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禁教时期的华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宾静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朝廷禁传天主教，天主教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外籍传教士先是被逐，后是被杀，传教任务逐渐落到华籍神职人员身上。本文分析了此
一时期内华籍神职人员的身份构成、活动地区分布，以及其传教方式和特点等，借以说
明华籍神职人员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较前期更大的作用，推进了天主教在中国
的本地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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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宾静，１９７６年生，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礼仪之争”后，雍正、乾隆皇帝在位时，’清廷禁传天主教，全国发生教案数起，
外籍传教士遭到驱逐，天主教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但“两洋宜教事业，吲
深受打击，然并未因此一蹶不振，绝迹中朝。”这一情况的出现，纵然与外籍传教十

“具有宗教热忱，以不避艰苦开教中国为光荣”密切相关，但“华人信徒，抱有此种信
仰者，亦当不在少数。”∞这从某一方面说明，此段时期内，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活动
是与本地天主教徒的努力分不开的。天主教在中国，此时不仅仅只是信教的主体为华

人，传教的主体——二．神职人员－－也开始慢慢由外籍向华籍转变。②
雍正禁教之初，北京“奉教之人，有病危者，惟中国司铎罗陈二人，密付终礼而
已。”＠至雍正六年（１７２８）时，“留在北京的教士有：外籍主教一位，神父六位，”其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山东）齐鲁书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５６页。
。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ｅｄ．），肋门如Ｄ础Ｄ，∞，ｆｓｆｊａ力几．Ｉ，动∞ｊ刀ａ＇
“天主教社区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礁ｉ
于培养能服务于他们的本地神职人员，以及他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萧若瑟：《天土教传行中
国考》，河北献县天主堂１９３７年排印本，第３８４页，“虽雍正朝，与乾隆初年，两洋神父稍稍隐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６３５—１８００，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１．ｐ．５６５．

晦，于往来行教诸事，多赖中国神父为之”；第４０７页，“圣教窘难之际，西ｊ：无多，所赖以施
行圣事，坚固教友信德者，中士之力居多。如江南臼耶稣会灭后，西二ｊ：罕入境，五ｌ‘余年来，照

顾七万余教友，亦惟赖中国神父ｔ余人之力耳。他省大略相同。”王治心：《中困摹督教史纲》，
（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第１４３页，“其他各处，西教：Ｅ均难立足，皆由中国神父主持，钠ｉ
这样艰险的情形下，继续进行工作。”Ｒｏｂｅｒｔ Ｅｎｔｅｎｍａｎ，劢Ｐ尸，Ｄ６』伽Ｄ，∞砌ＰｓＰ肌ｆＰｓ勘
正动ｆＰ鲫拍一锄芒ｕ∥盯ｃ五蛔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Ｕｈａｌｌｙ， Ｊｒ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ｘｉｎ ｗｕ， 国ｊ仃ａ ａ门∥国ｊ’括手，彻矗．ｐ’
肋？矗鲫Ｐ∥尸ａｓｆ，肋归Ｐ向』凡ｔ＂只Ａｒｍｏｎｋ，Ｎ．Ｙ．，２００１．ｐ．１３０， “１７２４年禁止天主教后，欧洲
传教士们无法在中国内陆公开开展工作。在四川传播天主教福音的努力，正如其他地方一样，越
来越依赖于中国籍神职人员。”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北京）救世堂１９０５年，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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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华籍神父三位。”同时，“隐匿地下的教士有：南京潜居主教一位，耶稣会神父七
位，方济各会一位；陕西、山西、湖广、四川潜居主教一位，”有“中国神父二位。”∞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有“三位中国修生晋升铎品，他们是朱荣（赵斯定）、蒋若
翰、杨安德。他们都被分配到四』ＩＩ、贵州去传教。”②直至１７８４年遍及全国的教案发
生，搜拿湖Ｊ～传教士时，“四川亦拿获四名。凡系中国司铎，皆发伊犁，充当永军。”固
与外籍传教士们不同，华籍神职人员来自中国天主教社团内部，熟悉本地社会的
规范和文化，在传教过程中，与民众的沟通更为便利，更能指导他们理解教义。“其时
惟中国神父，尚易隐藏，自教难大起以来，所赖以施行圣事，扶持教友信德者，中国神
父之力居多。就中尤著名者，有何天章、龚尚贤、樊守义、程儒良、罗乘中、高若望、
陈圣修、沈东行诸人。”④华籍神职人员不由自主的肩负起特殊的历史使命，或者帮助
外籍传教士传教，或者单独传教，逐渐成为维持和发展中国天主教会的重要力量，使得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并未因当时严峻的形势而中断。

华籍神职人员的构成特色
１７８４年的大教案发生前，朝廷未认识到有华籍神职人员的存在，只把他们当成一
般的天主教徒来对待。㈤他们得以在禁教前期，隐藏身份，四处传教。构成自己特色。
１．除神父、修士外，华籍神职人员中还有传道员、善会会长。雍正、乾隆时期，
华籍天主教徒担任神职：］：＝作的大致有神父、修士、传道员、善会会长儿类。神父最开始
要求懂得用拉丁文来作为礼仪用语，１６５９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同意祝圣那些不懂拉
丁文的中国人为神父，只要他们能够朗读，并且能解释《弥撒规程》和圣事程序＠。朱
被晋升为司铎则只能称之为修士。如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１７８５年１月）被捕之刘两
满，“我因在西洋住过多年，熟习洋字经典，所以人都称我神甫，实未受有执照。”④他
便有可能只是修士，而不是神父。传道员有两种类型，一是定居的，一是巡同的。州定
居住的传道员，更确切地说是善会领袖，以一个特别的会口为基地，负责社团的日常领
导事务。中文称为会长，拉丁文称为“团体领袖”，法语中称为“会口首长”。巡同的传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台北）光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８页。

