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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發現以後:絮說傳教士文學

一一神學論題引介

楊俊杰

主題策劃

傳教士文學是漢語神學研珍視的內容，它是漢語基督

教文化的重要歷史，它是漢語思想世界曾有過的「豐富性J

(或謂「傾向 J )的真切見證。漢語神學還關切生成中的

漢語思想世界，關切來臨中的漢語思想世界，就此而盲傳

教土文學的遠去的背影也頗值得回味。

最近數年間，明清傳教士文獻整理方面碩果累累。「法

國國家國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凡二十六冊，二00九年

出版(台北利氏學社) 0 I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J

暨初編五冊一九九六年出版(台北方濟學社)以後，二。

一三年推出續編三十四冊(台北利氏學社) 0 I梵蒂岡圖

書僧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J 第一輯凡四十四冊

計一百五十三種文獻(其中第一冊「道原精粹J '實則是

多種文獻之集合) ，已在二o一四年推出(河南大象出版

社) 。據悉其之總計劃，將達四輯三百冊之巨。文獻整理

方面的這些喜人成績，巳普遍地點燃了學界對於傳教士文

學的熱情。

歐美國家各種圖書館所珍藏的傳教士文獻數量眾多，

有理由樂見文獻整理工作將逐步擴大規模，推進到涉及(籠

統地說)基督新教文獻較多的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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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等。這些事情已經有學者在

做，如「漢語基督教鐘典文庫集成J (橄欖出版)就有多種

編著涉及海內外圖書館所珍藏之基督新教著述。也有理由期

待文獻整理工作從海外藏書的系統影印，拓展到傳教士檔案

的系統影印。意大利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德國烏泊塔爾「三

巴會」檔案備、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美國耶魯大

學神學院圖書館等，都保存著許多極富價值的傳教士檔案。

直接以傳教士「漢文小說」為主題所作的細緻梳理， 1又或

者關於馬若瑟 (Joseph-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 

《漢語札記》所作的精彩研究， 2正得益於它們當中的許多

文獻檔案。

明清時期傳教士文獻幾乎就是傳教士文學的主體。及至

民國時期，原先要由傳教士來主導的著譯活動越來越多地為

本土基督教人士積極承擔。德國禮賢會葉道勝 (Immanuel

Genähr, 1856-1929) 、美國美以美會亮樂月 (Miss Laura M. 

wh肘， 1867-1937) 3等自晚清走入民園，大概是最後一批與

老派傳教士相像，又在文學方面頗有成績的人物。葉道勝在

香港主持《德華朔望報> '亮樂月在上海主持《女鐸報》

在助手的協助下他們都發表了許多中文翻譯和著述。至於明

清以前，景教入華以後傳教士們從生平、人事，到著述、學

緣，面貌均不清晰。

有些文獻取得了不俗的反響，在當時頗受歡迎。如利

瑪竇《畸人十篇> (1608) ，利瑪竇 (Ricci Matteo, 1552-1610) 

1 宋莉華， {: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 李真， {:馬若瑟漢語札記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4) 

3 亮樂月辭世時間，學界以往泰半存疑。據紐約時報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第 21 版悼

念文章可知，亮樂月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病故於賓夕法尼亞州白耳曼敦

( Germantown) 醫院。循此線索查悉，亮樂月墓地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北雪松山墓園

(North Cedar 1五11 Cemetery) ，全名 Laura Marsden Whi阻，出生時間是一八六七年十月
十三日，終生保持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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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發現以後:絮說傳教士文學

