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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明天學，吃緊為人」

利類恩典《超1陸學要》

首清和

上海大學歷史象副教授

一、引言

對於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而育，漢語文獻在傳教過程以

及文化交流中都起了異常重要的作用，學界對此已有公

論。 1漢語文獻可以簡要分成兩大類﹒傳教士的譯著以及信

徒的著作。當然，在實際的成書過程中，傳教士與信徒以

及其他中國士太夫都有「集體合作」的可能。在傳教過程

中，吸引士大夫的首先是傳教士的譯薯，尤其是充滿亞里

士多德哲學的著作。此類亞里士多德哲學著作在明末清初

文化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2

在此類文獻中， <:超性學要》佔有重要地位。不僅因

為〈超性學要〉是阿奎那(ThomasAqu扭曲， ca.1225-1274l 

《神學大全) (Summa Theological 的第一個中文譯本;而

且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根據漢語語境的需要，創造

性的使用了一些新名詞，在體例上也做了改變。譯者根據

儒家釋經學的習慣，在每一章正文之前置入《聖經》經文

1.李天綱， (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宗誼史研究) ，戰張先清霸， {史料與祖界 中文文獻

典中國基督教史研究> (上揖世紀出肢集團、土禪λ品出版社 '2個7) ，買 1-27 ;張

西平， <明清之酪申圖去主教中文歷史文獻述時) ，載《宗教與歷史(第六輯) 漢語

文盟與中國基曹融研究(上冊) > (上禪上海大學出版社， 2016) ，頁 32-53 0 

2 學界於二。一三年曾召開 I亞里士多德日學說在中國」學備討論會，論文聾放入《西學東

漸研究(第五輯) 亞里士要體學說在中國> (~t京商聶印書館， 20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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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天主教聖人之言，並有較為詳細的注疏。與原版有既不

同，中文版每章分為「經、疏、駁、正」四個部分。 3

《超性學要〉譯自阿奎那的《神學大全:> '原書為拉

丁語，是阿奎那的代表作，也是中世紀神學的集大成性的

作品。《神學大全〉分為三集:第一集為上帝論，第二集

為倫理學，第三集為教理神學。原書體例是大學教材，不

分章節，亦不分卷，共討論了六百一十三個問題。 4阿奎那

運用亞里士多德 (384-322 BCE) 的哲學討論天主教神學的

核心議題，將中世紀經院哲學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援。

自利瑪賈 (Ma悅。Ricci， 1552-1610) 以來，晚明入華傳

教士嘗試翻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作品，或直接或間接在自己

的著作中運用亞里士多德哲學(或阿奎那神學) ，如利瑪實

在其《天主實義》中運用四因說諭證上帝存在、介紹亞里士

多德的靈魂學等等。 5對於明末清初的思想世界以及士大夫

而言，亞里士多德哲學比基督宗教本身的影響可能還要太。

3. (神學大全〉典《超性學要〉體倒之對比，可見下表

Summa summa 超世學耳 簡體 聾體

扭曲.Jogica 扭曲logi個 〈神學大全》 〈神學大全》
(拉T語) (英語)

1抽血國 P割地 主 聾 矗
Tmc包組a 毆 書(非一對

應)

Quaestio q圍6個 諭 問題 題

A甜<rul阻 A甜ele 章 條 師

2F1 四ASe珈曲d曲c旭mm回 sic 
1. Objecti個 1 -辦 1 -盤或聖λ 1 、異賣聲 1 ‘質提
1.. 2 、巨 語(來自民 2 、理據 2 、民主
2. On the 

3 、解 之) 3 、我的回害 3 、正解

3di自Re國Pn個m曲qu。ad 
Con回可

3.1 8I圓，_也別 4- 害 2 、疏=正解 4 、韓異讀理 4 -禪提
4. Adp<祖nm 4.R呻，ly個 3 、服=質提 攝

de屯i"。扭曲血
。甸回組阻 l

4 、lE=釋提

4 蠱見康德智， (讀者序曹) ，載《神學大全(攝一疊) 諭上帝> (北京商葫印書轍，

2013) .耳訕訕V ﹒

5 耶辭會傳教士在歐酬昕置教育之時，亞里士事體哲學壘"甚幢內容，壘見R Po-clria Hsia 

{夏伯轟) • A J，帥liI i1l 的e For也'idd閉目。1: Mi甜甜巫師i 1552-1610 (0討扭過Oxfonl

Univc目均E官間， 2010)， pp. 14-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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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有關利類思 (Louis Buglio, 1606-1682) 、《超性

學要》研究成果較少。 6本文基於前人的研究成果及相關材

料，首先簡述利類恩、安文恩 (Gabriel de Magalhae間， 1609-

1677) 在華傳教經歷，以此作為理解其詞譯《神學大全》

之處境;其次考察利類恩在華傳教過程中的人際交往及其

護教思想，注重分析其在清初曆獄前後的交往與護教行

為，再次對《超性學要》的體例、版本、基本內容等進行

較為深入之分析;最後就利類思之後， <超性學要》的流

播、再版及研究等進行研究，以探索《超性學要》在中國

學術史上的地位及影響，並由此管窺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

二、天學國師:利類恩的在華傳教經歷

《超性學要》的譯者共有兩人﹒利類恩、安文思。利

類息，字再可，意大利人，一六O六年出生於西西里，十

六歲入耶穌會。入華前，曾教授古典學三年。一六三七年

入華，一開始在江南地區傳教，後入京協助溺奢望 (Johauu

Adam Schall von Bell) 集修曆法，迄至一六三九年，經其

授洗者約七百人;一六四0年進入四川傳教，成為第一個

進入四川傳教的西方人。 7在四川傳教之時，利類思寓居肉

6 胡步研究成果有許疆和薯，何高濟諱， (在賣血穴中一一:剩類單和賣主且在張獻忠朝廷

(1科4-1647) ) ，載 f國際漢學〉新版第 5期 (2015) ，直到-<;1 ;盡量開建， (況與浮

明清鼎革變周申的歐洲俾聶士利類且與實主凰) (上、下) ，載《北京行改學院學報〉

2014 年單 4 期，買 118-128 ， 2014 年軍5 期，買 112-128 ;于擻， (清祖傳教士賣主J且﹒
利類且在東活動研究> (首都師範大學未刊碩士論文 '2013) ;最珊， (托馬斯阿晝

那哲學在中國的翻譯) ，輯《東亞與歐洲文化的早期相遇 東西文化直流血輸> (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 ，頁 64-108 (原文聶作者碩士論文，趣者指 f利類且

翻譯的〈超性學要〉單一至三巷中的軒詞梧研究>) ;蜀閱直、甚撞譜， (葡萄牙傳教

士賣主且在華活動考挂) ，曹〈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λ主社會科學服) > 2(泌6 年揮 2

期，買 75-80 "計翔翔， (耶穌會土漢學車貴文風耳其〈中國新車>) ，載《國際漢學〉

2田3 年墉 2 期，耳 32-49 j 未署名， (利額且貴:ltl!l.合悍) ，載《聖數雖誌) 1934 年第

23 春第 5期，頁 269-276 "外文成果，可壘見AdDudi且&Nicolas S個血ert(吋5.)， ccr 
D祖祖揖 (h旬s:/1wwv帆E旬 kul阻:ven.b的.inologie/.腔壇巨位>lcct，晶醋，甜甜Oct 201叮﹒

7 海開建認晶是→六三丸年，喜民薯， (前與擇) (上) ，買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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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大學土劉宇亮宅， '並與士大夫往來晉接。 9

據《明史〉及地1ï誌等資料，串串j字亮，字蓬嵐，綿竹

人，萬曆四十年 (1612) 舉人，四十七年 (1619) 進士，

屢遷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年八月 (1637) 摧禮部尚書，與

傅冠、薛國觀同入間，後代孔貞運為內閣首輔。《明史》

對其評價不高:

宇亮短小精悍，善擊劍﹒居翰林，常與家偉角逐為樂﹒

性不嗜書，館中華修、直構、典試請事，皆不得典。座主鐵

士升為主擾，又力排同鄉王應縛，張己聲譽，竟獲大用。

叉開視內城九門，外城七門，皆苟且牢事。"

劉宇亮後因「玩弄國窟」被彈劫，部議「落職閑住」

給事中陳獻新等再次上疏彈劫， I改擬削藉」。崇禎帝命

其戴罪立功，事平再議。崇禎十三年 (1639) ，薛國觀代

劃宇亮成為首輔。一六四三年於家中病殘。 H

JlJ宇亮一六三九年被劫去職，一六四二年回原籍綿

竹，並卒於家。在綿竹，劉宇亮曾捐資修建「關帝廟」

「上帝宮」等。 [2據學界現有成果，東j類思之所以入川傳教，

是因為受劉宇亮之邀請。其中緣由，有兩個可能的原因:

一是利類思協助修膺，因此結識內閣大學士劉宇亮;另一

是主持修膺的湯若望之介紹利類，恩典皇島j字亮認識。 [3

8 古禧束， (聖教λ川記) (成都四川λ民出版社 '1981) ，買[ • 
9 費輔之薯，獨草鉤釋， (在學耶解會士列傳草書目) ，上冊(北京中華書用， [99') 

