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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¼×Q，*+,rsuVVVzd，¾;\]uç，�4 ¡J+%·/^

_（犜犺狅犿犪狊犃狇狌犻狀犪狊）=jÍÈü。 Äú，Ä`-"LU?³´ÀÁ，:*¾0!，¸

¹¡Î。 �者，#¡Î�i，¨ai¸¹C±ð<、�)¡Î，äWcd'a=b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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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³¯;gc： gcÈuVÔduR��，�V%aeô；øcû/DgfguV；�cÈgM¿ï，;.h
i；®c¤/LjøgM.È，�ûu¦��¿×iôIí；Xc¤*jkC!，lman¶，�opPç
�；Cc/û:¿×ï，¾È`ÅÒ?unRqôrs，©tDg�©iTu；ZcÈg�ÙT，�¼uV
DAçÍ；gcsv;#�¼，�ÈÄS!ôA¿wô:，¾/uVxa#NõØ。 *+,： 《uVvz》，
Qyz{Vs，《*+,"$qY|》，}~： }~N�;Í，２００１G，H７—１３２S。
*+,： 《uVvz》，H２１—２４S。
*+,： 《uVvz》，H２５—２６S。
*+,： 《uVvz》，H４３—５２S。
*+,： 《uVvz》，H９８—１０１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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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 �J!³´����¤TUV“¡%”，*+,²{]"Le�。 ¨g

i®¯°¿�WI���，Ä�=IiJ¶�a者ä®�-°J=¯:，2i��

{���g*�。① *+,=ÈÉ�×¶TW©¦Æ/： （I） 5æ"L42TUV

LÎ，?z�G®¯°=S·，:�)¡Î±²)�¯Y´2)=j?（)½、u），

-TUV�ñ“j”�2ø¢。 （ø） ga�?T�U�，ÂÃv�，g�¿v。 2È

"#，5$%�.，!v4I。 （�） "Lg�?“)½”、“Lj”=òÛ，��TUV

?“j”-“)M”=òÛ，Ò"Lg¿4>�È»2jÈ者。 （®） ¡Î³´á�ñY

Y5，-TUV�¼=�ËI¢。 ¡Î-TUV4ÀÁ=。

《天主實義》引發的爭議

*+,=)¼¥·�ÅD��=“�»È”（犪犮犮狅犿犿狅犱犪狋犻狅狀犻狊犿）。② TW{]

"Lw�G2TUV=$%S·-¡Î³´，*+,O�，�9¿Z°TUV“¡

%”，N2|~�A;�-��;J=g�。 Õ�¨¶�345»`ea“$%Ö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犱犪狆狋犪狋犻狅狀）=¤5，¤TUVC©z*OP"LQR。 #S�Sj�

��i，"Lðìµv“¯�)½”，“�Å�u”；äY´2)j?=�ñ，-�T

UVä“j”=�ñ。 :OÓÄz，"L=“)½”-“u”É*“Tæ”-“g�j”ô

:，�2TUV=“>I¿j”（"Lðg�;©iY)j×©g=z��Ûõ(

y4“I”�4“ÿ”），²2“kTæ=g�j”，�¿�W《ý±》�çØ=“j”（>»

�）。③ *+,°“j”=�Ûµ¥!!Ëv�=TH)，{�\]uç，Ä�=N!ª

âTUV-¡Vô:= ¡。 �"Lðì±²"“)½”-“u”=�Û，²µv/0

¨$¢)= ¡。 I4"L=“)½”-“u”£O¿4TUV=“j”，3u¿û��

俞懿嫻　　利瑪竇、萊布尼茲與“禮儀之爭”

①

②

③

PQd,e： 《./0f-"L$%》，H８８—８９S。
��“�»È”4×*+,�V¤{]"LPV者=¥·： ¥Á"Lðì±²、S·e�-$%、¯u®
=E�，°ô-TUV�<¦|。 PQ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 犇犪狀犻犲犾犑．犆狅狅犽
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犑狉．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犪狀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犖狅狋犲狊，犪狀犱犆狅犿犿犲狀狋犪狉犻犲狊（犆犺犻犮犪犵狅犪狀犱犔犪
犛犪犾犾犲，犐犾犾犻狀狅犻狊：犗狆犲狀犆狅狌狉狋，１９９４），狆狆．１４ １５．
PQ´§*，“"L‘gÙVz’ôXVøÄ²e”，《"LÌÍ¨È》，)©： )©ð<klm，２００７G，
H５３—７４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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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①ª«r�ÄÅ=~ê。

中國“禮儀之爭”展開：龍華民與“語辭之爭”