。张洋：《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１３９页。另，朱荣祝圣为神父时间，亦可参见《真福赵奥·ｄ定
神父传》，１９０５年铅印本，第８—９页；以及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宣圣委员会主编：《中华殉道圣
人传》，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７８页。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下篇），第６页。
娜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３７６页。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ｔ锄ｄａｃｒｔ（ｅｄ．），胁疗动ｏＤ忌Ｑ厂劬廊ｆ泐砂加＠ｆ，搋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６３５一ｌ ８００，ｐｐ．４６３－４６４．“这峰华

籍耶稣会士们一直在北京地区、特别是从北京城外到长城一带，以及湖广等其他地区活动。他们冈
为是天主教徒而被逮捕，但是直到１７８４年，政府当局尚未开始对华人神父进行迫害。”
⑥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ｔａｎｄａｅｎ（ｅｄ．）’胁月肋ｏｏ七∥劭，括ｆ协妙加幽砌口，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６３５－１８００，ｐ．４６３．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陕西巡抚毕沅奏报拿获传习西洋教之刘两满等审供解京折》，中困第
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档案史料》）（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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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员相对要少一些，他们在非天主教徒中从事皈化工作，在禁教时期，往往要冒很大的
个人风险。吸收固定居住的传道员或会长有规定的程序。神父需要提出一个或几个传道

员的名字，整个会口要用一天选出一名传道员，在这天以前还须做一段时间祈祷和斋
戒。传道员在苦像面前当众宣誓服从以后，即可以就职了。圆定居住的传道员、会长或
善会领导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晰，所有的会长一定都是传道员，但并非所有同定居住的
传道员必须是会长。这种混乱是由于传教士不加区别地对两者都采用“传道员”称呼的
缘故。１７２５年，当时的宗座代牧穆天尺对此作了区分，即许多新的教友应该拥有一个
领袖作为训导员（即会长），他必须向传道员作报告，传道员然后要向传教十作报告。
而且，只有得到主教的准许才能任命巡回传道员。此外，善会会长可由任何神父充当，
尽管他事实上拥有一个取代执事职位①。如此，中国神父、善会领袖和传道员就组成了
由中国人构成的传教核心，使天主教逐渐发展为“一个受到中国人欢迎的宗教”㈤。
”２．华籍神职人员多来自天主教家庭，且多为平民出身。以耶稣会士为例，从《在
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华籍
耶稣会士多自幼就跟随父亲或祖父等奉教。其他各会的情况也大多如此。如１８世纪在
四川工作的３３名华籍神父中，只有贵州人奥古斯丁赵是唯一来自非天主教家庭的翘。

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李安德亭申父则声称，其家族祖上五至六代都是天主教徒。党怀仁和
苏宏孝也都是传道员的儿子＠。再如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于甘凉被捕的华籍传教士刘
多明我，其“父刘一常、兄刘志唐，俱习天主教。”㈢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的他们，往往

能顺利透过亲友关系，扩大天主教影响，增加入教人数。
何况，鼍礼仪之争”之后ｊ教廷禁止华籍天主教徒敬祖祭孔，朝廷则严禁天主教，
士大夫们一要维护儒家传统广二要考虑蠢己的仕途，不会轻易入教。因而，当时的入教

者多为平民，神职入炅爵然也多自蛾阶层申产生。上文提到的刘多明我，平时便多在西
安、兰州等地“贩卖药材生理一，以此维持生活＠。此外，华籍神父的培养对象也多为
那些由父母拳献给教会井为老服务的男孩子们。外籍神父马青山说，１７３２年，教徒沙
勿略和佛朗西斯赵将他们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带给马青山，让他服务教会。贫穷也许是这
个家庭这样做的原因。马青山挑了１３岁的若望，其父母就签了一张契约，规定让若望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６１６页。
。’ＲｏｂｅｒｔＥｎｔｅｎｍ锄：《１８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顾卫民译，《当代宗教研究》１９９８年第
２期，第４３．４４页。另，ＮｉｃｏＩａｓ Ｓｔａｎｄ∞ｒｔ

ＮｉｃｏｌａＳ（ｅｄ．），协蒯６ＤＤ七Ｄ，Ｃ讫ｒ括ｆ缸聍ｆｆｙ加ｃ锄ｆ行口，Ｖｂｌｕｍｅ

ｏｎｅ：

６３５－１ ８００’ｐｐ。４７ｌ一４７２。

Ｅｎｔｅｎｍａｎ：《１８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４０页。
螂由《真福赵奥司定神父传》第卜４页，及《中华殉道圣人传》第７７—７８页可知，此处的奥古斯丁
谤Ｒｏｂｅｒｔ

赵即可能本名为朱荣，贵州婺川县人，原在婺川县衙门当差，在被捕天主教徒及外籍传教士梅神
父的影响下，领洗入教。

Ｅｎｔｅｎｍａｎ：《１８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４２页，另见穆启蒙编著：《天主
教史》（卷三），侯景文译，（台北）光启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６９页，可知李安德神父＿｝玎生于“陕

够Ｒｏｂｅｒｔ

西汉中一个明朝末年的老教友家庭”。

＠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二日《福康安奏审讯教案人犯分别解京折》，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
献丛编》（第十五辑），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发行所，１９３７年再版，第６页。
＠同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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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主服务，并在马青山指导下学习，准备天主为他安排的：【作。华籍神父李安德在开
始接受训练之前，也写了一份说明父母已将儿子奉献给教会的契约①。成为一名神职人
员，意味着可以得到外国教会的薪俸，在家境充实的情况下，或许他们不会因一纸契约
而成为晋升神职的培养人选。同时，平民出身注定了他们不可能顺利结交到当时的上层
士大夫，或是朝中权贵，并借此扩大天主教在上层社会中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表明，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从利玛窦时期开始施行的走上层路线的方式，开始逐渐转向走‘卜．
层路线，传教目标也逐渐从士大夫转为平民大众。