頁 235 0 

10 張廷五尋摸， (明史〉卷二冒宜十三到傳第一百四十一(北京中華書眉"個0) ，頁

4370 固

[[同上圖

[2 寧iIi奇， (錦竹出土明末大學士劉宇直撞輔) ，載〈錦竹文史實料遇輯) [, ([999) , 

頁 209 0

[3 種宗潭， (中國主主載傳載且概諭) (上梅上陣書店出版社，油10) ，買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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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劉宇亮本人並非天主教徒，受其邀請赴四川開教的

可能性不大。但據現有材料，利類Ji!!.在四川傳教受到劉宇

亮「關照」則有可能。而因為資料之闕如，一六四0年利

類思先至綿竹，然後至成都，還是宜接至成都，學界觀點

木一。 14

得益於盡量若望、劉宇亮等人的保鐘，利類，恩在成都的

傳教頗有收穫。一六四一年，利類思付洗三十餘人，其中

有宗室就名伯多祿者， I深過文學、全家入教J 0 15因為利

類思患病，安文思從杭州抵達四川協助和j類思管理教務。 16

安文息，字景明，葡萄牙人，一六四0年入華，一六四二

年進入四川，協助利類息傳教。一六四八年與牙利類思一起

入京，期間僅有一次奉帝命赴澳門外，未嘗離開北京。安

文思不僅協助利類思翻譯〈超性學要:> '參與《超性學要》

的校訂工作，而且還翻譯了《復活論》二卷。

據《聖教入川記> '利類思、、安文恩在成都傳教之時

曾遍反教活動。得益於武官閻某、吳繼善等人的幫助，反

教活動得熄。吳繼善，字志衍，太倉人，吳梅村同宗弟，

崇禎十年 (1637) 進士，知成都縣， {四川遁志》以及吳

梅村的《志衍傳》均載吳繼善在張獻忠攻成都， I城破，

間家三十六人，同日死難」。但實際上情況是吳繼善投降

了張獻忠。 17

投誠之後的吳繼善被授予大西政權的禮部官員，起草

14 古串東 (G。四曲n) 、費眉之(A1oys Pfis'間)等均認轟封閉顯且先居成都劉宇亮蹄，、個月，

種置教堂，並與成都官帥訂交，壘費輔之薯，獨單鈞囂， (在學耶評會士列傳丑，寄回> ' 

上冊，頁 235 '其他有關四川主主教皇著作皆承此說。PI!任繼曲主調《宗教詞典) (上

海上海辭書出肢社， 1981) ，頁 533 認攝和J頓且一六四0年先至輔竹﹒聾至成都傳載。

15 費眉之薯，獨車曲囂， {在華耶穌會土列傳且喬目> '上冊，買 236 0

16 古轎車韓福壘教徒軍事、 λ手本且，昕以譴責主且λ川協助"'1額且，壘民薯， {里教λ

川記> '頁 5 • 
17. 自一蘆， {明清鼎革中的，~.靈史吳梅村敘事詩人形車研究> (丟掉去掉λ民出版社，

2曲8) ，頁 52-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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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天文，並推薦利類恩、安文思為其新用。從一六四四年

至一六四七年，第j類思與安文思被困於張獻忠政權。張獻

忠之所以起用三位傳教士，原因有三:其一，張獻忠等人

對利瑪實以及西方曆法有所耳聞，希望利類思等人能夠像

利瑪寶、湯若望那樣為其效力;其二，希望利類恩、安文

忠等人為新政權製造儀器、修撰曆法。 18

關於利類恩、安文恩在大西政權中的經歷， <:聖教入

川記》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三人受張獻忠安排，館於署中，

為其製作天體儀、地球儀、日暑等器物。利、安二人曾讓

張獻忠岳丈全家受洗入教。 19利、安二人雖然在張獻忠軍中

遭受種種折磨，但因其「極喜」湯若望之天學明盲至理，希

望和j 、安二人為其政權製作天文儀器，因而得以倖免於難。 20

一六四七年一月三 H張獻忠戰死，利、安二人為清兵

昕獲。又因湯若望在京城已變滿清優待，利、安二人最終

得到清兵保護。一六四七年三人抵達漠中，與方德望

(Etienne Faber) 、郭納爵 (Ignace da Costa) 神父相見。

一六四八年被肅王豪格送至京師。雖然苦苦若望在順治時期

地位逐漸上升，天主教得以快速發展。但一開始利、安二

人並非因此得到朝廷優待。據魏特 (A宜。由 Vä血)的《湯

若望傳:> '一六四八年利、安進入北京後，獨若望因為三

人曾經在張獻忠政權擔任官職，因此對於如何營救他們，

獨若望的態度有新遲疑。利、安二人對此十分不滿。直到

曆獄之時，雙方才徹底消除誤解。 21一六四九年，利、安二

人曾致信給杭州的耶穌會中國副省陽瑪諾 (Emmanuel

18 龍是平， (明謂之隙中西文化史揖史一一明季趨同興辦異〉下堪(北京商葫印書館，

2012) .耳目:6-633 固

19 古帶車， (里教λ川記> '頁 36 • 

20 許理相薯，何商，褲， <在董虎穴中) ，頁 60 • 
21 魏特薯，揖再辰蟬， (湯若望傅) (台北 台灣商聶申書館>1姐01 '買 3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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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血) ，對湯若望的人晶、生活作風等提出十一條指控，

指責湯若望違背誓約。 22一六五0年，被當作俘虜的利、安

三人被送給滿人終固山為奴。 23一六五五年， ~閥、安三人曾

上琉謝恩，其中提及「明季東來，居蜀敷教，幸奉肅王，

搞區來京。荷蒙皇上恩送禮部廣祿，及終固山給養多

年。.....今又蒙俯鑒積忱，特賜銀米養膽、房屋虔修。 J 24 

順治十七年 (1659) ，楊光先著《辟邪論> '對天主教

中的核心教義如上帝論、耶穌基督論、聖母論、天堂地獄說

等展開攻擊。一六六二年，利、安二人撰《天學傳概> (應

為李祖自揍，撰於一六六三年)以應之。自一六六四年七月，

楊光先彈劫苦苦若望及各省傳教士。溺若望、利類忠、安文忠、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入獄受審。其他傳教士由地方

官拘禁候處，受此牽連的許之漸等被罷官。是年冬，揚光先

付摔出版《木得已> '對傳教士、天主教以及西方曆法展開

全面攻擊。一六六五年三月，溺若望諭法擬死，其餘傳教士

俱杖充。因京師大地震，溺若望等傳教士被赦免回館舍。是

年五月，利類恩撰《木得已辦》為天主教進行辯護;南懷仁

撰〈磨法不得已辦》為西方磨法辯護。兩書均以「條駁」的

形式對囑光先的指責一一進行辯論。一六六九年，楊光先被

革職，南懷仁補欽天監監正。一六七0年，各省傳教士令歸

各省居住。康熙十六年 (1677) ，安文思去世。二十一年

(1682) ，利類思去世。朝廷均賜葬銀。

除了《超性學要> '和j類，思還撰有《彌撒經典》五卷、

《司鐸典要》三卷，與安文恩、南懷仁合撰《西方要紀》

盟。同上，頁 404 .郵單薯，最三樂‘有馨擇. <體利囑，到揚若望晚明的耶辭官傅聶士》

(土揖上揖古繪出版社 '2003) .買 313 0 

23 魏轉著 a 樹丙單譯自〈醬若望傅) ，頁 4血﹒

24 貴f自蟬， <]8教奉聶) ，載《中國天主教史草書暈鋪) (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2曲，3)

頁 487 0

25 背著瑟， <主主教傳衍中國考) ，載〈中國天主教直轄暈蝠) ，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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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利類思中文著作可以分成四類:首先，神學賽頁，如

利類思譯著之代表作《超性學要> 0 <:超性學要》卷朕浩

繁，反不如;fiJ類思所撰簡述天主教教義的小冊子流行，如

《主教要旨》等;其次，禮儀類著作，如《彌撒經典》、

《司鐸典要》、《聖母小 H謀》、《聖事禮典》、《善終

鑫瑩禮典> <:己亡者日課經》等，第三，因為磨獄而撰的

護教著作，如《聖教簡要》、《不得已辨》、《奏疏》等;

第四，進星御覽作品，如《西方要紀》、《天主正教約征》、

《獅子說》、《進星鷹論》等。

可以發現，利類，恩的作晶中， I著」、「述」的數量

要低於「譯J '而譯作之中，除了〈超性學要》之外，數

量最多當為宗教實鹿的禮儀類作晶，尤其是有關彌撒、膽

禮、七聖事、喪葬禮、驅魔等規儀及禮儀中所念之經文。

利類思對於「念經j 的重視，或可反映出利類，思與明末清

初其他傳教士不同的傳教路徑，也反映出其對「宗教實踐」

的重視。另外，在其漢語作品中，除了《超性學要》之外，

甚少見到士大夫信徒所作序跋，其與士大夫交往或可從中

有所管窺。

而且，在利類恩的中文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南懷仁、

魯日滿 (Franç沿海 de Rougemont) 、安文恩、柏應理 (Phil句pe

Couplet) 等傳教士，但從未見到清初最為重要的傳教士湯

若望之姓名。雖然利類恩在《聖教簡要〉的末尾提及湯若

望的著作《聖(主)教緣起> '但在其他著作中，未曾見

到湯若望參與訂閱等編輯活動。此亦反映出利類恩、安文

恩曾與苦苦若望之間有過嫌隙與紛爭。

利類恩的中文作品反映出清初天主教傳教的兩個趨

勢.首先，清初天主教徒社會地位比明未有「整體下移」

社會中下層居多，缺乏類似明末三柱石之信徒;其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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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下層信徒增多，傳教士更加重視翻譯「宗教實踐」類

