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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七克》看漢文西書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

出版與傳播1

陳拓

復旦大學歷史無博士研究生

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 有一句
名言 「凡在其他事物中被接受的，是按照接受者的方式被

接受。 J 2研究十七至十八世紀漢文西書的出版與傳播， 3既

要關注其外來性、宗教性，又要放回到中國固有的書籍出

版、流通與閱讀文化中去。龐迫我(Diego de P血肉ja， 1571-

1618) <:七克》以「七罪宗」為主題，寓道德訓誠於故事、

寓言中，在當時頗受歡迎。本文以其為例， 4試圖從三個層

面切入，探討漢文西書如何內生地在中國及東亞進行傳播。

第一個層面，書籍本身的出版情況。關於漢文西書的

刊印，目前學界研究重心是在存世本，本文則著重探討未

1 本主轉轉到復旦大學鄒聶環肺、畫少新師，書拉大學鐘喝且 (Ni，∞，Iao S回曲ert) 數授、

社鼎克(A<h旭.Dud旭k) 博士，耶魯大學博士帳還λ主菌種的指串與幫助，特此致謝﹒

論文曾在復旦大學中西直流且讀書班和「德信相濟興安身立命 2017 年清莘學前論壇」

曹衰，感謝與會者的討論固聶扭 a 感謝本刊匿名審請λ的章見﹒

2. Thom國A中扭曲，品棚ma 扭曲甸甸e， 180 q.75, a.5; 3a，也 5' 中譯本串且托屆斯阿聖那薯，
康德智囂. {神學大全(譚一聲) 輪上帝(盡六) 輸入> .問題 75 (北軍商草書，

2013) .頁 17 .譯文揖英譯本略有草動。

3. r漢文西書」指明末清胡西1ï.傳矗士用漢語撰寫，事宜在中國λ幫助下屆禪的有關西1ï內

馨的各類圖書和文獻圖壘且頗根頭. (晚明漢文商學經典鋪韓、鞋輝、觀傳真醋.)

(上海祖且大學出版社 '2011) ，耳 2. 詮 1 • 

4 盎格里奇 (ûwen Gmgerioh)對哥白且《天體運行輸) (晶的eRevolu恥由 ofHem棚1y

Spho四)版本與世閱讀情說的追尋，即是非常詩的個車研究，喜且盎格里奇薯，主今、

徐圖強禪. (無人讀過的書哥自尼〈主體運行諭〉追尋記) (北京三珊，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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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本(含存世而未被發現) 。首先，受禁教等影響，十

七至十八世紀的漢文西書散候較多，僅關注存世本，難以

反映當時出版全教;其次，當時教會內部存在複雜的出版

審核制度，且在嘉定會議後，尤其是愈演愈烈的禮儀之爭

中，教會對某些書籍進行了反覆修訂。當下學界新能利用

的存世本，絕大部分出自教會系統，如徐家匯藏書樓、羅

馬耶穌會檔案館和梵蒂岡圖書館等，即使是藏於法國國家

圖書館等非教會機構者，追根溯源，也多是由傳教士帶回、

寄回或代購因。 5換句話說，這些存世本基本是教會新認可

的版本，而中國人之私印、改編本則罕有存世，而它們往往

有獨特的歷史和思想價值。譬如《七克:> '目前存世的、可

確證的最早版本當為一六二六年李之藻《天學初函》本， 6但

實際上，僅一六一一年至一六一四年間，該書即很可能存

在崔涓刻本、獎鼎過四川德陽刻本、汪汝淳漸江杭州|刻本

和龐迫我北京刻本等，如果忽視這些未存世本，顯然難以

準確評估漢文西書出版與流通的實際情況。

第二個層面，書籍出版後在國內的流傳情況。知識傳

播的渠道是多層次的，而傳播的效果則很大程度取決於讀

者的理解與詮釋，在跨文化傳播中尤其如此。前人在這方

面的研究，多立足於書籍本身的流傳，本文則另闢蜈徑，

以類書為著眼點。類書木等於簡單抄書，而是包含有分類、

編選、刪改等有計劃地知識再創造過程，不少人正是通過

類書「轉手」而接觸到西書。本文從晚明兩部類書出發，

試圖探討《七克〉如何被吸收、整合入它們的知識體系。

5. 個如俾聖澤對歐酬廚藏中文圖書的貢獻，星接見 Nicolas Standaert，“J阻.Fm酬，

F缸"""甜'8 Contribu組血"也e Establishment of ch扭S自Book COU間自由 in Europoon 
Libmri.es: C回d醋。'Dof且且eseB∞b"， Mon師師Ia Serica 63.2 (2015)，即 361-4且﹒

6 圓滑《去學智函》的可m ，輔時間，壘且 Adrian D咽詛尪叮'ho R國iscovery of a 

S軒個偉扭曲4個個ry Collection of由in側. cbri抽血 T恆18: The M血閣朋μ Tianxue Jijie". 
品恥Westem Cultural Relation Joumal XV (1993), p. 7，由包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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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t克〉看漢文西書在十t至十八世紀的出版與傳播

這兩部類書各有特色，一部是中國傳統儒生証旭奇新編的

弘傷朱子學的《朱翼) ，一部是教徒李九功所鋪的弘聲音天

主教的〈勵修一鑑) .7前者徵引了《七克》三十六條，後

者徵引了三十八條，通過對徵引的文本細讀和統計分析，

可以發現二人對《七克》裹諸「克」的接受並非整體式的，

廳迫我原書和兩部類書的側重點並不一樣，作者的期待與

讀者的接受存在落差。兩部類書在分類和編遞上有同有

異，儒家的思想底色影響了二人的去取。

第三個層面，書籍出版後在東亞文化圓的流傳情視。

在明清時期，東亞讀書人長期共用同一文字一一漢字，雖

然有諸多限制，但東亞各國間書籍的互通仍相當頻繁、迅

捷。故研究書籍傳教，不能僅就中圖書中國，如朝鮮曾長

期無傳教士進入，只能靠研讀從中國輸入的漢文西書，其

書籍傳教的特徵甚至比中國更為明顯。 8而且相比中國史料

之闕如，朝鮮漢文文獻中關於購買、借閱、傳抄漢文西書

等的記載非常豐寓，恰可補中國史料之不足。本文以十八

世紀尤其是一七八四年至一七八五年間朝鮮星湖學派中團

鏡《七克》的尋書、借書與抄書活動為例，試圖呈現漢文

西書在傳統社會中的具體流通過程。

7. (勵曹一盤〉兼有善書剃頭書性質，目前的研究主要側重骨折其史料價值典神蹟宜生事﹒

代農性的如Erik Z缸咄眩" "The Lord of H且W祖血d 也eD咽.ons - Stnmge Stories from a 
Late Ming由rim血-啪"， in Religion und Phüosophie in 曲'1M<冊 F甜甜甜"ifl jür

Hans Stei1lingemun 65. G恤，即制g (W缸:zburg: Königshw.眉目 &Newmm且， 1985)，即 359-

375 ;揖諱， (神蹟故事興晚明天主畫畫傳播中的貴訊央耳 以 f口蟬日:抄》制〈勵曹

一矗〉揖倒〉、吳昶興， (轟饋典明末去主書生傳播) ，暫且昶興主霸. {:再-一解禪

中國天主教且研究Jj浩斬拓展> (斬北台灣基督教文車 '2014) ，買 191-:且心 357-390.

