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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伊丽莎白一世的天主教政策
任松峰
摘要：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天主教问题极为复杂。鉴于国内外形势，伊丽莎白一世针对天主教势
力不同情况与活动方式采取了不同措施：对国内少数天主教徒的不法活动予以严厉镇压，对广大天主教徒进
行说服教育，对海外渗透势力给予坚决打击，对国际上天主教势力由“冷战”逐渐转为公开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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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天主教问题极为复杂。如

白一世对起义者予以严惩。诺福克被关人伦敦塔，约有

何恰当处理与天主教徒的关系，不单纯是一宗教问题，而

５００名起义者被判处死刑。仅约克郡、多尔汉姆和卡尔

是与王位继承问题以及与欧洲天主教国家关系问题交织

里斯就有１２９人分别以叛国罪、阴谋罪和反叛罪而被判

在一起的。在其统治初期．鉴于国内外形势，伊丽莎白一

处死刑。

世对天主教徒态度还是较为温和的。随着１５６８—１５７２

在公开的起义失败后。一些天主教徒又在西班牙和

年天主教危机的出现，伊丽莎白一世对天主教的政策发

教皇的支持下，转而从事颠覆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和暗

生了很大转变。本文探讨的就是在此背景下，伊丽莎白

杀女王的阴谋活动。于是，里多尔菲阴谋发生。里多尔

一世对天主教采取了哪些政策。总起来说，伊丽莎白一

菲本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后长期在伦敦居住和工作，并

世对国内天主教徒的不法活动予以严厉镇压；对国际天

逐渐成为教皇的代理人。１５６９年因参加北方起义而被

主教势力由“冷战”逐渐升级为公开的武装冲突。当然，

捕入狱。１５７０年８月获释。１５７１年３月，里多尔菲只身

伊丽莎白一世针对不同对象和活动方式采取的措施是不

前往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行游说，积极寻求国际天主教势

同的。

力对迎立玛丽·斯图哑特为英格兰女王的支持。他大肆

一对企图推翻其统治而迎立苏格兰的玛丽的国内
阴谋分子予以坚决镇压

鼓吹伊丽莎自一世的统治是多么不得人心，玛丽·斯图
亚特的支持者如何强大，英国的港口防务是怎样松弛等。

尽管伊丽莎白一世在英国的统治已逾十载，但部分

他还积极煽动国外的天主教势力入侵英围，以图达到里

天主教徒仍拒绝承认伊丽莎白的至尊地位。在他们看

应外合推翻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目的。伊丽莎白一世获

来，若苏格兰的玛丽·斯图哑特能成为英格兰的女王对

知这一阴谋后，立即对有关人员予以追查。伊丽莎白一

英国将更有利。因为从血统上看，玛丽·斯图皿特是王

世并坚持认为只要玛丽活着，类似的阴谋活动就不会停

室中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选；从宗教信仰上看，玛丽·

止。所以，伊丽莎白一世对玛丽严加看管，并表示她将永

斯图亚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玛丽

远不让玛丽获得自由，永远不让玛丽获得一再策划阴谋

