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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談起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人們往往以「適應」二字來概括其傳

教策略，甚至認為他為了取得傳教的成功，制定「合儒排佛」的傳教策略，以

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就在其《論利瑪竇在中國的皈化政

策》中提出了許多嚴肅的批評。在他看來，利瑪竇為了皈化儒教的一些精英分

子，以三重性的偏愛調和了天主教信仰和儒家文化，即偏愛儒教而非佛教，偏

愛古代儒教而非當代儒教，偏愛自然的理性而非異教徒的宗教性。謝和耐既批

評了利瑪竇的調和論，又批評了其方法的有效性。1許多中國學者也將利瑪竇

「合儒排佛」思想視為一種傳教策略，並從不同的角度對此加以反思和批判。2

由於這種觀點和看法影響甚廣，基督宗教內外對利瑪竇的傳教目的和手段也多

有看法。但根據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耶穌會士史若瑟的研究，利瑪竇「合儒排

佛」的傳教策略建立在其文化神學的基礎之上，他的文化神學並非出於其獨

創，而是有其深厚的神學傳統，其理論背景可以追溯到教父的時代，在奥古斯

丁的《上帝之城》中可以找到相應的表述。3 根據金三坤的研究，利瑪竇的思

想也受到托馬斯阿奎那神哲學的影響。托馬斯關於人對上帝的真理性認識可以

通過被造之物的類比知識中獲得的論述，極大地鼓舞了利瑪竇。這使得利瑪竇

相信中國人在自然之光中能夠對天主有所認識。因此，利瑪竇將基督宗教的天

主與儒家的上帝聯繫起來。4此外，托馬斯‧格林納姆從當代傳教學的角度，盛

讚利瑪竇通過建立友誼，接受當地的生活風俗，翻譯西方的思想觀念，會通耶

儒倫理道德，接納儒家禮儀文化等方式，將基督宗教改變為多元文化的通融之

道。5當然，格林納姆批評了利瑪竇模式的一些不足，如沒有做到全面地會通中

國文化的各個傳統和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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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孫尚揚：〈利瑪竇對佛教的批判及其對耶穌會在華傳教活動的影響〉，《世界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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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omas G. Grenham, The Unknown God: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Interculturation (Bern: Peter 
Lang, 2005), 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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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能結合上述幾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奥古斯丁的文化神學以及托馬斯

阿奎那的神哲學傳統中，對利瑪竇「合儒排佛」的思想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研

究，我們就能夠同情地理解利瑪竇為何會形成「合儒排佛」的思想。它不再是

謝和耐所說的為了傳教成功而採取的調和策略，也不是由於利瑪竇個人趣味而

有的厚古（先秦儒）薄今（宋明儒）的偏好，而是有其深厚的神哲學傳統為理

論基礎。這樣，我們就能夠更好地解釋，為何「合儒排佛」思想會獲得當時來

華耶穌會傳教士們的普遍認同和接納；為何「合儒排佛」能夠得到當時中國天

主教徒的普遍認可，許多中國的天主教學者甚至專門著書立說，全面細緻地論

述「天教合儒」，並條分縷析地批判佛教思想。同時，我們也能回應現代宣教學

家對利瑪竇「合儒排佛」所存在的一些不足的批評，因為利瑪竇的思想完全建

基在奥古斯丁文化神學和托馬斯的神哲學傳統之上，他的思想是當時基督宗教

大公傳統的繼承和延續，當然還遠沒有達到「梵二會議」之後宗教對話的程

度。 

一、 「合儒排佛」的文化神學傳統 

史若瑟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的 1978 年法文版序言中，從天主教的神哲學

傳統中汲取資源，為利瑪竇的「合儒排佛」傳教路線提供了闡述。史若瑟說： 

在捍衛利瑪竇而反對他的批評者的時候，金尼閣便求助於當時已經定

型的—種神學傳統。當時的神學家們確信猶太基督教是絕對惟一的真

宗教。因此，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必然是偽宗教，有礙於永恆得救。另

一方面，同樣這些神學家也承認自然法則的普遍性，承認它在得救結

構中心不可少的作用。金尼閣正是求助於這種神學來捍衛利瑪竇對待

佛教和儒教的態度的。利瑪竇批駁了佛教，因為它是—種偽宗教，使

人背離得救的道路;同時他卻賞識儒教的積極價值，但不把儒家看成是

—種宗教而是一種建立在自然法則基礎上的哲學。7 

 

史若瑟認為，利瑪竇的「合儒排佛」的傳教方針採納了當時天主教世界中普遍

接受的觀念，其理論背景可以追溯到教父的時代，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中可以找到較為明晰的表述。8 

 

沿著史若瑟提供的線索，我們可以在奥古斯丁的文化神學中尋找到解讀利瑪竇

「合儒排佛」思想的文化脈絡。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提出其反對其他

宗教，同時承認其他文化傳統中自然法則普遍存在的思想。他以此來對付當時

正在復活的羅馬異教，批評瓦羅 (Terentins Varron)神學觀念。按瓦羅的分類，

 
7 史若瑟：〈1978 年法文版序言〉，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何兆武譯，第
466 頁。 
8 史若瑟：〈1978 年法文版序言〉，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何兆武譯，第
486 頁。 