二、华籍神职人员的活动地区分布
雍正、乾隆时期，华籍神职人员广泛分布于北京、河北、广东、湖广、四川、福
建、山东等地区。早在雍正禁教之初，被驱逐的传教士中有“山西省中国耶稣会士１
人”㈢。１７２８年，一个在京的传教士在一封信中写道：那些年间，有教徒４０００多人；３
个中国神父，６个欧洲神父以及一个主教为分布在山西、陕西、湖Ｊ’Ｉ和四川的教徒传
教；信中还提到，在南京隐藏蓍一个主教和８个神父；在广东的传教士有２４—２６人之
众。而在其他的一些信中，则生动地描述了教士们如何秘密地拜访他们的教徒并传教的
情景。这种传教活动一般在山中进行，比如，在湖南的群山中就有较大的传教活动＠。

可见，雍正禁教之初，华籍神职人员便已在各处秘密活动了。
北京附近，巴多明神父在１７３４年给杜赫德神父的信件中提到，他们只到他们不用

担心被袭击的地方去，而，鼍其他欧渊火不宣露面的地方由罗玛窦（Ｍａｔｔｉｅｕ Ｌｏ）神父或

者秦于连（、阳ｌｉｅｎ鼬ｉｎ）Ｉ神父豢雾？他们俩爨申国耶稣会士。”④乾隆五＿卜年教案之时，北
京下狱的天主教徒中∥有“串孱神父七人蛔＠。
湖广地区；ｊ一襄阳教鬣构领襁们４为了避开官员们的严密搜查，逃到湖Ｊ“省的北部，
买了个小山谷分给贫苦的天主教家庭。之后，巴多明神父让一位身为华籍天主教徒的秀
才买了两个山谷，即木盘山（ＭＯｕ－Ｐａｎ．Ｃｈａｎ）。１７３２年，这里已分成了８个不同的区
域，而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讲授教理者＠。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ｎｔｅｎｍａｎ：《１８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４０页。

增《严嘉乐从北京寄给布拉格尤利乌斯·兹维克尔的信（１７２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捷克】严嘉乐：《中国来
信（１７１６－１７３５）》，丛林、李梅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３页。

＠Ｋｅｎｎ柏Ｓｃｏｎ Ｌａｔｏｕｒｅｎｅ．彳鼢幻秒矿Ｃ鼢括ｆ洳搬ｆＤ凇拥Ｃ矗帆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柚ｙ，
‘

１９２９．ｐ．１６０．

㈣《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１７３４年ｌＯ月１５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三），朱静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０．１５ｌ页。另据【法】费赖
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７５４、７５５页，此
二位可能是罗秉中和程儒良神父。
憎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３９６页：“将中国神父七人，与教友十一名，俱刺字于额，充发
伊犁，使终身为奴，另有教友三四十名，则枷号示众，板责以后，分别开释。”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１７３４年ｌＯ月１５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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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籍神职人员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仅以华籍耶稣会神职人员为例，此段时期在各
地活动的共计有７８人，但个人活动的地点并不仅局限于一处，具体情况可参见下表。
雍乾时期曾于各地活动的华籍耶稣会神职人员情况表①
活动地点

神父

修士

备注

２７

７

包括殁于北京神父６入修士３人

直隶（包括京师、近畿）
河北

１

河南
山两（包括绛卅Ｉ、太原、右卫、西宁）

３

陕西
东北（包括乌兰哈达、鞑靼地区、辽东、宁古
塔）

１

塞外

ｌ

山

２

７

‘

东

｜

ｌ

江南（包括上海、崇明、海门、江苏、南京、
苏州、无锡、松江、浙江、宁波）

１６

福建
江两

２

３

包括殁于江丽１人

６

湖广（包括武昌、谷城、荆州、木盘山、湘

１４

ｌ

王５

２

２

ｌ

潭）

广东（包括广州、澳门、海南岛）
南哑（包括印度韦勒姆住院、逞罗、交趾支
那）

意大利（包括圣·儒莲堡、里斯本）
无话动地点记载。
。

、ｚ，

’｛：、、

．

ｌＯ

，。。

Ｊ

“

，

“。。

３
“６

包括殁于里斯本狱中１人
未写明身份的有３人

。。

２名。曼水八年“寺７§爹麓嚣，。！。麓缮籍霭锋，ｌ黪名，｝四十年（１７７５）则有华籍耶稣会士
（包括司
从上表及
地区遍及
除西北、西南的大半个中国，国外也有他们的踪迹。
而在西部的四川地区，这里此时主要由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多明我会的传教
士负责传教，１８世纪，尤其是１７８０年以后，有３３名中国籍神父在二【：作着，到１８０４
年，四川有１８名华籍神父，但欧洲传教士却只有４名①。由此可见，雍正、乾隆时
期，华籍神职人员的活动地点分布甚为广阔。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三），第１５ｌ·１５３页。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３９０一３９ｌ、４０２—４０３、４１２４１４、４５９、６８０一６８３、７５３—
７５７、７６２、７６２一一７６６、７７３—７７４、８１０、８２７、８３７—８３８、８４１、８４３—８４４、８４６、８７０—８７３、９０６—９０８、

９１５—９１６、９２４—９２８、９３３、９５８—９６ｌ、９７０—９７８、１０４卜１０４２、１０５２页。［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Ｉｊ
列传及书目补编》，耿羿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７、２２、５２—５３、５８、９９、１０７、１４８、
１６５～１６７、１９４、

１９６、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２２３、２７８、２８０一２８１、３０６、３１２、３２７—３３３、３５ｌ一

３５２、３７１—３７３、３７５—３７６、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６、４４５、４４７、４８９、４９６、５３２、５４ｌ、５５４、５７４—５７５、

