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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法国天主教在法属殖民地加拿大的传教
（１６１５—１６７０年）’
赵

琮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本文概述了１６１５年至１６７０年法国天主教雷哥列派和耶稣会在法属殖民地加拿大的传教活动，指

出当时法国王室和国内各界人士的支持是法国天主教在加拿大维持传教的重要条件，并对传教概况、效果、影
响作了初步探讨，论述了法国天主教在早期殖民地加拿大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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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法属殖民地加拿大，主要有雷哥列派和耶
稣会两支天主教传教势力，他们通过传教士的传教，

国国内及国际的政治、经济、宗教和航海业的发展，法
国天主教各教派也开始重视海外传教。

在殖民地加拿大社会发展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首先，这是教派扩大势力的需要。１６世纪，在欧

但是，国内学术界关于加拿大早期传教活动的史实，

洲大陆上展开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同时，罗马

只在一些通史类著作中出现小篇幅论述。本文在参

教廷也展开了反宗教改革与天主教内部改革运动。

考当时传教士的书信、日记等资料的基础上，力图局

在特兰托会议上，天主教会提出了“在欧洲失去的，要

部地展现当时的传教活动，论述加拿大早期传教活动

在海外补进来”的主张，加强对海外的传教活动，向拉

的重要性。

丁美洲和东方国家大量派遣传教士，与新教争夺传教

一、前往殖民地加拿大传教的背景

阵地¨Ｊ。法国国内宗教战争结束后，新法兰西的传教

历史上，法国在海外建立了许多殖民地。１６０８—

工作才开始正式进行。法国天主教积极扩张自己的

１７６０年，法属北美殖民地主要分为加拿大、阿卡迪亚

势力，在国内和海外争取自己的传教阵地。同时，在

（Ａｃａｄｉａ）、哈得逊湾、纽芬兰、路易斯安那五个区域。

新英格兰和西班牙殖民地上，来自英国和西班牙的传

殖民地建立之初，并未出现天主教大量传教。随着法

教士们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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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他们也希望能够将福音传播到北美土地上。
其次，法国王室的支持也推动了传教事业的发
展。政治上，法国天主教是法国专制王权的重要支

２００９笠

教会为了抵御新教的威胁，作出积极反应。雷哥列派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于１５７０年成立，并成为第一个获
得加拿大传教专属权的教派。

柱，法国国王坚持维护天主教会统治。在胡格诺战争

１６１５年，雷哥列派首次派遣４名传教士前往加拿

还未爆发时，法兰西斯一世便采取了严酷镇压其他教

大圣丹尼斯教区传教，开启了此派在加拿大传教的序

派新教徒的政策。甚至不被法国国内天主教徒所接

幕。在本文所取的时间段里，此派在加拿大的传教活

受的纳瓦拉的亨利，也会说出。为了巴黎，值得做一场

动一直从１６１５年持续到１６２９年。这个时期，虽然法

弥撒”而改宗于天主教。经济上，法国王室加强了对

国国王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设立了总督及代理总督，但

天主教教会的控制，使教会收益纳入到王室财政。

并未设置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传教士们与尚普兰

１５１６年。法兰西斯一世同教皇利奥十世签订了＜波伦

一同负担起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及规划，同时特许状公

那条约＞，条约规定：法国教会神职人员由国王任命，

司也影响着殖民地加拿大的发展。

教会大部分收入也归国王；罗马教廷只享有助教的第
一年薪俸，即所谓“初熟之果”的收入拉Ｊ。

初期的殖民地加拿大，传教进展较为缓慢，教士
们在传教的过程中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困难。

再次，随着法属北美殖民地的开拓，殖民地的建

生活环境和条件的艰苦对教士们的基本生存构

设也需要依仗天主教传教士的力量。法国国王给每

成了威胁。魁北克城刚建立起来，就进入冬季。尚普

个去新法兰西探险的公司或个人都颁发了特许状，明

兰和他的同伴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留下来过冬。

确规定其目的是：给予法兰西更大的光荣，改变印第

对于早期殖民者来说，第一个冬季极为艰难，留下过

安人的信仰，以及该地区的殖民化和贸易。而传教土

冬的２７个殖民者仅有８人最后活了下来，其它人大

的计划与政府当局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

部分死于坏血病和天花¨Ｊ。随着殖民地住房的改善

改信天主教可以引导印第安人同时投入法国政府和

以及１７世纪后期医疗卫生设施的建立，殖民地上的

天主教教会的怀抱。如果对美国的边区居民来说，一

法裔居民的生活不像早期那样艰辛了。但是，易洛魁

个最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那么，魁北

人的侵袭仍然威胁着他们的生活甚至生命。１６４８、

克的宗教当局和行政当局就会说：一个最好的印第安

１６４９年问，易洛魁人从荷兰人手中购得军火，战斗力

人就是一个法国的和信天主教的印第安人口Ｊ。因此，

大大加强，他们对法国殖民居留点发动侵袭，许多传

当国内天主教势力要到美洲殖民地传教时，国王都给

教士因此殉教。

予大力支持。

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为传教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对天主教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传教专属权（１ｅ