羅馬社會中存在三種神學：神話神學、公民神學（或譯為政治神學）和自然神

學，瓦羅宣稱它們構成了描述惟一的神的三種表達方式。神話神學是詩人們所

採用的形式，而自然神學則是哲學家的形式。瓦羅相信真正的上帝乃是宇宙的

靈魂，拉丁詩人們所描寫的那種羅馬神明事實上都是象徵著自然現象的人格

化，而自然現象則又是宇宙靈魂的各種不同表現。9 

 

奥古斯丁對這一說法的有效性提出論戰。他認為，瓦羅的隱喻解釋並不能導致

真正的神學。真正的上帝是自然的上帝而不是臆測的上帝，並非所有的自然都

是上帝，人類、牲畜、樹木、土石都是自然，但其中沒有一種是上帝。在真正

的神學那裡，大地是上帝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母親。10奥古斯丁堅信，真正的上

帝是自然的上帝，通過理性而被人所認識，而各種意見則完全是由對人類制度

和傳統的多神信仰而來的。 

 

奥古斯丁用自然神學來指建立在普遍的理性和守恆的自然之上的有關上帝的談

論，而神話神學和公民神學都是有關神明的議論，根據的是人類的各種意見、

各種傳統和制度。奥古斯丁以此建立了與自然理性相一致的基督宗教的普遍

性，同時也駁斥了所有的異教。異教是各個不同民族的傳統宗教，它們必然是

特殊的，因而也必然是虛假的，因為真正的宗教正如自然法則一樣，是不可能

局限於某一個具體的民族或文化的。11因此，奥古斯丁接受建立在普遍的理性

和自然法則之上的自然神學，主張與哲學家交談，因為他認為，真正的哲學家

是熱愛上帝的人，他們接受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真理的啟示者、幸福的賜予

者。 

 

奥古斯丁以此得出結論，無論他們是否可以恰當地被稱作柏拉圖主義者,無論他

們是大西洋上的人、利比亞人、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迦勒底人、西徐亞

人、高盧人、西班牙人，我們都會把他們置於其他所有人之上，承認他們與我

們最接近。12奥古斯丁在回應柏拉圖從何處獲得上帝的知識時，說這個問題並

不重要，與其說他們來自於古人的著作，倒不如像使徒說過的那樣，「神的事

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

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

得。」（羅一 20）13 

 

作為對天主教大公傳統影響甚深的大神學家，奥古斯丁的神學思想同樣深深地

影響著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士們。羅明堅與利瑪竇都引用過奥古斯丁在海邊

 
9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42-243 頁。 
10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 251 頁。 
11 史若瑟：〈1978 年法文版序言〉，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何兆武譯，第
486 頁。 
12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 306，319 頁。 
13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 323 頁。 



思考三位一體奧義遇到童子的傳說，14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更是多次引用

奥古斯丁的思想，如他引用奥古斯丁的觀點，說明「惡」本質上不存在，只是

「善」的缺失：「惡非實物，乃無善之謂，如死非他，乃無生之謂。」 15他創造

性地運用奥古斯丁的名言，表達了他自己的思想：「天主所以生我，非用我；所

以善我，乃用我。」 16他還引用奥古斯丁《講道》87 的論述：「有人看《聖

經》使他們能找到天主，不過還有更偉大的書，這就是被創造的世界。」來說

明普遍啟示的存在： 

夫學之謂，非但專效先覺行動語錄謂之學，亦有自己領悟之學；有視

察天地萬物而推習人事之學。故曰智者不患乏書冊、無傳師，天地萬

物盡我師、盡我券也。17 

除此而外，在龐迪我、艾儒略等人的著作中，對奥古斯丁的思想也多有引述。
18可以說，作為天主教傳統中最重要的神學家之一，奥古斯丁極大地影響了明

末清初的來華傳教士。因此，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在對待中華的傳統信仰時，一

般採取的態度都是根據奥古斯丁的文化神學。他們堅決摒棄異教信仰的主體，

但是對某些異教哲學家的教誨而言，他們則根據其是否合乎理性或自然法則，

加以接受或予以排斥。在奥古斯丁文化神學的脈絡中，利瑪竇宣稱儒教與宗教

無關，是一種建立在自然法則基礎之上的哲學，而佛教則是一種偽宗教，是使

人背離得救的道路，因此他偏愛儒教而不愛佛教。19 

 

二、 「天主即上帝」的神哲學基礎 

 

利瑪竇「合儒排佛」的思想不僅採納了當時天主教世界中普遍接受的奥古斯丁

文化神學的觀念，還受到了托馬斯神哲學的影響。耶穌會作為天主教內一個新

生的派別，積極參與了托馬斯主義復興運動，當時來華耶穌會士也多受到托馬

斯神哲學的影響。20利瑪竇在來華之前，就曾與許多耶穌會士一道，在羅馬學

院和果阿的耶穌會學院系統地接受了托馬斯主義傳統的神學教育。21耶穌會傳

教士利類思(Ludovic Bugli 1606—1682)將托馬斯的《神學大全》中的一部分翻譯

 
14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 88
頁。 
15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84 頁。 
16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84 頁。 
17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88 頁。 
18 龐迪我：《七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子部，第 93 冊，
第 571-572， 576 頁。 
19 參史若瑟：〈1978 年法文版序言〉，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 484-487，
466 頁。 
20 參傅樂安，《托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19 頁。 
21 Sangkeun Kim, Strange Name of God, p.83. 