１５９６G*+,É]¬"LV_s@�，¨`ÆP]°®J&Ë:<j"¯�

8（犖犻犮狅犾犪狊犔狅狀犵狅犫犪狉犱犻，１５５９—１６５４）。 ¯�8gi"Lg=“u”4?O°=�v

Tæ，“)½”¾2+,��=,�V，²#¿4TUV=“j”。 W4)¯�©ª¤±
“u”-“)½”，����=“y�ô~”（狋犺犲犜犲狉犿狊犆狅狀狋狉狅狏犲狉狊狔）。 �~êI²��

b１６２８G，"LV_=>?@A!³¹è@，£¹®¯°´*+,�§，:yµ

¯�8¥·。 Y１６３３G>?@A�l|@，yô�¶û©。

中國“禮儀之爭”展開：道明會士與教禁

“y�ô~”t·，１６４３G.!m@A¸¹`（犘．犑狌犪狀犅．犕狅狉犪犾犲狊）xMeÌV

 /º�`û£e�»¼。 ¨×k"Lg°，?½¢¾¿}ÀÁp=�r，V

XÂ)ìBD（犐狀狀狅犮犲狀狋犡）ÃW１６４５G¦¨©ªuVV¬PÄ®¯°�r。

!�>?@Aiû/¨�=¥·，W１６５１GÅÅÆÇL（犕犪狉狋犻狀狅犕犪狉狋犻狀犻，１６１４—

１６６１）ÙV ¹¤。 ÆÇL×k°4m@$%)=e�，¾2ÈÉ�ñ。 °d

Ï?X!·，RÊ4Í者»Ìg=|@。 VX1óË;ZD（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犞犐犐，

１６５５—１６６７）Õ�W１６５６GèÓ©¨，=«V¬®¯°。 :!m@¿¸Ì�，@A

ÍU´（犑狌犪狀犱犲犘狅犾犪狀犮狅）ÎW１６６９GÏ»V Â)ìBD-1óË;ZD=Ð

¨4��Ñ?Ò。 �õÓ_D（犆犾犲犿犲狀狋犐犡，１６６７—１６６９）W4Ô/�8¨，~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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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²"=“u”»“)½”5?g�j=Õ:，:Ö?Ä¨ÿ]:z。 Ä¿�WTUV=“j”Vx!2
×¹yq（�>»�）»XVó(（�《Ø!》）。 5?�p½i�Ù{ô:，:4u)]j=·Ã者，x?
�µô)Ú�，¿�WIjV=“>I¿j”，ÍÛ?aÜÝô�。 PQÞßà：“�《¼¯》=‘u’áTæ
XV»!ËjÍ”，《ÌÍ-$%》“"LÌÍuÈâ¼”，H４０１o，２００７G１０C，H５—１９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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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禮儀之爭”展開：

清初耶穌會士與康熙帝的容教令

　　�dçãmF±æ，Ë<>?@AJÅä （犑狅犺犪狀狀犃犱犪犿犛犮犺犪犾犾狏狅狀犅犲犾犾，

１５９２—１６６６）-�åñ（犉犲狉犱犻狀犪狀犱犞犲狉犫犻犲狊狋，１６３２—１６８８）Èæ*+,=trSV，©

�s#^��i±npç\Y，WCzÃ½»ÿ0è=�。 JÅä�ué，�ê
“dë{”。 !zÃ½ìíÅ，µêîïp3ï¸¹CÃup、Gágh=no½
（１６５４—１７２２）ðñ。 �dJÅä¿á��I�，W�òC±npç“+|”（óôô）

={q。 æ�no�G（１６６４），ëR�×õJÅä{|¿ö，�÷.W，!ðøùñ

=V¡¦，JÅä-ú*d<j"�åñ（犉犲狉犱犻狀犪狀犱犞犲狉犫犻犲狊狋，１６３２—１６８８）�ÿg

ÚÉ��¦q，(q“{q”。 ÅCîïp3ïûF，JÅäÛ¿üýõ，W１６６６GÜ

D。 ¨=�uéI®Ø�åñÙ，�ipç0®。 １６８０G，�åñþú*d>?

@Aÿ�v（犘犺犻犾犻狆狆犲犆狅狌狆犾犲狋，１６２２—１６９３）Me�`!ÅSVA。１６８４G，ÿ�v

Ì|µ$2B® （犔狅狌犻狊犡犐犞）/k�`，W4|µÅþ¤5 （犑犲犪狀犉狉犪狀犮狅犻狊

犌犲狉犫犻犾犾犻狅狀，１６５４—１７０７）、"Å#（犑狅犪狀狀犲狊犱犲犉狅狀狋犪狀犲狔）、$%（犑狅犪犮犺犻犿犅狅狌狏犲狋，

１６５６—１７３０）、&�（犆犾犪狌犱狌狊犱犲犞犻狊犱犲犾狅狌）»¸m（犔狅狌犻狊犾犲犆狅犿狋犲，１６５５—１７２８）�

g，�G“LµzÍÎ”（犓犻狀犵狊犿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犻犪狀狊）、|L�Í''Aôy，W１６８８GB

