的二
重性.

5.期刊论文 刘凌斌.Liu Lingbin 基督教会与晚清台湾的教育事业(1860-1895) -宗教学研究2008,""(2)
晚清三十年间(1860-1895),尽管教案频发,但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会在台湾进行的传教事业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此同时,基督教会在台湾创办了
近代教育,设立各类学校,推广白话字、创办报纸等.教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教育观念和方式,客观上对晚清台湾教育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6.期刊论文 丁琳.顾卫星.DING Lin.GU Wei-xing 晚清教会女子教育 -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8(2)
伴随着西方侵略势力而来,新教传教士相继在华兴办教会女子学校以传播基督教教义和训练妇女基督教徒与神职人员.随着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
,作为教会传教事业组成部分的教会女子学校成为教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女子学校虽是西方列强对华文化侵略的载体,但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女子
教育的发展.

7.学位论文 刘海亮 晚清传教士的教会自立思想——以倪维思为典型个案 2009
基督教是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宗教，它曾多次进入过中国，在晚清时更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重新进入中国。这一时期的基督教，由于
有着西力政府作为其后盾，在中国迅速的发展起来。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中国人的对它的仇视，中西风俗习惯的不同，传教士人数和外国资金的
限制等方面的原因，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促使来华差会在中国积极推行本地教会自立的实践。传教士中的很多人在如何建

立自立教会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积极地实践的活动，这些思想和实践活动，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教徒在二十世纪推
行的“三自运动”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即以晚清来华传教士中提倡教会自立的代表性的人物倪维思为个案，对他关于中国教会自立的思想和实践活
动进行专门的探讨，结合晚清中国自立教会的发展状况，对比其他传教士的教会自立思想，使人们对晚清来华传教士关于教会自立的思想有一个整体的
认识。

8.期刊论文 何大进 晚清美国教会学堂述评 -历史教学2002,""(7)
晚清美国教会学堂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然而,它所培养的学生,却具有较强的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意识.因此,他们中的许多成
员,成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和领导者.

9.学位论文 程玲娟 空间、资源争夺与晚清山东教案研究 2006
晚清山东教案或民教冲突主要是天主教在传教过程中与山东地方社会发生一系列碰撞而引起的。那么为什么会频繁发生碰撞，这种碰撞的根源与实
质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教会教士在入住并试图立足于山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与地方社会所发
生的碰撞主要缘于教会教士作为一种新的不同的势力强行涉入地方社会所引发的社会空间资源的争夺与再分配。本文即是从资源争夺的角度来审视晚清
山东所发生的重要教案或民教冲突。一般来说，资源争夺可分为物质资源的争夺和非物质资源的争夺。本文选取梨园屯教案、兖州教案等作为非物质资
源之争夺的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在这些教案中，民教双方的冲突主要围绕非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展开的。本文选取鲁西南大刀会反教案诸如曹单砀山教案
、巨野教案、沂州教案、嘉祥教案等作为物质资源之争夺的典型案例来探讨，在这些教案中，民教双方的激烈冲撞主要是由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引发并展
开的。
梨园屯教案发端于传教士和教民要在该村玉皇庙建立教堂，此案中民教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发展与农村民众玉皇信仰息息相关。所以该案可以被看
作是“上帝”与“玉皇”之间的一场斗争。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玉皇庙已经成为村社中公共的文化信仰空间，而教堂作为陌生的异质空间，在外国公
使的压迫和清政府的被迫授权下，强行切入村社抢占村社公共的信仰空间；与此同时，教会势力与村社精英展开政治资源的争夺，当村社精英不得不成
为村社事务的旁观者和容忍者时，教会便成功夺得原本属于村社精英主导的管理空间和权力空间。为了维护传统村社的空间资源及空间秩序，村社精英
特别是村社布衣精英与民间组织结盟，领导民众将这一对抗进行到底。如此，教会与村落、村落群的空间争夺战在持续升级中通向义和拳运动的爆发。
兖州教案缘于天主教圣言会主教安治泰欲进入儒教圣地——兖州城设堂传教，因此该案可以被视为“上帝”与“孔子”之间的一场冲突。作为圣人
故里兖州早已历史地成为传统的儒家文化空间、儒教信仰空间，而兖州官绅则是这一方文化空间、信仰空间的天然尊长和当仁不让的主宰者，他们掌控
着这一空间内的诸多资源如文化资源、信仰资源及舆论资源等，而这些资源又现实地转化为他们的政治资源。教堂作为陌生空间，依恃强权屡次试图打
入异教空间的圣城，兖州官绅利用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各种资源，于教案初期发起强有声势的“揭帖”战，并以“身体”和“性”为主题与教会方面展开
信徒资源的争夺。最后在德帝国强权的支持下，教堂空间终于成功切入兖州城。教会空间的成功切入从“符号战争”的角度来说，天主教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反教斗争以及官绅所掀起的反教舆论动员已经使得反教的观念、意识在更大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空间的争
夺势头和深入人心的反教动员相结合，在随后的义和团风暴中深刻显现出来。
从如上的教案来看，非物质资源的争夺是造成民教矛盾与冲突长期胶着的主导因素，但是把晚清山东教案之主要原因都归结为非物质资源的争夺
，显然是片面的，它更广泛的是表现为物质资源的争夺。或者说物质资源的争夺在某些地区的教案诸如鲁西南大刀会反教案中表现的更为激烈、残酷
，如曹单教案、巨野教案、嘉祥教案与沂州教案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交织着权力的争夺。权力的争夺主要表现为教会依恃强权广泛干涉地方词
讼以及争夺村社主导权等；而物质资源的争夺则主要表现为财物、收获物、房产及土地等经济资源的激烈争夺。在生态危机中，教会势力及教会空间欲
立足于地方社会并得到扩展，就必须参与地方社会资源的争夺。在这场资源争夺运动中教会因有国际背景而占有优势，教会势力及教会空间才能够以强
劲的势头冲击、挤压着的地方社会的经济空间、权力空间以及民间组织空间。这势必引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地方官绅及民间组织的或明或暗、或缓或急、
或单独或联合的抵抗与斗争。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政治压迫和军事侵略的步步进逼之下，国家的生存资源、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受到空前的冲击和威胁的情
况下，大量的民教冲突在长期的、严重的资源争夺中不断趋向激化、升级并最终通向世纪末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10.期刊论文 陈建华.Chen Jianhua 从"中华教育会"透视晚清基督教的教会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6,24(2)
清末基督教教会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教育会"有着其他宗教机构或教育机
构无法替代的作用,"中华教育会"加速了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教育制度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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