·斯图哑特继承英格兰的王位，迎合了１３世纪以来广大

反对她的那种权力。后来，又发生了巴宾顿阴谋。巴宾

英国民众要求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的愿望。所以，当

顿原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非常崇拜玛丽·斯图亚特，

１５６８年苏格兰发生叛乱，玛丽被迫逃到英格兰的北部．

后来加入了一个由狂热天主教分子组成的以专门刺杀伊

寻求伊丽莎白的庇护时，英国的天主教徒们激动不已，他

丽莎白一世为目标的秘密团体。１５８６年６月，巴宾顿认

们认为在英国重建天主教统治的时刻已到来。西班牙的

为实施刺杀计划的时机成熟。便写信告知玛丽·斯图亚

密使也趁机溜进英国，拉拢天主教，煽动其叛乱。为此，

特关于他们准备营救她的计划并透露了即将参加行动的

英国的天主教徒一方面用起义的方式公开反对伊丽莎白

六位主教的名单。不料，此信被沃尔辛厄姆的密探查获

的统治，另一方面又采用暗杀等极端手段达到配合迎立

并告知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自一世抢先行动，将巴宾

玛丽的行动。

顿一伙相继逮捕。９月２０日，巴宾顿和那六位准备搞阴

１５６９年，一群不满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贵族酝酿着

谋的主教被绞死于圣吉尔斯广场。许多英国人对沃尔辛

将苏格兰的玛丽嫁给诺福克公爵，推翻伊丽莎白一世的

厄姆破获这一阴谋表示了极大的欢迎。有人在给他的信

统治，迎立玛丽·斯图亚特为英格兰的女王，在英国恢复

中写道：“英国的所有坏人都是因为受这砦恶魔般的神父

天主教的信仰。他们在诺森伯兰德和诺福克等人的领导

毒害和侵蚀而变坏的。把这些恶魔除掉，就不会有人喜

下发动ｒ起义。不久，起义就遍及北方的几个郡，人数也

欢叛乱的不忠诚的行动了。”当然，玛丽·斯图亚特也难

发展到几千人。形势的急剧发展引起了伊丽莎白一世的

逃罪责，在枢密院和国会议员的强烈要求下，１５８７年２月

高度重视，她立即命令苏塞克斯、克林顿和沃里克等人率

８日，玛丽·斯图亚特被处死。

军前往镇压。到１５７０年２月，起义被完全镇压，伊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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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海外渗透势力给予严厉打击

人若藏匿或帮助他们将被处以死刑。任何人若向神学院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初期，在相对宽和的宗教政策安

提供资助将被没收其财产并处以监禁。”伊丽莎白对这些

抚下。许多天主教徒接受了“伊丽莎白决定”。天主教活

海外渗透势力予以严厉打击，主要因为他们的活动与国

动渐趋平静。然而面对相对沉寂的天主教运动。许多流

际上的天主教势力联系在一起。据统计，在伊丽莎白统

亡海外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却表示出极大的担忧。威廉·

治时期，活动在英国的６５０名神学院神甫和耶稣会士中，

艾伦说：“老一代神甫去世后，恢复天主教的种子将不复

有１３３人被处死，至少有３７７人被监禁过，其中有３０人

存在，那么异端将会拥有一个永久的和平王国，必须采取

被监禁的时间达十年以上。

措施结束这种状况。”在他们看来，公开的武装反叛和阴
谋暗杀手段都不能真正挽救英国的天主教，只有从灵魂
深处唤醒他们，才能把他们从死气沉沉的气氛中拯救出
来。于是出现了杜埃神学院和耶稣会等海外渗透势力。

