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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法国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
刘正祥
（中共汕头市委党校广东汕头５１５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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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鸦片战争前，１７２３年清朝政府曾经颁布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和中国人信教的“禁教令”，在此后１００多年

间，仅有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在华秘密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１８４４年法国利用＜中法黄浦条约》，强迫清政府
废止“禁教令”，使得外国的对华传教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同时向罗马教廷和清朝政府施压，
顺利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保护”各国在华传教利益的特权（史称“保教权”）。１９世纪末，因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法
国又不得不放弃它的所胃“保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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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世界上信奉夭主教声名最著的国家，

与清廷之间掀起了一场关于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

不仅因其国内信此教人数之众，更因天主教政策

化孰优孰劣的“礼仪之争”，直接导致了１７２３年

在其国家政策中居于至殊地位。近代列强高度重

雍正皇帝颁布禁止外国人传教和中国人信教的

视对华物质掠夺，法国亦然，但较之别国，法国

“禁教令”，并下令逐杀外国传教士，中国自此关

却尤为注重精神渗透。法国天主教的对外传布活

上了外国人传教的大门。雍正禁教对于布道中国

动远早于其海外殖民活动，但资产阶级的侵略目

的传教士来说不啻一场教难，尽管如此，仍有少

标却最终将两者紧紧地捏合到了一起。晚清时期

量愿意献身于天主的传教士，蛰伏在中国各地偷

法国的对华天主教政策凸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和

偷地传播着上帝的“福音”。

阶级烙印，其政策基点是谋求对华“自由”传教

法国天主教为了能够继续对华传教，当务之

权和夺取对在华各国的天主教“保教权”。本文拟

急便是考虑如何才能打破雍正禁教令的禁锢。然

对这一政策的嬗变脉络作一梳理。

而，鸦片战争前中法两国并未有过任何正式的外

交接触，法国宗教界意识到必需迅速扭转这种局
一、动用外交。获取公开传教特权

面。

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南京条约》与《望厦条
天主教传华，肇始于公元１２９４年的意大利人

约》的签订，给法国天主教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

约翰·蒙高维诺来华布道。直至１７世纪初年，伴

契机。为了不错过这一难得机会，法国宗教界强

随着海上势力的崛起，法国才开始向中国进行传

烈要求本国政府，“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

教。１６１１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遣派金尼阁来

人的利益，亳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毁了的

华，是为在华的法国天王教士第一人。其后，法

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

国传教士便纷至沓来，迄至１７７３年，仅来华的耶

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此时，法国

稣会会士已达近百人。后因康熙年间，罗马教廷

政府也同样注意到英美等国从中国捞取的大量好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一１２—０ｌ
【作者简介］刘正祥，硕士研究生，中共汕头市委党校科研室副主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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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唯恐自已行动迟缓而失去这个良机，由此开