面对完全不同于拉丁语的复杂土著语，传教士们只有

ｅｘｄｕｓｉｆ ｄ’ｅｎｖｏｙｅｒ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ｉｒｅｓ）上。在新西

从零开始自学。雷哥列派中最早到达加拿大的约瑟

班牙和新英格兰的土地上。英国和西班牙的天主教传

夫教士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与后来到达加拿大的同伴

教士们取得的成功．向法国王室表明了传教的可行

们总结出休伦人语言的语法规律并整理了一份休伦

性。１６１８年。路易十三主动向教皇保罗五世请求授

语字典，对以后的传教工作帮助很大。但是，语言的

ｐｒｉｖｉｌｉ！ｇｅ

予雷哥列派在加拿大传教的专属权等权力，以保证他

障碍依然存在。１６２３年，到达加拿大的萨伽勒修士。

们在加拿大传教的正常开展。１６１８年，保罗五世便

在他的著作中抱怨道，如果土著居民能够听得懂他们

给雷哥列派圣丹尼斯教区发布了敕令，授予了他们加．

的语言，那该多好，那样土著居民就能够了解到天主

拿大地区专属传教权【．］。为了避免不同派别教会的

教‘“。

纷争而影响到加拿大的传教，法王路易十三坚持雷哥

改变原始宗教信仰困难。印第安人在欧洲人到

列派在加拿大享有专属传教权。尽管他并不是特别

来之前，一直信奉原始宗教，崇拜自然，相信一切动物

满意其他教会派遣会士到加拿大传教，但为了彰显自

都有灵魂。正常情况下，他们很难改变自己的信仰，

己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仍为其他天主教教会的

这也成为传教阻碍之一。

教士提供世俗保护。同时，路易十三世也给雷哥列派

早期特许状公司的不支持同样也成为传教中的

发布了诏书，同意他们在加拿大定居传教并且给予其

阻碍。早期特许状公司是由信仰胡格诺派的法国贵

世俗权力的保证。而其他前往加拿大的教派则需要服

族和商人开办。对加拿大的投资，主要是因为加拿大

从于雷哥列派¨Ｊ。由此，雷哥列派在殖民地加拿大的

的毛皮。他们实际上并不太关心加拿大地区的将来，

传教得到了宗教和世俗的保障。１６３２年，获得此权

只关心自己的利润，不希望殖民地本来就稀少的人口

的耶稣会亦然。

二、雷哥列派的传教
１６世纪后半叶，随着新教在法国的合法化，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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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下来从事农业种植，而是希望殖民地人口能够获
取更多的毛皮，特许状公司能从中谋取到更多的利
润。对于雷哥列派教士在加拿大土地上的增加，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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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公司还给出明确限定，公司的服务对象限于６人以