５９８、６ｌＯ一６ｌｌ、６１８—６１９、６２２、６３ｌ一６３２、６４０一６４３、６５９～６６３、６８４、７２９—７３０、７４５—７５ｌ页。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１９３８年。第２６８、２９４—２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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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籍神职人员的传教方式
１．协助外籍传教士。部分华籍神职人员懂得拉丁文，在意大利、法国、暹罗等国
家受训时亦熟悉了当地语言，与外籍传教士交流方便，同时也熟悉中国情况，是协助外
籍传教士四处传教的好伴侣。一方面，他们可以陪同外籍传教士深入内地，为其做好一
些传教的准备工作。雍正时期，１７２７年，顾铎泽神父进入湖厂１传教时，当地的天主教
骨干派人为其带路，准备住处，将船上和陆上的天主教徒分开参加聚会，并安排他们的
船一批接一批地驶到神父所在的船边或附近，参加圣事②。乾隆年间，“一名热诚的随
从，曾受教育于那不勒斯圣家书院的中国人蔡伯多禄（Ｐｅｔｅｒ ｚａｙ），屡次成功地把账房
神甫托付给他照看地传教士，安全送达各个目的地。另一位来自同一书院的中国人，名
叫李格腓力（ｐｈｉｌｉｐ Ｌｉｃｕ），愿以极少的费用将４名欧洲人带到陕西省会两安府。”＠
另一方面，华籍神职人员可以方便地执行外籍传教士们所委以的重任。雍正禁教
之初，只留下在京的教士２０多人，用来在钦天监为朝廷服务，其余５０多人尽行驱逐至
广州。在京的外籍传教士无法出京，只得派华籍耶稣会士樊守义神父、罗萨里奥神父、

达鲁克神父等去探视遭流放的奉教宗室—一苏努一家，转交传教士们“所募得的救济款
项”，并为其家人主持圣事固。当时，“在京的２２个传教士，只有７个被要求为宫廷服
务，其他的则在５个中国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在京城里面或者近郊自由传教。”可
另外，他们还要帮助外籍传教士与为之服务的教会保持联系，如传递信件，安排
他们进入内地传教等。例如，７四川的李安德神父除了自己“接引西洋人格罗第哓，改名
郭明益，来月ｌ”，并住其家传教外，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八月，“乘张万钟赴Ｊ。之便，

嘱令顺带西洋人来ｊ：｛Ｉ传教≯？乾隆四十九年一×１７８４）予陕西缉获的外籍传教士呢吗方

济各，在陕传教２３年，是由一内弛炎苏神甫勾引由洋至广，复由』“至山西、陕西传
教”的ｏ。乾隆五十八年。ｊｉ：＿ｌ’９３）≯至湖北传教的外籍司铎刘方济各克来，还由儿位华
籍司铎为其担任传教助理：“一为李司铎若瑟（原籍朱详），幼从同教，经商至北京，反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ｎｔｅｎ驰ｎ：《１８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４０页。

②《耶稣会传教士顾铎泽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１７３０年２月）》，【法】杜赫德编：《耶稣会二Ｉ二中国书简
集》‘（三），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铆［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０７页。
∞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３４页；［法］费赖之：《确÷
华耶稣会士列传》（下），第６８ｌ页：“守义为华人，不启人疑，是以不难携带北京诸神甫之Ｈ会
往赠此被谪之宗室”；以及［法］杜赫德编：《耶稣会二匕冲国书简集》（三），第６５—６７、１２卜１２２、
１２６一１２７、１３９、１５５、１５８页。另外。此处的罗萨里奥即可能是何天章神父，达鲁克即町能足龚尚

实神父，参见［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下），第４１２—４１４页。

＠Ｋｅｎｎ劬Ｓｃｏｔｔ Ｌａｔｏｕ触ｅ．爿舶咖，矿劭ｒ柳洳＾触ｆｏ般加∞加．ｐ．１６２．
＠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七日《兼署四川总督印务成都将军保宁奏拿获西洋人讯明解京折》，国立北平故
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丛编》（第十六辑），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发行所，１９３７年１ｌ耳舨，
第１７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寄谕山东陕西等督抚著一体严密查拿天主教》，《档案史料》（第二
册），第５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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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皈依公教，并得圣召殊恩，得升铎品，旋遂来鄂，襄助真福传教”；“一为张司铎（名
未详），北京人，父母皆外教。公自奉教后，即被纳匝禄会士收为门下，造发愿晋铎，
始来鄂襄理教务，旋被真福遣往江南”；“一即宋司铎，洗名保禄，河南开封府人。幼时
避难入京，一日叩公教堂门，教士怜而留之，养教兼施，才德并进，后升铎品来鄂，即
由真福派驻上津堡会口，助理一切教务”；“此外又有二壮年教士，日何依纳、沈方济
各，均于一八零八年抵茶园沟”㈣。除神父外，传道员们也要“为传教士们服务，作为
向导或是翻译。一些还作为送信的人，带来补给和信件。”圆
２．独立传教。大多数情况下，华籍神职人员或只身、或由人带路前往各处传教，
为当地的新教徒付洗，并主持各项圣事，以此传播教义，安慰、鼓励教徒。比如前面提
到樊守义神父，在宗室苏努家族的主要成员逐一去世、恢复黄带子身份后，“孑然一

身，走遍直隶及辽东各地，抚慰教友，勉以忠勇。”⑨再以四川为例，虽然１８世纪３０
年代除李安德之外，还有“其他几名中国籍神父在这个省工作：苏宏孝、谷耀文、徐、
李世音、以及李安德的神学院同班同学，党怀仁”印，但进入５０年代后，教务主要由
李安德“一人在四川支撑了多年”。他在长上敦促之下用流利的拉丁文写日记，持续了