8 闖世盟主面，聲在朝鮮的班禪，轟且D咽ald L. Bab宮，“ANote 咽 J巳叩itWorks 扭曲m間

whl曲目前曲ted 姐 S軒祖愴扭曲-阻d El甜曲扭曲-century Korea". ChinQ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11etin V (1983), pp. 且-36 ;鄒振環， 07-18 世紀萬丈夫主教典籍在朝鮮

的傳播且其皇島，，) ，載〈韓國研究輸聾〉蜻五輯(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 '1998) .買

329-345 ;聽費觀薯，樹雨曹囂. (17 、 18 世紀傳來的主主教書籍) ，載費時鐘主輛，

〈東西交前諭胃口第二轟(上海上禪主塾， 2曲1) ，頁 411-454 ;李元轉薯，王玉潔、

扑英姬﹒路軍課， (朝鮮西學史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 2001) ;攝雨曹， (難

行典中朝文化關攝> (上揖上陣辭書， 2011) ，買 107-一199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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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克》在收入《天學初函》前的出版情況一一存世

本與未存世本

西班牙耶穌會士龐迫我所著《七克:> '是明未成書的

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漢文西書之一，並衍生出《七克易〉

(謝文籽，俟)、 9 <:七克圖說:> (買宜睦， {;k) 、《七克

真訓:> (俟名摸，沙勿略顧校訂) 10等。其影響，遠的如明

代進士主徵 (1571-1644) ，他因友人惠贈《七克:> '讀後

覺得「種種會心j 、「語語刺骨 J '乃至「日取《七克》

置床頭展玩J '遂趁一六一六年赴北京會試，拜見《七克》

作者龐迫我， I細拍之J '進而受洗入教， 11近的如《大公

報》與輔仁大學創辦者英華 (1867-1926) ，他在示人入手

工夫時稱: I用心細想平生所見的各書，以修德改過當作

性命交關的，莫過於《七克》一種。 J 12在歷史長荷中，該

書具有持久影響力。

《七克》的成書時間，學界至今仍多有系於一六O四

年者， 13其依據大體有三一是四庫提耍，四庫提要稱《七

克} I書成於萬曆甲辰J '徐宗澤即據此論定，影響頗廣。

四庫提要著錄書籍成書時間，一般是根據序跋等， <:七克》

各序跋並未出現過「甲辰」二字，故「萬曆甲辰」當是龐

迫我自序旦時署的「萬曆甲寅」之訛;三是沿誤自梁家勉《徐

9 關時樹立帶輿〈七克》及西拳，轟且」見靂， (謝主帶星天立學) ，單民薯， {明末清

胡勸善置動!思想研究> (台北固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缸)9) ，買 470-487 ;劉耘事，

〈晴胡「程山之學」典西學以前文串屆中必) ，曹〈且林.} 2011 年蜻 1 期，買 74 肘，

目i'J>芽， (從倆離耶三歇會逝的背景閱讀謝主審) ，輯〈輩野史學> 2012 年第 1 期 2 頁

105-156 0 

10 闢請 f七克其制) ，喜見李翠蟬， ({七克耳訓〉研究 〈七克耳訓》典〈七克》的

比較) (草草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油13)

11 林樂團舖扭， {王種全揖> (西安三秦 '2011) ，卷入，買 119.

12 周碎碎蝠，位醫曲之轟> (下) (檯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 ，耳祖國

13 代表性的，遠的胡風園時期且會曲偉宗潭， {明清間耶評會士幫著提要> (上海上捍

書店出版社， 2010) ，頁妞，近的如黃興濤、王國聾鋪， {明謂之醋商學文本 so 種

重要文獻暈攝> (北京 中華書局， 2013) ，第一冊， {七克> ' r帽11-J '買 39 • 

210 



從<-t克〉看漢文西書在十t至十八世紀的出版與傳播

光敢年譜} ，年譜一六0四年條著錄「此頃，西洋人龐迫

我撰《七克}，公為之筆WlJ J '並注明參考自李秋 (1840-191 1)

《徐文定公行實) 0 14經覆核， <行實》原文為:萬曆三十

九年( 1611 年)徐光放「教習肉書堂... ...刊行教中書，多

為公修飾。鹿子撰《七克》一書...文廉悍，有識傾心，

公筆削之也。 J lS梁家勉或是受四庫提要、徐宗澤影響，而

誤判了文意。

相較於一六0四年說，目前更多人傾向萬曆四十三年

(1614 年)說，主要依據龐迫我自序所暑「萬曆甲寅」

然而通觀全部序跋， 16 <七克》的刊刻過程實際頗為複雜，

在龐迫我自序本刊刻前很可能還有二至三個刊本存在。

首先有必要敘述下耶穌會的出版審核制度。在華耶穌

會會士出版中文書籍，曾一度需經果阿耶穌會東方會准

印，週期很長。在獲得正式准印許可前，這些書常會通過

贈送、傳閱、抄錄等形式流傳，而中國人有時會將它私自

刊印，不少是經過傳教士默許。如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在一六0六年八月十五日致耶穌會總會長阿檯

委瓦 (Aq臨，vÏ'珊， 1543-1615) 的信中稱:

我所寫的四、五本書皆由中國人不得我的同意就刻印去

了 2 視察員神父曾幫讓他們去刻申，只要把它們校正好就

行。只我的《天主實義》與翻譯《要理問4t}品中文雨書，

曾獲得印度審查長的許可。我以為您應把印刷許可權賜給本

區會長，以便能快速出版有關書籍，在審查後便可申刷，正

14 東軍勉， <樟光融年譜) (上海上海古繕， 1981) ，頁 73 .李玉鋼增梢本甜誼。

lS 宋精悍主鍋， <中西文化會通第一λ 徐光監學備研討會論文矗> (土揖土海古繕，

Z民J6) , r附錄J '耳 235 0 

[6. (七克〉序瞳整理本，壘且陳拓， (車其主聾一一明末清智富E丈夫主矗主獻序盟中的中

西主動) (種且大學碩士論土， 20[6) , r附錄J '買 1 06-127 .序虛作者考訂輿且揖

至于析，書見第三章，買 68-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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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日本一樣，不必件件須從申皮審查長處獲此特准。這為