到奏本即朱批“依议钦此”，并于１８４５年２月１

始紧锣密鼓地擘画对华政策的内容，即将宗教利

口颁咨通知耆英。

益和商业利益统一到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中来，

获悉天生教弛禁，拉萼泥便进一步请求发还

致使两者共同构成了法国即将实施的对华政策的

雍正禁教期间被封闭的天主堂旧址。于是，道光

两大重要基石。

皇帝于１８４６年２月２０日再次颁发谕旨同意其请。

经过准备，法国政府于１８４３年１１月组建成

耆英接旨后发布告示，晓谕天下：“天主教既系劝

拉萼泥使华团。使团成员２２人，另有６名随团的

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

天主教士。传教士随行的用意，时任巴黎外方传

……所有康熙年间各省之天主堂，除己改为庙宇

教会会长的朗格卢瓦是这样告诉拉萼泥的：“我门

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堪明

的传教士随时可以为您效力，而且会在不损害宗

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７ Ｊ

教利益的情况下为您做力所能及的事。”旧Ｊ至于使

清帝“弛禁天主教”和“堪址还堂”两道谕

团使命，拉萼泥在呈法国政府的报告中描述得很

旨的颁发，标志着长达１２０多年的雍正禁教令已

清楚，即：在对华商业贸易要求方面，英国和美

被废止。法国天主教士为此欢呼：“这道（第二

国已经给法国树立了“成功”的榜样，“然而，从

道，笔者注）上谕到了传教士手里，就成了同地

精神和文化方面来看，我认为该轮到法国和法国

方官作斗争的最税利的武器；不久，我们将看到

政府运筹决策和采取行动了。”￡３｜，“本使团在精

江南传教士的领导人利用这道上谕，并倚仗了上

神方面的成就也将远远超过英国人和美国人所得

海领事们的支持，摆脱了不少困难”。Ｅ８］拉萼泥亦

到的一切。他们考虑的仅仅是物质利益，精神利

十分满意于自己的成绩，不无自豪地称：“我欣悉

益被他们彻底忽视了。”Ｈ Ｊ，由此可见，拉萼泥担

我出使时工作，虽有阻力和某些官员的刁难，但

负着商业与宗教利益一肩挑的重任，且与英美相

终于因收到基督教文化与宗教自由的极大成效而

较，更为注重精神方面。

高兴”。Ｅ９］

使团配有的３艘军舰于１２月起程，至翌年８

基于上述可知，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在西方列

月才在澳门登岸。拉萼泥甫抵澳门，就接到江南

强之中，法国是第一个打开对华传教大门的国家。

教区任主教的法国遣使会士罗伯济送呈的一份备

它的外交政策积极为其对华宗教的推行开辟了道

忘录。备忘录为使团提供了中国天主教徒的详细

路，宗教利益被提升到了与商贸利益同样重要的

情况，并恳请便团向中国交涉宗教事宜。拉萼泥

地位。这一阶段法国在宗教政策上的成果，便是

随即复信称，“法国国王永远是个最虔诚的信教君

顺利地获取了天主教对华公开传教的特权，不仅

主”Ｌ５ｊ，并应承了罗主教的请求。

极大地鼓舞了法国的天主教士，也极大地鼓舞了

中法淡判于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７日在澳门举行，

法国政府更加注重于推行其宗教扩张政策。

中方代表是钦差大臣耆英。拉萼泥制定的谈判策

略是，为防止谈判一开局就陷入僵持而将商务与

二、凭借武力。强索自由传教特权

教务要求分开，第一步是与中国签定一份商业贸
易的条约，第二步才全力索取传教特权。在清廷

《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给法国天主教对华

主和路线的支配下，商务谈判进展顺利，１０月２４

传教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它迫使中国在宗教问题

日《中法黄埔条约》签字。条约完全满足了法国

上作出了重大让步。道光皇帝的两道上谕实际上

的商业要求，而宗教条款则仅有一处，即第２３款

宣告了鸦片战争前清廷严禁外国对华传教政策的

提及的允许法国人在五口建堂礼拜。拉萼泥接下

破产，法国天主教士也因此而从禁教期间的秘密

来便是着手其第二步的教务谈判。

宣教转为公开传教。不过，《中法黄埔条约》中

条约签字不久，拉萼泥即要求耆英奏请道光

“概不准赴内地传教”的规定，却仍然“困扰”着

皇帝弛禁天主教。由于惧怕拉萼泥率舰队进京，

传教士，成为其欲“自由”传教的障碍，因此设

耆英只得于１０月２８日禀明皇帝：“今据弗朗济使

法清除这一障碍，便成为法国天主教对华传教政

臣喇萼呢将中国习教为善之人免罪之处，似属可

策的下一轮奋斗目标了。

行，应请嗣后无论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兰

不滋事行非者，仰恳天恩，准予免罪”。帕ｊ道光接

西第二帝国在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得以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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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来的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寻找借口策划一