十八年之久，记述了他的工作，所遭受的种种危险，和两次坐监的情形。“他支撑着四
川的教务垂三十年；不只在那危机四伏的年限中维持现状，还能尽力使它发展。”＠
即使是在被捕判刑之后，华籍神职人员也不放过任何机会，于受刑之地积极传
教，主持圣事。１７５２年８月，朱里官神父被捕，遂被流放至山东西北部，另一名与其
天
’

教
ｄ：

口

些
买

了一所房子：１７４３年，苏宏孝也买了一块价值１３０两银子的邻近下四乡会口教堂的地
皮，为传教寻找合适的固定地点。苏宏孝还雇了一个讼师与一个有功名的人打官司，那

∞成和德：《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刘董二位致命真福合传》，上海土山湾印书馆１９２１年，第３—５
页。
罾Ｎｉｃ０１ａｓ 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

（ｅｄ．），店弛『刀的Ｄｎ詹Ｄ，（州ｓ芒ｊａ门ｆ芒．ｙ

ｊ刀国．由＾岛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

６３５一１８００，

ｐ．

４７１．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３４页。另，［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下）第
６８１页：“苏努全家或殁于谪所，或蒙赐还，以后守义则往来于直隶、辽东一带鼓励教民。”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ｎｔｅｎｍ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ｉｃｈｕａｎ，

⑤穆启蒙编著：《天主教史》（卷三），第２６９—２７０页。另，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ｃｏｔｔ

ｐ．１３１．

Ｌ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爿历ｓｆＤｒ矿

盯砌ｒ必ｔｊ鲫肼ｓｓｆ鲫ｓ如功勘鼋ｐ．１６５：“１７４６年所有的欧洲传教士都被驱逐，只有一个中国
神父李安德坚持对忠实的信徒们传教。１７５０年，另一个中国神父李世音开始帮助李安德工作。”
＠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３０

Ｓｔ锄ｄａｃｒｔ（ｅｄ．），胁砌∞．ｉ：Ｄ，’Ｃ＾，．括砌”鲫加Ｃ％ｆ懈、，ｏｌ啪ｅ ｏｎｅ：６３５—１ ８００，ｐ．４６５．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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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企图霸占成都附近的双檬子的教会土地。＠当然，传道员们对于传教及稳定教徒的信
仰来说，也同样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１８世纪，作为当地社区的鼓舞者，他们的
角色变得更加重要”。固定居住的传道员要“负责日复一日的社区领导ｊＩ：作”，“帮助神
父教导新入教者和儿童”，“当神父不在时，指导祈祷，给予说教”；巡回的传道员则要
“从一个村庄旅行到另一个村庄，在福音传道地和非天主教的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
＠。长城某个关口外的一个传教区，在其首领热情的传教下，“他的兄弟、姻亲，他村
庄里所有的村民，除了有两个人他没有说服以外，共有一百多人都进了基督教。”＠
此段时期内，华籍神职人员在积极发展本国传教事业的同时，亦开始往高丽传教。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华籍神父周文谟（雅各）进入高丽，开始了为期７年的传教事
业，使其教友从４００人发展到１００００人④。

四、华籍神职人员的传教特点
１．以个人秘密活动为主。雍正、乾隆时期，公开的天主教堂基本已不存在，传教
活动自然无法在公共场所大方进行，只可能转为秘密的地下活动。多数时间里，不管是
外籍还是华籍神职人员，大多潜匿县及县以下的社会基层，分别联系、鼓励教友，“在
私人住宅行圣事作弥撒。”＠此时，“北京教友唯一可以行礼之圣堂”，也只是德里格在

北京为传信部教士所购之屋，因簟耶稣会士初不愿教友进传信部教堂，乃不称此屋为
‘堂一，遂得以保存下来，所以在禁止教友避教堂之时，大受欢迎＠。何况，在全国禁

教的情况下区处传教，不仅路途遥远，？舟车劳顿，华籍神职人员还要时刻保持相当的警
惕性，担心被捕。如樊守冀神黧攘视苏努？。家时，“须随商人步行而往，途中极为艰
苦，满洲入与监视苏努。族之｜士－搴，叉时加恐吓”⑦。随着禁教日益严厉，教案逐渐增
多，华籍神职人员所旨的溅睑也越来越大，稍有风吹草动，必须及时藏匿，躲避追捕。
２．收受番银。雍正、乾隆禁教时期内，华籍神职人员多从外国教会那里得到经济
上的支援，以维持传教活动的开展。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１７８４．１７８５年）蔓延全国
的教案中，被捕之华籍神职人员大多从外国教会获得过传教银两。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
（１７８５年１月），在陕西被捕之刘两满供认：“十多年来，两洋原曾寄给我番钱六七

①Ｒｏｂｅｒｔ

Ｅｎｔｅｎｍａｎ：《１８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４２—４３页。

②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

（ｅｄ．），由‰锄Ｄ础Ｄ，功，如ｆｊａ刀ｊ芒ｙ妇幼如日

Ｖｏｌｕ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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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１。

＠《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１７２６年７月２６日于北京）》， ［法］杜赫德编：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三），第２０３页。
＠穆启蒙编著：《天主教史》（卷三），第２７４—２７５页。