中國特別重要 .. .17 

利瑪實雖致力爭取如日本一樣，要求總會長授予在華

耶穌會士書籍審查、印刷許可權，但直至他逝世兩年後，

一六一二年中國耶穌會才獲縛此項權力。 18從獲得這項權

力，到真正付諸實錢，尚有一個過程，而且即使在華耶穌

會士得以自行準印，仍耗時較長。崇禎九年 (1636 年)韓

霖在《遠道紀言序》感慨道: I大約西學規範嚴，一字之

差，斥為真端，書三經審定，始敢傅佈。」高一志(A1fonso

Vagnone, 1568-1640) 於是建議他: I于欲急行，則以于行

之。 J 1.如果韓霖急於刊行該書，那麼以韓霖而非高一志名

義付印，可規避審查。

龐迫我《七克〉成書後，同樣需先經過審查方能付印，

故最初只能通過贈送、傳閱、抄錄等私下流傳，並被獲得

該書的一些文人刊刻。具體而言，從序跋等看，在被收入

李之藻《天學初函〉前， <:七克〉刊刻情說如下，它們均

未見存世:

一、崔酒刻本(存疑) 。崔泊是萬曆二十九年 (1601

年)進士，曾因母偏愛少于而欲捧話命控母罪，且是為傳統

禮法所不容的「邊緣人」。據崔涓〈大西洋龐子七克總序〉

序末昕署時間「辛亥長至前十日 J ' 21 <:七克》的第一個刊

17 攝融禪， (利膚.書信矗> 1下 1 1台北光融﹒輔仁大學出版社>1.屆1 '買 324 • 

18 來響明， (神史的新裝利噶實在中國 11582-16101 > 1南軍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1) , 
頁 272. 書中對此未出注﹒經杜鼎克博士提示，龍華民 (Nico1aLongobardo' 1565-16:目)

在一六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信中曾提及此，蠱見羅馬耶都會檔軍備擻，攝韓

J可 Sin. 15，口99v • 
1. 高一志， (建道把書> '聶《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 1台北學生書局 '1972) ，蜻二

冊，耳 659-函。因

20 壘見東林揖λ宜ft中、賣尊章對崔謂的彈劫主 1 (明肅京七年都察院實錄> r竟敢四年

四月二十二日 J 1 
21 劉蜓， (天學聶解> '做羅斯團軍圖書館藏滑動本，巷二，頁 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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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t克〉看漢文西書在十t至十八世紀的出版與傳播

本或出自崔謂之手，約刊於萬曆三十九年 (1611 年) 。因

為崔潤不僅寫了總序，還給各章寫了七篇小序，序文內容

為書序體，序裹未提及何人托他作序，故刊刻者極有可能

是他本人(也可能序而未刊)

二、獎鼎過四川德陽刻本，且這是有明確記載的《七克》

第一個刻本。彭端吾萬曆四十年 (1612 年)二月被任命為

四川巡按禦史，次年六月去職。 23彭端吾稱龐迫我將《七克》

「示余J ， 24此事當發生在彭端吾離京赴川任職前，如此方

能將書捕入四川，這也為崔涓一六一一年即能見到《七克〉

並作序刊刻，提供了旁證。彭端吾後以四川巡按禦史身份

蒞臨德陽縣，因為時任德陽知縣獎鼎過曾結識過利瑪賞，

故將《七克》予獎鼎遇閱覽。雖然崔涓〈大西洋龐子七克

總序〉裹已有「七克」之名，但二人當時所見到的《七克〉

本顯然未題有該名，故二人均稱之為「七編 J '獎鼎迪在

刊刻時進一步「名之曰《西聖七編} J 。獎鼎過稱「將暮

綿丘之竹，繕印萬郁，逢人輒送J ， 25願係誇大之詞，但從

「繕印萬部」、「逢人輒送」看，德陽刻本的定位頗類於

明末善書。 26

三、在汝淳討好江杭州刻本，有楊廷筠序和涯汝淳跋。

此刻本是汪汝淳從楊廷筠處「獲觀J '而將其「與和J子之

書並刻J 0 27汪汝淳是徽州敘縣寓杭商人、儒生，他在刊刻

22. 闢揖德醋刻本，張先請曾有論且，但末考贊其刊刻時間，星接見張先滑， (莊起元及其「讀

〈七克〉西盡有感」詩一一兼體〈七克》一書在明清扭議擇的祖傳興盛輯) ，暫且薯，

(/J 歷史明清之醋的中西文化相遇) (北京藺草 '2015) ，頁 28-29 0

23. (明神宗實攝〉垂四九三「高層四十年二月己實」、垂宜。九「高層四十一年六月主實J • 
24 事端哥， (西單七攝序) ，軍劃擬扁， (去學聾J解> '卷二，頁 37b。

25 獎鼎遍， (西里七攝睦) ，戰劃擬鋪， (主學對解> '卷二，頁 38. 。
26 件.. 載蠱的李九功也曾說天主觀看錯轟善書，他在〈勵睡一置自序〉中稱他「器發盤中
書，費香曹凡，故第聞之 感上主之捕風，在在器被，信善，之獻披，噩噩廓方也﹒」

{鐘喝且、社鼎克、車曦輛， (法囡囡車圖書傭明晴天主教文獻> (七) (台北利民

學社，叩開) ，頁 83-84 • ) 

盯在故淳， (七耳聾瞳) ，輯劉灑霸， (天學聶解> '看二，買 488' 49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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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克》前，曾刊刻過利濁實《重刻二十五言》、《天主