�。 Ä"¤5-$%Éb9±，Ìno(�#Í，¾s《wxUv》、《ÌÍUv》�

ÍàqY。１６８９G，")0/*+!（犜狉犲犪狋狔狅犳犖犲狉犮犺犻狀狊犽）,-d，¤5-ûüý>

?@AãF.（犜犺狅犿犪狊犘犲狉犲犻狉犪，１６４５—１７０８）¬"tª«$¬，�Ð|!/ 。

Ø�×Q!�Ido，nop½B;0]>?@A=1 ¢]，I�Y@ÍE#Í
（�u$、Rv、zÍ、a�、2Í、û3Í、4�Í©ø5"�），�I�²]±¨�6

vu$、{y、L5、�&�LÎ;�。 >?@A=7Ä§WCbnop½=¸¹，Ã

W１６９２G（no�BIG）¦�J“ÁV¨”：

　　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

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

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

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

俞懿嫻　　利瑪竇、萊布尼茲與“禮儀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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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①

no=“ÁV¨”¯Ø¨äWn 0®>?@A=¸¹，:ä¨�=SV\Y¾

2v8Vu，I°ôhiI�XV9Ö。 �"LgäWXVÌµ¥Á:l，¾2ÙÊ

WTUV。

中國“禮儀之爭”展開：顏璫主教禁令

:V÷¿;，|Lþ¸�tSV@ （狋犺犲犛狅犮犻犲狋犲犱犲狊犕犻狊狊犻狅狀狊犈狋狉犪狀犵犲狉犲狊犱犲

犘犪狉犻狊，犕．犈．犘．）<=（犆犪狉狅犾狌狊犕犪犻犵狉狅狋）VV>W１６９３G×¨Ä�µV_�¬¶?

©¨。 ©¨�¹·q“uV”，&%、u、)½ÚG©±，@�VnQ“¯u”AB。 ©ª

®¯°²e，C�ð者)J，4°?>�³´="L±yDPVz��。

中國“禮儀之爭”展開：１７０４教宗禁令與康熙帝的堅持

１７０４G，VX�õÓBID（犆犾犲犿犲狀狋犡犐，１７００—１７２１）µg©ª"LV¬P-

xu、®、¯°�r。 ôÆi¶mV ¥·，ÃÅþÿ@VV（犆犺犪狉犾犲狊犜犺狅犿犪狊

犕犪犻犾犾犪狉犱犇犲犜狅狌狉狀狅狀）E¤Fõ�，W１７０５GB�ìc。 nop½¥�©eÙQ，¾

W１７０６G�úÙQ，G©"L®ô:。 ¨×k"L�G©õ�a°Jô!，Å?

g¥ä®¯°，°2|!"LSV。 nop½HiÙÉ*+,òÉ，gi"L=
“u”-TUV=“j”4À�=，"L¯u®-TUV¾2ßà，《ý±》-"L±¯

²ÿ?À×ô6。 :ÿ@B¿ÙÉno�I，JW１７０７GÌ!�SVAÌGV Û

©ª¯°®。 �GnoWYKa1ÙQ<=Ia，¾LAÄ�"$=ZÄ。  9

<=®��á�CI�，Mno¾N：“O¿��，£IPÈ"Lô!”，W4¦¨“T

ñ©Å，Å¿¶*+,�§，Ñ¿=!"L-，ÒQOÔ”。 <=�gÃMRQ，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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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00q，&Î： 《no-@'¤T½U$¯》，ëì： ëþÍa¯V，１９７３G，H４１—４２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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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MW©WCDY`。

中國“禮儀之爭”展開：教宗禁令與康熙帝禁教

�õÓBIDXW１７１５GÌ/“TYTF”（犈狓犻犾犾犪犱犻犲）VI，³�©ª¯°

®，¾³�VV（犆犪狉犾狅犃犿犫狉狅狊犻狌狊犕犲狕狕犪犫狉犪犺犪）iv¤，õ�&Z。１７２０G³�B

ìc，��nop½=«"LSVA-V¬TØ¶?Vp©¨，¾=Ø¨V["LV

_�\。 nop½5I�=�，�I�B×“Vµ+!-"L!v;À]^，0uV

V!"La¿C，]Ò©ª”。① �J=«?[_者9±»Gó�`者Í9，Ä-SV

AÚØ³�aO。 noWbcVX©¨$Å，deI$!：

　　覽此條約，只可說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等

人，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條約，竟與和

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

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欽此。②

³�Q¤]2|�Ð，W4W１７２１GMe。 �Gnop½çr©SuVV，*

+,->?@A�Ý-Gõ=SV\YÉb]f。 YgçG:"Ñ#Íãõ，"#

$%=&'[!²iôhi。

�XV¥Á»S�Sj（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狊狆犻狉犻狋）=角lõá，*+,¸¹"Lg!>

?xaôÆ，�Û?JTUV“j”=òÛ，¾22¡jk。 ©�¨V¤TUV-

¡V4ÀÁ=，"L�¬2Æl�S·�9Ö，N×PV，²4m�=SV¤

5。 �*+,©ª«$¬《®¯》»¨=《uVvz》I¯áõ，¨ä"Lðì²

<ZmW2，²?Àc´l=g�。 Õ�¨¸¹¡Î-TUVÀÁ¿I4Id

=n\op，Í4TW¨=v��Û。 Åh*+,°TUV“¡%”=7ÄI4
“i��=，¿¹qr”=Y|，¯æ2|M5*+,=TÙ�Û，²#û�“stð

俞懿嫻　　利瑪竇、萊布尼茲與“禮儀之爭”

①

②

ëìísq： 《"LTUV(》，H１４０S。
ëìísq： 《"LTUV(》，H１３９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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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ôu。①

cæ#TUV4Ò?áv*¨�=XVÙ°�i，*+,=“�»È”2×{�

r�~ê。  ¡犇犲狀犻犲犾犔．犆狅狅犽»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犑狉．=;w，#x�=jÍ¥

·�i，!"L²<"2|��《+DK》f=jý,�V。 �äÉÃVy="Lg

�i，>?=XVYz4¿×³ê=。 �者#ÂÃ���i，b"L=SVAL<õ

ö，;i5Å。 I4*+,�ì¶>?@，4ûüýg�V¡。 �I4!m@»t.