＠穆启蒙编著：《天主教史》（卷三），第２６８页。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３５９页。
⑦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３４页。另，［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第６８卜６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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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次四五十圆，俱从，“东澳门寄至西安，交刘必约转寄。”①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
年），在山东被捕的朱行义，“自三十五岁回福建即吃西洋人银，每年得番银八十圆。到
德州后，年年从江西赣州帮粮船上舵工马西满寄来”④。在甘肃被捕之华籍传教士刘多
明我，“每年得受西洋人番钱八十五圆”＠。同年，山西也孥获有“号称神甫，得受番
银之徐盖达诺。’？固另据两广被捕之顾士傲称：“西洋人规例，由该国大主教给以神甫名
目者，每年给花银八十五圆，其由澳门洋人给以神甫名目者，每年给花银四十圆。该犯
自三十年起，每年得受哕满花银四十圆”，直至三十六年哕满回国。而亦姓神甫的艾球
三，则“系西洋大主教给以神甫名目，每岁所得番银比该犯加倍”。⑨．
由巴黎外方传教会训练的那些华籍神职人员，也由该会提供津贴。１８世纪４０年
代，支付给李安德和党怀仁每年８０两，中国传道员张风有３０两，而欧洲传教士能拿到
１２０两。然而，外国教会后来逐渐开始建议其薪俸由本地天主教徒们支付。这样，到
１７８１年，华籍神父已完全靠中国天主教徒资助，不再从外方传教会接受薪俸了㈣。

五、结语
随着中国传教环境的日益恶化，外籍传教士日渐稀少，大部分传教任务只能落在
华籍天主教徒身上。此时，“中国传教士靠他们自己创办中国的天主教社区，而且对中
国教会的生存变得非常重要。他们由中国传道员们支持，在传教士们不在的时候主持天
主教集会。”⑦这对稳定与保持天主教徒的增长是极为重要的。“１７８６年在四川、云南、
贵州有４６９个成年人受洗，１７９２年是１５０８人，１７９５年是１４０１人，１８００年是１２５０
人，‘而到１８０４年；受洗人数增加到２１４３入。在１７５６年，据说在四川有信徒四千，
１７９２年估计达到两万五千人，而到了１８０１年，据记载有四万信徒。１７９９年贵州据说有
六百天主教徒。”即便是“在乾隆五十年大教难后，到六十年禅位时止，中国教会大致
平静，因此教务颇有进展，如北京这十年中，增加教友两千人，全国教友大约在１５万
到２０万之间。”

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１７８４．１７８５）大教案，纵然严重打击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陕西巡抚毕沅奏报拿获传习西洋教之刘西满等审供解京折》，《档案
史料》（第二册），第６１６页。
②乾隆五十年二月十三日《山东巡抚明兵奏将西洋人吧吣哩哑暖解京折》，《文献丛编》（第卜五辑），
第１５页。

＠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二日《福康安奏审讯教案人犯分别解京折》，《文献丛编》（第十五辑），第６页。
④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山西巡抚农起奏将天主教案内余犯审撮咨部折》，《文献从编》（第卜六
辑），第２０页。

＠乾隆五十年三月十五日《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报审明习天主教各犯分别定撮折》，《档
案史料》（第二册），第７０６—７０７页。
封Ｒｏｂｅｒｔ

Ｅｎｔｅｎｍａｎ：《１８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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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乾禁教时期的华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播，各地的华籍神职人员也先后被捕不少。１８世纪末，只有很有限的欧洲传教十在中
国活动∞。至嘉庆八年，四川地区还曾“召集所属司铎十四位，内西士一位，华士十三
位，会议中国传教事宜，凡三日议毕，缮录清楚，呈请罗玛圣座核定，教皇以徐主教议
定各节，尽善尽美，不惟命四川遵行，且嘱中国各省及附近中国之越南东京高丽等区，
一体遵守，以昭划一。”圆这些都充分说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中国人的主
体地位渐渐突显出来，神父、善会领袖、传道员等华籍神职人员逐渐成为天主教在中国
的传教核心，成为维持和发展天主教的重要力量，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进程。
从某种程度上说，天主教也开始成为中国人自己领导的宗教。而且，此段时期内的华籍
神职人员，出身多为平民，其阶级、身份、地位决定他们不可能与上层社会平等交往，
进入他们的圈子，并进而向其宣扬教义。何况，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接受教育、晋
升神职的华人，所学习的也多以神学、拉丁文为主，即使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艺，
也未能如之前的外籍传教士般成功吸引住士大夫们的注意固，以学识或修养等来皈化人
批士大夫的情况不复再现，传教的目标受众开始转为下层人民。清代学者徐珂即称该教
“有佛家之神道作用，而无空寂之弊，有回教之坚忍不屈，而与人群无忤，对丁ｉ中下社
会，最为适宜。”固因而，“教友都是些平民百姓：例如工匠、农民和渔夫；为便利传
教工作，并为减低背教的危险”＠。由于入教者多为平民，以至于在听说教会考虑要停
止给予不属于外方传教会的华籍神父薪俸，要依靠华籍天主教徒的捐款时，范益盛神父
就指出：

“几乎所有的四川天主教徒都是穷人”，只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一步骤～。

然而，归化平民百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受其接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大部分出身农

村的平民都仅仅是接受了口传和最基本的教育，天主教教义和民间传统之间出现某种程
度的同化在所难免∥在传教和归化的过程中磁始终都是一些被认为是神奇的事件鼓励民

众们要求举行受洗磐，予是，传教与信教的过程，不可避免的带上了神奇、神秘甚至迷
信的色彩。如此，天主教教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为中国人所接受，仍有待作进一步的深
’

入探讨。
（责任编辑辛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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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４０３页。
⑧参见拙作：《清雍乾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培养》，（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５５期，
第４９—５８页。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四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９５６页。
固穆启蒙编著：《天主教史》（卷三），第２６８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ｎｔｅｎｍａｎ：《１８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４３页。

万方数据

１３３

雍乾禁教时期的华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

宾静， Bin Jing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世界宗教研究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2007，""(2)
0次