护送传教士。

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继而从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

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犯，清政府

１８４６年２月２０日道光皇帝的第二道上谕有

又只得于１０月２５日与法国签订《中法北京条

这样规定，即凡康熙年问建立的旧天主教堂“给

约》。在该约中，不但把传教土可到内地随处活动

还该处奉教之人”，于是，传教士纷纷潜赴内地，

的条款塞了进去，而且担任翻译的传教士艾美还

借“还堂”之名任意指控恣意讹诈。江南一带，

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

传教士甚至连处所尚弄不清楚，便强令１５个县府

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

立即堪址给还。而在西藏、四川、广东、湖北、

中文本第６款全文如下：“应如道光二十六年

浙江、山西和河北等地，被地方官查获的不法闯

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

入内地的传教士便达３５人之多。道光上谕规定旧

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

堂给还的应是“该处奉教之人”，亦即中国的信教

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

教徒，然而传教士却要挟地方官吏应将旧堂交给

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

法国领事，再由其转交各地教徒。经此一番周折，

廊等件应赔还，交给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人臣，

各地教产实际上变成了法国政府和教会的教产了，

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

中国教徒岂有权力再过问这些财产？传教士此种

田地，建造自便。”Ｌ１１

Ｊ

恶劣行径激起了中国地方官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当时中法双方约定，《中法天津条约》以法文

强烈不满，民教冲突因而绵延不绝。其中，法国

本为准，但法文本中第６款根本没有传教士在中

神甫马赖便是因在广西西林县胡作非为而在民教

国各地可租田买地建堂造屋的规定。有史家曾就

冲突中被愤怒的当地群众所击毙。“马神甫事件”

此事评论，“传播上帝福音的教士，居然可以用欺

自然给法国谋求新的侵略和扫除自由传教的障碍

骗诈术于如此重大的事项，即使其目的纯为良善，

提供了发动战争的口实。

其手段仍深为可鄙。”【１２

Ｊ

１８５６年，法国伙同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

法国天主教士对《中法天津条约》和《中法

争。１８５８年６月２７日，在英法联军炮火的轰击

北京条约》中的传教自由条款，感到无限欣慰和

下，清政府被迫与法国签订《中法天津条约》，该

满足。法国的朗怀仁主教和中国各代牧区主教，

约第１３款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

在呈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请愿书中写道：“１８６０

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

年的条约为我们在中国的传教士开辟了新纪元。

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

现在我们能够自由地深入久闭的中国内地，在那

内地传教之入，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

里可以讲道、设堂、建设慈善机构，取得这个自

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

由应当归功于陛下的大力保护，归功于北京的密

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

切注视条约执行的公使。”ｕ ３ｊ

论何处，概行宽免。”［１０ Ｊ这项条款，有两点至为重

至此，法国借助炮火和战争的威力以及传教
士诈骗的手段，为其宗教政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

要：

其一，“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皆免

道路，法国天主教士因此可在中国各地畅行无阻

惩治”。实际上是规定了凡信奉天主教之中国教民

地自由传教并获得中国兵役的保护，天主教势力

即可受领事裁判权的护佑，即便违法犯罪，中国

由五口迅速蔓延至中国广大的内陆省份。

法律也不得加于其身。这既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司
法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也严重地助长了教徒寻

三、倚重教廷。积极抢夺“保教”特权

衅滋事后有所托庇的心理，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不
稳定，使得教会与教徒成为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

罗马教廷为了调适各殖民主义者的天主教修

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其二，凡“备有盖印执照

会在殖民地国对传教利益的争夺和内讧，曾于１６

安然人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传

世纪授与葡萄牙享有东亚地区的“保教权”。据此

教士不仅获得了人内地传教的权利，同时还对清

权可统理该地区的所有外国的传教活动，包括各

廷科以保护这些传教士传教的义务。其后，清廷

国传教地盘的划分，传教行动的统一，乃至于各

在各省设立洋务局，职责之一便是专司拔派兵役

修会传教政策的制定等。既然保教权有此诸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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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因此谁若掌控了中国的保教权，谁也便可以
充分地运用此权来为其侵华创造巨大便利。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教廷实际上就已
开始使用法国的传教护照派遣各国传教士到中国