@，Ø#&ýg�V¡。② �tiJ78、{2、|�、VÅ角Ä（�"LV_VVØ}

�V@×Å¬）�ÿ��=，~�ßàä¥，4×©vû=。 Õ�¥ä*+,“�»

È”=���JõT>?@=Qï，ÑVx4õT!m@-t.@。

歐洲“禮儀之爭”展開：法國索邦教授

*+,`Å，!"L=SVAô:?½“e�ô~”=È¤，ª«��bef»V

 。 ¡犇犲狀犻犲犾犔．犆狅狅犽»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犑狉．�¶，１７００G|L��V��（狋犺犲

犉犪犮狌犾狋狔狅犳犛狅狉犫狅狀狀犲）èÔ;Äeb¸m»*´ú（犆犺犪狉犾犲狊犔犲犌狅犫犻犲狀，１６５３—１７０８）

=“�»È”。 5J>?@AV¤： （I） !>?LaôÆ5�G，"LgÛ?“j”=

��；（ø） jI²�Y"Lg；（�） "Lg¿��TUVhi�õXV。 �It�，

Ò?ávef"W:�（犈狌狉狅犮犲狀狋狉犻狊犿）=��V�;ÿó�aÅ（犑犪狀狊犲狀犻狊犿），③¨

�¶�ý�ð%«=vÈ，gi“�²”4gFC�=Òx+ò，《ý±》(¼v¹d1

$%+ò¦=����。 >?@AÒµ�ð%«¥ä者犘犲犾犪犵犻狌狊=òÉ，gi“�

²”I4�;+ò，Ò2¾x+ò。 �《ý±》4�Ðj!D:\Y=S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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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yz{gi*+,É�3P��，i~�A;�g�，/�VAm@RJ，©�òV�=，¿�¡¢¡£。
æÄ¢���¿�¿-，�¦à¢�)¡¢Û?“Ö�”ô:，BJÌæSV，ó¿]ç±，x?k� m
ô�。 Ä“2¢�”=Yi，¤¨¿C©òViç±，Õ��èµ�ÍàòV=¤5，×¶4�=-qr�
�。 Qyz{Vs： 《¡i》，《*+,"$qY|》，狓犾犻。
犇犪狀犻犲犾犑．犆狅狅犽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犔犲犻犫狀犻狕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４．
�aÅ4BCbBgDEô:Ø��jÍÎ�a（犆狅狉狀犲犾犻狌狊犗狋狋狅犑犪狀狊犲狀）èÔ�ék=uVVjÍ�Ö，
á�UF、g� ¡、ý�=Òx�，©ø¢]�jÍvÈ。 ÅÉbV £Ni.¤，¨�BTg4�ð
%«=R�者。 �aÅ=qyì¶g�îtþ%¥（犅犾犪犻狊犲犘犪狊犮犪犾，１６２３—１６６２）»�o-./01×¦
=��V�/)Ë（犃狀狋狅犻狀犲犃狉狀犪狌犾犱，１６１２—１６９４）。



３３　　　

\4j�Ð��(§=Iï;。① �t~ê!１７００GôÅ�W´¨，�./01�

*©ª�tqY，¾¸¹º!*+,3I»。

萊布尼茲四短文與“禮儀之爭”

./014-«¬（犐狊犪犪犮犖犲狑狋狅狀，１６４２—１７２７）�ù��V;=®;zÍÎ

-�ÍÎ，×¶4IJÒ?Ý�³¯r��=u¶。② ¨4¯dìÑ?y=ÌÍÎ，

¿á°ÍÿZ，Í�o½±¾9²WLß�]。③１６４６G，./01aW³M�BG

´~（犜犺犻狉狋狔犢犲犪狉狊犠犪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µ¶=.ú·（犔犲犻狆狕犻犵），cdójý@'½