為中文，題名為《超性學要》，說明在明清之際，托馬斯神哲學是當時來華的傳

教士最重要的理論基礎。利瑪竇在與中國學者對話中，借鑒了托馬斯阿奎那神

哲學的思想框架，來論述其天主教信仰，並以托馬斯神哲學為基礎，有針對性

地回應中國學者在對話中所包含的儒家和佛教的哲學思想。其中，利瑪竇在溝

通天主教與中國文化方面所作的最有創見性的工作，就是將「天主」與儒家經

典中的「上帝」聯繫在一起：「夫即天主—吾西國所稱『陡斯』是也」，「吾國天

主，即華言上帝」。22這正是繼承了基督宗教在跨文化傳播中的一貫傳統，托馬

斯神哲學對此作了集大成的論述。 

 

最早將聖經中神名「以羅欣」 (Elohim)翻譯為拉丁文「陡斯」(Deus)的是基督

宗教的第一位神哲學家游斯丁 (Justin Martyr，約 100-165)，他把雅威看成是希

臘哲學中的「存在本身」、「善本身」和亞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動者」並用羅馬

人的創世神的神名「陡斯」 (Deus)翻譯希伯來的獨一真神。這種會通基督宗教

至高神與希臘哲學最高觀念的做法，一直延續至中世紀。安瑟爾謨關於上帝存

在的本體論證明中，第一步就是把「天主」與希臘哲學中「無與倫比」的「存

在」關聯在一起。23托馬斯在「上帝存在的五路證明」中，也是把上帝與希臘

哲學中的「第一推動者」、「萬物終極的成因」、「必然存在的終極原因或自因」、

「最完善的存在」、「萬物最後目的因」、「治理萬物、安排世界秩序者」作了關

聯。24 

 

這種會通基督宗教的獨一真神與希臘羅馬的創世神及最高哲學觀念的努力，托

馬斯在其《神學大全》中做了神哲學的論證。首先，在托馬斯看來，「陡斯」這

個名稱是用來表示天主性體的，它是用來表示一個存在於一切之上者，他是萬

物的本原，卻又與萬物相去甚遠。25這個詞在事實上是不可以通用的，但是在

人的意見中，也就是在類比的意義上可以通用。26其次，托馬斯不僅在天主的

名稱上指出「陡斯」這個名稱可以在類比的意義上通用，更在普遍的人類理性

的意義上指出，外邦人、化外人可以對天主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因此他將基督

宗教的獨一真神與希臘羅馬的創世神及最高哲學觀念聯繫起來。27 

 

在《反異教大全》中，托馬斯認為，因為造物主無限地超越著被造之物，所以

按著人的理性能力本身不足以獲得關於上帝的知識。但是，人的美善之處就在

於，他對上帝可以某種方式能有所認識，以免他無法實現其被造之物的目的。

 
22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80，99 頁。 
23 安瑟倫：《信仰尋求理解——安瑟倫著作選集》，溥林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
版，2005 年，第 13-22， 205-208 頁。 
24 聖多瑪斯：《神學大全》，周克勤等譯，台南：中華道明會、碧嶽學社，2008 年，第一冊，
第 27-31 頁。 
25 聖多瑪斯：《神學大全》，周克勤等譯，第一冊，第 190 頁。 
26 聖多瑪斯：《神學大全》，周克勤等譯，第一冊，第 193 頁。 
27 上述關於上帝譯名的詳細論述，參見韓思藝：〈陡斯與上帝：Dues 翻譯為「上帝」的神學哲
學理據〉，濟南：《猶太研究》（第 14 輯），2016 年。 



造物主給了人一條可以認識上帝的上升之路，即根據事物的美善程度是由低級

到高級不斷上升直到最完美的上帝。因此通過對萬事萬物中豐富的美善，在理

智層面獲得一點對上帝的微弱的認識。人可以從最低的事物開始，逐漸上升到

上帝的知識。28 

 