作品，以滿足信徒對「宗教性」的需求，第三，禮儀之爭

對於傳教士的漢語文獻影響頗為顯著。

三、精世極軌:利類恩的交往及護教思想

一六三七年，剩類思入華，赴京協助盡量若望修膺，一

六四0年入川;一六四三年，安文恩入川，自後成為利類

思終身的伙伴典朋友。在利類思傳教過程中，有一些知名

人士受就入教，成為天主教徒。據《聖教入川記} ，一六

四一年，利類恩在成都付洗了三十人，其中有一位洗名為

伯多祿者，是皇室後裔，蜀主之後，領洗之後，非常熱心，

全家入教。加j類思還曾為女信徒，亦為皇室同宗，進行驅

魔治病。成都信徒群體中，還有一位武官閩督，就名多默，

年已七十，原先信道教，後舉家受洗入教。在自由j字亮的先

期關照之下，尤其是宗室、武官閻督等上層人士入毅，在

傳教過程中起到異常重要的「示範」作用，很多士大夫紛

紛加入教會，引發了一六四三年的反教風波。最終以吳繼

善所帶來的湯若望致利類忠信函而得平息。在京城欽天監

事事修曆法的湯若望，無疑是利類恩在地方傳教的「保護

者」。一六四四年，張獻忠據成都為王。即使在時刻面臨

危險的大西政權中，利、安二人還是積極傳教，三年期間

約有一百五十人入教，其中最著者當為張獻忠的岳丈(洗

名伯多祿) ，全家三十三人全部入教。 26利類思通過贈送利

瑪賞的《天主實義〉、《畸人十篇〉吸引其對天主教的興

趣，隨後為其全家施貌。後因傳教士上書而觸怒張獻忠，

伯多祿被處死刑。 27一六四七年，正當張獻忠準備處死利、

26 古串車， (里教入川記) ，頁 34 • 
27 同上，頁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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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二人之時，豪格帶領清兵入川。而豪格曾受湯若望的囑

託，求其保護西、洋傳教土。職是之故，利、安二人被豪格

送往北京。

除此之外，利類思遠宜接或通過湯奢望結識了一些士

大夫或著名信徒，如一六四0年入川傳教之前曾通過禮部

尚書劉宇亮致書四川官員土紳，從而獲得傳教之便牙利。或

可注意的是劉宇亮的座師為錢士升。許譽卿自輯是錢士升

「五主車輛弟 J 0 28而許譽卿的叔父許速度曾娶徐光敢吹草聶女

徐甘弟大，對於天主教在松江一帶的發展舉足輕重。 29錢土

升與天主教徒塵式耙、魏學草鞋、魏學渠交善。孟儒墊在其

《天學略義》中提及「武唐塞應錢相國亦目，足為吾儒補

亡」。其中錢相國即錢士升。 30

一六五四年， <:超性學要》前十卷在北京天主堂梓行，

有胡世安序。胡世安 (1593-1663) ，字處靜，號菊潭，又

號秀岩，四川井研人，崇禎元年 (1628) 進士，官至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一六四四年降清，仍任少

詹事，改翰林院待讀學士，掌院事，一六四五年充《明史》

副總裁。一六五二年摧禮部尚書。一六五三年，以任珍案

牽連，論革職，永不敘用，特旨寬兔，降三級留用。一六

五五年，加太子少保。一六五七年，充經畫畫講官。一六六

一年，因劉正宗敗致仕。 31胡世安與龔鼎拳、錢謙益等貳區

28 鐘士升， <周且按，>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濟南齊魯書社 '1997) ，值都 20冊，

買 592上圖

29 前已提且許樂書在南京時可能對天主載有研幫助，許樂善之聶許建廈聾樟光獻之聶女甘

第式，許適宜于許攪瞥，許醫師是許故升之暉，而許強升是許，但善之徑，壘且等大利，

〈中國歷代蟬帥史醋> (請書陽帽陽出版社， 2曲7) ，頁 1刮 目聶蠱且劉耘事， (離輝

的信仰真情感世界-一南朝土悔的天主教文λ許讀曹再論) ，輯〈土禪師範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 > 2008 年第 4 期，耳 72汀7 • 
30 且相湘、劉拖捕主繭， <天主教車俾主獻續舖> (台北學生書昂， 1966) ，第二冊，

頁 899 • 
31 厝于木， <清代大學士傅稿 (1636←1795) >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2013) ，頁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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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密切 ;32又與湯若望交往甚多，曾為湯若望《民曆鋪注

解惑》撰寫序盲，甚贊此書，有畫畫主化， I蓋欲四海蒸黎，

共稟王制，欽奉天道，塞建昭德，一道同風，罔殺1日紀紊

行，永保太平之休，是編義正而大匡，僅解惑乎哉? J 33又
有《修曆碑記} ，指其與湯若望「從遊夙誼J 0 34.並有《奉

賀道未翁湯老先生榮蔭序》、《遁未先生邀同行屋貳公飲

和蘭貢酒〉等詩文。

如同曉明的士大夫，胡世安是從儒家立場去理解天主

教，將天主教(或天學)與人性結合起來，認為天學之目

的與儒家相一致，即順性修善﹒

維皇錫福，但性班長，私智紛蝶，直承濁矣。不有草種，

尤宗何彰，不有車費，亭毓疑薄。夫不物物匠意以成冶，而

莫禁不詳之躍唔，不事事排藥以就殼，而時有應節之敬的，

則錫福同而自車以承福者異也。是如性學淳漓，從人介度，

非天之有以抑揚之。學者能由性見天，由天驗金，深洞夫林

總均秩，東益無庸，物我鼻觀、功用互種於聲臭睹聞衰，順

符帝則，盡人而皆修吉，廠無負臨汝獸胸章乎? 35 

在這裹，原文是「性學淳擒，從人介度，非天之有以

抑揚之J '徐家匯藏書樓抄本則改成「天主J 0 36顯然，改

32. 闡扭扭著重典謂祖貳區交往，喜見黃→塵， (主蟬書贈過若望詩軸研究一一罪論清個貳

巨奧耶穌會士的直往) ，韓〈故宮學前季刊> 12 (1994) ，買 1-30 ;記建國， (季日草

和軍扭瑾兩λ題贈傳教士詩歌研究一一聶諭《贈官〉昕鬱清朝貳臣與西學西教間的互

動) ，輯〈基膚教學藺> 10 (201針 ，頁 220-243 • 
33 胡世章， (民厲舖注解惑序) , (去學聾解〉善人(個羅斯噩值得壘圖書館藏扭本)
頁 25b 0 

34 胡世賣自〈幢眉碑記) , (去學桑解》華書丸，J{ 62b 圖互作〈太常用喝道宋先生幢新龍眉

主) ，輔臣薯， (聶岩轟) ，春三十丸， (四庫全書荐自叢書:) ，揮部 196 冊，耳 6且-

35 胡世安， (序) ，誼和l類且， (超性學要> (上禪圖書館藏本)。

36. 替宗潭， (明請問耶歸會士譯著提要>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6) ，亦作 I主J ' 
呂學民著 z 買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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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主」之後與胡世安本義不符。胡世安從儒家性善論

以及有關天的背景出發，將人性與天逅相互綜合， I順符

帝則，盡人而修吉」。但胡世安還是很清楚明白天學與儒

學之間的明顯差別.