實讀》和《重刻畸人十篇》。在汝淳跋昕署時間為萬磨四

十三年 (1614 年)六月，基本可視同書籍刊刻時間。至於

楊廷筠如何得到《七克) ，序跋未作交代，但當時揚廷筠

並不認識龐迫我，對龐迫我的了解均出自耳聞，詛因而杭州

刻本的刊刻和作序、作跋，當與龐迫我無宜接關係。

四、龐迫我北京刻本，有曹于祥、鄭以偉、熊明迪、

陳亮采序和龐迫我自序。曹于作序稱「時龐君梓其編，及

半賀信序於余J '陳亮采序耨「龐君以序屬余J '可看出刊

刻和約序的椎動者都是龐迫我。29刊~J時間在龐迫我自序研

署的萬曆四十二年 (1614 年)十月後。

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個版本雖然天南地北，但萬曆四

十三年 (1615 年)楊廷筠在彙編天主教序跋集 《絕徽

同文紀》時，竟完整收錄了這四個版本的全部序跋。 3。當時

樹廷筠隱居於杭州，到他如何能在短時間內集齊這些序跋，

天主教內部網絡當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萬曆四十四年 (1616

年)南京教案爆發，龐迫我被從北京逐回澳門並很快去世，

我們不太清楚《七克〉有否再次被刊印。崇禎二年 (1626

年)它被收入李之藻所鋪的《天學初函) ，是為現存的可

確證的《七克》最早版本。 32

28 揖廷鋪〈七克序) r庸告號顧悔，予未與一面，聞其居旱貴，大官授唔，轟里去于昕

禮遇，名攝至參與之道﹒ J (楊廷鋪， (i!體同文紀) (壘一) ，載《法囡囡車圖書館明

滑天主教主.) (六) ，買 194. ) 
29 曹于Il'， (七克序) ，韓民薯， (仰陳章聶) ，春一(上梅上揖古繕， 1時3) ，頁

683a; 陳亮果， (七克捕序) ，輯劉提緝， (去學聾解) ，壘二 2 頁 32b ﹒

30 樹廷錯， (祖祖同文紀) (堪一) ，載《法國國車圖書館明晴天主載文獻) (六) ，頁

191-246 0 關於〈值觀間主記〉帥版本唔，星接見陳拓 ， (卓其直聾) ，頁 27-29 0

31 星接見鐘喝且薯，香構里神研究中必禪， (搗單獨明末天主矗儒者) (北京 中國社會

科學， 2田2) ，頁 6-125 圖

32 實際上， {賣學初函〉的版本顧轟擅蟬，以 f七克):11側，已lI!印出版的金陵大學載本(李

之車輛， (天早前函) (台北學生酬， 1師，) ，第二冊，頁 689-1126) 、北京大學藏

本( (四庫全書存目暈書〉于部自[濟南齊魯番社， 1"') ，頁5ll晶4) 、原因立北

平圖書館藏本(中國團軍圖會館捕， (盟國立北平圖書館申庫善本叢書') (北京團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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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七克》這個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出漢文西書刊刻

的複雜性，如果忽視了未存世本，很難想象《七克》的第

一個刊本或竟在四川，而首個傳教士利類恩 (Lodovico

Bug1旬， 1606-1682) 進入四川則要到了一六四0年。自且短

短四年間， <:七克〉即在德陽、杭州、北京等多地刊刻，

其各版本的序跋又被身在杭州的楊廷筠迅速集齊，其傳播

可謂相當廣沒而迅捷，而不同身份的刊刻者對《七克》的

認識與定位又五有異同。

二、類書與西學新知的流衍一一《朱翼》與《勵修→鑑》

中的《七克》

研究漢文西書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傳播，除了意焦於

書籍的刊印與流佈，我們還應關注知識傳播的多層次性，

以及它們如何被吸收、整合入中國自身的知識體系中。關

於此，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即類書。首先，類書因為是三手

文獻，而且內容雜蕪，故其在西學和天主教傳播中昕扮演

的角色常被忽視，但類書在明清閱讀文化中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其次，具體到某漢文西書，很多時候它並非作為一

個整體被讀者圓圓接受，類書對某書的分類與去取，能直

接反映編排者對該書的認知與好惡，而這又會影響到類書

讀者的西學知識結構;再次，很多學者雖認識到讀者對漢

文西書的內容存在去取，但在具體分析時受材料等限制，

只能進行條目式分析， 34而類書因為編選時涉及的數量大，

書信出版社， 201訓 ，第 '70 、 571 冊) ，它們或因胡印、盤即主別，或因壘工之少前、

觀訂，故在 f七克〉序盟的串串、順序上主有壘具﹒此外，張西平、馬西尼等主頓的〈梵

蒂岡圖書信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且主顱叢刊> (鄭州大壘， 2014) (草→輯)六、七冊

轟瞌錄了三個版本的〈七克> '它們均曬於〈去學初函》本﹒

33 闖世四川闢教且，壘且古播車， (聖教入川耙> (成都 四川人民， 1981) 
34 李賣學曾對趙韓〈欖盲》中對《畸λ十篇〉、 f二十宜吉〉、〈七克》的徵引，進行過

條目式的封析，星接見李賣學， (抽何單造中國式的善會一一幫窩趙韓 f攪育〉且其典明

末西學的闢懂) ，載《主且 比較文學典比較主化) 2014年第 1 期，頁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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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了我們一個用統計學進行直觀、全面呈現的可能。本節

以江旭奇《朱翼〉和李九功《勵修一鑑〉為例，前者是一

徽州儒生所編的傳統類書，後者是一福建教徒昕編的天主

教類書，前者舊中有新，後者新中有蓄，兩者恰成對比。

中國的類書，在知議結構上，既有陳陳相因的一面，

但有時又是新知傳播的重要管道。3s主重民最早注意到江旭

奇36昕編類書《朱翼》徵引了大量漢文西書，他指出《朱翼〉

編於萬曆四十四年 (1616 年) ，而 I <七克》刻成於萬曆

四十二年，一年之後，即若是通行，在彼教中人將調為宗

教之受人歡迎，余則以為明末之士習如此，而此類小書，

正是期刊之先洞也J 0 31 

我們循著王先生的提示，對《朱翼》所引漢文西書作

進一步的史源分析，可以發現，其所引舍利瑪實世界地圖

一則( I完廠都夷虜總論J )、"<交友諭》八則( I委

蟄部﹒交道J )、 3. <天主實義》三則( I志林部﹒法除」

「志林部﹒見解參差J ) 40和龐過我《七克》三十六則( I志

林都﹒法除」、「志林都﹒學術異同J) , 41另有引徐光敢

一則( I管窺部﹒曆法J ) 42出處待考。萬磨四十四年前出
版的漢文西書數量並不算多，處在非傳教中心的徽州委源

3s曹如利璃窗世昇地圖在章嘖〈圓，攝》、王折〈三方團會》等幫.中的轉晴、轉錄情缸，

壘見費時盔、萬縷壘， (封閉瑪實世界地圖研究) (上禪上海古繕， 2叭)4) ，頁 12-60 • 
36 註旭奇，字舜卦，值州聖攝廳江萬λ ，國于監監生。聶禎二年 (162. 年) ，他曾撞上

禦太學，攔駕進廚著《學盤就義) ，請車「軟下禮部 z 會集儒臣，捕風《孝盤大全) , 

考試曹題J '此事在明代季軍學史上版有影響國(朱鼻尊自〈鱷義考新校) [林虛學等

主蝠，土揖上揖古籍 '2010) ，壘二百三十， r孝經九J '頁 4157-4158 0 ) 

31 王重屁， (中國書本書提要) (上梅上海古緒， 1983) ，頁 383 • 

38 江旭奇， (朱囂) ，載《四庫全書存目聾書〉于都 206 '頁 702 0 此則提轉錄自甜蜜程

百二等輯〈古典勝略》外賣蠱→，因晶〈朱翼》該則的下一則標明出自 (1;興勝峙) , 
兩者當岡11(﹒

39 註旭奇， (朱翼) ，耳 146 • 

40 同上，頁 812 、 832 • 
41 同上，頁 810-814' 839 • 
42 同上，買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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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的、作為非教徒的江旭奇，能及時接觸到如此多漢文西

書(即使晚明徹州商業和書業發達) ，再一次印證了前節

所述當時漢文西書在中國傳播的廣泛與迅捷。

具體到《七克) , <:朱翼》對〈七克〉的摘引多是節

錄式的，有時一則是由《七克》多則刪節、合併而成，文

字也時有其同。《朱翼》的刪改是有取向性的，如第一則

「物有決然相誠者」條，引亞里士多德， <:七克〉原文作

人積諸種情慾，懼其為靡，懼之于惡。惟做一端，權其

為罪，懼之于善，何者? 43 

〈朱翼〉引文刪節作.