三对广大天主教徒进行说服教育试图将其温和
地吸纳到国教会中
人们在研究这一时期的天主教情况时，往往忽视了
大多数的天主教徒是忠于女王政府这一点的，反而片面

杜埃神学院是由艾伦１５６８年在法国北部城市杜埃

地强调他们的反动性。不可否认，虽然有部分天主教徒

创办的。该学院主要接纳逃离英国的天主教徒，对他们

是反对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天主

施以天主教的强化教育，目的在于让他们伺机返回英国，

教徒还是忠于伊丽莎白女王的。如１５６９年的北方起义

传播天主教。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学员们随身携

也仅是英格兰北部地区的起义，而不等同于天主教徒的

带的手册中就明确写道：“我向上帝发誓，我将时刻准备

起义。因为这次起义仅局限于约克郡、多尔汉姆和诺森

接受神圣的使命，为拯救灵魂，在合适的时候，我将返回

伯兰德等地。从地理位置上看属于英格兰北部。在天主

英国。”神学院由于得到国际上天主教联盟的大力支持

教势力强大的汉莫普郡就没有发生起义，只有２名天主

而不断地壮大。向英国派出的天主教徒也逐渐增多。如

教徒约翰·赖斯和尼古拉斯·桑德写信表示过对伊丽莎

１５７４年，有４名神甫首先从杜埃神学院抵达英国。１５７５

白一世的不满。１５７０年，当教皇庇护五世发布公告革除

年有７名，１５７６年有８名，１５７７年有１５名神甫先后来到

伊丽莎白一世的教籍并号召天主教徒起来反对伊丽莎白

英国。据统计，到７０年代末时。从杜埃神学院派出的共

一世统治时，包括威廉·艾伦在内的英国天主教领导人

有１００多人。但这一时期，他们的活动范围比较集中。

就公开呼吁天主教徒不要理睬教争的公告。１５８５年，有

据黑格教授估计：在１５８０年，约有Ｉ／２的海外传教士活

一批天主教贵族和绅士在托马斯·特伦萨姆的领导下向

跃在伦敦和泰晤士河流域。针对杜埃神学院的天主教神

伊丽莎白一世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表示了天主教徒遵从

甫日益活跃的情况，伊丽莎自一世政府对其采取了严厉

她为合法的君主，否认教皇的权力。１５８８年，当“无敌舰

的惩罚措施。先是为了限制神学院学员的来源，１５７１年

队”入侵英国时，许多的天主教徒自愿地拿起武器加入到

伊丽莎白一世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凡逃亡海外逾期一

抗击西班牙侵略的队伍中。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大多数

年未归者，没收其财产。此后。又制定了一项法令：无论

的天主教徒虽然信奉天主教，但他们遵从的是伊丽莎白

何人离开英国，逾期６个月者，将没收其土地及财产。随

一世政府。

着大量天主教神甫涌入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政府加大了

鉴于此，伊丽莎白一世对普通的天主教徒就不宜采

对天主教神甫的打击力度。在伊丽莎白一世看来，天主

用强制手段迫使其皈依新教，而是用较为温和的说服教

教神甫的到来不仅是一个宗教层面上的威胁，更是一个

育方式将其纳入新教的行列中。这种温和的方式主要是

政治层面上的威胁，因为他们煽动天主教徒起来冲破女

通过新教牧师的布道进行的。在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初

王的宗教禁令。在大臣们的建议下，伊丽莎白一世责令

期，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文化水平很低，大部分人不懂拉丁

主教和地方法官对天主教神甫的活动进行严密的监视。

文和《圣经》。如在兰彻斯特大教区，１２９名神甫中，只有

正当大批的天主教神甫涌入英国之时．第一批耶稣

１５人能够讲道。伊丽莎白一世针对这一情况，就把这蝗

会士也于１５８０年到达英国。他们的目标就是扩大英国

神职人员集中起来施以新教教育，并鼓励有前途的牧师

天主教徒的人数。尽管耶稣会士在英国的人数较少（在

继续接受大学教育。教育结束后，这些人再回到原籍，利

舳年代一次进入的人数不多于４名，９０年代也很少一次

用他们的影响向天主教徒灌输新教思想，促其转化为新

超过１２人），但他们的影响还是较大的。耶稣会士的活

教徒。经过实施伊丽莎白一世这一系列的措施，到她统

动，一开始就引起了伊丽莎自政府的警惕。在伊丽莎白

治末期时，天主教徒仪有３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０人，占全国总人

看来：耶稣会的神父们要把英国人争取过去，使他们在遇

口的ｌ一２％。有人就评价道：“伊丽莎白政府的最杰出

到某种情况时背叛女王。进入８０年代后，伊丽莎白一世

的成就在于此”。的确，伊丽莎白一世若仅用镇压和打击

对这些海外渗透势力的惩罚力度进～步加大。她将把信

手段，她只能维护其脆弱的统治秩序，而根本无法让天主

奉天主教同叛国行为联系在一起，通过议会先后制定了

教徒真正接纳国教会，也无法使英国由一个天主教国家

一系列的法令。如１５８１年议会法案规定：“凡煽动女王

转变为真正的新教国家。

臣民不服从女王的统治或煽动女王臣民改信天主教者均
以叛国罪论处；凡主持弥撒者，监禁一年，罚金ｉ００马克；

四对欧洲大陆天主教势力由“冷战”逐渐升级为
激烈的战争

凡１６岁以上不出席弥撒者，监禁１年，每次罚金２０英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面临的国际上天主教

