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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耶稣会教育的影响
胡

玲

（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江苏淮安２２３００１）

摘要：１６—１８世纪，天主教修会耶稣会在欧洲广泛开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这不仅对
耶稣会本身产生复杂的影响，而且通过培养教士、政府官员和普通信徒，有力地促进了天主教
的复兴；在古典文化、宗教教育、自然科学和戏剧方面对欧洲文化也产生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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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４年８月，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
（１４９１—１５５６年）创立耶稣会，１５４０年９月，教
皇保罗三世（１５３９—１５４９年在位）宣布它为正
规修会。作为天主教自我革新并对抗新教改革
的有力工具，耶稣会在德国、意大利等国非常活
跃，采取各种措施维护传统天主教、阻止新教的
传播，其中不乏极端手段。所以，以前很多学者
认为耶稣会是“反动的别动队”。就天主教与
新教的发展趋势而言，可以说它总体上具有逆
历史潮流的反动性，但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有
着积极意义，尤其是在教育方面。１５４８年，耶
稣会在西西里创建墨西拿学院，“它是第一所
为大众提供教育的耶稣会学校，是所有其他耶
稣会学院的原型。它的建立标志着伟大的耶稣
会教育事业的开端”…９４。此后，耶稣会教育事

业蓬勃发展。到１７７３年，教皇克里门特十四世
（１７６９—１７７４年在位）解散耶稣会时，它拥有会
士２３ ０００人，学校约８００所旧Ｊ２５６。马尔奇·马

丁说：“在他们功绩的顶峰，即建立后２００年，耶
稣会在欧洲和拉美的几乎每个国家的教育和科
学中都有构成和决定性之权。”【３ Ｊ３０据估计其在
校学生人数约２０万【４Ｊ２２１，它不仅是“现代世界
第一个真正的教育体系”【５ Ｊ１２，而且开辟了天主

教世界正规教育的新纪元。笔者根据现已掌握
的材料，从以下几方面对耶稣会教育进行简单
的评述。

（一）对耶稣会本身的影响。
教育作为耶稣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它本
身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由于耶稣会教育的优越性，吸引了大
批学员。相比于传统的天主教教育，耶稣会教
育的改进之处在于：其一，课程设置范围更广。
在传统七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文法、修
辞、逻辑）之外增加心理学、伦理学、代数、物
理、化学等。其二，传统教育反对学习古典著
作，如法兰克宫廷学院创立者阿尔琴（约７３５—
８０４年）早在七百多年前就说过：“圣经中的诗
人已足够你研究了，何以要用维吉尔的典丽诗
句去玷污你的心灵呢？”∞Ｊ删耶稣会学校却比
较重视古典文学，选用古希腊、罗马著作为教
材。三是采用了班级授课制。四是比较重视科
学教育。因此，从１５４８年开办了第一所学校
后，他们招收的新成员５０％来自学生【７Ｊ５４。
第二，１６２１—１６７６年间，除几个例外，教皇
都曾在耶稣会学院受过教育，其中大部分在罗
马学院学习。这些教皇和耶稣会领导人之间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优秀的耶稣会士进入罗
马教廷担任高职。这样，耶稣会取得了教廷的
信任，不断得到支持和拥护。如１７世纪２０年
代，罗耀拉、博加、沙勿略被宣布为圣徒；在罗
马，耶稣会已拥有四所教堂，教廷又准许他们增
加一所；１６４０年，教皇乌尔班八世（１６２３—１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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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位）坚持为耶稣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付款
并组织奢华的庆祝会［２］２２３。总之，与教廷关系
的融洽保证了耶稣会的顺利发展，使其事业在
１７、１８世纪达到了高峰。
第三，冲击了耶稣会的“绝财”誓愿。耶稣
会从创始起，所有会士必须谨守“绝财”、“绝

第六，对１７７３年耶稣会解散前后的影响。
１８世纪，耶稣会逐渐脱离时代精神，不能妥善
对待启蒙时代的经验论和理性主义，一步一步
地失去了它在教育上的美好声誉，导致自身的