據金三坤博士的考察研究，托馬斯關於上帝的真理可以通過被造之物的類比知

識中獲得的論述，極大地鼓舞了利瑪竇。金博士認為，十六世紀晚期的耶穌會

傳教士，尤其是利瑪竇，將中國人視為最有能力學習認識上帝知識的人。利瑪

竇和其他早期耶穌會傳教士運用了托馬斯關於恩典和自然關係的論述：雖然自

然本身需要神聖的干預才能完成，但自然並沒有否定恩典。他們似乎相信中國

人可以通過自然之光來認識天主。因此，利瑪竇將基督宗教的天主與儒家的上

帝聯繫起來，並用儒家經典中的「上帝」來翻譯基督宗教的「天主」。29金博士

繼續指出，利瑪竇很清楚，並非所有的自然光都能在中國人那裡達到上帝的真

理。托馬斯將人性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在天主造人之初的純潔狀態之下，一

種是在始祖犯罪之後的墮落狀態之中。利瑪竇堅信，中國自然之光的純潔首先

被「無神論」的佛教和「泛神論」的道教所「腐化」，後來又被宋明理學「腐

化」，他們將一神論的純潔與佛教和道教的宗教腐敗融為一體。因此，在利瑪竇

所有的作品中，他都努力遵循理性的指示說，在失去神聖恩典的幫助之後，由

於人性的腐敗，不幸的人們一點一點地失去了他們的第一道光。為了消除佛

教、道教和新儒家所帶來的雜質，避免人類的腐敗，利瑪竇主張回歸原始的一

神論儒學，用先秦儒家經典中的上帝來翻譯基督宗教的天主，以恢復人與天主

的關係。30 

三、 利瑪竇的「合儒補儒」思想 

利瑪竇在繼承奥古斯丁文化神學的基礎上，將先秦儒家理解為哲學，提出了其

「合儒補儒」的思想。受托馬斯主義的影響，利瑪竇在儒家的經典中找到了他

所認為的哲學家的上帝，同時也用托馬斯的神哲學補充修正了被宋明理學「腐

化」了的儒學思想。 

1. 天主即上帝 

在《天主實義》中，利瑪竇借鑒托馬斯關於上帝存在的五路證明，來證明上帝

的存在。31他引用中國儒家經典如《尚書》、《詩經》、《禮記》中的相關經文及

注疏，論述了中國古人所信仰的上帝，創造天地萬物、養育萬民、賦予人「天

命之性」，掌管宇宙萬物，賞善罰惡，是人們祭祀、讚美、感恩、事奉的物件，

 
28 Saint Thomas Aquinas, 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 ,vol. 4. Ch. 1. trans. English Dominican Fathers 
(London:Bums Oates & Washbourne, LTD, 1929). 
29 Sangkeun Kim, Strange Name of God, pp.77-78. 
30 Sangkeun Kim, Strange Name of God, pp.79-80. 
31 天主存在的第五路證明，參見聖多瑪斯：《神學大全》，周克勤等譯，第一冊，第 30 頁。 



是天主教所信仰的天主：「夫即天主，吾西國所稱『陡斯』是也」，「吾國天

主，即華言上帝」。32 「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33利瑪竇通過辯證性的論

述，說明天主不是物質性的「蒼天」，亦非宋儒所言的「太極」、「理」，更不是

佛道二教的「空」、「無」、「玉皇大帝」等，而是創造天地萬物、養育萬民、賦

予人「天命之性」的人格神，他掌管宇宙萬物，賞善罰惡，接受人們的祭祀和

敬拜。34因此，利瑪竇認為天主「即」儒家經典中的上帝。 

 

