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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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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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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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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利瑪竇「合儒排佛」的路線，並不僅僅是出於傳教策略的考量，其背後有著基督宗教深厚的神哲

學傳統。利瑪竇繼承了奧古斯丁將外邦文化區分為自然神學、神話神學和公民神學的思想框架，將儒學視

為與希臘哲學一樣的自然神學，將佛教視為與希臘神話一樣屬於神話神學。利瑪竇借鑒了托馬斯關於上

帝名稱的論述，以及上帝在其他文化中也有啟示的神哲學思想，具體論證天主教與儒家的一致之處，如：

天主即上帝、人性本善、靈修即工夫等。利瑪竇用亞里士多德─托馬斯哲學來闡釋基督宗教信仰，批評宋明

理學的世界觀，批駁佛教的本體論、宇宙論和倫理道德思想，從而形成了其「補儒排佛」的神哲學思想。

利瑪竇「合儒排佛」的路線，不僅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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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參

與了當時中國文化內部的對話交流，極大地影響了明末以來基督宗教在中國的本土化歷程。

關鍵詞：奧古斯丁文化神學；托馬斯神哲學；合儒；補儒；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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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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能結合上述幾位學者的研究成果，

在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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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在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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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神學傳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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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是一種偽宗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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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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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古斯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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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在奧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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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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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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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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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堅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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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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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以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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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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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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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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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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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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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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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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奧古斯丁在海邊思考三位一體奧義遇到童子的

傳說，[14]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更是多次引用奧

古斯丁的思想，如他引用奧古斯丁的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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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性地運用奧古斯丁的名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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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引用奧古斯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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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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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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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度都是根據奧古斯丁的文化神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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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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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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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神
學

韓
思
藝
：
大
公
傳
統
視
域
下
的
利
瑪
竇
「
合
儒
排
佛
」
思
想
研
究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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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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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瑪竇在繼承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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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奉的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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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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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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闡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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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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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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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博愛，這才是真正的仁愛之德。[43]

總之，在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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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正是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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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於奧古斯丁的文化

神學基礎之上。在奧古斯丁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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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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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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佛教的信仰對象是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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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了利瑪竇的「合儒排佛」思想並

非謝和耐所批評的那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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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奧古斯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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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承接了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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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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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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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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傳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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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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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o Ricci’s Thoughts of “Combining 
with Confucianism to exclude Buddh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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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teo Ricci’s line of reconciling 
Confucianism and rejecting Buddhism was not only 
based on missionary considerations, but also backed by 
profound philosophical theological traditions of Chris-
tianity. Matteo Ricci inherited Aurelius Augustinus’s 
intellectual framework that divides gentile cultures into 
natural theology, mythical theology and civic theology, 
and thus considered Confucianism as natural theology 
just like Greek philosophy and Buddhism as mythical 
theology just like Greek mythology. Matteo Ricci drew 
upon Thomas Aquinas’s exposition on the names of 
God and the philosophical theology of God’s revelations 
in other cultures when he demonstrated the consisten-
cies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Confucianism such as 
“The God of Christianity is the God of Confucianism”, 
“humans are kind by nature” and “spiritual practice is 
self-cultivation”. Matteo Ricci used the Aristotle-Thom-
as philosophy for explaining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crit-
icizing the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Buddhist on-
tology, cosmology and ethics, thereby forming his own 
philosophical theological thought of replenishing Con-
fucianism and rejecting Buddhism. Matteo Ricci’s line 
of reconciling Confucianism and rejecting Buddhism 
not only injected the Catholic tradition into Catholicism 
during its sprea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also involved Catholicism in the dialogue and exchange 
within Chinese culture at that time, eventually exerting 
a huge impact on the 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
na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Augustine’s Cultural Theology, 
Thomas Aquinas’s Philosophic Theology, Combining 
and Reconciling Confucianism, Replenishing Confu-
cianism, Rejecting Buddh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