衰落。另一方面，１７、１８世纪耶稣会教育的突
出成就，在提高修会声誉的同时，也成为敌手们

色”、“绝意”三愿。但是，开办教育事业使他们

嫉妒的焦点，使它树敌颇多。如１６世纪末，其

必然接受施舍、捐赠。到１６世纪后期，他们开
始利用捐赠的土地增加收入，特别是在西班牙
及其属国，许多耶稣会大学出租它们的领地。
１７２５年，埃武拉大学的１３个庄园出租了７个；
１７５０年，圣·弗朗西斯科·泽维尔的里斯本学
院的１３块地产全部出租。耶稣会不仅收取货
币地租，还接受实物地租。如亚速尔群岛的蓬
塔德尔加达学院拥有５ｌ家佃户，这些佃户缴纳
货币２３０ ７４０卢比，谷物１９３ ４９３公斤。一些大学
还拥有许多牧场，会士们即牧场主。如从１６４１
年到１７０１年，牧业是里约热内卢大学的主要收
入，占其总收入的２３．９％＿４１．５％；１７０８年的
埃武拉大学，拥有２ ５３５只绵羊、５４４只山羊、５３０
头猪、２３０头奶牛、１５２头公牛；１７６０年的马拉
尼昂学院有１５ ６００头牛、５００匹马，还有其他牲

他修会利用耶稣会克莱门特学院学生企图刺杀
亨利四世的机会，迫使其关闭许多机构，直到
１６０３年，耶稣会在法国的教育事业才得以恢

畜；１８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贝伦神学院的两个甘
蔗种植园有３００头牛、１２０匹马；这时期的巴拉
那的耶稣会学校有２ ０３０头牛、ｌ ０２１匹

马。［８】加３删所以，这些会士在文学作品中经常
被称作“马背上的教士”。耶稣会积极参与经
济生活，虽然为困境中的大学开辟了一条广阔
道路，却使会士遭到批评、谴责，产生了一系列
长眠于罗马的罗耀拉未曾预见过的问题。
第四，教育彻底改变了耶稣会巡游服务（ｉ—
ｔｉｎｅｒａｎ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的观念。耶稣会的《章程》规
定：“我们机构的第一特征”是会员自由巡游世
界各地，这一特征最重要的典范是《新约》中所
描述的巡游传教士［７］２３９。建立学校后，会士成
为定居的教师无疑有损于他们这一形象。
第五，教育使耶稣会参与到世俗生活中。
为了教学，会士们广泛涉猎各学科领域，特别是
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仅提高了会士本身的素
质，也增强了耶稣会学校的吸引力，这是任何其
他教团无法企及的。另外，学校里经常上演戏
剧，改变了他们原来对音乐、舞蹈的态度；校舍
的建筑也使他们与建筑师的联系越来越多。因
而，耶稣会比以往的任何教团更广泛地融人世
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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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９］１７３。竞争对手、敌手的攻击加速了耶稣会

的解散。但是，耶稣会在被教皇解散之后，１７、
１８世纪的教育业绩使它能在一些国家继续存
留。如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和俄罗斯的叶