需要澄清的是，「天主即上帝」中的「即」，指的是天主教的「陡斯」和中國的

「上帝」之間存在類比對稱的關係。用金三坤博士話說就是，十六世紀晚期耶

穌會托馬斯主義者利瑪竇沒有翻譯基督上帝的名字，以表明天主和上帝是同一

位「上帝」。「陡斯」和「上帝」有一些一神論的相似性，但他們與基督宗教的

「上帝」的關係是不同的。「上帝」這個詞被用來命名漢語的基督宗教的「天

主」，是因為它指的是神聖的「本性」，而不是神的神聖「位格」。35筆者通過對

明末清初「譯名之爭」的考察研究，一方面認為將「陡斯」翻譯為「上帝」是

合宜的。36另一方面也闡明瞭，利瑪竇所說的「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並不

是表明「天主」和「上帝」是同一位「上帝」，而是一個基督宗教信仰在中國文

化中尋求理解的歷程。37 

2. 本體性善論 

在討論人性善惡問題時，利瑪竇借鑒了托馬斯的神哲學理論，從本體論和創造

論的角度論述了天主教的「人性本善」思想，從上帝是「人性本善」的根源的

角度，會通了耶儒雙方的性善論。利瑪竇借鑒托馬斯的神哲學理論，從本體論

的角度界定了「人性」概念：人是生覺者，是有推理能力的智性存在。38在此

基礎上，利瑪竇論述其「性本善」理論。利氏的「性本善」其義有二：其一是

創造論上的性本善。天主造人賦予其人性—理性，人的理性與情感都是以

「理」為其主宰，所以本善無惡。其二是本體論上的性本善。雖然世上所有的

人都秉承了人類始祖的原罪，人的「第二性」成了人現實的人性。即利瑪竇所

說的，在人性已經生病的情況下，會受到人的情欲的影響，不再遵循「理」的

法則，愛惡之欲失去了正確的方向，是非判斷也不再合乎真理。這時候，人的

所作所為難免有所偏差，會作惡犯罪。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之下，人的本

性，就是人的推理能力並沒有失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仍然可以說是人性本

善。當人的性情在生病的情況下，用基督宗教的傳統說法就是始祖犯罪墮落之

 
32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80，99 頁。 
33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99-101 頁。 
34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90-100 頁。 
35 Sangkeun Kim, Strange Name of God, pp.84-85. 
36 韓思藝：〈陡斯與上帝：Dues 翻譯為「上帝」的神學哲學理據〉，濟南：《猶太研究》（第
14 輯），2016 年。 
37 韓思藝：〈明末清初上帝存在的中國式證明：在信仰尋求理解的脈絡中思考「天主即上帝」
的問題〉，臺北：《哲學與文化月刊》，2016 年第 8 期。 
38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82 頁。 



後，人的原始本性受到了破壞，世上所有的人都秉承了人類始祖的原罪，於

是，人的「第二性」成了人現實的人性。39利瑪竇沒有否定「性根」或「性

體」的存在，但是他強調人類在「性根」、「性體」業已敗壞的情況下，人的善

良本性已經有所減弱，而且還會陷溺於人的習性之中，難以建立善行，容易沉

溺於惡行。但即便如此，利瑪竇強調「性體自善，不能因惡而滅」，人的現實人

性雖然因原罪而敗壞，但本善的「性體」並沒有消滅。40這是利瑪竇本體論上

的「性本善」。 

 

這種「性善論」不僅從天主教的角度補充論述了先秦以來儒家的「性善論」，而

且還將「性善論」建立在一個更加本原性的基礎之上—上帝按著自己的形象造

了人，並賦予人的善良本性。41利瑪竇的「性善論」不僅補足了儒家「性善

論」對於現實的人性罪惡問題論述上的不足，而且還在本體的意義上肯定了

「人性本善」，不會因人的罪性而消亡。筆者認為，利瑪竇的「性善論」大大拓

展了儒家「性善論」的深度與廣度。 

3. 靈修即工夫 

在道德實踐層面，利瑪竇將天主教靈修與儒家工夫修養聯繫在一起。他從「神

修」（靈修工夫）的角度論述了何謂「天學」（天主教信仰）。他說：學習的目的

是為了完善自我、成為自己，「成為自己」的真正含義是明明德、顧諟天之明

命，也就是成為合乎天主旨意的人。仁愛的大本大源在於恭敬熱愛上帝，完全

聽從上帝的誡命，信仰上帝是個人德行與人生福祉的根本。人世間的一切都是

上帝創造的，我們的命運也由上帝來主宰，上帝公平地主宰了我們不可違拗的

命運。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接受順服，我們都難以逃脫上帝的天命的主宰，因

此，信仰上帝、順服上帝的天命，是我們智慧的選擇。42 

 

在利瑪竇看來，「仁」是學習的動力，仁愛的最高目標是愛天主，並因此而愛

人。「愛天主」就是「成己之學」、「廣仁之學」。他說人愛天主，是因為他是天

主，至尊無對，他生養我們，教化我們，賜我們德性。人越愛天主，人的德性

就會不斷增長，沒有限量。人越認識天主，就會越愛天主，因此，人如果要想

德性增長，擴充仁愛之心，就要皈依天主教，竭力認識天主的道理。其次，愛

天主必然會愛人，只有愛人才能證明他是真的愛天主。最後，利瑪竇針對中國

學者提出的對不可愛之人如何施行仁愛的問題，闡明了天主教仁愛的道理。他

 
39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83 頁。 
40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216-217 頁。 
41 在阿奎那看來，人之所以超越於其他植物動物等受造之物，是人的理智與心靈，因為人具有
天主的肖像，即天主放在人內的精神性的肖像——人的理性，而其他受造之物只是因為有受造
之痕跡，而與造物主相似。 利瑪竇借鑒了湯瑪斯的說法，用鳥獸俯首向地、人昂首向天的不同
姿態，說明人的本家鄉在天而不在地。聖多瑪斯：《神學大全》，第三冊，第 244，256-257，
265-267 頁。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08 頁。 
42 利瑪竇：《二十五言》，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文獻編碼為 Borg.cine.350, 512 號，第 839 頁。 



說，仁者愛天主，所以會因為天主緣故去愛一切的人。愛惡人，不是愛他的惡

行，而是愛他可以改過遷善。總之，愛人是天主的旨意，人應該在世間廣施博

愛，這才是真正的仁愛之德。43 

 