+觀〈超性學要〉譯義，巍巍數千言，疏、引、駁、正，

不悍冒血縷，旨各循倫，義期蔽類，昌明天學，吃歸為人，撮

其要有頁，與吾儒小心昭事、卓福不因之指歸，其撰未嘗不一﹒

草吾備之言離皇者不可形坪，而西備之言天主者確有宗傅，

斯不無差別耳。語目: r東西海有聖人出禱，此心此種同也;

南北海有聖人出蜀，此心此理同也。」直其然典。 37

胡世安認為天學的「要領」與儒家「小心昭事、求福

不回」是一致的。換言之，胡世安認為天學與儒學的根本

目的都是勸人為善，成為君子。但是，儒學中的「天」

「上帝」、「維皇者J ' I不可形縛J '是無形的，只是

道德上的或義理上的含義，並非如天學所謂的人格神。胡

世安E時指出的正是清初土大夫對天學與儒學根本差異的覺

察。而且，隨著天學的本義尤其是基督論為世人所熟知，

天學與儒學之間的差異更加明顯。只不過，胡世安仍然以

「心同理同」處理兩者的差異。可是在錢謙益、黃宗羲等

遺老，以及楊光先等反教者來看，兩者之間的差異無疑是

不可調和的。

與利類恩交往密切者還有李祖白，以致李祖白昕撰的

《天學傳概> '常被誤認為為牙利類思。實際上，在《天學

傳概》中，李祖白自稱湯若望為「余師J '又提及「再可

37 胡世壺， (超性學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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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J 0 38因此，顯然此書不是利類思昕傲。季祖白，宇然

真，由杭州|遷居北京，草房若望門生，任職於欽天監，為夏

官正，自稱「燕吳後學」。一六三三年受就入教( I我聆

此旨歲圭戌J) ，之後「絕念科名 J 0 39後受曆獄牽連，於

一六六五年被處斬。是書撰於康熙癸卯 (1663) ，因為「客

有問天學今背之概者J '故「謹遵所聞論iX之，以代口答。」

許之漸在〈天學傳概序〉中有育:

國朝思禮倍遲，通微教師，實總曆務。援救建東堂，再

可利于、景明安于主之，余俱樂與之避。而然真辛于以余為

有契乎其官也。持所華書，團利于章最序，因述其大略。岫

許之漸的序言更加證賣了此書為李祖白斯著，同時亦

表明利類忠、李祖白、許之漸三者關係甚好。李祖自認為

許之漸「有契乎其盲J '莫非期待許之漸能夠受就入教育

在此序中，許之漸又提到了晚明給艾儒略 (Giulio Aleni) 

提供保護的葉向高贈詩。然許之漸終未入教。 41許之漸與利

類忠、安文思均有交往， I俱樂與之遊」

刻於一六七七年的《超性學要》卷十七，卷首有華亭

高層霎序。高層霉 (1634-1690) ，字三飽，號讓園，松江

華亭人。康熙十四年 (1675) 至京，難業圈子監，一六七

六年進士，入翰林院。一六七人年授大理寺左評事。康熙

二十九年 (1690) 升太常寺少卿，四月卒於京郎。 42與胡世

安類似，高層霉亦是從儒家角度出發，力主勸善之學.

38. 李祖自， (天學傳概) ，暫且相湘、劉兆桔主眉， (主主教東傳主ilI續搧> '軍三冊，

買 1065 • 

3. 季祖白自〈大道行) , (天學嗶解> '壘丸，耳目a ﹒

40 許之漸， (去學傳概序) ，輯李祖白， (去學博概> '頁 1051-1052 • 

41. 1;車， (中國主主載且λ物傳> (北京宗載文化出版社， 2007) ，頁 248 • 
42 替快， (清代扭虹蔚文學世軍漣考> (北直三聯書店， 2013) ，頁 153-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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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亦幸言配命之學，有未構于彼之名師、巨僧，兢兢於

夭人性習之突，克已踐形之道，宮之不厭詳，訓之不厭切。

凡所以導述決聶辟華莽之荒，塗指平康之坦俯云商。革觀《超

性學要》擇義一穢，何其於性天之智，條分縷析，辨種詳明，

根極理要而不詭於大道也。夫老莊列禦寇之徒，於聖道昭昭

若揭。日月之時，成能著書立說以自傳於後世。追乾竺之書

入中國，而矜異者又當然從主。然就元濁泉，足使習之者萬

港恍惚而喪其所守﹒故聖人之徒，辟之不少寬 E 若夫種性尊

天，按其義趣，自可羽翼經傳。豈得與誕喜不經者同穎而垮

視哉! {昂》不云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J ?竊於是緒有深

契矣。“

高層雲也認為天學與儒學相一致， I根極理要而不詭

於大道」。由於佛教進入中國， I矜暴者又翁然從之」

導致「習之者J I蕩潑恍惚而喪其研守」。高層霎認為《超

性學要》等天學著作，可以「羽翼經傳J '不可以與佛老

等觀，而與儒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相同。

清初儒家基督徒劉凝與利類思亦有交往。劉凝'字二

歪，號總堂，聖名保祿 (Pa叫us) ， 44江西建康府甫豐縣西

隅人，生於一六三0年，一七-0年之後去世。一六七七

年，劉凝五十八歲， I歲薦入京」。這一年，劉凝在北京

為《交述合錄》撰寫序文。第二年，劉凝在京師遇見臨川

李來泰 (?-1684) 。李對劉凝昕撰《周宣主石鼓文定本》

大加讀賞。一六七九年，李應「博學鴻儒」科，試列三等

第一，授翰林院侍譜。同一年，劉凝在北京為利類思《鷹

43 商厲害， (越性學要序) ，載利類且， (超世學要》壘十七(上陣圖書偷聽本) • 
44. Nicolas S'旭且由職 HandbookofCh閉的mily in china 時'lume One (635-18，叫(Leiden:扭過，

2曲1)， p.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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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撰寫序言。在此序言中，劉凝稱讚天學為賣學， I樽

益治道J 0 45 

與同時期受到朝廷「寵握有2日」、交遊廣泛的苦苦若望不

同，現有材料表明，利類思所交往的士大夫寥寥可數。其中

部分還是因為湯若望的緣故，而與之交。但從這些士大夫所

撰序文來看，雖然已經意識到天學有不同於儒學的基督論內

容，但都認為天學與儒學根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道德上，

均是認為要盡心順性、為善去惡;同時，對於佛遁的批判，

也使得士大夫認為天學有益於儒學、神益於玉化。

因此，利類息的護教思想與東j海寶、徐光成一脈相承，

尤其繼承了「補儒(合儒)易佛(道) J 的策略。此對於

吸引士大夫與之交往，並認同天學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對於信徒而言，如李祖白、J!I凝均認為天學體系完備、

學科齊全，有益於修齊治平。季祖自在《天學傳概》寫道.

每有百賢至止，時出其所學，為世津架，指正耳之定極，

杜龍惑之旁瘓。於以下肅人心，上襄王化，唐鹿三代之風，

應其再見於+目敷 1 利西幸而下著述號最富者，進基屠書百

餘壘。業數宜付史館也。他若理韓殊區，莫非教學攸關，成

書又三百器。有鈕，有史，有超形性學，有形性學，有修學，

有天文學，板藏京師、江南、新間秦晉名堂。且總計載車圖

書七千餘部。群實感椅拼帳，寶至忘返，共主協佐同夫，抑

首翻譯。“

李祖白認為天學中「有經，有史，有超形陸學，有形

45 劉艇， (毒面肉鹽序) , (去學集解> '疊人，頁 52. ﹒間最劉接生平事蹟壘且拙作，

〈清初備車基督桂劉接生平事昌年輿λ際網緒考) ，載〈中國典籍典文化> 2012 年第 4

期，頁 42-54; <清個儒軍基督植劉擬且想簡諭) ，載《宜林.} 2011 年軍4期，頁 73-81 0 

46 季祖自， (天學傳概> '買 1個6-10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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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學，有修學，有天文學J '體系完備，為世「津梁」

可以「肅人心 J I襄主化」。李祖自認為天主教有助儒家

實現「三代之治J 。李祖白特意指出傳教士有「七千部書J ' 
希望能夠將其翻譯成中文。與此類似，劉凝也認為泰西典

籍完備，而且「確有實據J '非如「貝葉雲笈，荒唐無稽」。

劉凝認為儒家典籍注疏多有錯謬， I實學所以衰也J 0 I主

肅、社預，為一代通儒，於間官之注，亦多東此繆。......郭

璞、顫師古、孔穎達諸人皆然。古今相承，卒無有知其謬

者。」劉凝認為，如果要改變此種情況，可以用泰西之學，

「欲救斯弊，當廣集師儒，旁搜遺逸，立日泰西卷軸浩繁，

另設專科，翻譯成書，未必無補於文明之治也。 J 47 

利類思亦繼承了刊書傳教之策略， 48不僅譯著了神學、

哲學著作，而且還撰述動物學著件，如《獅子說》、《鷹

論〉等。這些著作對於李祖自、劉凝此類士子認同天主教

起到了極為重要之作用。

一六六五年，利類思撰《聖教簡要} ，對天主教基本教

義進行簡要論述，著重論述了天主存在、天主創造萬物及人

類、靈魂不滅、天堂地獄以及基督論。論述1ï法與利瑪賓等

傳教士如出一轍，如以勸善罰惡來論述天堂地獄必然存在

等。在論遮天主降生教贖之時， *，J類恩的思路亦繼承了利瑪

賣的思路。利瑪實在〈天主實義》中對人性做了區分，即原

初之性與墮落之性，認為原初之性本善，但墮落之後，人性

則惡。利類思認為未墮落以前， I人依良心行，則為善」

但「原祖方主(違)命之後，人性之直受累，良知昧於當知，

良心餒於當行J '因此天主「躬降救人J ' I居世三十三年J ' 

47 劉援， (華商肉擾序) ，頁 52.