卡捷琳娜二世都没有颁布教皇的解散敕令，在
这两个国家，耶稣会只是受到一些限制［１０］３８７。
在法国，为了拥有高素质的教师，也允许耶稣会

士留在学院中。总之，教育使耶稣会在被解散
之后仍有立足之地，为后来的恢复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二）在天主教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诞生于天主教会举步维艰之时的耶稣会，
作为天主教的坚定捍卫者，本着“愈显主荣”的
根本宗旨，建立伊始就参与了天主教革新运动，
成为天主教复兴的中坚力量。耶稣会之所以能
与代表历史潮流的新教抗衡，并在天主教改革
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功地开办教育无疑是主
要的因素之一。历史表明，耶稣会教育在促进
天主教复兴、扼制新教在欧洲的传播方面起到了
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近代欧洲
新旧教并存的宗教格局。这里以德国为例：
罗耀拉对异端诞生地——德国非常重视，
耶稣会成立之初立即把法伯尔、杰伊派到那里，
他们吸收的第一位德国籍会士是彼得·迦尼
修。由于迦尼修坚定的信心，法伯尔曾写信给
罗耀拉说：“他正是我要寻找的人——如果他
是一个人而不是上帝天使的话。”［１１ｊ跚罗耀拉
也很快认识到他的价值。之前，德国的局势曾
使法伯尔感到无助，他在信中对罗耀拉说，德国
的情况，“不是对圣经的误解，不是华而不实的

论战，不是布道和劝诱的路德派，罗马教会已夺
回了他们的很多省区和城镇；而是教士们臭名
昭著的生活”【１１ Ｊ５５８。１５５２年迦尼修到达维也
纳时，也惊讶地发现邻省区２５４个教区没有一

个教士。德国天主教教士的状况与路德派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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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显明的对比，后者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忠
于职守。耶稣会士和新教徒都说在乡村教区很
难发现一个能正确主持宗教仪式的天主教教

士，更不用说他们能够过一种激励信徒们的生
活了。所以，许多天主教徒很容易受巡游的高
素质新教传道士影响是不足为奇的【１２ Ｊ韶。针
对这一局势，１５５４年８月，罗耀拉在信中指示
迦尼修，“帮助天主教的另一卓越方法是增加

耶稣会的学院和学校”¨３ｊ１拍，对小孩和青年人
施以拉丁语和天主教教义教育，并教育未来的
教士。１５５５年，迦尼修在因戈尔施塔特建立了
一所学院，它在德国成为“天主教复兴的最有

主教复兴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许多国王、诸
侯、官员是耶稣会学校的毕业生，如德皇斐迪南
二世、巴伐利亚公爵马克希米连二世、法国首相
黎塞留和马萨林等。这些毕业生在掌握了世俗
政权以后，大都执行了有利于天主教的政策，维
护了天主教的地位。有的甚至通过行政、军事
手段，极力维护天主教的利益，为天主教复兴提
供了政治保障。再次，吸引青年和异教徒，扼制
新教扩张，推动天主教复兴。耶稣会学校是免
费的，使下层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如

１５６１年纳德尔说蒙雷阿尔（Ｍｏ盯ｅａｌ）学院４００
名学生中，大部分是下层穷苦人；教育方法与政

创造力的中心”¨４Ｊ４３６。随后，他又在科隆、布拉

策非常灵活，因而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如在宗教

格、因斯布鲁克建立学院，以培养高质量的新教

教育上，虽然身为天主教的坚定维护者，罗耀拉
不主张强迫任何人参加宗教活动，认为对非自
愿者“应柔和地劝说，不要强迫，不要因为不遵
守而驱逐出校”【５ Ｊ１２。他们允许路德派学生免

士。同时，也为男孩子们建立一系列学院，从而
提高天主教在显贵家族中的影响力。经过３１
年的不懈追求，到１５８０年离开德国时，迦尼修
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有１８所学院处
于他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之下，有１１００多名会士
服务于这个帝国。在他们的努力下，天主教逐
渐走出低谷并迈向复兴。所以，“在德国，彼得
·迦尼修的名字常被作为耶稣会的同义词来接
受’’［１２］８５。

德国之外，迦尼修的许多同事们也进行着
同样的工作。遍及欧洲的耶稣会学校以其成功
的教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首

先，它培养了新一代的教士，这些教士成为天主
教复兴的重要力量。如创办于１５５１年的罗马

学院，建立之初即享有盛名。１５８１年蒙田参观
了罗马，他在《游记》中写道：“在基督教世界
中，这所大学是一个奇迹……它是伟大人物的
摇篮。”¨副１３ ７在建立后的５个世纪中，罗马学院
为天主教会培养了６位圣徒、３０位接受宣福礼
者，１２位教皇和几百位主教、红衣主教，被称为
“教皇的学校”【１６ Ｊ１１６。日耳曼学院于１５５２年创