總之，在奥古斯丁的文化神學傳統中，利瑪竇將古典儒學視為自然神學，儒家

學者是愛智慧的哲學家，是對天主的知識有所認識的人。他借鑒托馬斯的神哲

學思想，找到了隱含在儒家道德傳統中的獨一至高上帝和善的根源，會通了基

督宗教的天主與儒家經典中的上帝。在與儒家學者的交往中，利瑪竇借鑒托馬

斯的神哲學，給明末的儒家學者們論證了上帝存在的證明、論述了天主是天地

萬有源頭，是宇宙萬物秩序創造者和維護者；他在天主教的神哲學體系中論證

了「人性本善」和人的現實罪性，並將天主教的靈修與儒家的工夫修養作了會

通，將儒家的道德修養的基礎放在愛天主和愛人的根基之上，這些都得到儒家

學者的理性的、積極的回應。這更堅定了利瑪竇的想法，儒家正是奥古斯丁所

說的離基督宗教最近哲學家。同時，利瑪竇也在托馬斯的神哲學體系中，批評

了宋明儒學太極化生萬物的宇宙論、建立在「性即理」基礎上的「性本善」理

論，進而把宋明理學中的「複性」修養工夫轉為「愛天主、愛人」的「廣仁」

之學。 

四、 利瑪竇的「排佛」神哲學論證 

之前有不少學者認為，利瑪竇排佛的主要原因在於，他要遵守天主教的傳統，

反對偶像和偶像崇拜，因而極力反對佛道。44通過研究利瑪竇的文化神學，我

們發現他的「合儒排佛」思想並不是傳教策略那麼簡單。他「排佛」不僅僅是

因為反對偶像崇拜，而是有著深厚的神學傳統和神哲學基礎。他的「合儒排

佛」的思想，建基於奥古斯丁的文化神學基礎之上。在奥古斯丁看來，哲學家

們多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或者是神聖的理性，或者是至善，這種哲學有助於

人尋求上帝。而異教信仰則是不合理性的信仰，無助於推進道德的理論，有礙

於人的得救，因此是不正確的宗教。在佛教人士的初次辯論中，他就意識到佛

教哲學從根本上就不能接受世界之外創造天地萬物的超越的上帝，而是將人等

同於上帝，不接受普遍適用的理性，也沒有絕對的善惡標準。45利瑪竇根據托

馬斯的神哲學理論及分析方法，對佛教的宇宙論、人論、末世論進行了系統的

批判，將佛教視為不合理性的信仰、阻礙世人得救的宗教。基於此原因，他確

立了其「排佛」的思想路線。 

 

1.空無不可為造物主 

利瑪竇在《天主實義》第一篇中，站在理性主義的立場上（「堅繩可繫牛角，理

 
43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93-194 頁。 
44 何兆武、何高濟：〈中譯者序言〉，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 16 頁。 
45 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 257-259 頁。 



語能服人心」），借鑒西方哲學中上帝存在的證明，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上帝是

造物主、上帝的唯一性。接著，利瑪竇從實在論的角度論述了實有為貴、虛無

為賤，無中不能生有的道理。他繼承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說明空無不能成為

萬物的質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動力因。因此，佛教與道教的空無本體絕對

不可能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天主。46 

 

2.六道輪迴悖理亂倫 

利瑪竇借鑒托馬斯的靈魂觀，論述了天主教的人論，以此批判佛教的靈魂觀念

和輪迴學。托馬斯認為：「人的靈魂，即所謂智性的根本，該說是不朽的。……

因為哪裡沒有對立，便不會有腐朽；產生和消滅乃是起於對立，並走向相反的

結局。……在智性靈魂內不能有對立或衝突。……所以智性靈魂不可能是有朽

的。」47利瑪竇引用了上述托馬斯的論述，論述了人的靈魂不滅的道理：世界

上的事物之所以會壞滅，是因為其構成中有相互衝突、相互敵對的因素，如火

氣水土四行互相克伐，最終必會導致事物的壞滅。構成人的靈魂的因素也不是

四行，所以靈魂就會不朽。48  

 