在一六0八年三月六日寫給高斯塔 (Girolamo Cos阻)的信

襄白承， í在我用中文所撰寫的書籍中，最受中國人歡迎、

影響最大的當推出版不久的《畸人十篇;} :書中大意是與

眾不同的看法，我特選認為有代表性的十個題目，加以敘

述J 0 4又如楊格非《紅侏儒;} (1882) ，由楊格非 (Griffith

Iohn, 1831-1912) 本人所講一則街頭趣事，可見《紅侏儒》

受歡迎程度之一斑。 5

甚至還有文獻，很早就由於深受關注而被翻譯成其他

語育。如意大利耶穌會士潘國光 (Francesco Brancati, 

1606-1671) <天神會課》→六六三年初刻，一七三九年重

刻。重刻本與初刻多有不同，重刻本於一七人一年即乾隆

四十六年被俄國正教會翻譯成俄語。 6俄國比丘林 (Nikita

Iakowlewitsch Bitschurin [HHKHTa 冗KOBJIeB H q EHqYPHH], 

1777-1853) 來華以後，又對潘國光《天神會課》進行改編，

一八一0年推出適合東正教在華傳教的《天神會課》。在

羅馬梵蒂岡圖書餾館藏書目里，既有潘國光版《天神會

課;} ，也有比丘林版《天神會課;} 0 7比丘林版《天神會課》

署名大神父乙阿欽特，乙阿欽特正是比丘林的教名 Iakinf

(l1aKHH中) ，即 Hyakinth 或 Hyacinthe 。

需要提到的是， <天神會課》作於清初而又在清中葉

被譯作別的語育，非獨譯成外語(俄語) ，還被譯作滿語。

4 利瑪實， {，利瑪賣書信集下} (利瑪竇全集第 4 冊，羅漁諱，台北光敢出版社、輔仁

大學出版社， 1986) ，頁 357 。

5 Griffi也 John， A Voice from China (London: James Clarke, 1907), pp 135-136 。參看林惠
彬， <晚清基督教小說紅侏儒傳考論> '載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中

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編， {，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和交流} (上海上海

人民， 2012) ，頁 258 ' 

6 (]) Ep扭fKa珊， TJlllb IIIUllb KO, mo ecmb A ll2eJlbCKaJl 6eceða (IIepeBerr c 阻ITaHCK缸'0 Ha 

pOCCH揖CKOÌÍ H3h1K KOJlJIerHH 跑回CTJlaHHhlX且en Ha耳BOpHhl益 COB訂'JillK AneKceÌÍ 立eoH'扭曲R

CII6 : IIpH lli血 AKa月 Ha)'K， 1781)

7 A1ber! Ch血，“Chinese Books 祖d Documents 姐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由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們ew York & London: East Gate Book, 2002), 155 a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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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國家圖書館襄就藏有《天神會課》的滿語譯本(書號

Mantchou 249) ，北堂圖書信據悉也有滿語譯本。以法國

國家圖書館為例，滿語形式的天主教文獻還有不少，如意

大利耶穌會利類思 (Ludovico Bug1io, 1606-1682) {天主正

教約徵》等。這實際也就還提醒我們，傳教士文學在中國

並不完全就是中文。滿文又或者其他民族語育文字的著

譯，也應納入視野。

圍繞著明末清初的傳教士文學在思想乃至生活層面，

給中閻土人、乃至鄉土中國帶來的新鮮以及衝擊，近年來

所湧現的研究殊為可喜。中國學術與思想在明清之際的變

遷，自然有其內在理路可循。但與此同時， I天學」的傳

播與流傳是否構成一種外部刺激，抑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

被看作是外部刺激，也為學界所關心。以吳漁山詩畫為中

心對吳漁山「華化天學J 所作的研究， 8以閩東福安縣、為樣

本對鄉村教會與傳統宗族紐帶、官民關係之間張力所作的

研究， 9以明清鼎革為總體背景對第一批信奉天主教的士人

所作的研究， 10針對清朝初期虹漸士人信奉天主教又或者回

應天主教所開展的研究11等，可以說都是這方面的精影個案

研究。

晚清傳教士文學所帶來的影響，在深度、廣度方面均非

明清之際所能相比。首先，影響真切地深入到政治層面。洪

秀全受教於羅孝全 (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 ，洪

仁封受教於韓山文 (Theodore Hamburg, 1819-1854) ，又與

理雅各 (James Leg詐， 1815-1897) 有過交往。聲勢浩蕩的太

8 章文欽， {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 (北京 中華書局 '2008)