人積情青島，懼其島惡。惟做一端，懼其為善。“

〈朱翼〉去掉了「罪」這一層過度，而「罪」是天主

教的核心概念之一。

又如第二則「魔計詭矣」條， <:朱翼〉對《七克》做

了大段徵引﹒

獸男於我，會捷於我，草木或花可視、實可脅，各有用

於我，我不能有用於物，物皆龍無用我，我不能無用物。4s

這段話， <:七克》原是為了引出「上有天主J '但卻

被《朱翼》略而不錄。此毀之研以吸引了江旭奇的注意，

43 擴大買點校， (七克) ，輯周振鶴主輛自〈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權錯叢刊〉第一輯錯z

冊(南京鳳凰， 20[3) ，頁 28.

44 江旭奇， (朱翼) r志林部制時J '頁 810.

45 跳大屠點校， (七克) ，買到，虹旭奇， (朱軍) r志林都措膽J '買 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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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與〈莊子》的〈人問世〉、〈山木〉等篇中，關於有用、

無用的討論不無關係，兩者雖然昕擋不同，但論辯模式非

常接近。

總體而言， <:朱翼》所引〈七克:> '其取的主要是道

德首11誠，旨在與朱子等儒家學說相表里，去的主要是涉及

教義者(雖不完全迴避) 0 46李九功《勵修一鑑》則是另一

種風格，它引《七克〉是為了弘鑽天主教，旨在無司鐸的

情說下通過求助於天主教書籍來堅定信仰，故E牙還以西方

聖賢或中國教徒事跡為主，內容多聖蹟奇行，新引《七克》

絕大部分不改動原文。 47李九功是福建福清縣人，幼年曾接

受嚴格的儒學教育，崇績元年 (1628 年)與其兄李九標一

起，受就於艾儒略(Giulio Al闕， 1582-1649) 0
48 <:勵修一

鑑》約刊印於順治二年 (1645 年) ，全書分六大類、六十

八小類，既引漢文西書共十九種， 49其中徵引《七克》共三

十人則。 5。從下表可以看出，李九功最看重的還是《七克》

關於「修己」、「愛人」的論述:

甜甜第五則 「上帝惡融何社會萬蕃萬福，皆天帝賦予 J (虹旭齋， (朱軍> r志揖

輛接隙J '買 811 固)

47. r夫λ一身之外J 峰( (屆國國車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七) ，頁 149) 壘個例外，

議員J前半部費與〈七克〉無關﹒李九曲〈勵睡一矗凡倒〉稱 I間有文辭士，真者，費生其

皆宜過明，因悟品增剛。 J (同上，頁 90' )其主賣掉差異，耳星接見李賣學、林鼎!Il錯，

〈曉明天主教翻禪文學鐘控> (台北中央研究隨中國主哲研究研， 2014) ，看固， (勵

幢片已盧> '頁 105-208 0 

48 闖世李九曲的研究，壘且A祖祖D吋詛k， ''Giul品Al血i 血d Li Jiubiao"，且“'Scholar from 

的e West"， 由ulio A1eni S.J. (1582-164月j and 的e Dialogue bet闡明 由用他mity and ch.岫
(ed. Tizi且a LippieUo & Rom且劃Wek; S血ktA可ustin; In甜tut Monum且包 Serica， 1997), 
pp.129 扭0; 許理和薯，五個掉，林金水蟬， (李九功與〈值且錄>) ，輪車薪平主捕，

〈相遇真對話明末情翻中西文化交祖國醋學備研討會主矗> (北軍宗教文化自油田) , 

頁 72-肘，等等-

49 書前 I揖用書目」僅列7十λ種，請到T(德清皇蹟紀〉﹒李九功還書不是隨機的，如

立儒略《天主降生育行記時) ，李九功轉其「有專書，且其主典車，未晶→觸頓T ，故

不輕錄﹒ J ((活圓圓車圖書館明清王主載文艦> [七) ,J{ 89') 

50 李九萬晚年男鋪有《主行牌抄〉五巷(耶解會廳局檔韋儲藏，鋪號J時 S且 134a 0 感謝

鐘喝且教授代為祖祖) ，該書昕引內容雖以非主主載文獻晶主，但也徵引T(代提單〉、

《主蟬明辨》、〈口蟬日扭》‘《地震解》、 f性學胡撞》、〈斐線轉區〉﹒〈主教緣

起》等郵費天主載文艦 a 其中徵引〈七克〉懂→則 (1堅固，賣 3) ，缺乏代表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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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主類|修己類|愛人類|異蹟售商|顯賞類|顯罰類|

|都|條數 I 4 I 17 I 7 I 3 I 1 I 6 I 

如果再從《朱翼》和《勵修一鑑〉所引《七克》的出

處來看(參見下圖) ，則可以發現二書的一些共性，這種

共性是基於江旭奇和李九功有同一文化母體﹒首先，七罪

中傲、妒、貪、忿、溼都屬於社會倫理範疇，涉及人與人

之間的相處，這正是儒家倫理研側重的部分，故三書對這

五節均遭錄較多。尤其是「伏傲」、「熄忿」二飾，其對

應的「謙」、「忍J 二德是儒家修身文化的核心，故又在

五節中被選錄得最多。而「坊溼」與情慾相闕，這在晚明

是較受關注的話題，而天主教明確反對納妾等， 51故三書中

《勵修一鑑》選錄這一主題又多於〈朱翼> ;讀書、 J怠則屬

於私德範疇，故這兩節雖然在《七克》原書中所佔權重較

高，但二書在還錄時均未太多措意。尤其「塞讀書J '這在

儒家倫理中為邊緣性話題，不僅三書均棄而不錄， 52像徑1閏

〈塞龔小序〉、吳歷〈七克頌> 53等在論及「塞草書」時，均

舉了西晉何曾「食日萬錢」、「無下響處」的典故，實際

上這個故事所批評的重心並不在口腹之慾。儒家文化、晚

明社會背景等，使三人雖然身份、目的不同，但在對〈七

克》的去取上卻出現了某種趨同。

51.可喜考林中潭， {且明中西性倫理的相遇山東j再賣〈主主實義〉租膺姐說〈七克〉聶

中心> (廣州廣東載有，油田)

52. (勵睡一鐘〉研引書畫，揮雅替(且即咽。R恤， 15路1638) (齋克》雖與tx1t有關，

但和〈七克> r皇聾I 側重點不間， {曙克〉側重主主教之守齋等， {七克> r垂書」

側重批評口盟主盤和神社輪回之說﹒

53 且歷攘，章主欽鐘症， {壘楓山壘鐘注> (北京中華書局， 2007) ，壘二，頁且已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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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巾，申 平bT ,..‘ 奎\; 均是 這i言在吾吾 ，-ι司令‘ 
全可高 a f‘ 3 ~ 吧. 量 ﹒ 。
制主 a 、 1 10 n 1口， 4 