镑。”１５８５年议会又通过一项法案：“神学院神甫和耶稣

势力的威胁，除苏格兰的玛丽·斯图驱特外，还有罗马教

会士４０天内必须离开英国，否则将以叛国罪论处；任何

皇和西班牙。伊丽莎白一世与教皇的矛盾始于伊丽莎自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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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即位。１５５９年２月１６日．教皇保罗四世就发布敕令

队。作战人员达９０００名．舰队司令由海军上将霍华德担

宣布伊丽莎自一世为宗教异端．无权继任英国王位。

任。７月２８日．双方舰队在加莱海面相遇，展开激战。英

１５６６年，庇护五世继任教皇，对伊丽莎白一世的态度逐

方借助有利的形势和机动灵活的战术，给予西班牙舰队

渐强硬起来。当１５６９年。英格兰北部发生了反对伊丽莎

以重创。到西班牙撤退时，西班牙舰队仅存４３搜舰船

白一世统治的起义时．庇护五世乐观地估计了这一形势。

１００００人。英国方面仅损失不足百人。这一战役对英国

并错误地认为英国重建天主教信仰的时候到了。他于

来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挫败了国外天主教势力的

１５７０年２月２５日发布了革除伊丽莎白一世教籍的＜教皇

入侵，基本消除了天主教的威胁，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

公告》。公告声称：“……一切都证明了英国女王伊丽莎

果。

白是个邪恶的仆人并且是邪恶之徒的保护人。她篡夺了

总之。伊丽莎白一世的天主教政策相对而言是成功

整个英国教会的领导权并被冠之以最高首脑。她把英国

的．国内的天主教随着艾伦的去世而陷入分裂之中，国

引到痛苦与毁灭的边缘，……我们要剥夺被她篡夺了的

外天主教也因西班牙在英西战争中的失败而退却。到伊

王国之头衔．一切贵族、臣民将解除目前奉行于她的各种

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来自天主教的威胁都基本消除。

义务、效忠和服从。”１５７０年５月，＜教皇公告＞被人偷偷

尽管如此，但须指出的是伊丽莎白一世对天主教徒只能

地贴在圣保罗大教堂院里的伦敦主教的宅门上，这就算

是抑止而已，根本无法完全消除这一势力对其统治的影

是在英国“公布”了。《教皇公告＞看似雄辩，实际上充满

响。

了谩骂，暴露了教皇的软弱无能。针对《教垒公告）的发
表，伊丽莎白一世于１５７１年的第三届议会上通过了＜叛
国法》。法令明确禁止将教皇公告和来自罗马的其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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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胡素平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海上争霸战略 2007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海上争霸战略是英国外交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英国一直将眼光投向欧洲大陆。血腥玛丽时期，英国丧失欧洲
大陆的最后一块领地加莱，当时欧洲大陆的西班牙与法国势力强大，争当欧陆霸主显得不切实际，再加上伊丽莎白统治初年，国家财政困难，宗教问题
突出，外交陷入困境，适时改变外交战略顺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伊丽莎白的个性特征与领导艺术。
有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海上争霸战略的内涵、性质等一直颇有争议，一般人的误区是把冲突、战争和争霸等同起来，其实不然。笔者认为，伊
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海上争霸战略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发展经济与海外扩张、军事改革与军备建设、支持尼德兰与遏制西
班牙、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战后的四次远征。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海上争霸战略不仅对英国、欧洲而且对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论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海上争霸战略，是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后写成的，涉及到历史学、政治
学、经济学、宗教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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