9 張先淆， {官府、宗族與天主教: 17-19 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 (北京﹒中華

書局， 2009)

10 黃一農， {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5)

11 劉耘華， {依天立義: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應對天主教文化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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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天國運動在勃興肇始之初，在力挽頹局之時，都有傳教士

著述的敢發在其中。孫文奉教以後，即追隨在美國公理宗差

會喜嘉理牧師 (Charles Robert Hager, 1854-1917) 左右。明

清之際傳教士並未漠然於政治局勢，鼎革前後傳教士身居要

位抑或背負重托者有之，然而深度不及晚清時期。

其次，影響廣泛地延展至民眾層面。這方面的例證不

可勝數，這里只擬擇取其中一條有趣的線索即晚清時期傳

教士在各地紛紛編寫方盲宇典、方言語法略作說明。就粵

方言而盲，馬禮遜編寫《廣東省土話宇彙'} (Vocabulary 01 

the Canton Dialect) ， 一八二八年在澳門出版。檸治文 (E.

C. Bridgman, 1801-1861) 編寫《廣東土話文選'}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 一八四一年在澳門出

版。 12就福州方吉而吉，美以美會麥利和 (Robert Samuel 

Maclay, 1824-1907) 、美部會摩，憐 (Caleb Cook Baldwin, 

1820-1911 )一八七O年在福州出版《榕腔注音字典'}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01 the Chinese Languαge in Foochow 

Dialect) ， 一八九七年推出第二版修訂版《榕腔注音字典'}，

一九二七年推出第三版修訂版。麥利和一八七一年還推出

《榕腔初學撮要'} (AManuα101 the Foochow Dialect) ， 供

學習福州方吉。 13就武漢方吉而育，莊延齡 (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 <漢口方吉> (The Hankow Dialect) 一

文一八七五年由《中國評論'} ( China Review) 主編歐德理

(Emest John Eitel, 1838-1908) 發表。美國聖公會漢口教區

殷德生牧師 (James Addison Ingle , 1867-1903) 以沙修道牧

12 游汝傑，(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 (哈爾潰﹒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02)

《方育接觸論稿，} (上海﹒復且大學出版社， 2016) 蘇精，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

文印刷變局，} (台北 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4)

13 周典恩、王邦虎， <近代來華新教傳教士與閩台方言字典> ' {.世界宗教研究，} 2008 

年第 2 期，頁 79-87 ;陳澤平{I9 世紀以來的福州方言:傳教士福州土白文獻之語言

學研究，}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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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William Scarborough) 之論稿為基礎，一八九九年推出

《漢音集字} (Hankow 砂llabary) 0 14就上海方吉而盲，

美國監理會秦右 (Benjamin Jenkins) 一八五O年出版《上海

土話讀本}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 英國倫敦

會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 一八五三年出版《上

海方吉口語語法} (A Grammar 01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αnghai Dialect) 0 15 

以上雖仿如走馬觀花，但大致可管窺傳教士文學的影

響與作用。研究傳教士文學，努力還原其在歷史的天空裹

曾劃過的行跡，無疑是極有必要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屬

於補寫，甚或重寫文學史乃至思想史、文化史的工作的一

部分。然而需要強調的是，傳教士文學真切地產生過的影

響，與之其原本能夠產生的影響之間差距明顯。外部歷史

條件的變化，是造成更多潛能未曾轉化為現實的重要緣

由。以明清之際傳教士文學為例，其之反復被發現一一重

刻抑或影印，恰表明其之「效果史J (Wirkungsgeschichte) 