48 闢揖利害傳教，，.且拙稿， (弔l書傳教 明末清翻天主教中文攝輯與出版措動胡探) , 

曹〈天主教研究論輯" 9 (201 1) ，頁 336-379 Q 

239 



肖j育和

後「形神升天J '門徒則「布散天下，敷教於萬國 J 0
49 (聖

教簡要〉是針對勵脫反教而作，雖然比較全面、且富有邏

輯說明了天主教教義，但很顯然，對於楊光先以及儒家士大

夫所關心的基督論、聖母論等，及其與儒家思想傳統之間的

差異，利類思則無暇顧及。

同樣，在更加全面反駁楊光先《不得已》的《不得已

辦》中，利類思對楊光先的指控一一作了反駁，重點是基

督諭(天主降生成人或耶穌為天主) 、瑪利亞童貞生子、

天堂地獄、辟佛而自樹妖邪之教、圖謀木軌、曆法傳教、

中國初人等內容。5。這些內容是保守儒家代表揚光先所關切

的核心內容。與晚明反教思想有所差別，場光先更加突出

關注的是作為「宗教」特質的天主教，及其與儒家傳統的

巨大差異，而對傳教士以科學(曆法)傳教、辟佛老傳教

等亦有批評。

在《主教要旨:> (1668) 中，利類思對於引發楊光先

反教之核心問題之一的中西歷史編年、中國人始祖等問題

有所提及，但還是按照《聖經》編年，簡述人類早期歷史，

只不過並沒有如李祖自那麼直接宣稱「惟此中國之初人，

實如德亞之首裔J 0 日在此書末尾，利類思專辟一節「主教

治世征J '強調天主教可以用於治世、實現三代之洽， I若

以奉佛老者從奉天主，則與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上矣。

如西方三十多國奉教後，千六百年大安長洽，人心風俗盡

善盡美，上下相安，家給人足，不乎不奪，各樂本業。.

天主正教，誠能治安人心，而為治世之極軌云。 J 52 

49. 利顯且， (聖誼簡要) (Bibl扭曲蚵閣N祖onale de Fran院C。回回t曲扭曲 69阻) ，頁 7_8 0

50 蠱見拙摘自〈身掛幫岡典居法之事一-I;((不揖已〉輿〈不捍已轉》屆中心) ，載〈天

主教研究論輯) 5 (2叩8) ，耳 166←且o.

51 李祖白， (去學博概) ，頁 1058.

52 利顯且， (主曲直旨) (Biblio'也èqu.e Nationale de Franc純 C個_ch扭。is 6917) .頁
2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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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於一六六九年的《天主正教約征》中，利類思認

為天主教能讓人「上愛真主，下愛同類之人。」而其他教

「雖欲迪人於善，而為善未必冀，意欲速人於惡，而去惡

未必盡J '因為「其知能有限，而向趨不真也。」天主教

關於「上天之載、造化之故、人類之究竟」講得最為透徹，

因此能夠讓人知其本向。而且，他教皆為人力，而天主教

賴神力，能洞察人性之病。因此， I勉善去惡J I輔翼其

行J I惟天教獨全J '可名之日「其教正教J 0 53利類思提

出有三個標準以驗證是否為正教﹒一、誠勸合理與否?真

能勸善戒惡與否?二、司教之人，行吉相符與否?三、奉

教之人行跡何如?真能為善離惡與杏? 54利類恩、通過論

述，以及引用徐光敢、楊廷筠之言，論述天主教可以發人

信畏敬愛天主之心，無論傳教士還是信徒均是有德之士。

而那些「從教愚民J '因木達義理，僅守粗跡，或道行不

堅，此並非聖教不正，由其人不全去惡、一心歸正而已。

利類思護教特點有三:其一基於天主教教義，使用經

院哲學的論證方法，其二基於道德上的勸善罰惡，論證天

主教有益於世道人心。經院哲學論證、道德論證都是利瑪

賓等傳教士常用的論證方法。但與利瑪賣不同，利類恩的

著作中很少見到其對儒家經典的引用或再詮釋，使得其著

作雖然較為清晰展示天主教核心教義，但無疑不僅沒有解

釋保守儒家之疑惑，反而使得耶儒之間的差異更加明顯，

兩者之間的張力亦因此增加。

一六七五年，陸朧其在北京西堂拜訪利類思，三人之

間有所交往，並互贈禮物。陸記載: I遊天主堂，見西人

利類思，看自鳴鐘。剩送書三種:日《主教要旨:> '日《御

53 利類且， (天主E事岫甘怔) (Biblio血肉ueNa曲回le de Frsn曲，Counmt也詛阻 69[2)

頁 2-3 0 

54 同上，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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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西方要紀} ，日《不得己辯》。又出其所著《超性學要》

示余，其書甚多，直到尚無意。」但陸臨其認為「西人之不

可信，特亞當、厄襪及耶穌降生之說耳。」陸民昕言，正

反映出清初士大夫對於西學(天主教)兩個最大疑問:人

類始祖及天主降生受難。自

但利類思似乎對其使用漢語著作來護教充滿信心。利

類思認為，只要儒家士大夫對天主教的教義有真正、全面

的了解，必然會認同天主教。在利類恩的漢語作品中，我

們隱約看到其不同於利瑪賣「補儒易佛」策略之處。對於

佛道，利類d恩毫無疑問予以批判，但篇幅並不多，僅在《不

得已辨》、〈主教要旨》中有新涉及，在《超性學要》中

偶有提及。而對於「合儒」、 「補儒J '利類思昕傲的工

作顯然有遜於利瑪費。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剩瑪賣或多或

少承認儒家權威，將天主教作為補助儒家之工具。而在利

類恩的作晶中，此種論述並不多見。 1肉類恩的中文作品以

神學、禮儀類居多，或可隱約顯示出其「超儒」或排他諭

傾向。此種排他論在清初天主教思想世界中，並不顯得異

類。李祖白、張星曜、串串l凝等人都有類似傾向。此種傾向

隨著禮儀之爭之展閥、耶儒差異之彰顯而愈發明顯。

四、昌明天學: <越性學要》的體例與內容

在耶儒差異日益彰顯的情況下，利類思認為有必要獨

譯《神學大全} ，以此作為護教、辦教之資。在《不得已

辨》中，利類，思多次提示讀者有必要參考《超性學要》

方可對降生救贖等教義有正確之理解

欲知天學要義，宜閩《天學實羲》、《萬物其原》、《聖

55 陸體其， (三矗堂日記) , (陸于全書〉草書三(光緒刻本) ，買 10-13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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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緣起》華書，而窮究其原本微義，細載《超性學要〉中。

天主降生島人之事，原超人思議之外，豈一言而明哉? <超

性學要》、《降生實義》背書，其詳之審矣。"

同樣，在《聖教簡要〉末尾， 7肉類恩特意提醒讀者「己

上特大略耳。講明聖教實理，書冊充棟，而其要義載《天

主實義》、《超性學要》、《聖教緣起〉等害。 J '7由此可

見，利類思相信〈超性學要》對於理解天主教有著極為重

要的作用。第j類思窮盡全力翻譯《神學大全:> '正是對清

初耶儒張力日顯、楊光先反教等之反應。

因為《神學大全》卷峽浩繁，利類思並未將其全部翻

譯。第一大支全部瀏譯完畢，第二大支未譯，第三大支第

一段未譯完，第十段由安文思翻譯，亦未譯完。此外，由

於是陸續翻譯完成，研以譯本按其內容分成不同部分，分別

刊印於不同時期。其中，第一大文分成四部書單獨付梓刊

刻。全書目錄四卷、《論天主性體》六卷、《論三一》三

卷、《論萬物原始〉一卷，共十四卷，一六五四年刻於北

京，有胡世安序、利類思自序，由金彌格、郭納爵、安文

恩訂、值會郭納爵准; <論天神》五卷、《論形物之造》

一卷，共六卷，有利類思自序，由柏應理、閔明我訂，值

會南懷仁准，一六七六年刊印; <論人靈魂》六卷、《論

人肉身》二卷、《論總治萬物》二卷，共十卷，有高層雲

敘、利類思自序(康熙十六年) ，由閻明我訂、值會南懷

仁准，們j印於一六七七至一六七八年。第三大支第一段《論

天主降生》由閔明我訂，值會南懷仁准，刊刻時間未知。

第三大文第十設〈復活論:> '有姜修仁序以及安文思自序，

56 利類且， (草帽己辦> '拉入且相翻輯， (天主數東博文獻> (台北學生，每周， 196，)

頁 228' 239. 
57 利類且， (聖祖簡要> '買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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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魯 S~蘭、和j類斯、南懷仁、柏應理闕，陸安德准，刊刻

於一六七七年。 58由於此年安文思己去世，所以《復活諭》

正文前附有《安先生行述〉。

現代漢譯《神學大全》分成三集，每集下分若干題，

題下則為若干節，每一節會「質疑、反之、正解、釋疑」

四個部分。第一集共有 119 題，第二集分成上下兩部，共

392 題;第三集(含補編)共 191 題。全書共 702 題。 59

《超性學要》則譯成三大支，每支分段(簡體字版譯

為卷) ，每設分論，每論分章，共有 38 授、 612 論、 3120

章。曲一般來說， <:超性學要》的「論」應該等同《神學大

全〉的「題」。但對比《超性學要〉與《神學大全> '可

以發現兩者略有差異，如《超性學要〉第一段第十八論為

「天主之愛J '第十九論為「天主之義之慈J ;而《神學

大全》第十八題為「論天主的生命J '第十九題為「論天

主的意志 J • <:超性學要》第一段共 23 論，而簡體字版《神

學大全》第一卷共有 26 題;第三段共 14 論，簡體字版第

二卷共 17 題。因此， <:超性學要》中的「諭」與現代英譯

本或漠譯本《神學大全》中的「題」並非一一對應。《超

性學要》的「論」要比《神學大全》的「題」數量要少。 61

此外， <:超性學要〉的「章」也比《神學大全》的「條」

(或「節 J )要少，如《神學大全> I問題1J下有 10 I條」

( I章J) ，但《超性學要》第一「論」下只有「五章」

其中，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九章、第十章均沒有

翻譯。根據《神學大全> '第三、三、四章討論神學是否

58 徐宗揮自〈明清間耶穌會土譯著提要> '買 144 • 

59 阿畫那， (神學大全> '第一冊(高雄申華進明會，自甫碧1M學社 '2008) , ["輛

轎說明 J • 
60 偉宗潭， (明請問耶辭官士譯著提要> '頁 143 0 

61 其可能耳因在掛昕依攘拉丁謂服並非一致，車者利顯且在翻課時有研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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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科學 (sc扭曲a) 的問題;第九章、第十章則討論《聖經》