耶稣会，但雷哥列派在加拿大传教工作中起着奠基作

下包括６人¨】，第７、第８个人……就不在他们的管辖

用，并为后继者积累了宝贵经验。

范围内了。然而，加拿大地域广阔，传教面临很多困

三、耶稣会的传教

难，仅仅靠６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满足传教需要的。

１５４０年，耶稣会士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修会团

印第安人传统的游牧习性则被雷哥列派认为是

体仿效军队编制，纪律严明，等级森严，非常注重教

传教过程中最难克服的障碍。早期，传教士们把大部

育。其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认为，“经过改革的神

分精力放在半游牧性质的休伦人身上。同时，雷哥列

职人员”，应该具有与其神职相称的最高的文化和教

派教士还清醒地认识到要成功地传播福音，需要有效

育水平。因此，在有关教会的学问方面以及人文学科

的方法和政策扶持，并且必须通过教会和国家持续的

方面，最初的耶稣会会土皆是杰出人物【“。耶稣会能

努力使印第安人接受定居的生活方式Ｍ Ｊ，而这不可能

在海外的传教中取得非同一般的成绩，也与会士们自

一蹴而就。

身的文化水平有关。

１６１６年传教士们在魁北克召开了会议，共同讨论

１６２５年。耶稣会受到加拿大雷哥列派的邀请进人

他们的具体任务及殖民地的将来，确定了在加拿大的

魁北克地区传教，但雷哥列派仍然握有加拿大传教的

传教活动内容。会议认为。要尽可能地主动亲近印第

专属权。１６２５—１６２６年间，耶稣会只派遣了８名传

安人，扩大开垦殖民地；必须建立固定的传教点，以吸

教士进入加拿大。

引土著居民并使之开化；修建神学院，教育印第安人
的后代‘“。

在１６２９年之前，耶稣会在加拿大地区休伦人中
拥有较大影响力。布雷伯（Ｂｒ色ｂａｆ）教士以其聪明才

会后，传教士们回到各自负责的印第安部落里，

智，迅速掌握了休伦语。这是以前的传教士们所无法

继续传教，并建立起农业传教点，邀请印第安人在附

办到的。他还将所学到的休伦语整理成书籍供人阅

近居住下来开垦农地，并让正直的法国天主教家庭散

读学习。当传教士们都被迫要离开加拿大土地之时，

居在这些居民点附近。目的是使印第安人定居下来，

休伦人表现出强烈的不舍。。啊！什么，……你要离

并使他们在法国人的生活习惯影响下生活。

开我们？为了让我们了解你所热爱及为其献身的上

雷哥列派在印第安人之中传播天主教福音的主
要措施是为印第安人的孩子（主要是男孩子）开设神

帝，你已经待在这里三年了……然而你现在要离开我
们！……【４】”

学院。他们在塔多萨克、三河镇和魁北克建立学校教

１６３２年，当法国收回加拿大时，红衣主教黎塞留

授印第安人的孩子们，教学内容以培养基础的读写能

首相（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将此项传教专属权授予了耶稣会派，

力为主，宗教教育是学校教学的核心内容。

他们由此取代了雷哥列派原先在加拿大传教的主导

１６２０年雷哥列派在魁北克附近建立修道院——
天使圣母院（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

地位。同年，耶稣会士重返加拿大，继续对土著居民

Ａｎｇｅｓ）。天使圣母院开

进行传教。蒙塔涅人的游牧生活给传教士们的传教

办之初，主要采用问答式讲解方法，培养孩子们读书、

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而相对稳定的休伦人，则更容

识字和书写能力。到１６２６年，共有３至４户印第安

易接受传教。１６３４年，布雷伯教士在休伦部落建立

家庭被吸引，在天使圣母院附近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种

起了第一个长期传教点后，到１６４８年，耶稣会总共在

植。但是，雷哥列派的学校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吸引印

休伦部落中建立了１２个传教点。在传教过程中，他

第安儿童。直到天使圣母院停办神学院时，总共也只

们还建立起保留地（ｒｌ皓ｅｒＹ＇ａｔｌｏｎ），远离商栈和印第安

ｄｅｓ

有３名法裔儿童和６名印第安男童入学接受了雷哥

部落群。不少法国移民、蒙塔涅人都聚集到此，亦有

列派的基础教育哺】。即使接受了教育的印第安男童，

不少人在此接受天主教洗礼。到１６４１年，总共有

也由于不喜欢学校校规的束缚，常常不到一年的时间

１５０名蒙塔涅人受洗¨１。

便离开学校。后来，雷哥列派逐渐改为派人到印第安

１６４９年，休伦领地被易洛魁人占领。由于之前来

人部落所在地进行教学，以期能够吸引更多的印第安

自欧洲的传染病，休伦人本身就已丧失了一半人口，

儿童来学校就读，但成效不大。而且，由于经费问题，

耶稣会的主要传教对象——强大的休伦部落不复存

他们不久便放弃了这项工作口】。他们得出经验，在印

在。这时，极少数休伦人为寻求解救，参加了天主教

第安部落周围建学校，尽管离印第安儿童的家近，但

组织接受洗礼。大多数人则责备法国人给他们带来

是缺少能吸引印第安孩子的法裔孩子。此后。耶稣会

了传染病和内部纷争，不愿意归宗于天主教，甚至还

在创建学校时都参考了雷哥列派办学的经验教训。

表现出公开的敌意【Ｉ】。同时，一些天主教教士在反抗

在本文所取的时间段中，作为第一支正式踏上加

易洛魁人的入侵中殉道，耶稣会在加拿大对休伦部落

拿大土地的修会，雷哥列派在加拿大的传教时间仅仅

的传教事业就此完结，但他们在新世界的工作还在继

１４年。尽管在加拿大的传教影响有限，不及其后的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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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除了负责居留地的医院工作，还主导着殖民