办于罗马，它的很多毕业生后来成为主教或帝
国教会的领袖人物。到１６世纪末，日耳曼学院

学生已掌握了萨尔茨堡、布雷斯劳、奥尔米茨、
奥格斯堡、的里雅斯特、维尔茨堡、帕绍等地区
的主教职位，被称为“主教的工厂”【１６ Ｊｌｌ８。这

一称号一直维持了２００余年，１５６０—１８０３年，
德国约有１８％的主教毕业于该学院，奥地利更
有３０％的主教职位被该学院毕业生控制。学
校对普通教士素质的提高更有不可磨灭的作
用。其次，培养政府官员，影响世俗政权，为天

背圣徒连祷文，胡斯派学生可以不接受圣餐

等［７］２０７。这样，耶稣会吸引了大量俗人甚至异
教徒，不仅坚定了天主教徒的信仰，也使一些新
教徒改宗天主教，进而影响了学生的父母。
所以，耶稣会的教育为维护天主教作出了
巨大贡献。正如Ｒ·波一恰·塞厄所说，天主
教受到新教的严重打击，“拖着被新教异端致
伤的四肢，只有心脏还在死亡和复兴之间跳动。
对近代早期的天主教来说，这颗心脏只有在伊
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跳动强烈，输送新鲜血液
使其病体恢复活力”［”］４２。在那里，输送新鲜
血液的就有耶稣会一份功劳，其重要方式之一
是教育。美国圣经学者Ｇ·Ｆ－穆尔也曾写道：
“在这次天主教的复兴运动中，在促使一切脱
离罗马的地区和国家重新皈依正统教会方面，
没有一个机构发挥的作用比耶稣会更
大。”［１８］２７３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统计教育在其中
的分量——即教育所影响的人数和影响的程
度，但可以确定它的意义是广泛和重大的。
（三）对欧洲文化的广泛影响。
作为一支活跃的文化力量，耶稣会不仅使
欧洲受教育的人数增多，其整体素质相对有所
提高，而且影响了欧洲过渡时期文化的发展。
表现如下：

首先，耶稣会受人文主义者影响，重视古典
文化教育，“他们在防止古典著作完全消失上
做的比其他团体多得多”［１９］１８３。在耶稣会的初
等教育阶段，一般开设３年文法课，１年古典文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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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３年修辞学。拉丁语作为中世纪以来至
１６、１７世纪西方世界的通用语言，也是耶稣会

究、重温往日所学哲学、神学功课，并准备一篇
公开发表的论文。如论文答辩和公开测试成

的官方语言，他们通过教义问答简写本、西塞罗
的书信选学习这种古老的语言。希伯莱语和希
腊语也是必须学习的，因为“这两种语言对于

功，即可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经过近１０年的学

进一步研读圣经和拟定许多天主教意见尤其有
用”Ｌ２０Ｊ４３。对于古典文学，罗耀拉的秘书博兰
克曾说，它的学习为年轻耶稣会士的神学学习
做了准备，并促使他们“为上帝作更大的贡献
和帮助我们的邻居”∞Ｊ４。为此，高年级的学生
们要熟悉众多的拉丁作者，如西塞罗、恺撒、昆
体良、李维等。学校特别重视西塞罗的演说词、

习，会士们在哲学、神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其中不乏佼佼者。如著名的哲学家弗朗西斯·
苏亚雷斯，他复活了经院哲学家的思辨哲学，著
有《形而上学论文集》，还在巴黎进行逻辑学的
教学改革【１４ Ｊ５８４；神学家路易斯·德·英利纳对
于教会政体的争论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再次，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一方面当
时的天主教会仍试图控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
面耶稣会出于教学的需要必然要涉足这一领