﹒ 位主- ~8 H Zζ ~: '31 28 l.ó 36 

說明: r來真J ﹒「勵修J 分別為〈朱其〉﹒〈勵.-~區》所哥l

(..\:克》各鋒條jt:

「之克J 指<~克〉原壽命各節頁數(. <天舉初.11>本) 54 

三、尋菁、借書與抄書一一以十八世記《七克》 在朝鮮星

制學派中的傅構為例

漢文西害的流通果道與傳播形式，是研究書籍史 、 閱

讀史的人非常關心的議題。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中國，這

方面文獻較少，但在李氏朝鮮卻相對鹽寓 。 它既可補中國

史料之不足，又可旁觀漢文西書在東亞漢文化圓的流佈典

影響。安鼎福 (1712-1791) 在一七八五年研作〈天學考〉

中稱 : r西洋害自宣廟末年己來於東，名卿碩備無人不見 ，

棍之如諸于、道、佛之屬 ， 以備書室之玩 。 J SS本節以十八

世紀，尤其是一七八四年至一七八五年間， <七克》在朝

54, (朱.H哥哥l第十一則「懇者交還也 ， 連者交海也J (在旭奇. (朱.> r*串串. ﹒ 書畫
隊J . 買 812) . 在《七克》中來，~哥哥鑽濾原文 ， 或_arUJ 、 『搶運』 二筍 ，
做不前入統計 ， _辦《七克》且盟軍書中4善，頁數是過了使JtJ甘比谷，.tf..命的撞車-

55. :l:A擒. <順唐先生文，但〉卷十七，草t<域外漢.司，本文員.) f.. : 因爾防鍍大學街
康社 ﹒北J:( : 人民自版社 ' 2011) . 賣會三鶯棠:.24 . 頁 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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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星湖學派中的流傳為例，分析朝鮮星湖學派如何搜集、

傳聞漢文西書，以及如何從一個商學知識共同體走向分裂

的過程，以管中窺豹。

李潰 (1681-1763) ，號星湖，是星湖學派的開創者。

他與弟子安鼎福，較早致力系統搜集漢文西書。如季盡量注

意到j朝鮮仁祖九年 (1631 年) ，葡萄牙傳教士陸著漢(João

Rodrigu間， 1561-1633) 在山東登州，曾贈予朝鮮陳奏使鄭

鬥源一批西洋書， 56但到李寶貴生活的時代，這些書已散候車更

多，僅存陽瑪諾 (Emmanuel Diaz, 1574-1659) <:天間略》

和艾儒略〈職方外紀〉數種。 57安鼎福也將所搜集到的漢文

西書，與老師互通有無，如他在英祖三十三年 (1757 年)

曾致信李潰，交流讀利瑪實《天主實義〉、《畸人十篇》

等的心得，並詢問老師是否見過《辦學遺贖:> 0 58 

具體到《七克:> '季漫是朝鮮最早關注此書的一批人，

他為此專門寫了一篇街記，他認為《七克〉即「即吾儒克

己之說J ' I有助於復禮之功大矣J 0 59安鼎福又記與其師

論及西學，李演特舉了《七克》一書，他從儒家立場出發，

對《七克》持一種有新去取的實用主義式開放態度.

先生(按辛灑)目 西洋之人，大概多異人，自古天

文推步、製違器血、算數等衛，非中夏之所及也﹒是以中夏

之人，以此等事皆歸重於胡惜 . 《七克》之書，是因勿之

注腳，其官董多刺骨之語，是不過如丈人之才，官員小兒之瞥

語。然而削其荒誕之語，而節略誓棒，於吾儒克己之功，未

56 贈香香目星接見鄭鬥揖「且划， (國朝賈矗) ，春三十五， r仁宗朝二J '仁祖九年社七

月，韓國畫車間藏，耳 17-18 0

57 李霄， <且嘲先生體說) ，堪回， r萬輛門1 、「陸著草J '韓國古典翻譯位藏，直 4 • 
58 安鼎福， (上星湖先生別紙(丁丑) ) ，載民薯， (順唐先生主車) ，卷二，頁 1且-

5. 季潰， <星輛先生值觀) ，聲十， rλ事門」﹒「七克J '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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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無少補。異端主書，其言是，則取之而已。君于與人為善

之章，豈有彼此之異哉?曲

李潰逝世後，其追隨者分化出攻西和信西兩派，前者

以慎後聰 (1702-1761 )和安鼎福為代表，後者以權哲身

( 1736-1801)、李家煥 (1742-1801)、李槃( 1754-1786) 

李承黑 (1756-1801)、了若備( 1762-1836) 等為代表，信

西派後來成為了朝鮮天主教會的中堅力量。兩派間，最開

始書籍是互通有無的，後來因為安鼎福的攻西態度，信西

派不再願與其分享漢文西書。

先是李槃曾「密看聖書J '得知李承黨要前往北京，

故密托他去北京天主堂求取漢文西書。 61乾隆四十八年

( 1783 年)冬，李承黨跟任書狀官的父親出使北京，拜見

了法國神父梁棟材( Je血.-Baptis個-Joseph de GT個unont，

1736-1812) ，並受洗入教，獲贈《天主實義》、《幾何原

本》、《數理精蘊》等書和視遠鏡、地平表等。且這襄雖未

明確提及《七克:> '但結合其他材料， 63李承薰很可能帶回

了《天學初函} (未必是全套) ，而《天主實義》、〈幾

何原本〉、《七克〉均收錄在《天學初函〉中。7x年李承

索回國後，李欒通過讀李承黑帶回朝鮮的天主教書籍，堅

定了天主教信仰，並在水表橋開教，其宣教的核心文本，

即利喝實《天主實義》和龐迫我〈七克》。丁若錯在新撰

李家煥墓誌銘中稱﹒

甜蜜鼎福， (去學問答) , r附聾J '單民薯， {順應先生主矗> '看十七，頁 524-525 0 

刮目珍干， {賣國永串書到且本> (λ僧人| 可宮時xf且圈， 2岫) ，頁呵。

位 〈正祖實錄> '春三十三， r正祖十五年十一月己卯J '買 58b ﹒

的抽一七人四至一七八五年聞自學畢曾「與(李車換) {胡函》書數種」﹒壘且自珍干，

f貴闢永串.斗且本> '頁 51 .正如李車 f聖教要冒> (摸世 1785 年前種}乃「讀《天

學胡曲> J 而作， {里書畫要旨》正主會有出自《七克》的內容﹒星接見申龜麓， (利囑E

f天主實讀》和李曉〈里教聖旨》比較研究) (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1997) 

222 



從<-t克〉看漢文西書在十t至十八世紀的出版與傳播

昔乾隆甲反之寺，亡友幸集在朮表橋始宜西教。公開之

曰: r噫! <實義〉、《七克〉之書，我昔見之，雖有名喻，

將非正學﹒槃欲以此身吾道，何哉? J 道往話之."