参考文献(73条)
1.张维华 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 1987
2.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 2001
3.萧若瑟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1937
4.王治心 中困基督教史纲 1970
5.Robert Entenman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ites in Eighteenth-Contury Sichuan 2001
6.樊国梁 燕京开教略 1905
7.张泽 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 1992
8.张洋 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
9.真福赵奥司定神父传 1905
10.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宣圣委员会 中华殉道圣人传 2000
11.樊国梁 燕京开教略
12.萧若瑟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13.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
14.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
15.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陕两巡抚毕沅奏报拿获传习西洋教之刘两满等审供解京折》 2003
16.Robert Entenman.顾卫民 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1998(02)
17.Nicolas Standaert Nicolas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
18.Robert Entenman 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19.真福赵奥司定神父传
20.中华殉道圣人传
21.Robert Entenman 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22.穆启蒙.侯景文 天主教史 1996
23.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二日《福康安奏审讯教案人犯分别解京折》 1937
24.同上
25.Robert Entenman 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26.丛林.李梅 严嘉乐从北京寄给布拉格尤利乌斯·兹维克尔的信(1725年11月20日) 2002
27.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1929
28.朱静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34年10月15曰于北京) 2001
29.费赖之.冯承钧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 1995
30.萧若瑟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31.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34年10月15日于北京)

32.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33.荣振华.耿昇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1995
34.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1938
35.Robert Entenman 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36.耶稣会传教士顾铎泽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1730年2月)
37.龙思泰.吴义雄 早期澳门史 1997
38.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 1988
39.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下)
40.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三)
41.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下)
42.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43.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七日《兼署四川总督印务成都将军保宁奏拿获西洋人讯明解京折》 1937
44.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寄谕山东陕西等督抚著一体严密查拿天主教》
45.成和德 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 刘董二位致命真福合传 1921
46.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
47.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
48.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下)
49.Robert Entenman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ites in Eighteenth-Century Sichuan
50.穆启蒙.侯景文 天主教史
51.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52.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
53.Robert Entenman 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54.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
55.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26年7月26日于北京)
56.穆启蒙.侯景文 天主教史
57.穆启蒙.侯景文 天主教史
58.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
59.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
60.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61.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陕西巡抚毕沅奏报拿获传习西洋教之刘西满等审供解京折》
62.乾隆五十年二月十三日《山东巡抚明舆奏将西洋人吧哋哩哑喥解京折》
63.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二日《福康安奏审讯教案人犯分别解京折》
64.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山西巡抚农起奏将天主教案内余犯审擬咨部折》
65.乾隆五十年三月十五日《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报审明习天主教各犯分别定擬折》
66.Robert Entenman 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67.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
68.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
69.萧若瑟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70.清雍乾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培养
71.徐珂 清稗类钞 1984
72.穆启蒙.侯景文 天主教史
73.Robert Entenman 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郑琪 雍正时期禁教政策与禁教时期的天主教 -理论界2010,""(2)
基督教之天主教自明末清初第三次传入我国后,曾一度辉惶.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在华遭到严禁,由康熙提出,全面实施于雍正;表面上由礼仪之争引起
,实质则是不能见容于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为此,结合剖析雍正在位时的禁教过程,从雍正帝禁教措施的出台、禁教的具体措施、禁教特点及
禁教结果四个方面客观全面地考察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

2.会议论文 胡忠良 从清代档案看“百年禁教”时期西洋天主教在华内陆的潜渗及生存状态 2005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士，成功进入中国，开辟传教事业。康熙末，中西方文化冲突日益激化，酿成“礼仪之争”，触
痛清统治者神经，禁教之事始复提出。之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几代皇帝，皆恪守祖训，禁教之焰日炽，遂出现“百年禁教”局面。这一时期
，天主教在华虽被明令严禁，却一直禁而未能绝，主要表现为西洋传教士前仆后继不断秘密潜入内陆，内陆教会转入地下依然顽强坚持于僻乡穷壤，其
间大小“教案”、“教难”旋踵频仍。本文拟据新整之清宫档案，对“百年禁教”时期西洋天主教在华内陆的潜渗及其生存状况做一初步考察。

3.学位论文 郑琪 清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 2007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他们代表欧洲反宗教改革的保守势力，来华的目的是为了
传播天主教。而中国的强大实力，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又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以西方的科学技艺作为敲门砖。两种文化相遇，矛盾和冲
突不可避免。目前史学界对于明清之际西方入华天主教活动的研究多集中于明末清初(明万历至清朝康熙年间)那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而对于
清代帝王，特别是对雍正的禁教政策的研究则颇嫌不够。本论文就从雍正的禁教政策展开，它从雍正的禁教思想、禁教政策、禁教特点、禁教结果的研
究出发，考察了雍正在位时的整个禁教过程。一方面它对雍正的禁教思想、禁教政策、禁教措施所赖以形成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
索：另一方面又对雍正禁教的特点及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
本论文着重剖析雍正在位时的禁教政策，从雍正帝禁教的历史背景、禁教措施、禁教特点及禁教结果四个方面客观全面地考察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
。
第一个大问题介绍雍正禁教的历史背景，从天主教来华背景入手，重点叙述康熙末年礼仪之争之后康熙对天主教政策的变化，又分析了雍正禁教的
根本原因，从而得出结论雍正禁教措施的确立决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康熙禁教政策的自然延续。
第二个大问题介绍雍正的禁教措施，首先叙述雍正禁教政策的出台，然后介绍雍正禁教的具体措施。
第三个大问题分析雍正禁教的特点，虽然是有步骤地进行却是严中有宽、禁而不严。
第四个大问题分析雍正禁教的结果，虽然严重打击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中西大规模交往活动从此减少但仍在进行。
总之，基督教之天主教在华遭到严禁，首先由康熙提出，全面实施于雍正：表面上由礼仪之争引起，实质则是不能见容于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
制主义。随着以后对天主教性质判定的变化，禁教政策也就越来越严厉。这种情况一直维系到道光年间，直至鸦片战争时期才发生变化。