鸦片战争以来，在天主教传华一事上，法国

宣道。同时规定各国传教士与中国官府若有交涉

之所以如此热衷并一直行动至为积极，除了其国

事宜，一律交由法国领事馆办理，这无异于教廷

内的宗教扩张需要以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

已完全抛弃了葡萄牙而依靠于法国。

那就是拿破仑在１８０２年分别给巴黎总主教和罗马

面对法国在天教保教权问题上咄咄逼人的攻

教皇的信中所要求的：希望将“东方所有教友尽

势，葡萄牙终因国小势弱无力与之抗衡，兼之教

量置于法国特殊保护之下”［１４】，“希望能给中国的

廷各国天主教会纷纷转向法国，这样，葡萄牙在

传教事业增加新的生力。不必对圣座隐讳，我之

中国的保教权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于是，葡萄牙

所以要这样做，与一般宗教利益无关。”Ｅ ｘＳ］倒是法

被迫于１８５７年同教廷签约，正式宣布放弃中国澳

国的一传教士古伯察对此说得最为明白，“法国派

门以外的天主教保教权。至此，法国在１８０２年就

遣自己的宗教徒到最遥远的地方，用自己的船只

提出的对在华天主教的“特殊保护”要求得到了

把传教士送到海洋的彼岸，并以大量金钱给予资

满足。

助，这个特殊基督化的国家始终在执行着这样的

法国夺得了觊觎已久的保教权，标致着其在

政策，逐页地在它的历史上写着‘天主的工程借

华的天主教势力达到了巅峰。但物极则必反，它

法国人之手完成”’。ＩＸ６］

的对华宗教政策显露出来的无限扩张的态势，不

既然法国在对华传教问题上不遗余力的最终

仅让中国政府感到不安和焦虑，同时也招致了其

目的是要对在华传教施以“特殊保护”，而教廷的

他列强的不满和担心。法国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

目标则是使全球宗教化：既然葡萄牙国力式微以

来自各个方面的强大压力和冲击，不仅中国不承

致在宗教拓展问题上很难再有作为，而教廷的宗

认外国的保教权，德、意等列强也不甘受制于法

教工程只能“借法国人之手完成”，那么，教皇只

国的保教权，加之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和仇教情绪

有对法国所做的“成绩”给予肯定并予以适当

日渐高涨，诸多因素的作用，法国越来越觉得力

“奖励”，才能够鼓励法国继续为教廷效力了。

不从心，难以应付。

１８４６年４月，教廷作出决定：原葡萄牙籍的
赵主教负责的北京主教区交给法国管理，命令在

四、内外交困。被迫放弃“保教”特权

内蒙西湾子传教的法国遣使会会士孟振生前往北
京接管。翌年３月，这位葡萄牙传教士在给教皇

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法国利用保教权在中

的答复中，强烈抗议教廷取消葡萄牙的保教权，

国各地不断制造民教冲突，以致教案迭起，清政

声称决不放弃葡萄牙对北京主教区的管理权，只

府不得不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给予考虑并采取对

会把“应该归凯撒的给凯撒，应该归上帝的给上

策。１８７０年２月９日，总理衙门请驻华英公使阿

帝”，坚定地表示他“生为葡人，死为葡鬼”［１７１。

礼国递交一份文件给英国政府，并由英国转交其

但是，抗议归抗议，在教廷的强压下，这位赵主

他列强。文件不承认法国在中国的所谓保教权，

教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北京主教区，孟振

建议就宗教一事与各国“妥定章程”，“使传教士

生从容地从赵主教手里夺到了北京主教区主教的

如中国僧纲道纪等司，均归（中国）地方（官）

职位。

管辖”。［１８］清政府把《传教纪略》和《给各国议办

教廷的态度，立即引起了在华的各国天主教

传教章程》散发给列强，请求议办。

修会纷纷作出反应。各国天主教士于１９世纪５０

实际上，列强早己不甘心本国教会受制于法

年代初年，便表示将不再接受葡萄牙的“保护”，