在阿奎那看來，人之所以超越於其他動植物等受造之物，是因為人具有天主的

肖像，即天主放在人內的精神性的肖像—人的理性，而其他受造之物只是因為

有受造之痕跡，而與造物主相似。49並且，由於人的靈魂是從天主來的（天主

在人的鼻孔內吹了一口生氣）。所以，人與動植物的身體結局都一樣歸於塵土；

但是靈魂則不一樣，人的靈魂要歸於天主。50利瑪竇根據托馬斯的這段話，與

中國文化結合在一起，將人與動物的區別不僅從教理層面，而且從道德層面作

了一番論述。他說，因為人的靈魂是永恆的，所以人自然追求永恆之事。如

（1）人心都願意留美名於後世；（2）人心希望常生不死；（3）今世的事物不能

滿足人心等等。51進而，利瑪竇借鑒了托馬斯的說法，用鳥獸俯首向地、人昂

首向天的不同姿態，說明人的本家鄉在天而不在地。52以此來說明現世痛苦有

 
46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92-93 頁。 
47 參見聖多瑪斯：《神學大全》，第三冊，第 13-14 頁。 
48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11 頁，注 1。 
49 聖多瑪斯：《神學大全》，第三冊，第 256-257，265-267 頁。此處論述，參考白虹：〈試析
利瑪竇對阿奎那人學思想的中國化詮釋：以《天主實義》「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篇為例〉一
文，特此致謝！白虹：〈試析利瑪竇對阿奎那人學思想的中國化詮釋〉，《北京行政學院學
報》，2018 第 2 期。 
50 參見聖多瑪斯：《神學大全》，第三冊，第 14-15 頁。 
51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14-117 頁。孫尚揚提出：「如果說
利瑪竇對理性靈魂之存在所作的證明帶有較多的哲學意味，那麼，他對靈魂不朽所作的證明則
帶有更多的神學道德色彩......明末逃禪出世之風頗盛,那些既關心生死大事(個體關切),又尋求實
心實學以兼濟天下的士大夫則不願與逃禪者為伍，正是他們，才可能是利瑪竇的聽眾。這些為
數不多的士大夫對來世的關切，正好成為利瑪竇證明靈魂不朽並使之信仰天主教的基礎。」孫
尚揚、鐘鳴旦：《一八四 0 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年，第 155-157
頁。 
52〈人的高級部分，即頭部，是朝向上界，低級部分是朝向下界，所以與宇宙配合得最好。〉
參見聖多瑪斯：《神學大全》，第三冊，第 244 頁。 



其積極的意義，並回應佛教所說的虛空痛苦的人生經驗。53 

 

在此神哲學基礎上，利瑪竇運用形式邏輯論證方法具體地批判了佛教的輪迴學

說。他說，如果有輪迴，人人應當記得前世之事。現在，雖然有書籍記載，聲

稱有人記得前世，但在利瑪竇看來，這種現象或者是因為魔鬼附體，或者是佛

教傳入中國之後才有的記載，並沒有普遍意義。並且，輪迴學說也沒有倫理學

上的價值，由於人不能記起前世的善惡因果，無助於人克罪建德、改過遷善的

道德修養。54利瑪竇根據輪迴學說推論說，按著佛教的道理，因為擔心所殺的

牛馬是在輪迴中的父母，所以不僅不能殺生，也不能驅牛耕田、羈馬駕車，這

是擔心屠殺或驅策的牛馬可能是在輪迴中的父母。利瑪竇按照同樣的邏輯推論

說，如果接受輪迴學說，我們就不得不廢除婚姻制度、社會等級制度。因為擔

心嫁娶、奴役之人是輪迴中的父母，這樣將不可避免地會破壞人倫秩序。55因

此，利瑪竇運用反證法來說明，人既不能在輪迴中變為鳥獸，也不能在輪迴中

轉化為他人。 

 

3. 拜佛念經大害正道 

利瑪竇一方面論述了儒家與天主教在道德修養方面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系統

地批評了佛教宗教活動和教義教理。利瑪竇批評拜佛念經是異端崇拜、大害正

道，因為佛主並非天地主宰，敬拜尊崇異端偶像，形同謀逆大罪。56利瑪竇不

僅批判佛教的信仰物件是錯的，也運用理性主義傳統和近代理性精神和西方科

學知識，批評佛經所記載的天文地理、教義教理荒誕不經。如：（1）日食月食

的原因是阿凾用左右手掩住了日月；（2）六道輪迴教義禁止殺生、禁止婚配。

（3）誦念佛教經文就可以免除自己的罪孽，升天享福。這些教義教理都極不合

理，也不能導人為善。57 

 

總之，利瑪竇對佛教的批判並不是簡單地只針對佛教的偶像崇拜，而是在理性

主義基礎上對佛教進行的系統批判。他借助於亞里士多德—托馬斯神哲學批評

佛教的空無本體論，根據亞里士多德—托馬斯的靈魂學說批判佛教的六道輪迴

教義，以及戒殺茹素的倫理道德。利瑪竇從敬拜獨一真神的基督宗教信仰出

發，批評佛教的偶像崇拜；並從理性主義的角度批判佛教的教義教條。 

五、 小結 

上文根據史若瑟、金三坤所提供的線索，我們研究了利瑪竇「合儒排佛」思想

的神哲學傳統和具體論證，說明瞭利瑪竇的「合儒排佛」思想並非謝和耐所批

 
53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08 頁。 

54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46-147 頁。 
55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50 頁。 
56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98 頁。 
57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傑校勘，第 199-202 頁。 



評的那樣，出於其歸化儒家精英的傳教策略或因為其個人的偏好而做出的選

擇，而是那個時代歐洲的文化神學傳統和耶穌會的神哲學基礎所決定的。如果

我們正視「合儒排佛」背後的奥古斯丁—托馬斯神哲學傳統，我們就不能草率

地將明末清初儒家學者歸信基督宗教視為是一種「誤解」，將「本土化」或「儒

教化」了的天主教視為是一種信仰不純正的宗教的調和主義。相反，通過對其

背後的神哲學傳統的揭示，以及「合儒」、「補儒」、「排佛」的具體論證的分

析，我們認為利瑪竇「合儒排佛」的思想和傳教策略，對於基督宗教在中國的

傳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首先，利瑪竇「合儒排佛」

的思想承接了奥古斯丁文化神學和托馬斯神哲學傳統，使得明清之際天主教在

中國的傳播融入了基督宗教的大公傳統，所以「合儒排佛」的思想才能被當時

大多數的耶穌會士所接受。特別是在「合儒」方面，傳教士們留下了大量的論

述，如龐迪我的《奏疏》、艾儒略的《口鐸日抄》、白晉的《古今敬天鑒》、馬若

瑟《儒教實義》、利安當《天儒印》等，多方面地考察論述了天主教與儒家在宗

教、哲學、倫理學上的一致性；「排佛」的思想在傳教士的論著中也時有論述。 

 