地印第安人发生冲突，这样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

地印第安人和法裔移民的教育。加拿大多数教育机

为保障。对利益的权衡，使他们既不明确支持也不明

构由各教团直接开办，人员由他们直接委派。除了少

确反对扩张。

数情况例外，学校、教师和课程也必须经过教会当局

定居政策的倡导者们是主教们及其在法国的支

批准¨１。教士们自身较高的文化素质使他们一度充

持者。教会害怕那些商人、青年人脱离教会的影响，

当着殖民地加拿大的社会精英角色。

用白兰地酒去败坏印第安人的道德，就像他们自己在

与雷哥列派相同的是，耶稣会对印第安人传教的

森林中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那样口】。。野蛮人”不应

主要措施也是为孩子开设神学院。由于有大量的经

该被那群人腐化而堕落，应该让传教士把他们转化成

济支持№Ｊ，耶稣会成功地在殖民地开办了学校，他们

天主教教徒。然而，实际上教会本身就是居留地以外

选择在离法裔近的地方建立起新的学校。因为“经验

土地的探索者，为了传播福音给更多的人，他们积极

告诉我们，学校应设立在有众多法裔人居住的地方，

向外奔走。他们倡导定居政策，只是一定程度上限制

那是由于法裔孩子能够吸引印第安人孩子一＂。而这

扩张，并不表示完全反对扩张。即便如此，教会和殖

些经验主要来自雷哥列派过去的教学经历。
耶稣会创办的学校主要以小学为主。在学校充

民地加拿大当局、商人在此问题上仍然经常发生摩
擦。

当教师的耶稣会士具有较高的的文化素养。小学里

到１６６３年，法王路易十四世正式将新法兰西直

除宗教课以外，只学习读、写和算术；在魁北克专科学

接置于国王的管辖下，他注意到了耶稣会在殖民地的

校里，还加上了拉丁文、语法、修辞学、哲学、人文学和

影响。为了限制教权的扩大，路易十四指示要使教会

数学，后来又增加了神学，学生毕业之后被授予神甫

臣服于世俗权力垆Ｊ。总督、主教、省长构成新法兰西

的职位。教士们还负责职业教育，开设法律、水文、木

殖民地地区统治层。王权议会（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取

工、绘画等课程。殖民地的教育水平并不低于法国的

代了以前的魁北克议会。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于

一些学校‘引。

一身。而该议会的设立，直接将教会置于世俗统治权

耶稣会在殖民地的环境中，在教育工作上出现了

力之下‘引。

诸多创新。如，他们在欧洲并不重视基础教育。而在

１６７０年，路易十四世允许雷哥列派重新返回加拿

殖民地的教学中，认识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也

大，与耶稣会分享加拿大的传教专属权。主要就是为

开始关注对女童的教育工作。但到１６３９年，他们将

了限制耶稣会在当地的势力。

印第安女童的教育工作交到于尔絮利纳（Ｕｒｓｕｌｉｎｅ）修

四、总结

女会的手中。

综上所述，历史上法国天主教会在殖民地加拿大

由于殖民地加拿大神职人员的短缺，殖民地的神

的早期传教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法国王室所提

学院还担负着培养本土神职人员的任务。１６６３年。

供的政策、经济、军事上的支持以及特许状公司及民

拉瓦尔主教（ｈ ｎ陀Ｌａｖａｌ）在魁北克创立了魁北克神

间人士所提供的经济支持。

学院（Ｇｒａｎｄ Ｓ６ｍｉｎａｉｒｅ，这所神学院最后发展成为拉瓦

天主教传教士在欧洲文化与印第安文化交流中

尔大学，是殖民地加拿大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

扮演着推动者和文化载体的角色。他们大多以友好

解决了殖民地加拿大本土教士短缺问题。

的态度，主动了解他们所要传教的印第安部落，融入

殖民地管理中还出现教权与世俗权力相抗衡的

到印第安人的生活；观察并记录下了印第安人文化习

局面。１６３２到１６６３年间，耶稣会充当着殖民地精神

俗，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印第安民族，为后世的北美

道德领袖，与百人公司共同经营着殖民地的事务。

研究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新法兰西殖民地的整个历史上，有两种政策始终

传教士们不仅将基督教福音传播到愿意接受洗

并存着，即：定居政策和扩张政策。定居政策主张以

礼的人群当中，而且通过教会学校的教育将欧洲社会

农业为基础，建立坚实稳固的居留地；扩张政策主张

的科学知识、文化思想传播到印第安后代中，并力图

随着商业的发展向外地扩张。而加拿大的官员们在

让印第安人融人到法裔文化中。

这个问题上处于尴尬的位置。一方面，他们在居留地

法国天主教对印第安人的影响，从其主观努力而

有清理土地、建造房屋等发展居留地的任务；另一方

言，他们对待被传教群体的印第安人是和善的。如对

面，他们也希望随着商业的发展向外扩张以便能获取

待休伦人和蒙塔涅人，传教士们主动地去了解他们的

到更大的利益。如果不积极对外扩张的话，欧洲其他