L=¸#ì¸¹L（犈犾犲犮狋狅狉犪狋犲狅犳犛犪狓狅狀狔）。 �BG´~4efuVV»îV¬ÀÕ

ºm=XV´~，Vx´·!ËL，,ÐC;ôX=ËL»¼»I�®Ý��ËLg

=½ï。④ cXV´~!ef¾¿d，[ã=>?@SVAB¿Ñ©¯�»qYÉ

Ê"L4�Ù¥TVz�G=$mðL，R2gÀ，!Ë´¼，m@Á¹?ÂÃ，!«

ÿt�kÄef。⑤ 3¤./01!GáøBøhd（１６６８）Nò¾b：“¿È"Lg

!2Å�])¶�)áõ?ÿOÆ、ÿ�4�2，¨�=xú��=V”。⑥ ¿Ã./

俞懿嫻　　利瑪竇、萊布尼茲與“禮儀之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犇犪狀犻犲犾犑．犆狅狅犽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 “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犔犲犻犫狀犻狕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狆．５ ６．
犐犫犻犱．犇犪狀犻犲犾犑．犆狅狅犽»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犑狉．Ú¶，�9ÇvÈ=Éª%Ê%（犈狉犪狊犿狌狊狅犳犚狅狋狋犲狉犱犪犿）4
efBXDEF、BCDEæ=“D�g”（狋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犕犪狀狅犳狋犺犲犾犪狋犲犳犻犳狋犲犲狀狋犺犪狀犱犲犪狉犾狔狊犻狓狋犲犲狀狋犺），.
/01�4¨5ÝGÅ=Èæg。 ./014.ú·;Í（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犔犲犻狆狕犻犵）IJ!ËÌÍV�=
ËJ，øBhdÌb|Í°AÍJ（犇狅犮狋狅狉狅犳犑狌狉犻狊狆狉狌犱犲狀犮犲）。 Å!犃犾狋犱狅狉犳;Í<ÔÍJ，|Í»ÂÃ4
./01Ia=ÎÏ，:��¨Ö2ÐZmwxÍ、a�Í、R°Í、jÍ、O)Í»·(Í�áÓ。 １６６８
G犔犲犻犫狀犻狕iÑÕ¸¹（狋犺犲犈犾犲犮狋狅狉狅犳犕犪犻狀狕）\Y，１６７３Gì¶¨b�Ò，äÓLpÎÍ'éØJ¨�'
(=(y}。 ôÅ¨iÿ)Ô¸¹/Õ%z（犌犲狅狉犵犲犔狌犱狑犻犵狅犳犅狉狌狀狊狑犻犮犽）\Y，ÉÖ"×ÄÎ'ó(。
./01�ÅÉØWÑÕ¸¹（狋犺犲犈犾犲犮狋狅狉狅犳犕犪犻狀狕）»ÿ)Ô¸¹（狋犺犲犈犾犲犮狋狅狉狅犳犎犪狀狅狏犲狉），±Î-,
1 Â�。 ¨ÚÉ|LÂ���bþ¸。 cd|µ$2B®ÕÂ?±.-|�án，W?�W。 ��B
G´~¤ËyD�8aÙÚ，ÛÜ¿ü。 ./01Õ�VÝ，W4µê|L�ÞøYiß¢�óã^l
=Kà§。 |LÒ�:¿áâËL-��iOt。 �(|LO?ÎÏ，��./01ã|\,。 Å§;
CÐ，:ÌäåÅW１７９８GæçÞø，×�èaJ./01=(÷。
犎犲狀犱狉犻犽犠犻犾犾犲犿狏犪狀犔狅狅狀，犜犺犲犛狋狅狉狔狅犳犕犪狀犽犻狀犱 （犔犻狏犲狉犻犵犺狋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狅狀，１９８４），狆狆．２７３
２７４．

PQ犆犺犪狉犾犲狊犈．犚狅狀犪狀，犛．犑．犪狀犱犅狅狀狀犻犲犅．犆．犗犺（犲犱狊．），犈犪狊狋犕犲犲狋狊犠犲狊狋犜犺犲犑犲狊狌犻狋狊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５８２
１７７３ （犆犺犻犮犪犵狅：犔狅狔狅犾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１９８８．
犘狉犲狌狊狊犻狊犮犺犲犃犽犪犱犲犿犻犲犱犲狉犠犻狊狊犲狀狊犮犺犪犳狋犲狀（犲犱狊．），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犘狅犾犻狋犻狊犮犺犲犛犮犺狉犻犳狋犲狀，犻狀
犌．犠．犔犲犻犫狀犻狕，犛犿狋犾犻犮犺犲犛犮犺狉犻犳狋犲狀狌狀犱犅狉犻犲犳犲 （犇犪狉犿狊狋犪犱狋，１９３１），犛犲狉犻犲狊犐犞，犐，５５２； érT犇狅狀犪犾犱
犉．犔犪犮犺， “犔犲犻犫狀犻狕犪狀犱犆犺犻狀犪，”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犐犱犲犪狊，犞狅犾．６，犖狅．４（犗犮狋．，１９４５），４３６．



３４　　　

01²ä±n�ìmn=·Ã�?bê.。 !１６７１—１６７２G:qÐ犆狅狀狊犻犾犻狌犿

犃犲犵狔狆狋犻犪犮狌犿 I$"，./01¶：“¨�Üë=�NBì2±6，……O�C�yÁ

|�íî，……Ñâø¢WïJ=ðÃ。”①

�Å./01ä"L$%=ÎÏ-Fñ!。１６７９G，./01�!"L?¯×

$�。② �Õ¨ò¶"L?«ÿti，BI?I�¯×$�（ÞFÙ»óL²¤±"

$），r�¨Põ#?=“S�yi”（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犾犪狀犵狌犪犵犲）=ô´，¤¨ä¯×"$O

?ÎÏ。１６７０GÅ，Iõ>?@=SVAs×"Ló(，１６８７GØÿ�vsöÐ

犆狅狀犳狌犮犻狌狊犛犻狀犪狉狌犿狆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狌狊狊犻狏犲狊犮犻犲狀狋犻犪犛犻狀犲狀狊犻狊犾犪狋犻狀犲犲狓狆狅狊犻狋犪I¯kl。 .