中隱喻、語詞含養等問題。

拉丁語版〈神學大全〉每「章J (虹ticle) 之下分成四

個部分，即「質疑、反之、正解、釋疑J '利類思譯作「辦、

反、解、答」。但是利類思並沒有嚴格按照拉丁語版《神

學大全》的體例來進行翻譯，而是根據清初儒家士大夫的

閱讀習慣，分成「經、疏、駁、正」四個部分。其中， I經」

是引自《聖經》原文或聖人名言，實際上此部分內容來自

「反之J ; I疏J 來自「正解J ; I駁J 即「質疑J ; I正」

即「釋疑J 0 <:神學大全》先將既有的「質疑」放在一起，

最後一一進行「釋疑J ;而利類思則將其拆散，先列一條

「駁J '然後進行「正J '接著再列「駁J '並進行「正」

《神學大全〉先列出「質疑J '即引出問題，並列出「質

疑」的原因，然後引經據典，引出權威意見，接若是對經

典及權威意見的理解與解釋，最後，逐一駁斥之前昕列出

的「質疑J 0 <:超性學要》則模仿清初儒家經典注釋體例，

先列經文或聖人名言;然後對經文或聖人名育進行疏解;

最後逐條列出反對意見以及正確解釋。很顯然，利類恩在

體例上的更攻，反應出其適應清初儒家經典詮釋的習慣，

積極融合不同的中西經典注解與詮釋體例與方法。

昕謂「超性學J '即「神學J (或「道科J) ; I性學J

則指「哲學」。按照利類恩的翻譯， I超性學」等同「天學J ' 
但不同於作為「哲學」之一部分的「天學」。此理解與《名

理探〉一致。在《名理探》中，超學包括「因性之陡祿日亞」

及「超性之陡祿H亞J '即形而上學 (Me個.physica) 與神學

(Theologia '自然神論) 。但利類思認為「天學，西文日陡

祿日亞，雲陡指天主，本稱陡斯;雲祿日亞，指講究天主事

62. 傳單隙， (名理揮) ，聲一(暫且軍區藏書棲藏) ，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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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 J {名理探》中將泛稱「陡祿日亞」譯作「超學」

(包括超形學與超性學) 63而專稱「陡祿日亞J '即指超性

之學。因此，剩類思所謂的「天學J 實際上就是指專稱「陡

祿日亞J '即「神學」。因為「天學」涉及到天主事理， I匪

夷所思，成賴古今《聖經〉為准。」宜~H聖多瑪斯J ' I詳

考《聖經》暨古聖注摸，會其要領，參以獨見，立為定論，

若一學海然，書成命曰『陡祿日亞~ ，義據宏深，旨歸精確，

自後學天學者悉稟仰焉。」而且，此書「由初迄末，層層相

發，序若鱗次，祟祟交承，貫似珠逗，望之精繭，擬河漠之

無極，悉意探窮，砂解靈詮隨觸而出，讀者莫不爽然自失，

怡然首肯也，學者推為群育之折衷、諸理之正筒、百學之領

袖、萬聖之師資。」因此，利類思有意將此書「遍譯華育，

以告當世」。所謂「要J ' I舉其樂也，實詳且廣，且論此

學者，有多大學士一一然而大要揖具於此矣，董幫其原本

霉。」利類思、在《凡例〉中分別對《超性學要》所出現的名

詞進行了簡要解釋，如「十倫府J (範疇)、「五公稱J (概

念)、「推辨之首列、次列、收列J (大前提、小前提、結

論)、「脫名j 、「合名」、「原先」、「時先」、「頃」

「互視J (關係)、「宜然須J (絕對必然性)、「既然須」

(假定必然性)、「位」等。這些專有名詞典《名理探》相

一致。由

根據方豪，民國時期《超性學要〉國內藏有人個版本，

分別收藏於西灣于天主堂、北堂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等

不同機構。海外則有三個版本，分別藏於不列顛博物館、

巴黎國家圖書館、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由其中，法國國家圖

的同土，頁 9 • 
64 王建書， ((名單探〉輿〈辦禮法大全詮疏〉比較研究) , r耐錄一J (北京 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 2014) ，頁 174-183.

65. 1f，車， (中國天主教且λ物傳) ，買 286-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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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所藏的《超性學要》的前言與凡例業已影印出版，載

《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二冊。梵蒂岡圖書

館所藏《超性學要〉全部影印出版，收入《梵蒂岡圖書館

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9-13 冊。《明

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二冊篩選國圖新藏一九三二年鉛印本

《超性學要》卷十。 66

徐家匯藏書樓所藏《超性學要} 30 卷(其中第一大文

26卷，第三大支第一段4卷，目錄 4卷)尚未為學界使用。

徐家匯昕藏〈超性學要》共 16 冊 2252 頁。該版有諸多批改、

校點的痕跡，應該是徐宗澤為了重印而傲的校補工作。一九

三0年徐宗澤所校補的《超性學要》由士山灣印書館鉛印出

版。 67梵蒂岡圖書館所藏版本與徐家壓版本內容基本一致，

但底本中的胡世安序、利類思自序以及「凡例」均在目錄的

第一卷，而對校本的則在正文第一卷。在編排體例上，法國

國家圖書館所藏《超性學要} (Cou扭曲， chinois 6907 、 6908 、

6909) 亦有研不同。法國藏本目錄 4卷，卷首無序言亦無「凡

例J ;正文第一卷卷首有胡世安序、高層雲敘;卷十一、卷

十七均無利類思自序。

第一大文論共三跤，論天主創造萬物、總治萬物，共

三十六卷(目錄囚卷) ，分別刊於一六五四、一六七六、

一六七八年。此二十六卷內容集中論述天主或上帝論，包

括天主的性質、名號，天主三位，天主造天神、造物、造

人，以及天主主宰萬物。

基督論是楊光先反教著作與思想中的重要內容。利瑪

66 黃興濤、王國雄主騙自〈明清之酷西學文本) ，蜻二冊(北京 中華書局 .2013) ，頁

777-805 固

67 此處存疑﹒因晶土山iII一九五0年甜印本與曹車區藏本有較事差異﹒因此，誰車壓藏本

有可能是厝相怕校梢本。此本蛤一九三三年由光獻社畫刊 .~1r章， (中國天主教史人

物傳) ，買 2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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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了避免引用中國土大夫的猜忌與懷疑，很少在公開場

合展示耶穌受難像或十字架。在其著作中，亦甚少見基督

諭內容。即使在《天主實義〉中，利瑪實對於天主降生教贖

等內容也是惜墨如金、寥寥數語，而且還沒有提及耶穌受難

等核心內容。但基督論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也是最為深

奧。傳教士以及中國信徒對此均非常謹慎。如楊廷筠承認，

耶穌降生一事， r此理甚長，須查看別篇，方能曉悟」其《代

疑篇〉中也只能「略言之J 0 68楊廷筠本人在受混入教之時

亦對天主降生提出「懼褻天主」的質疑。由而朱宗元也認為，

「今世群疑而不決者，莫如耶穌降生一事。 J 70劉凝亦有類

似的看法: r獨降生救贖，其理奧愛，非天脂其衷，難以草草

曉。 J"但湯奢望等傳教士為了向崇禎皇帝解釋基督教教義，

撰有《進呈書像:> '對天主降生成人、被釘十字架受難等情

節有詳細描述，並配以國畫。在艾儒略《天主降生育行紀

略》、《三山論學紀》等著作中亦有類似內容。因此，基督

論仍為世人所知，並引起揚光先強烈的反彈。

在《木得已》中，楊光先摘取了哥哥若望《進呈書像〉

中的三幅描繪耶穌進耶路撒冷城、與盜賊一起被釘十字架

等場景的圖畫，由此指控耶穌是造反之「渠魁J '並得出

結論:天主教是邪教。在曆獄審判中，審問者對於天主降

生成人、受難救贖等內容異常關注。 72

68 揭廷蜀， (代提肅) ，曹李天鋼攝控， (明未正主矗三柱石文鐘置一一喵旬t廳、李之矗‘

揖廷竭諭載文最) (香港道風害社，扭盯) ，買 234 國

的了車麟， (扭曲耳團先生超佐事跡) ，載《徐車區藏書樓明南天主載文獻) ，車 1 冊(自

北賈擠， [986) ，頁 220.