《论演讲》，奥维德的《变形记》、《哀歌》，泰伦
提乌斯、维吉尔、贺拉斯这些著名散文作家的作
品，也是必备的读物［１４］５７５。继承人文主义传统
的耶稣会也非常重视修辞学。耶稣会修辞学教
师佩德罗·胡安·珀皮那认为，基督教世界正
在争战，修辞将决定谁负谁胜。罗马学院的毕
业生庞培奥·乌戈尼奥说拉丁修辞的用武之地
已从世俗政府转移到教会，从讲坛转移到梵蒂

域，所以，耶稣会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并不明朗。

冈，“请……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独一的梵蒂
冈山和最神圣君王的威严宝座上一会。在那宗
教的城堡里，修辞的用途有多少种、又多么不
同”【２０ Ｊ”。每年的节日，赞美上帝要大量运用
修辞。制定法律、颁布敕令、书信写作、教皇的

许多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开始热心于

葬礼演说、新教皇的选举、主教讲道、教导无知
者、召集宗教会议，也都需要运用修辞术。“没
有人能保证如此多、如此重大的事情没有修辞
的大力支持能够维持下去。”［驯１３所以，耶稣会
一反传统天主教反对学习古典著作的成规，学
习古典语言、修辞，选用古希腊、罗马著作为教
材，成为古典文化的栖身之所。
其次，对于宗教的关注，使学者们的精力大
量集中在哲学和神学上，促进了两者的发展。
耶稣会的高等教育即神学教育，首先开设３年
的哲学课程，所学范围很广，并非我们现代通常
意义上的哲学，它包括逻辑、形而上学、心理学、
伦理学、自然神学，还有自然科学如代数、几何
学、三角学、力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
生理学等［４］２１５。会士完成哲学课程将获得硕
士学位，他们在初等学校中执教五六年后，便可
继续学习神学。耶稣会的大学开设神学课程６
年。前四年致力于研究圣经、希伯莱语和其他
开启圣经奥秘的东方文字，还有教会史、教会法
规、选修课和神学仪式，然后是两年的进一步研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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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１７世纪中期之前，会士们不注重地理，
他们学校的地理学只是古代猜测和一些传闻的
杂烩。许多海外传道者对地理非常无知。他们
几乎不曾看到过地图和地球仪，对陆地的大小
和相对位置认识模糊不清，几乎没有距离感，待
发的船只为乘季风要等上几个月Ｌ２ Ｊ１５３。这一
切给传道工作带来巨大困难。到１７世纪晚期，
实用科学和技术，建立在准确测量基础上的地

理学也流行起来。耶稣会学校的教授们收集传
教团留下的材料，编纂了一系列传道史，并附以

地图和绘图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理
学的进步。再加上教学的压力，促使了耶稣会
的学者们在许多科学领域成就突出。如会士吉
罗拉莫·萨西里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他是非

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先驱。其实，耶稣会像多明
我会一样，都规定“让学生和其他成员只读神
学书籍”【７ Ｊ ２４ｌ。但迫于教师这一职业的要求，
他们不得不涉足天文、地理、物理等自然科学领
域，使“他们成为第一个在世俗科学领域突出
的天主教学者团体”Ｌ３Ｊ２９。

最后，戏剧领域的贡献。在耶稣会学校的
庆典上，经常有讲演、诗歌，甚至哲学和神学辩
论，有些学校还出现了对话、对唱等精彩的形
式。１５５６年圣诞节前后，波伦亚的学生进行了
露天演出，表演基督降生；在复活节，他们表演