/01Ú¢¯犈狉狀狊狋狏狅狀犎犲狊狊犲狀犚犺犲犻狀犳犲犾狊MV，¶TÿóÃ¯¯。１６８９G，./0

1!@'÷Q:<>?@Aøm�（犆犾犪狌犱犻狅犉犻犾犻狆狆狅犌狉犻犿犪犾犱犻，１６３９—１７１２），ôÅ×

�Ì¨/J３０�»¼，QÁ�ù\_、²ó、4�、2ú、ó(、$��，w*2�¿

î。③ �Å./01èÔ�o-øm�×�，¾ÙÉ¨äW"LÌÍ»XV=á

|———*+,=“�»È”。

./01?½“e�ô~”=ÈÉ，Vx×QW¨=“"LqY”（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

犆犺犻狀犪）。 犇犲狀犻犲犾犔．犆狅狅犽»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犑狉．°Ä"Ñ]x=®cÐÓ$，

söÐû。 HIc《"Lâ�Ã》 （“犘狉犲犳犪犮犲狋狅狋犺犲犖犗犞犐犛犛犐犕犃犛犐犖犐犆犃 ／犚犲犮犲狀狋

犖犲狑狊犳狉狅犿犆犺犻狀犪，”１６９７）4./01>Içrkl=“"LqY”。 Høc《È°J

=8�V》（“犗狀狋犺犲犆犻狏犻犾犆狌犾狋狅犳犆狅狀犳狌犮犻狌狊，”１７００）4¢cd>?@Aã1V_è

�犉犪狋犺犲狉犃狀狋狅狀犻犲犞犲狉犼狌狊（１６３２—１７０６）¯Ë=üò。 H�c《,"Le�»XV》

（“犚犲犿犪狉犽狊狅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犚犻狋犲狊犪狀犱犚犲犾犻犵犻狅狀，”１７０８）4¢!犎犻犾犱犲狊犺犲犻狀>?@Í'

V=犅犪狉狋犺狅犾狅犿犪犲狌狊犱犲狊犅狅狊狊犲狊（１６６８—１７３８）=¯Ë。 H®c《È"Lg=TæX

V》（“犇犻狊犮狅狌狉狊犲狅狀狋犺犲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１７１５）Ò4¢犖犻犮犺狅犾犪狊犱犲

犚犿狅狀犱=Iý��。 34¯�!./01aÆñ;kl，Ä"�iÚþÿ!“e�

ô~”=ê¼)。

中西哲學論衡　　第四輯　　２０１５．１２

①

②

③

犇犪狀犻犲犾犑．犆狅狅犽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 “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犔犲犻犫狀犻狕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１１．
１６７９G，./01¢¯¡qq?《"$PD》（犆犾犪狏犻狊犛犻狀犻犮犪，犓犲狔狋狅犆犺犻狀犲狊犲）I¯=Y者犃狀犱狉犲犪狊犕ü犾犾犲狉
（１６３０？ —１６９４），/J«ÿ»¼，B;<!¦。 １６９７G，¨xò¶犆犺狉犻狊狋犻犪狀犕犲狀狋狕犲犾²(§×《"$P
D》，²r.¨ª;=½±。 PQ犇狅狀犪犾犱犉．犔犪犮犺， “犔犲犻犫狀犻狕犪狀犱犆犺犻狀犪，”４３７ ４３８．（d,e： 《./0f
-"L$%》，H１３７—１４７S。）
d,e： 《./0f-"L$%》，H６８—７７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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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國近事序》

./01“®6$”"=HIc《"Lâ�Ã》4./01W１６９７G°!�SV
AÐO=¯�söÐûkld�Y=Ãi。 ¯¯-|<>?@A¸m=《"Lâ�

t¡》，×¶4ÉÊ"LLz="#Y。① !�ôÆ，nop½ò/J“ÁV¨”，x!

¤5»ãF.=cd¦，-)g¹$J《0/*+!》。 ./01ä35òó(;�4

i]h，¨�òRoØÂÃ5L=»平條約，)LZèÓÀ$°"L-efô%.õ。

萊布尼茲與白晉

3dHIJb"L=|<SVA$%Énop½]，Ø"LMO|L，Ö&áb
《"Lâ�》，Wi´Î，��Tÿ"×=《nop½S》»no'ÉÐË./01。 T

�5g i�ÿ，¨»./0Ï�o×¦。１６９９G《"Lâ�》�ld，./01N

°no'É�WgS，¾î!$%SK=ª«$。 ��，4Äz(*+,¥·=Æ
ÇLÚW１６５８Gkl犛犻狀犻犮犪犲犺犻狊狋狅狉犻犪犲犱犲犮犪狊狆狉犻犿犪I¯，©"Ló(ÔW#ùÆ