70 朱聶元，(拯世略祖3 揮主附時Dom姐icS時:hsenmaier， Die Atifnahm棚，向pwcher Il時alte

in die chinesische Ku1tw齒D'Ch Zhu Zongyuan (i且 1616-166，吵1， M恤血個旭 S甜甜

Mono"，可h Series 47 (Net信國 S旬I臂'， 2001)， p.353 固

71 劉艇， (暈斯瞳)，載〈耶師會羅馬擋車僧明晴天主教文獻) (台北利氏學社 '2002) • 

第 9冊，頁 583 ~ 
72. 闢請李祖自﹒過若望接聾響間的肉響，喜且張西平， (歐洲早期連學史一一中西文化吏

誼與西1]漢學的興起) (北京中華書局， 20個) ，買 219-2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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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翻譯、付梓第一大之後，利類思沒有按照原

書的順序，翻譯第二大玄。因為第二大文論人究竟歸向與

或助或阻之善惡，以及論人之諸德慮。利類思選擇將第三

大支第一段天主降生與在世之行實翻譯出版，以此作為向

反教者或世人詳細解釋基督論。陽光先反教及反教者對耶

穌救世之懷疑，或是促使利類思跳過第二大文，直接翻譯

第三大支第一段之重要原因。其動機無非是希望此翻譯可

以為天主教的基督論進行辯護、說明。而且《神學大全》

本身就帶有很強的護教、辯護色彩。有關基督論的種種疑

問及辯論，正可以為清初甚囂塵上的反天主教思想帶來辯

駁資源。其中諸多章節所討論的問題正是反教者關注之重

點，如天主降生宜否?天主予取真肉身宜否?聖母受孕是

否仍童貞否?聖母稱天主母宜否?等等。但對於引起更多

爭議的耶穌受難、復活、審判等內容並未翻譯。

對於天主三一，尤其是耶穌被釘、受難，耶穌即為天

主造成肉身等基督論的核心教義，清初士大夫以及反教者

充滿了疑慮與反感。剩瑪寶等傳教士將天主 (D間s) 等同

上帝，清初傳教士大力宣揚「敬天」思想，或許還可以通

過古儒經典來附會解釋天地萬物之主宰即天主的上帝論思

想，但對於基督論實則除了反覆引用、論述基督教的教義、

福音故事之外，並無其他有效辦法以釋疑解惑。湯若望在

審判中援引了成湯貴為帝王，卻負荊為民禱雨，以此作為

類比。 73在《不得已辯〉中， jflJ類，思也附有「成苦苦禱雨間」

以此說明天主降生之必要性。但在儒家思想傳統中，確實

難以認同與接受與盜賊一起受國法處死、被釘、受難、復

活之耶穌就是天主亦即上帝之思想。

此處難以全面評估利類恩的《不得已辦》、《超性學

73 星接見同上，買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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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在基督論上的護教效果，但顯然，利類恩在此核心

問題上的辯護有些力不從心。一方面，他對中國儒家經典

並不熟悉，在其著作少見引用或再解釋;男一方面，傳統

儒家缺少降生、受難等可資利用之資源。利類思只能訴諸

於天主教自身的權威與傳統，勢必在清初耶儒張力回廟的

情況之下進一步導致兩者之間分道擴練。 74

五、後世餘響: <越性學要》的再版與研究

《超性學要〉付梓之後，康熙三十三年 (1683) ，南

懷仁向康熙皇帝進星《窮理學》六十卷。南懷仁輯入傅泛

際《名理探》、和j類思《超性學要〉等書， I錄其概耍，

參以己意J 0 <:窮理學》企圖全面、系統推介亞里士多德

的理論知識，包括邏輯學與方法論、測量、力學、機械等

內容。 7'但南懷仁將《名理探》、《超性學要》中所涉及的

神學、宗教內容全部刪除，將「超性學」新會「形而上學」

與「神學J (即「自然神論J) ，刪除後者，只保留前者，

「超性學，超有形之性者，是因性之陡祿日亞，即默建費

西加。其論在於循人明悟éff及，以測超形之性。」原因則

在於「殆進星之書未敢涉及教理耳。」布因此， <:窮理學〉

中的「超性學」僅僅指形而上學。而南懷仁對《超性學要》

之避錄，只是輯入其中與亞里士多德理論有關而已。

《名理探》、《靈育蠢句》、《斐錄匯答》、〈修身

西學》、《空際格致》、《寰有詮〉等著作，與《超性學

要》一起構成了明末清初亞里士多德哲學東傅的歷史。清

初南懷仁企圖「集當時西學之太成J '全面介紹、推廣亞

74 具體壘且肖橋和， (身扭轉同與屠龍之事) ，耳 16ι且o.

7' 崗智壘， (甫值仁〈廟理學3 的主題肉害與基本結構) ，載〈清史研究>2曲3 年揮 3

廟，頁 73-84 • 
76 費眉之薯，獨承曲蟬， (在草書耶穌會士列傳且書目> '上冊，買 3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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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多德哲學，卻被康熙皇帝以「文辭甚悸謬不通J '僅

將其進基本發退了事。77南懷仁希望以清廷之力刊刻流布亞

氏之哲學的「宏顧」亦未能實現。康熙本人對西學甚有興

趣，但似乎是為了展示個人的博學或對西人之優容。經過

改朝換代之後，士人對西學的渴求似乎沒有晚明那麼熱

切。因為對於士大夫而言，一切又回到了儒家修齊治平的

正軌。當然，哲學本身並非那麼容易理解，]日之翻譯成漢

語之後，使得《窮理學》詩句確實話屈聲牙而難懂。其中

一個例證或許如《超性學要》凡例所揭示.專有術譯過多，

且難以在既有漢語語境中找到j合適的詞語與之一一對應。

利類恩在其自序中即如此表示: I下筆維難，兼之文以地

殊，言以數限，反覆商求，加增新語，勉完第一大支數十

卷，然猶未敢必其盡當於原文」。殆非謙辭也。

雖然《超性學要》是《神學大全〉的第一個中譯本，

也是將亞氏哲學推介給中國人的重要作品，但直到十九世

紀末才開始進入學者規野。一八七七年，道格拉斯(R. K. 

Douglas) 出版《不列顛博物院圖書館藏中國刻本》著錄《超

性學要) ;一八八三年考迪埃 (Henri Cordier) 的《中國書

目》著錄《超性學要) ;一九二六年，徐宗澤出版《明末

清初灌輸西學之偉人) ;一九三七年，徐宗津在《聖教雜

誌〉發表《聖多瑪斯之超性學要譯本) ;一九二八年藤原

茂一訪問不列顛博物院，注意到館藏〈超性學要》。這些

著作表明，宜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學者才開始對利類思昕

譯《超性學要》進行學術研究。 7.

在《明末清初灌輸西學之偉人》一文中，徐宗澤甚贊

77. (康熙起居車(三) >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目(北京申華.見 '1984) ，頁 11個回

轉引自〈廟理學簡介) ，載賣興濤、王國華輛， (明清之際商學文本> '第二冊(北京

中華書局) ，頁 .55 • 
7.. 1f章， (中國天主數且λ曲傳> '買 28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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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性學要:> ' I西土神學書中，新譯之書，最有價值者，

乃聖多瑪斯之《超性學要》一書。 j 又指出剩類恩在翻譯

過程中有所篩選的情況。 7.後徐宗澤在《聖多瑪斯之超性學

要譯本》一文中，對聖托馬斯的生平事跡、著作等均有簡

要介紹，又對《超性學要》的章節內容、邏輯關係、譯者

利類忠等有詳細之論述。徐宗澤指出， I <:超性學要》乃
一部神學書，乃一部聖教哲學書。聖人之功，在將亞利斯

↑刀德(亞里士多德)之哲學，去其不舍於聖教之學說，存

其玄奧之理論，系之統之，而組成為聖教之神學哲學也。」

「信德與理性，有相維相黨之關係，信德不反理性，理性

得信德而益彰。 J 80徐宗澤注意到利類思所譯《超性學要〉

與原書有很多不同之處， <:超性學要》的「段」、「諭」、

「章 J I有完全適而不譯者J '甚至有難懂之處也未課，

「每章中有辭意難明者，亦未全遂譯j 。此外， <:超性學

要》的目錄、章節次序，甚至內容也有改動。因此， {超

性學要》並非是對《神學大全》的現代意義的「調譯J ' 
而是選譚，甚至是再創作。徐宗澤對此譯本評價甚高， I利

氏《超性學要》譯本，雖不甸甸譯出，字字詮解，然文不

諱義，無損於太體。信達雅三字，吾謂此書有之。 J 81 

一九三0年，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與北京公教教育聯合

會各出所藏， I重付排印」。上海、北京兩重印本肉容類似，

只是北京本於標題下注明拉大文原書題名。另外，北京本有

華亭高層雲序，及康熙十五年利類思自序，而上海本皆無。

但上海本第一大支三十六卷，後附第三大支《降生諭》四卷，

7. 徐宗蟬， (明末清朝權輸西學之樟λ) ，載tt雪龍主巔， (近代中國史科叢刊轉五十六

輯) (台北文揖 '1970) ，耳 57-58 0 

80 偉串澤(署名「宗澤J) , (里多琦斯之超世學要譯本) ，載〈里教離站》揖十六壘，

第十一期(l且7) ，頁 507-508 • 
81 同上，頁 5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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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復活論》二卷，北京本皆無。另外，卷首順治甲午利類