了从十字架上放下耶稣。这就向成熟的戏剧迈
进了一步。耶稣会明确记载的第一个剧本是

１５５５年由会士乔斯·德·阿科斯塔写成的。
１５５６年，喜剧《良好的道德》在锡腊库扎学校上
演，市民们曾要求公开演出，但遭到校长的拒
绝，因为在学校里演出戏剧是“为了激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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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的热爱，而不是为了公开展示”［７］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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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别处学不到的。”【２２ Ｊ４３伏尔泰则说，他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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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胡玲.何日取 耶稣会教育与天主教的复兴 -世界宗教研究2008,""(1)
16-17世纪,耶稣会创办了大量学校,不仅为天主教会和世俗政权培养了大量人才,推动了天主教革新运动,而且直接吸引了大量新教徒重返天主教,增
强了天主教的社会基础.耶稣会教育在促进天主教复兴、扼制新教传播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近代欧洲新旧教并存的宗教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2.期刊论文 梁丽萍 天主教耶稣会与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的扎根 -宗教学研究2004,""(1)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基督教向中国的突进大致有四次,形成了三次峰谷,而从基督教的第三次来华才与中国文化开始了碰撞与交流.而思想的契
合、学术的切入和伦理的示范是耶稣会将基督教信仰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有效途径.耶稣会来华传教的成功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只要沟通和传播手段恰

当,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完全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与融合.

3.学位论文 赵昕 文化传教的传承——从徐汇中学看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地区的文化事业 2007
耶稣会，是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修会，在中国，它富有开拓性地文化传教，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作为近代耶稣会传教的中心，徐家汇
至今仍然保留了一大批一百多年前耶稣会士创办文化事业的痕迹。作为其中的代表之一，徐汇中学创办于1849年，被誉为我国西洋办学第一校。它是我
国境内第一所按西洋办学模式创办的学校，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步，首开我国西方科学人文教育的先河，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1849年法籍耶
稣会士在上海徐家汇收容中国难民儿童及教友子弟开始启蒙授课，1850年正式取名圣依纳爵公学，亦称徐汇公学，1931年更名为徐汇中学，复旦大学创
始人马相伯先生一度任为校长。1953年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定名为上海市徐汇中学。作为耶稣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徐汇中学在耶稣会的文化传教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对徐汇中学历史发展变迁的考察，初步探讨近代中国教会中学教育建立的历史背景，展示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教育制度遭
遇到的困境与教会中学教育得以建立发展的原因，初步揭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主持的徐家汇教育文化事业之特点，以及与上海近代社会变迁之关系
，对中国近代社会之贡献，以及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之角色。

4.期刊论文 胡玲 近代早期耶稣会教育事业繁荣的诸因素 -理论界2010,""(6)
在宗教改革和近代社会转型的种种困境中,作为天主教修会的耶稣会,其教育事业在16-18世纪非常繁荣,其原因主要有:注重实效的教学方法、激励学
生的辅助教学手段、对待不同宗教信仰学生的灵活政策、品学兼优的师资队伍、对宗教改革时代天主教自我革新、对抗新教时代需求的迎合.

5.期刊论文 吴瑛 文化传播:从天主教耶稣会到孔子学院 -现代传播2009,""(3)
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视角,以明末清初进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为研究对象,从传播环境、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传播效果和反馈等层
面分析耶稣会传教士的文化传播活动.同时,将当前我国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活动与耶稣会的活动相比照,探索两者在传播规律上的共性与个性,为中国文
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提出建议.

6.期刊论文 王巨新 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 -理论学刊2009,""(8)
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可以分为明末至清康熙初年、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雍正初年至鸦片战争前三个发展阶段.明末至清康熙初年天
主教在山东平稳发展,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经历两次波折,雍正初年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山东被迫转入秘密传播状态.除耶稣会外
,方济会在山东的传播占据重要地位,山东不仅是方济会中国教区开拓地,而且是中国北方方济会传教中心.