２９５２G=)*，�)*ÔYgA，ôÅ"L$�Ø�+a。 ÆÇL×¶4ÑþÉÊ
《2±》»gAbef=g。 Å$%©ª«$q《2±�¶》，②gi)*�ÇCB®A

/0J�?��v,-ò¾=-.（狀狅狋犪狋犻狅狀狊），¿á4/0=\Ò，ÍÒzÍ-�Í

:z。 《2±》"=1253，ÀcW./01øsJyz（犫犻狀犪狉狔犪狉犻狋犺犿犲狋犻犮）=０-

１。 $%!ÐË./01=�"，°ø者=À½�4XÐ�，¨./01O¶5¢。

萊布尼茲與《易經》

犇犲狀犻犲犾犔．犆狅狅犽»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犑狉．gi!./01H�c6$《,"L

俞懿嫻　　利瑪竇、萊布尼茲與“禮儀之爭”

①

②

d,e： 《./0f-"L$%》，H１０６S。
67�：“8$$-"#$%&'”，《EÛ*+,õ�®ÝÞG"#$%&'LßÍà@ê》，H１１７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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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V》"?Ir4i]x=å，4úû¨³´=½9： ①

　　伏羲（犉狅犺犻）這中國最古老的君王與哲學家，已知事物起源於一

（狌狀犻狋狔，１）與無（狀狅狋犺犻狀犵，０），也就是他神秘的圖式透露某種類比“創造”

（犆狉犲犪狋犻狅狀）的事物，包含二進位算數，那是我數千年之後再次發現的，其

中所有的符號只有０和１。

ä./01�i，０-１×©ôak�?Tæz（０»１ôÅ，２4１０，３4１１，４4

１００，５4１０１，６4１１０，７4１１１．．．），:w“Ij”（“１”）�“2”（“０”）"a?，+,I@
（犮狉犲犪狋犻狅犲狓狀犻犺犻犾狅）。 ��TW$%=òq，®�XÝG©Æ"LgÛ?-¨=øsJy
zÀ�=-.î·。② 3ç©üm"LgþÛ?“Ij”=òÛ，²?äWD�=v�
vû，3N4./01i*+,“�»È”¤(=]x ¡。 cæ��×©¶《2±》©1
253ÐA，µvÕ;JøsJyz。 :０（1）»１（2）!《2》�i，v:w“Ü”“È”，

�2“2”-“Ij”。 ggCB®Aµv4I<Ê=>?+%ó´=î·，:¾;@'I
kTæ=,�V。③ Õ�./01©�¸¹《2±》"?TUV“j”=�Û，¯æ4Ã
lû/。 ¿Ã¨�*²¾¿b3IÉ，Õ�{,TWXV�<=“çØjÍ”（狉犲狏犲犪犾犲犱
狋犺犲狅犾狅犵狔），é�á�©!Ëv�iTH=“TæjÍ ／XV” （狀犪狋狌狉犪犾狋犺犲狅犾狅犵狔／

狉犲犾犻犵犻狅狀），¾V¤"LðìþÛ?�³´，Õ�-¨=ÌÍ4À×=，Ò44Ò�A=。

Ø)×�，pqÆÇL、øm�、$%øÄ¨>?@A�aÿ（犃狀狋狅犻狀犲犜犺狅犿犪狊，

１６４４—１７０９）�g=SÉÊ，./015¿ÚbÃ"L，Bä"LÌÍ-$%?À
c=úû。 �d¨²èÔ:�bSVAô:=“e�ô~”。

龍華民的《宗教論文》

Ñ�4¯�8!１６２２G»１６２５Gô:，"× 犇犲犆狅狀犳狌犮犻狅犈犼狌狊狇狌犲犇狅犮狋狉犻狀犪

中西哲學論衡　　第四輯　　２０１５．１２

①

②

③

犇犪狀犻犲犾犑．犆狅狅犽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 “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犔犲犻犫狀犻狕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１７．
犇犪狀犻犲犾犑．犆狅狅犽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 “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犔犲犻犫狀犻狕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狆．１６ １８．
Y者ä《2±》=g�，Vx ¡´§*»BÊ�=C/。 PQ´§*： 《2ÍîD》，ëì： $÷¯V，１９９９
G，H４—１２S；´§*：“°J-2±”，《2ÍîÈ》，ëì： $÷¯V，１９９６G，H１５０—１９６S；BÊ�： 《:
2E》，ëì： F5kl?GÌX，１９９６G；BÊ�： 《:2³ût$Ù》，)©： )©ð<klm，２００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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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狉犪犮狋犪狋狌狊I$，¥ä*+,"LðìÛ?“j”=òÛ=á|。 ¨²×ðì"Lg4

>�È者，��ì"LgÒ42jÈ者。 Õ�ÅxHX，"LgÒÆ�³ÓÔS·�

<。 ¯�8�¶IJcdV =SV¤5，Mb©ªKL。 １７０１G，¯�8©¯=

#&ý$M©|y!þ¸kl，¯yi犜狉犪犻狋犲狊狌狉狇狌犲犾狇狌犲狊狆狅犻狀狋狊犱犲犾犪狉犲犾犻犵犻狅狀犱犲狊

犆犺犻狀狅犻狊［犜狉犲犪狋犻狊犲狅狀犛狅犿犲犘狅犻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Nq《XVÈ