思序，北京、上海本迴異。此次重印使得《超性學要》得以

在半個世紀以後再吹在中國學界流通。再版後，學界評價甚

高。一九三一年的《青年月報〉第一期、《國立北平圖書館

倌刊〉第五期均有對〈超性學要》的介紹，後者的介紹尤為

詳細。但北京公教聯合會版《超性學要} ，共九冊，其中第

一冊論天主，第三冊論三一，第三冊論萬物原始，第四冊諭

天神，第五冊論形物之造，第六冊論人靈魂肉身，第七冊諭

宰洽，第人冊論天主降生，第九冊諭復活。有拉丁語的題名、

編輯導言。底本應來自西灣于天主堂藏本。第一冊有高層雲

敘、胡世安序、利類思自序及康熙十五年利類思序。上海版

的《超性學要} ，由土山灣印書館鉛印，線裝十八冊， <:總

目》四卷、《天主本體論》二十六卷、《降生論》四卷、《復

活論》二卷，共三十六卷。

另據方豪，一九三三年馬相伯曾對徐家區藏書樓藏本

有校楠，同年由光敢干土重刊。 83一九三0年十月份《聖教雜

誌〉有「超性學要發售預約敢J '其中提到徐家匯藏書樓

藏有《天主性體》六卷、《三一》三卷、《萬物原始》一

卷，共十卷，順治十一年付梓; <:天神〉五卷、《形物之

造〉一卷，康熙十五年刊印; <:論人靈魂〉六卷、《諭人

肉身〉二卷、《論總治萬物〉二卷，康熙十六年出版; {天

主降生》四卷、《超性學要目錄》四卷、《復活論〉二卷。

並提及「上海土山灣印書僧亦有一番改良印刷之準僧，其

藏本模糊處，經馬公相伯四月之久，補校告成。今已開印

二月有餘」。並對閱本等有描述， I全書用八閩中國連史

82. r本報.1J-翻新刊物 J '載《青年月報〉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第一期單固摳; r軒，介

組J '載《固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九三一年第宜看第五期，頁 122-123 0 

自1f章， (中國天主數且λ曲傳> '買 2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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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二號宇J '共二十六本一千三百八十張左右。 84因此，一

九三0年公教聯合會在北京刊印九冊《超性學要> ;一九

三三年，上海士山灣鉛印經過校補之後的三十六冊〈超性

學要〉。前已述及，校補底本今仍藏於徐家匯藏書樓。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期間，外國學者如比爾曼

(B扭曲 M.Bier四個n) 、米特勒(四.eodorM甜叮) ，克斯

特 (Herroann Köster) 及武藤長藏開始陸續發表論文，探討

阿奎那《神學大全〉的漢譯情況，並對《超性學要》的體

例、內容、成就多有介紹。

一九四七年，張金壽受方家命撰〈論超性學要各版本之

同異> '指出當時《超性學要〉主要有七種，並對各個版本

之間的同異有較為詳細描述。張氏認為，雖然上海土山灣鉛

印本「多失其本來面目 J '但「較其他諸本完善多矣」。由

利類忠漢譯之後，張金壽、謝扶雅曾有相關譯本問世。

張金壽曾將《神學大全》第一冊內容譯成中文，分別題為

《論天主唯一》、《論天主位三》。此兩冊由上智編譯館

於一九五一年出版。今上海圖書館藏有張金壽贈土山灣圖

書館《論天主唯一》三校稿底本，題贈時間為一九五0年，

內文有諸多改動之處。謝扶雅曾撰《聖多默的神學} ，還

譯《神學大全》等著作內容，於一九六五年由香港基督教

輔僑出版社出版。 86

但直到二十一世紀初，完整版的《神學大全》漠譯本

才問世。二00八年，據一九六一年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祖os 出版的拉丁文版 Summa Theologi帥，並參考英

斟 「趨性學噩噩售賣的居划，載〈聖數雖誌> 1目0年單 19春第 10期，封底﹒

目張金害自〈輸越性學要各版本主同具) ，載〈上智鋪譯棺館刊〉一九四七年第三春第一

期，耳 1.19 • 
86 張金膏， <論天主唯一〉、《輸主主位三> (上海主智攝禪艙， '951) ;謝訣雅， <里
多數的神學> (香港基督教輔醋， 19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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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版本，台灣中華道

明會及碧岳學社聯合出版了完整版漢譯《神學大全》。此

版本是目前最完整的《神學大全》漠譯本，共十七冊，索

弓|一冊。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學者段德智主持漠譯佇申學

大全:> '其中第一集《論上帝》全五冊，已經於二0一三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而基於徐家壓藏書樓的點校本《超

性學要》已由鳳凰出版社於三0一七年出版。軒自從一六五

四年利類思翻譯〈神學大全》以來，將近三個半世紀之後

才有完整版漠譯《神學大全》。自此或可窺探出晚明以來

西學東漸的緩慢歷程。

六、結論

〈超性學要》可以視為亞里士多德哲學東傳的頂峰，

與明末《名理探》等亞里士多德漠譯作品一起構成了明清

漢譯西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 <:超性學要》還可以視

為托馬斯神學或經院哲學東傳的集大成者，是自利瑪實《天

主實義》之後經院哲學在中國的頂峰;第三， <:超性學要》

亦可視作清初傳教士翻譯作品的典型代表。雖然利類思是

節課《神學大全> '但毫無疑問其用詞、建意、修飾以及

創造新調等方面均成就斐然。

結合清初天主教的處境來看， <:超性學要》亦可視作

護教作晶，其中諸多「疑問 J (1駁J )是反教者或對天

主教有疑慮者的普遍性的問題，而其「疏解J (1正J ) 
則是反教者的辯駁。利類恩在選擇翻譯《神學大全》的章

節時，也反映出清初天主教在上帝論、基督論等方面急需

新的護教策略與資源。

87 利顯E譚， (超性學要》三十書(目蟑固書) ，間清和﹒郭建斌校點聲理，肢入周振揖

主蟬， (明謂之際西方傳載士漠籍聾刊) ，第二輯(南京風且出版社，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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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類思本人對神學、禮儀等充滿「宗教性」特徵的內

容感興趣，其漢語著作中此兩類作品佔據主流;雖然其也

有《進星鷹諭》、《獅子說》等動物學1r面的著作，但顯

然其興趣不在於通過科學傳教，甚至也木訴諸融合耶儒或

附會儒家來為天主教尋求合法性。與利瑪寶、文儒略等第

一代入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旭異，第j類思也不甚關注儒家經

典，在其著作中甚少援引儒家文本。在清初曆獄以及禮儀

之爭的雙重壓力之下，傳教士及信徒迫切需要論證信仰天

主教的合理性。但是禮儀之爭迫使儒家基督徒身份認同中

固有佛隙日畫畫彰顯，天主教上帝論、基督論與儒家傳統之

間的張力越發增大，利類思訴諸西方的禮教傳統，希望用

理性捍衛信仰，為天主教信仰進行辯護。儘管在傳統儒家

的思想處境中，思辨的護教效果極其有限，但是其花花翻

譯《神學大全》、推介亞里士多德哲學之功則不可磨滅。

圍於篇幅，有關《超性學要》在翻譯、詮釋等層面的特點

及其對漢語神學的意義，則有俟專文以論之。

關鍵詢:利類思 《超性學要> (<:神學大全> ) 護教

作者電郵地址: qingh阻i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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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tholic Missionaries spread C:出stianity by 甘anslating

也.e philosophi曲.1 works of Aristotle (384-322 BCE). They 

either directly or 姐directly used Aristotelian philos句hy 扭

曲eir writings in Chinese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s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ristotle's works 

we血 important par旭 of learning the West in China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也e thought world of the late Ming 血d

early Qing. The most prominent work was Chaox，的耳聞句'ao，

whichw扭曲e Chi且，ese 仕缸，slation of Summa Theologica by Li 

Leisi (Louis Buglio, 1606-1682). At frrst，由is article brief!y 

explores the missionary experience of Louis Buglio in C趾na.

Then it studies on Bugl間's persona1 social-net, writing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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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血d 也e 也ought of defending C出stianity 缸nong

these writings. Thirdly, it analyzes the diffe間nt editions, m.ain 

∞，ntents and features of Chaoxingxueyao. At last, it concludes 

with 也e historical influences of Chaoxingxueyao on the 

thought world in China. This article po扭扭 out that the most 

p缸t of Chinese writings of Buglio 缸e 句pes of間hgio田扭X個

including 也eology and ritual. He 甘anslated Summa 

Theologica 姐to Chinese which airned to defi阻d Christianity 

on 扭曲on and wes阻m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Al也ough the 

effi自t of defending Chris姐姐ity was lirnited because of 也e

d宜erent thoughts and cultural 恤也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目t， Louis Bugl間's ∞ntribution to the 甘anslation of Summa 

Theologica is indelible 

Keywords: Louis Buglio (1606-1682); 

Chaoxingx.均'ao (Summa Theologica); Apo1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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