乾隆甲辰RP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年) ，李承黨是李家

煥的獨徑，通過辯論，李家煥也折服於天主教。又據丁若

鋪所撰其兄τ若銓墓誌銘稱，同年李槳還將《天主實義》、

《七克》給丁若銓、丁若鋪兄弟傳閱，並使三人為之欽服

甲晨四月之聾，既祭丘嫂(按 T若銓之妻)之忌，余

兄弟與辛德操(按:李榮)同舟順流，舟中闖天地造化之始、

形神生死之理，悄恍曹疑，若河漠之無極。入~又從德操見

《實義》、《七克》等數巷，始欣然傾向."

了若備在正祖三十一年 (1797 年)的上疏中也自承:

臣於府謂西洋邪說，曹觀其書桌 臣之得且是書，蓋在

弱冠之初，而此時原有一種風氣，有能說天文屠車之車、農政

水利之韓、測量其推驗之法者，流俗相傳，指為該洽。臣方幼

妙，竊獨華此，然其性力躁亭，凡屬艱深巧害之文，不能街心

究章 2 故其糟柏影響，牢無所得。而乃且繳繞於死生之說，傾

嚮於克倫之誡，惶惑於離奇辯博丈夫，認作儒門別澈，看作文

坦奇賞，典人談論無所忌諱，見人草草排疑其J;恆。由

64 丁著錯， (宜軒基誌皓) ，輯民著， (奧猶堂全書) ，第一壘，聲十五， r骨文聾基

誌銘J '輯《繪圖文轟輩刊) 281 (首蘭民跨文化推連舍，血。2) ，頁扭曲﹒

65 丁苦縛， (先仲民墓誌銘) r附且間詣，最J '載民薯， (輿猶堂全書) ，第一壘，壘十

宜， r詩文轟轟誌甜J '頁 338b 。

66. (正祖賈偉〉聲四十六「正祖二十→年六月庚實J '頁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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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若鋪生於一七六二年，其「弱冠之初J '正對應李榮宣

教的那個年代; I死生之說」、「克伐之誠」則對應《天

主實義》、《七克》三書。

此外，又如正祖七年 (1783 年)進士尹持忠，他於一

七八四年冬在漢城金范禹家，見到了《天主實義》、〈七

克〉二番，他讀後覺得「甚約易遵J '故「偕其二冊袖到

鄉廬，騰書以置，仍選其冊J '的後從姻成了若銓處受洗。

而尹持忠又將書借給妻弟權尚然觀看，促成了權尚然的入

教。甜可見一七八四年《天主實義〉、《七克》二書在朝鮮

的風行程度及核心地位。

在此風氣下，這年，星湖後學、信西派的李基讓( 1744-

1802) ，因為知道安鼎福處藏有《七克:> '故找他借閱。

安鼎福在給權哲身的信中稱.

噴者間歇儒之宮，復見士典(按:辛基讓)Jj(借《七

克) ......其後轉間洋學大熾." ."諸君平目常斥佛，而+束手

於此，則必有別般文字可以動人者而然也，是故前書之帶有

以也。+聞德操(按李榮)抱多少書而進去'-<t者過此不

見，未知其故也，豈以其道不同而不相諜耶，天主導人為善

之章，必不如此也。由

李榮和安鼎福道不同而不相諜，已不再願和安鼎福分

享漢文西書、討論天主教理。安鼎福在一七八五年進一步

寫了集中批評天主教的〈天學考〉、〈天學問答) ， 70稱《七

67. <正祖實錄》蠱三十三「正祖十宜年十一月虎貫J '頁 55. ﹒
68 同土，買 5晶，金轉祖薯，棚里睡譚， <韓國宗載且> I北京社會科學主顱 .1992) • 

耳且2'
69 安鼎槽， (賽權既明l!f l 甲辰) ) ，輯民薯， <順唐先生主.> '聲六，頁 284-285 0 

70 研究星接見揖雨曹， (去學問害 十λ世記朝鮮主人安鼎福的辟邪論說) ，韓〈九鼎學

林) 2010 年春夏季，買4!←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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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禁婚之語滅絕人倫、魔鬼之說異常荒誕。 71他還將這些

批評文字寄給李基讀、權哲身等，對方已不再願答覆他，

故安鼎福在信中再吹指責對方「有旦時間而不答，掩其書而

自秘」 。世

《七克》的個案，較完整地呈現了星湖學派如何尋書、

借書、抄書，以及從互通有無的漢文西書閱讀圈走向殊途

的過程。最終一人。一年辛商教難，星湖學派中多名信西派

成員被誅，朝鮮跟當時中國一樣，都走向了自我封閉。

實際上，木只是朝鮮， <:七克》在越南亦有流傳且曾

被刊印，在越南《發艷印書館書目) (1909 年)中，即明

確著錄有 I <:七克》二卷J .73漢文西書是跨國界、跨文化

的產物，作為研究者需要具備全球視野。

四、餘論:漢文西書出版與傳播的多畫面向

從《七克》複雜的刊刻情況可以看出，研究十七至十

八世紀漢文西書的出版與傳播，若僅局限於存世本，將出

現不少遺失的環節。而這並非孤例，如剩瑪實《天主實義》、

《畸人十篇〉除存世本外，還另存在翁汝進刻本， 74周獻臣

〈天主實義序〉、處淳熙〈畸人十篇序〉和串串j矯L昌〈畸人

十篇序〉都是為翁汝進刻本而作。三序均不見於現存諸本

的《天主實義》、《畸人十篇) :周獻臣序收入周獻區《鷺

林外編》卷二十九，周獻臣是萬曆十四年 (1586 年)進士，

71 貴鼎桶， (去學問害〉附錄自誼民薯， (順應先生文集) ，壘十七，頁 521 • 

72 貴鼎桶， (答李士興會(己巴) ) ，載民薯， (順應先生主轟) ，壘六，頁 326-327 0

73 且.anHing-ho & lsabelle 1且dry-Deron (甜s.)， Im明甸的血S ouvrages，間 Hán Nômco1l3en申

~Mi凹的問曲2曙....， (巴車乘董官所藏漢哺書草書目錄) (P.回.8: Ar曲ives岫岫關個

插圖."田， 2004) , pp. 238-:且扣除〈七克》外， (曹艷印書銷書目〉研薯蝕的由中國傳

λ的盟主西，堪有〈三山前學〉、〈車道自橙〉、〈里教明徵》等國

74. A甜an Dudmk，“'APr電站D抽ly Unknown pr曲曲 (160ηby 且ou Xi扭曲曲 to Ri間"

Tianzhu Sh啊"， Sino-Weste喃自ltural Re/a伽... JournaI XVI (1994)，帥。 1 9-36 0 團續周•
E序對此做了胡步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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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序的特點是用道教去比附天主教，虞淳熙序收入《虞德