反復被中斷。這種反復中斷，也直接干擾了傳教士文學深

層次融入中國思想世界的進程。

非但沒有深度融入，還由於處境變換而更顯陌生、甚

可謂滄桑。許多傳教士文學都是處境化的作品，帶著強烈

的處境意識。及至重新發現之時，倘處境已然變換，則傳

教士文學將難以實現其原先預期可以收到的「效果j 。重

新發現傳教士文學，要是局限於對傳教士文學作一種歷史

主義式的還原，那將空乏了傳教士文學的意味。傳教士文

14 E H Pa缸rl<叮，

Ha叫nk，扣owS秒，y叫l/，伽'laαb加ar吵y(但Han垃kow:Kung 血n嗯g， 1悶899仍) 0 參看趙葵欣， <:武漢1芳7言語法研究> (武

漢:武溪大學出版社， 2必012幻) ，頁 4-δ5 。

15 錢乃榮， <:西1ï傳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 1847-1950 年的上海話> (上海:上海大學

出版社， 2014) 艾約瑟著，錢乃榮、自佳佐譚， <:上海方言口語語法> (北京:外語

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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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發現以後-絮說傳教士文學

學的時代已成過往，但它作為遠來的道理自西祖東的處境

化「結晶 J '仍然具備永久的提示之能。傳教士文學的時

代以後，有志於迎接「天學J 、神學，乃至建設漢語神學

的新「大夫士」們要帶著明確的處境意識，與時代、時代

精神真切地對話。這襄所說的新「大夫士J '承自林同濟

對「大夫士J 、「士大夫」所作的區分。新「大夫士」的

關鍵，在於有「世業」的抱負，有「守職」的恆心。世業

的抱負是「積極的感覺J ' I要把他們所承受的事業做得

上不辱于先人，下有敢於子孫」。守恆的恆心是「消極的

自克J ' I只求在本分內盡其所能J 0 16 

基於對傳教士文學的關切，這襄以「傳教士文學」為主

題，並有幸集合五篇文章。首篇李寶學< I耶穌不滅孔子，

孔子個成全於耶穌」一一試論馬若瑟著《儒交信) > '是論
清初傳教士文學的專門文章。文章採取細讀的方法，依託作

者深厚的學養，對《儒交信》文本或隱或顯的各種張力作精

細又精彰的解讀。《儒交信》的關鍵在於儒與信的關係問題，

這也是作者論述的童心。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儒交信》的

最早抄本 (C趾nois 7166) ，首先是馬若瑟用拉丁語寫的「提

要J (所謂 Brevis epitome libri Sinici) ，之後是中文正文，

全六回。對馬若瑟而育， I儒交信」的主題就是 Concordia legis 

Sinici sum lege C趾isti缸誼，即「中國法律與基督教法律的和

諧J 0 I 中國法律」大抵就是「儒J 所循之規， I基督教法

律J 是「信」所循之律。兩者之間的和諧，便是孔子「成全

於」耶穌。這種「成全論J '確系索隱派思路。索隱派的索

隱，最緊要處正是要從耶穌來臨前的時代里讀出隱隱地與耶

穌、耶穌的教導相和諧的內容。那被讀出了和諧的前人，可

16 林同濟， (大夫士與士大夫:國史上的兩種人格型) ，載氏著，許紀霖、李瓊鋪， {天

地之間:林同濟文集>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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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耶穌的血gura一一或謂耶穌的「輪廓」、 f素描J '耶穌

則是他們的「充實」、 「成全」

謝明光〈從利瑪竇《論耶穌會和天主教之進入中國》

到金尼聞《論天主教在中國的擴張:> :兼論龍華民與早期

在華耶穌會的傳教策略〉一文，對《利瑪賣中國札記》成

書與出版細作爬梳。《利瑪實中國札記》不是中文著作，

並不以中國士人為期待中的閱讀對象，最初也非在中國出

版。然而考慮到《利瑪竇中國札記》對於我們理解利瑪實，

理解當時耶穌會中文著譯所具有的意義，則有理由把關於

《利瑪實中國札記》的研究看作傳教士文學研究的適當延

伸。我們現在所讀到的《利瑪竇中國札記:> '實是金尼聞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 補充、增訂之後的書稿。利