4.期刊论文 孙建党.王德林 试析越南阮朝明命时期的禁教政策及其影响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8(3)
近代法国在亚洲传播天主教,弘扬基督教文明,是其对远东进行殖民扩张的重要精神动因.越南是中国近邻,传统上受儒学浸染至深.明命统治时期更是
全面推行中国模式,竭力以儒家思想来维护正统的封建统治.天主教的传人与越南现存的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明命禁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基督教
文明和东方儒学文化激烈冲突的结果.另一方面,传教士和教民不断卷入当时越南国内的叛乱事件,危及阮朝中央政权的巩固,是明命严厉禁教的直接原因
.明命禁教对越南近代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明命由对天主教的强烈反感而走上极端,驱逐、惩罚甚而大肆杀戮西方传教士和教民,到严禁洋人入越
,最后导致闭港政策的推行,对越南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其次,明命的禁教政策对法国在远东的殖民扩张利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造成越法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成为法国侵略越南的借口.

5.学位论文 宾静 清代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研究（1721—1846） 2007
清代中期，受“礼仪之争”等因素的影响，自康熙末年开始，至鸦片战争后，朝廷禁传天主教，天主教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开传教
成为非法，传教活动陷入困境。这段时期内，外籍传教士先是被逐，后是被杀，传教任务开始逐渐落到本地的天主教徒身上。在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朝廷
、地方政府不断地镇压下，华籍天主教神职人员及普通教徒承担了大部分的传教工作，利用各种方式在私底下坚持传播天主教。
本文主要对清代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展开研究，尝试从华籍天主教徒在传教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入手，分析探讨此段时期内华籍天主
教徒的身份构成、分布地区，说明他们对这段时期内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作的贡献。论述主要以华籍天主教徒在教内是否担任传教专职，即神职人员
和普通教徒两大部分来分别对其开展的活动进行讨论，同时，鉴于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一般民众有所区别，将政治、经济地位、身份较高的奉教皇亲官
员(如苏努家族)与普通教徒区分开来，分别进行探讨。通过说明华籍神职人员的培养、传教方式，以及奉教皇亲官员和一般教徒的传教方式、特点等
，阐述此段时期内华人主体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较前期更大的作用，推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进程，并分析在这一中西文化冲突中，华人
在接受天主教教义时的特点，以及禁教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等。

6.期刊论文 宾静 论禁教时期华籍教徒辅助外籍教士传教的方式及特点--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 -江苏
社会科学2006,""(3)
"礼仪之争"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百年禁教时期,外籍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传教重任逐渐转移到华籍天主教徒肩上.本文以乾隆十
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对可能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华籍普通天主教徒的活动加以分析,探讨此间他们辅助外籍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的方式及特点.

7.期刊论文 赵德宇 论16、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天主教是在日本战国末期封建权力和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相对虚弱的状态下,通过在日耶稣会的适应传教策略,以"福音"和外贸为武器而打入日本的,并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满足了不同阶级的不同需求,从而形成了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天主教热潮.但是,护教大名们的"经济头脑"清晰可见,织田信长的宽容
也只不过是"两害之中取其轻".统治阶级的这种态度也预示着天主教在日本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对外来文化的取舍是统治者的"专利",他
们可以随时、任意决定某种文化的命运.当日本最高统治者取得封建权威并着手整饬集权统治秩序时,天主教便在劫难逃了,这正是日本统治者严厉禁教的
最根本的原因.

8.学位论文 陶玲 明清时期君主对天主教的态度及其影响 2006
明清之际，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传播者主要是耶稣会会士。他们采取了适应中国文化的策略，以使天主教能在中国扎根并推广。天主教在中国
各阶层中都引起了反响，从下层民众到士大夫阶层，再到最高统治者皇帝，对天主教持有不同的态度。本文主要考察明清之际君主对天主教的“节取其
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态度及产生的影响。“节取技能”的容留态度，使得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怀疑态度，导致最终的禁

教，中西方的交流中断。
全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及论文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正文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明末基督教传入中国，阐述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所采取的不同于以前的传教策略；第二部分分析了明末皇帝对
天主教的态度；第三部分分析了前清几位皇帝对天主教的态度，由容留到禁教；第四部分阐释中国的政教关系。第五部分讨论了君主对天主教的态度产
生的影响。
结语总结全文，指出由于君主的容留态度，使得中西交流成为可能，使中国大开眼界。禁教中断了中西交流，但由于耶稣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带来
的不可能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理念，因此不会对中国由中世纪转入近代起重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从是否有助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西学，由于传教士带来
的并非是先进的科学理念，对中国近代化起不到促进作用，那么清廷的禁教也就算不上是阻止中国近代化的政治因素。

9.期刊论文 陶飞亚.TAO Fei-ya 怀疑远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中国史学家一般认为在晚清不平等条约时代后才有反基督教运动,而忽略了清中前期长期存在的禁教和反教.本文考察了康熙晚年禁教以后的历朝教
案和不断强化的禁教措施,说明了清代在条约时代之前就厉行禁教的事实.康熙朝之后,清统治者有求于传教士处日益减少,对西方文化也缺乏兴趣,传教士
没有了像过去那样有效的交换传教许可的手段,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统治者担心远人来华传教的政治动机,对传教士怀疑加剧,对西教误解很深.这些
都推动了清廷厉行禁教.近代之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教传统与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一起对晚清政教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戊戌维新和庚
子事变后,这种传统才为新的认识所消解.

10.期刊论文 支强 试析清代"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的形成——以"张铎德案件"为中心 -法制与社会2008,""(24)
<大清律例>之中一度载有"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作为清朝统治者制裁天主教传习活动的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却至今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未见专
门的研究成果产生.本文主要利用清代档案资料,从清代长期的禁教政策以及条例产生的独特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对嘉庆十六年发生在陕西的"张铎德案件
"的考证、分析,着重论述了这一条例的产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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