语言、文化习俗，教育和教化他们，产生了一定的积极

国家便会在居留地以外土地上迅速划分势力范围。

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而对于易洛魁人——法

但是，越往外扩张，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殖民地发

国人在新世界的“敌人”，传教士们则不可能待之和

生摩擦。同时，如果深入林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与林

善。直到１７世纪４０年代，天主教在殖民地加拿大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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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安部落中的主要传教对象——强大的休伦人部落

心 １Ｊ

陈钦庄．基督教简史［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５２．

在易洛魁战争中几近被消灭，法国天主教在一定时期
内暂时结束了对印第安部落的传教。

口 １Ｊ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的行为，客观上也为接受传教
的印第安群体带来了消极影响。传教士们积极向居

（加）格莱兹布鲁克．加拿大简史［Ｍ］．山东：山东人
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８０，８２，８１，８２—８３，８８．

Ｍ１Ｊ

Ｌ‘Ａｂｂ６

Ａ．Ｇｏｓｓｅｌｎ７．ＩＪ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ｕ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ｖａｎｔ Ｍｇｒ

留地外探索，将法国人的势力引入他们所传教之处，

ｄｅ Ｌａｖａｌ，Ｒ６ｃｏＨｅｔ８

侵入到印第安人生活区域，为向居留地之外扩张殖民

ｄｅ ｌａ Ｒｅｖｕ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ｑｕｅ ｄｅ Ｎｏｒｍａｎｄｉｅ．Ｌ’ｔｍｉｖｅｒｓｉｔ６ ｄｅ

地大开方便之门。

ｅｔ

Ｊ６ｓｕｉｔｅｓ（１６１５—１６５９）。Ｅｘｔｒａｉｔ

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０９：１０，１３—１４，２１，４１，２５，４７．

在居留地里，传教士们因其法国文化背景而被居

∞ １Ｊ

于他们大部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段时期充当着

Ｒｏｇｅｒ Ｂｉｅｎｄｅａｕ．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Ｍ］．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ｉｌｅ，Ｉｎ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０００：３２，３８，５０，４３，４２．

留地上的法裔移民视为能够理解、了解自己的人。由
№ １Ｊ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Ｊ．Ｊａｅｎｅｎ．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

殖民地社会精英的角色，为背井离乡的法裔移民提供

Ｆｒａｎｃｅ，１６０３—１６４５［Ｊ／ＯＬ］．Ｆｒｅｎｃｈ

了心灵慰藉，充当思想道德的约束者、居留地部分事

ｉｅｓ，Ｖ０１．４，Ｎｏ．３，１９６６：２６９，２７２，２７６．［２００８—０５

务的管理者。他们开垦殖民地的农地，扩大殖民地领
地，推动殖民地发展，为殖民地加拿大的社会发展贡

—１６］．ｗｗＷ．ｊｓｔｏｒ．ｏｒｇ／ｓｔａｂｌｅ／２８５９０３．
口 １Ｊ

献了他们的力量，并且利用在殖民地的教会地位，与
世俗权力进行斗争，影响着殖民地的发展。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８５．
眵

１Ｊ

此外，教会通过对居留地教育的控制，为法裔移
民后代提供教育，促进了法国文化在殖民地的传播与

Ｇ．Ｒ埃尔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２卷［Ｍ］．北

姜冗．加拿大文明［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５０．

ｐ １Ｊ

Ｒｅｕｂｅｎ Ｇｏｌｄ Ｔｈｗｍｔｅｓ．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发展，并且为魁北克以后的教育奠定了基础。

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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