7.期刊论文 周萍萍.Zhou Pingping 明清间平民信奉天主教原因之探析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20(1)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基于中国当时社会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其宣传众生、天堂地狱等等教义,以及其特定的一些教仪,对下层社会的平民产
生了很大吸引力,天主教因此在平民阶层中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

8.期刊论文 王公伟.WANG Gong-wei 略论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4)
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义具有强烈的一神论特征,与其他宗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天主教进入中国,与佛教直接接触.开始天主教采取
与佛教表面认同的策略,后来采取与儒学认同,同佛教对立的方针,最终导致天主教与佛教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和以袜宏为
代表的佛教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结果让双方势同水火.其中,天主教的态度是应该检讨的,他们对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理解是肤浅的,也过高估计了
人们对天主教的容忍和接受程度,最后导致了教案的频繁发生.

9.学位论文 曾新 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上帝 2007
明朝末年，天主教新兴的修会耶稣会趁航海大发现之便，秉重振天主教之雄心，一帆涉海，来到澳门，开始向西方传说中神秘而富庶的中国传播
“上帝”的威名。在此后的近一百五十年间，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广交朋友，积极传教，一度赢得了一批支持者和追随者
，但是这次传教活动最终却以被清政府禁止而告终。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至少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天主教原有的“上帝”形象，以及相应的
宗教教义，与当时中国人包括大多数畈依了天主教的教徒理解的“上帝”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对神人关系的理解方面，二者之间尤其具有不可调和
的分歧。
本论文将运用传播学、符号学以及新批评之细读细析法，对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输入的“上帝”作一跨学科的中西宗教文学文化关系研究，并主要通
过对天主教入华原始文献中的“上帝”译名及其三个关系范畴，即上帝与世界、上帝与神佛、上帝与人的关系，由源及流、由名到实，来探讨“上帝
”的形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这一形象如何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传教过程中，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发生了分歧，并进而揭示异同，探
讨规律，彰显天主教唯一神和中国式上帝的不同特质，达到对“自我”和“他者”的深入认识，从思想文化渊源方面，挖掘中国在历史上没有、今后也
决不可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深层次原因。
具体而言，对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上帝”形象的分析，将从四个方面展开：
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上帝”的逻辑起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无疑以传教为最终目的，因此其所传播之“上帝”之原来面貌为何，这是本文展开
探讨所首先需要理清的立足之基。这一梳理将从《圣经》中的“上帝”以及天主教特色的“上帝”两个方面展开。
中国人接受“上帝的逻辑起点：既然耶稣会士所传播的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上帝，明朝之前的中国“上帝”的形象乃是我们所需清理出来的另一
立足之基。这一梳理将从中国古代信仰中的几个核心范畴“帝”、“天”、“道”以及“神”四个方面来进行。
源已廓清，第三章则是探讨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上帝”。此处的探讨将时时注意这一“上帝”与天主教正统的“上帝”之间的纵向对比，并兼顾其
与中国传统中“上帝”的横向比较，以求凸显这一从西洋入华的“上帝”的特质。
第四章则将顺承前文理路，剖析中国受众对耶稣会士传播的“上帝”的接受情况。本章主要将受众分为皈依者与反对者来考量，但在皈依者部分也
将兼及一些虽未皈依但却在不同程度上对西方“上帝”表示出认可的友教人士的正面观点。而反对者中则将对所有反对西方“上帝”的呼声都加以考察
。
最终，文章抽丝剥茧般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中国两千年来固有的儒家思想体系，在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对人神关系的理解方面，与天主教思
想体系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尽管当时有部分中国人出于种种原因，在形式上接受甚至畈依了天主教，但两种思想文化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传
教活动最终失败，实际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总之，中西神人关系的冲突乃是中国人忖度西方“上帝”时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最不能承受之“轻”。

10.期刊论文 关汉华 16世纪后期天主教在广东的传播与影响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3(1)
本文对16世纪后期天主教为何以广东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入楔点,以及在广东传播的三个阶段(澳门、肇庆、韶州)作了全面的考订和阐述.对当时教会
内部有关在华传教方针的分歧和争论,以及传教方针调整后所体现的特色也作了相应论证.文章强调,由于传教活动"学术含量"的增大,因而它在文化交流
方面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广东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起先导作用,实与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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