園先生集》卷六，虞淳熙是萬磨十一年 (1583 年)進土，

是位親佛之人，曾作有〈天主實義殺生辯〉和〈答利西泰) , 

勸利瑪實在批評佛教前先多讀幾本佛典;75劉鳳昌序則見於

楊廷筠《絕徽同文紀》卷一和劉凝《天學集解》卷四。翁

汝進時任江西撫州知府， 76劉鳳目為其治下的臨川知縣，周

獻臣則為臨川人，而和傳教士有交集的湯顯祖也是臨川

人。 77即是說，在當時虹西撫州，尤其在臨川，存在一個鮮

為人知的漢文西書刊刻、閱讀圈。如果僅關注存世本，則

會被遮蔽。 78

研究十七至十八世紀漢文西書:一樹見角是立足於作者

與文本，如它傳播了哪些西學(含天主教)知識，這些知識

的西方源頭是甚麼，做了哪些中國化改編，以及在文本形成

過程中，中國文人或教徒的參與程度等等;一樹見角是立足

於讀者，閱讀常伴隨著對作者的「創造性背離J '作者、文

本、讀者三者問並非等價傳遞，閱讀擴大了書籍本身的內涵

和闡釋空間。然而有時候，讀者並不能宜接接觸到原初的文

本，而是需要通過一些中介，譬如類書。類書隔斷了讀者與

原初文本，類書編.者以自己的理念重新編排和詮釋了漢文

75. J接見〈盧德團先生暈》暑六、壘二十、聲二十四，輯《四庫華毀書叢刊》輩都 43 (北

京北京出版社， 19呵， J{ 250-251 、 463-465 、目的17 圖

76 當汝鐘之且是讀汝遍，請汝遍的置于曹帖之曾聾樹廷獨之主轟繼宣﹒壘且無竑. (封責

人當畫冷區基誌甜) • (攝圍續集> .盡十宜，載李劍1II1甜扭. (糖園集〉下冊(北章

中華書局， 1999) ，頁 1082.
77 攝lií祖曾讀過盧揮鼎E育作的序，他在蜻盧津熙的信中轎「讀仁見廚II天主之桂文字序，

甚深植i'J>﹒東方人權蟬，西責人月破體耶! J (揭顧祖， (害盧德國) ，輯徐明主鐘哩，

《獨霸祖詩文聾> .壘四十九〔上轉上海古緒. 1982) .頁 14271 竭頡祖與周勵臣

也是好友。

78 此抖，曹著(字介入，松江華亭人)也曾極刑IJ (畸λ十肅> .李日華〈昧水軒日記》寓

磨三十七年 (1帥年)五月二日慷載 「曹介λ車前，華吾吾季廉而曙西湖之上者圖以

昕校《聞λ十萬青〉且胎﹒ J (屠直祥扭控，(昧7J<軒目記扭住> (上禪上轉連車 .2011) , 

堪一，頁 191 董其自《晝揮重隨筆〉亦載 「曹孝廉祖倉臥廚萬西國天主教，首盲利

囑實年宜十餘 J (印曉陣點校. (畫禪室隨筆> (上海草草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 • 
聲三. r禪說J .買 147) 他們構且73(.斗國護主西書刊刻‘闡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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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書，而類書的讀者只能通過這些被過滴的知識來認識西

學。如果說漢文西書本身，是經歷了一重本土化，那麼當它

們被編排入類書，則經歷了雙重本士化。

在十七至十八世紀，若非與教肉人士有聯絮，普通讀

書人要獲取一本漢文西書還是頗為艱難的，如劉獻廷

( 1648-1695) 稱: r若紅夷、琉球，則正余昕懸金而求、

募賊以竊者。 J 79這也是為何安鼎福對李漿等不頤和他分享

漢文西書如此介意。中國所刊印的漢文西書，常通行於整

個漢文化圈，故中國學者應發揮語言優勢，充分利用朝鮮、

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地漢文文獻，與中國文獻互首壺，這

不僅能極大豐富我們的史料，還能為中國研究提供一個很

好的參照系。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刻本的有限，抄本與刻

本長期並行不悸，而且木少抄本其抄錄者或收藏者的信息

是明確的。 80本文限於篇幅未能對抄本過多涉及。

總之，本文試圖將漢文西書放回具體歷史場景，從刊

刻、類書、域外等規角，更全面、立體地呈現十七至十八

世紀漢文西書出版與傳播的多畫面向，以豐富我們對這輪

以傳教士為媒介、以天主教為紐帶、以漢文西書為知被載

體的西學東漸的認知。

關鍵詢:漢文西書出版傳播 《七克》 類書

星湖學派

作者電郵地址: premie由ob@sina.com

79. 劉獻廷薯，汪北平﹒軍車甜點校， {盧陽輯記> (~t京 中華書眉， 1957) ，書三，頁

150 固當他聽龍聶鞏彌有其祖咒聶元化研擇。甚何體諭〉、〈幾何用揖油、 (!J、測全義〉

三書， r若遍真實，梧坪(按藤致彌)許予已三年臭 a 當力量之圖 J (同上，頁 217' ) 

8。如法國國車圖書館藏鋼輪回且.ois 7112 <代腫續肅> '扭蟑者福海盟(今常熟)貴賓，

中圓團軍圖書館藏 f華商人身說概》動本，會前有道光十二年(1832 年)就衛昕撰藏

書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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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in the 17th and 18也 centurie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Qike by the Spanish missionary Diego de 

Pant吋a (1571-1618).τ'he au也or first discusses 也e

p間publication censorship 阻d 也e four editions of Qike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Sichu阻， Hangzhou 血d Beijing from 1611 

to 1614. Although these editions are 10st at the 血。血阻t， their 

p血faces and po甜甜p包 preserved in ex個“∞n自tions

demons甘a扭曲at Qikew，目.e once p血阻d across a broad 血gion

旭 a short time. Th凹，也eau由or focuses on two different kinds 

d“ca阻gory books" (Le臼.hu)， compiled by a Confuci扭扭da

Catholic r自:pective1y. Both cited quite a nu血h叮企om Qike 

Based on a c10se analysis of these citations, the author 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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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也 compilers did not 臨cept 也e conc句t of seven sins as a 

whole. Instead, they paid more attention 10 the sins of pride 

and wra:曲曲d tended 10 neglect those of gluttony and sloth 

τbe author 缸gu目 that their choices were affected b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個vironment， which in turn influenced their 

reade凹， va1ue sys扭且 La:stly, the author extends the 

perspective from China to 由 neighbour姐.g coun叮 by

illus個.ting how Qike w個 circulated among the Seongho 

School during 也.e Joseon Dyn甜可 in Ko血a， especially in 

1784-1785. In sum，也is paper draws an int叮cultural and 

transnational pic'扭扭 of the publication 阻d circul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i且也e17由 and 18由 cent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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