其次，利瑪竇「合儒排佛」的思想也參與了當時中國文化內部的對話交流，「合

儒補儒」的思想得到了比較注重「實學」和經世致用的儒家學者們的贊同；而

「排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宋明理學家們對佛、道二氏批判的思潮

的影響。所以，利瑪竇的「合儒排佛」思想受到了當時大多數天主教儒者的贊

同，如徐光啟、李之藻、張星曜等，不僅撰文著書論證「耶教合儒」，還積極幫

助傳教士們翻譯西方書籍，認為「耶教補儒」。徐光啟、楊廷筠、張星曜等學者

更是借助天主教神哲學的，憑藉自己已有的文化優勢，對佛教展開多方位的批

駁。因此，利瑪竇的「合儒排佛」的思想和傳教策略很深地影響了天主教在中

國傳播的走向，甚至還影響到了後來基督新教在中國的傳播。可以說，利瑪竇

「合儒排佛」的思想和傳教策略極大地影響了明末以來基督宗教在中國的本土

化歷程。 

 

至於格林納姆批評利瑪竇由於對不同宗教世界觀的理解能力有限，無法將上帝

的意願、愛、和平、寬恕、正義等傳遞給世界。「合儒排佛」模式沒有全面會通

中國文化，58我們認為，對於利瑪竇「合儒排佛」的思想和傳教策略，以及在

「利瑪竇規矩」影響下天主教在明末清初的「本土化」發展，必須在其文化傳

統和歷史背景下，加以具體分析。首先，利瑪竇所生活的年代是在宗教改革時

期、特倫托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之後，距離梵二會議還有 300 多年的歷

史，當時的天主教還遠遠沒有像今天的基督宗教那樣，以開放的態度與其他宗

教展開對話。因此，我們不僅不能苛求利瑪竇沒有超越時代的局限，達到我們

現在已有的文明對話程度。相反，我們倒是應該感激利瑪竇，因為正是有他們

 
58 Thomas G. Grenham, The Unknown God: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Interculturation, pp.161-163. 



所開啟的耶儒對話，才有後來梵二會議後天主教乃至整個基督宗教與其他宗教

開展的廣泛對話。 

 

當然，我們還是需要認真面對利瑪竇「合儒排佛」思想和傳教策略留給我們的

問題，如利瑪竇沒有實現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的各個傳統，以及與中國社會的

各個階層進行跨文化的平等對話和調適；在傳教過程中，引發了中西學者之

間、中國的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各種反教護教辯論，乃至引發教案，甚至導致

全面禁教等。事實上，這些都是基督宗教在世界各地的傳播和基督宗教的本土

化發展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們不能苛求利瑪竇這樣一位西方的傳教士，他來

推動基督宗教在中國實現本土化或中國化，正如早期基督宗教的希臘化和羅馬

化歷程，也並不是由猶太族裔的使徒們完成的，而是由希臘和拉丁的教父們完

成的。因此，基督宗教的本土化或中國化任務，也應該由中國基督宗教學家來

完成。 

 

最後，需要特別補充說明的是，在當今世界中，宗教對話已經在諸宗教之間普

遍展開，如果基督宗教不再把儒家僅僅看作是哲學，而是認真地面對其經典、

文化傳統和禮儀中所包含的宗教性，那麼，耶儒之間的對話將展開新的篇章。

與此相對應的是，在當代華人世界中，基督宗教的信眾與佛教徒之間的敵對狀

態依然廣泛留存，儘管在國際社會中耶佛二教的信仰群體和學術群體中，耶佛

之間早已超越了利瑪竇以來偏狹的正邪之分，展開了廣泛的對比研究、深度互

學與對話交流。因此，如果今天中國的基督宗教沿著利瑪竇以來的宗教對話的

傳統繼續走下去，並結合當今世界基督宗教與其他宗教對話交流的經驗，不再

像奥古斯丁那樣將一切異教簡單視為「使人背離得救」的偽宗教而加以拒斥，

而是積極與儒教、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宗教與民間信仰展開宗教間的對話。 

 

這樣，我們就不僅是在跨越利瑪竇所設立的「合儒排佛」的藩籬，更是在反思

自教父以來西方基督宗教融匯希臘哲學的傳統是否是基督宗教唯一正確的選

擇，是否還存在另一種可能，即基督宗教在與中國文化的會通中發展出新的基

督宗教傳統。當然，這已經超出了這篇文章要討論的主題。對於利瑪竇「合儒

排佛」策略的進一步反思，研究此策略對明末清初以來基督宗教在中國的發展

所產生的影響、所導致的偏差，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推進基督宗教與中國文

化傳統的全面對話，發展出當代的中國神學之可能性的探討，筆者將在今後的

研究中詳加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