瑪實用母語意大利語寫作，惜未竟稿而嫂。金尼閣在增修

以後，譯成拉丁語出版。金尼閣整理以後出版的正式書名

是 De christiana 臼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一為簡便起見，可徑直稱作《論天主教在

中國的擴張》。利瑪竇原稿的書名是 Della entr，α的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e Christianita nella Ci1悶，此即《論耶

穌會與天主教之進入中國史:> 0 r利瑪竇中國札記」之為

通常使用的書名，其實是意譯。金尼闇究竟有過哪些增修，

增修背後有哪些因素在引導，成形後的書稿與利瑪竇未完

成的書稿存在哪些有趣的差異，自然都是富有趣味的話

題。作者以耶穌會檔案館里的文獻為依據，熟練地運用良

好的外語能力，捉住金尼閻的葡萄牙語、拉丁語于跡，對

之作了細緻分析。

施嘩〈近代傳教士所撰上海方吉文獻考述) ，則是專

論晚清傳教士文學的專門文章。關於傳教士上海方盲，學

界已有不少深入研究。作者利用曾在國外訪學之便，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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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發現以後:絮說傳教士文學

摩擊各家圖書當官所藏珍本，對晚清時期傳教士所撰上海方

吉文獻續作概說。這些方吉字典、讀本，至今讀來仍覺得

趣味盎然。以蒞約翰 (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世1個)編

寫的讀本《花夜記》為例(筆者訪學牛津時，恰見過這本

《花夜記)) ，第一頁所教認者是兩個詞，上為「禮拜堂J ' 

下為「住屋J '且都附簡圖。意圖顯然在於對比， r禮拜

堂」乃是一種特別的住屋。關於「禮拜堂J '解釋是「崇

拜真神及講道之處，上有鐘樓J '還有上海方吉的解釋一一

「是拜神睹講道理個戶蕩。上頭有鐘樓」。關於「住屋」

解釋是「係木石磚所造。西國房屋皆鋪地棍，窗則鐘以破

璃J '上海方吉的解釋則是「是木頭睹石頭搭于碌磚來造

個。外國房子末，全鋪地擱板睹玻璃窗」。讀到「講道理

個戶蕩」的「戶蕩J ' r外國房子末」的「末J '街彿己

身在上海方育的現場。

接下來兩篇，並非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傳教士文學研

究。這襄特選出來，置於「傳教士文學J 主題之下，實有

特別的寄託在其中。其一是項秉光〈敦煌寫卷《序聽迷詩

研經》寫本考> '其二是王志希< r耶穌主義宣傳家」一一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張仕章的生平、思想與時代〉。前者研

討的是景教文獻《序聽迷詩所經) ，卻有新鮮發明。作者

堅決認為題名裹的「聽J 就是真切的「聽J '整篇《序聽

迷詩所經》乃是聆聽宣教士(傳教士)講經( r迷詩所經J ) 

所記。依據這種思路， <序聽迷詩所經》正是一種地道的

傳教士文學，且是景教流行時的傳教士文學。這對於我們

理解、研究傳教士文學來說，無疑將是一種重要的推進。

在明清之際以前，景教文獻亦有傳教士文學在其中。後者

研討的是民國時期的著名「耶穌主義者」張仕章，探索其

精神擅變的歷程。這襄所說的傳教士文學，傾向於特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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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傳教士的文學著譯。諸如梁發 (1789-1855) ，固然也是

傳教士，但此前在述及洪秀全之時基於此種考慮而並未提

及。張仕章顯然並非這襄所說的傳教士，這襄所看重的卻

是其在「後」傳教士文學的時代所發出的吼聲，那帶有鮮

明處境意識的吼聲一一「救國必先救教j 。對於這位勇敢

的新「大夫土」來說，中國的基督教文化決不可以，也不

應該只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翻版，這也是漢語神學、漢語

基督教文化的夙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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