国，更无意于本国教会永远成为法国宗教政策的

而惟法国的马首是瞻。１８５１年，各国天主教会还

帮闲者。针对中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列强决意借

在宁波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到会的全体教士联

此机会摆脱法国对本国教会的控制。首先发难的

名呈书法国外交部，请求予以传教保护，并让孟

是德国。１８８２年，德国驻法公使向法国声明，德

振生致信部长，敦请法国政府能一如既往地注意

国将保护本国在华的教会。１８８６年夏，德驻华公

传教事业。同年２月又召开上海会议，各地主教

使巴兰德在天津会见李鸿章时也提出了同样声明。

联名呈请教皇将保教权由葡萄牙移交法国。

随即，德国联合意大利同时向中国提出此项问题。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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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１１月初，德、意公使通知法国，声称已与中

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义和团主要是赶走外

国就保护本国教会一事达成有关协议。总理衙门

国人，……视天主教的宣传是为了适应我国的利

亦告知法公使李梅，称中国承认德、意给它们本

益。’’［１９］

国传教士颁发的护照，至于法国颁发给各国传教

中国人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的爆发，才最终

士的护照，中国亦一体承认。法国得知后，立即

迫使法国放弃保教权。这场运动，使法国政府意

敦促教廷设法破坏以上协议。在教廷的干预下，

识到，继续掌控在华的宗教保护权，不啻于从列

意国传教士拒绝接受本国传教护照，仍旧找法国

强的行列中主动走出来单独面对愤怒的中国民众，

签证。

成为遭其攻击的一面靶子。形势的变化，迫切需

但德国不买教廷的帐，反而指令其驻华公使

要迅速调整对华传教政策。１９０５年，法国政府因

向教皇表示强硬态度，并唆使在山东的德籍传教

与梵蒂冈交恶，法国也就趁势废止了其在华的保

士安治泰直接向教皇索要保教仅。１８９０年，安治

教权，终于甩掉了这个令其“烫手的山芋”。１９０６

泰在回柏林受到德皇和法国政府的隆重礼遇后，

年１月，法国公使通知中国政府，其后法国将只

向教皇正式提出德国关于保教权的要求。鉴于德

保护本国的传教士。

国正国势鼎盛，教廷不敢拂逆其意，终于在１８９１

至此，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关于在华宗教保护

年１月宣布承认德国拥有对其在华教会的保护权。

权的争夺战正式结束，标志着法国对华天主教的

法国则由于遭受普法战争的重创而难振昔日威风，

传教政策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入了一

在强权决定外交的“公理”面前，也只有接受这

个新的阶段。

一安排了。
（参

德国拥有自己的保教权，标志着近半世纪的
法国经营的对在华教会控制的大一统局面开始瓦
解。自此后，法国保教权不断受到来自其他列强
的削弱和侵蚀。然而，法国并没有放弃的念头。

１９世纪末年在中国人民反帝运动蓬勃高涨时，法
国仍以保护者的资格对清政府颐指气使，仅１８９８
年便强迫清廷一连发布好几道特别保护教徒的命
令。次年３月１６日，清廷颁发“上谕”，准许传
教士可直接与地方官吏交涉民教事件。清廷本欲

借此避免列强利用宗教保护权掀起更多的民教冲
突，然而适得其反，传教士却妄论“上谕”是承
认他们与地方官吏处于平等地位或享有官阶，从
而具有对教徒的民事管理权。这样一来，民教矛
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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