$》（“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犜狉犲犪狋犻狊犲”）］。

利安當的《傳教論文》

¯�84õT>?@AQï¥ä“�»È”=�O，Ä¨!m@A»t.@Aä

*+,=eb�iPv，Ä"IJì¶g�4#&ý<t.@A*ac（犃狀狋狅狀犻狅犱犲

犛犪狀狋犪犕犪狉犻犪犆犪犫犪犾犾犲狉狅，１６０２—１６６９）。 *acÚW１６３３G.b"LSV�G，�M

@'¶�¥“�»È”=¥·。 ôÅ¨W１６４９G�úb"LSV，W１６６９G`W2

+。 !¨`Æ×¦#&ý$=qM，¶m¨=SV±ó。 Y１７０１G©|$kl，y

i犜狉犪犻狋犲狊狌狉狇狌犲犾狇狌犲狊狆狅犻狀狋狊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狊犱犲犾犪犆犺犻狀犲［犜狉犲犪狋犻狊犲狅狀犛狅犿犲犐犿狆狅狉狋犪狀狋

犘狅犻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犕犻狊狊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犪¦$Nq《SVÈ$》（“犕犻狊狊犻狅狀犜狉犲犪狋犻狊犲”）］。 *ac

!¯"g¹"Lg4>�È者，QRSj³´，ÍB;��。

萊布尼茲與二論文

FÅ./01=Êg犖犻犮狅犾犲犚犲犿狅狀犱Ú°35Ù¯ÐË./01。 ./01W

4�×JH�c6$，ôÅSä犚犲犿狅狀犱�¨ä5$YbÈ，N×JH®cr�=6

$《È"Lg=TæjÍ》。① TÙ)3®c6$，Á!Dâ-“e�ô~”?½È¼。

!�=#Ä"Èø./01="L^:、ä*+,-“e�ô~”=bÈ、È°V2X

V、È"L±²"=“u”、“)½”-“Lj”�Û�ï;¶mô。

俞懿嫻　　利瑪竇、萊布尼茲與“禮儀之爭”

① ÓQW犇犪狀犻犲犾犑．犆狅狅犽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犲犱狊．，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狆．７５ １３８；"Q)Îßs：
《ËLÌÍÎÈ"L》，ëì： ô±klm，１９９９G，H６７—１３１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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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的中國印象

!《"Lâ�Ã》I$"，./01IèÔN¸¹ef-"L（犜狊犮犺犻狀犪）①4)u

a*!ã#5»=®;$m，ÅZ~�ÂG，ÒZ¨Ä:g8SÉ�T。 ¨oØ)@

%¬":UV=\Y，èÓ»�，Á«ã#&×。 Ùq¨ä"L-ef$mô:=

WXYJIYúa： ¨gi"�½L!äWTæ��=vß±,-�±)，!Ý\

_Z©øu$Í)，»ef¾ìZR。 !��=Ol、vÈÍ�、[ö、O)Í、\:

zÍ��、�Í���t�，"Laef5]I^。 "LgEWI�±,=wxÍ

（犲犿狆犻狉犻犮犪犾犵犲狅犿犲狋狉狔），:�*QR_ü=_Z。 ��“"Lg`ha�gWbc=

��，¿4kW2�，�4d:=”，!|��Í)²¿øef。② :!aivª、vð

aÖ)，"LgWeWefg。 ¿á!vðÌÍt�，�v�ö、Ö��Da9=Â

Ã³´)，Ú[eWef。 ÀaWÄ¨8'，"Lg=Í|¢ÄWz�ÌÀ»平-µ

¥m@ÂÃ，{�g�½U=fg ¡。③ ¥òefgTWXVvØ，�Ö´~，ÀÕ

ºm，×¶“gäg�i4hi”（犿犪狀犻狊犪狑狅犾犳狋狅犿犪狀）。④ �"Lg¯ó{j，îz

"k。 !"L，g��©ialm"k，#ÉefgmJnoIÑ=]F。 !平pô

:，~�ÀÕ{]，#��g®N。 qg»rgäÄ�]stÊ=Yz，[ÃWÑ?

eu=efg。 "Lgia?e，Ìõ�v¿OW�，ª~?PÖ=¶�。 5æ./

01Õi"LQRTUVz，gi"Lg¼;b�Ëa��ô�（3É4./01û

©TwÄ¶=ï;），¿Ã¨¸¹"Lg!vða9)，©V¡efg，“e4?*

WFÎa9=�： ²#4vðÌÍÑ;=±6，©ø�xÃq���=FJ———7

Í¿/¨�=_Z¶�。 cæ��Tÿ=zx———áq��ÃqÆ�;?=fga

9，�*ÆxÂÃ"L=SVAV¡���x�±»vðTæXV，#���ZÅk

V¡¨�çØXV=SVAI�。”�Jefg?TUV=�<3WÝô�，"Lg

中西哲學論衡　　第四輯　　２０１５．１２

①

②

③

④

34ûüýyO=“"L”。
./01gi"Lg¥cÄ、zu´~=:l¾2kWH´，×-´{=>?V¡Àú=。 ×�"Lg
¿4D�)|!>I=8'，Õ�VgJÆ£�|�_à，�Ò°¤}u者~a2�。 Q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
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犲犱狊．牔狋狉．犇犪狀犻犲犾犑．犆狅狅犽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犑狉．，狆．４６．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狆．４５ ４７．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狆．４５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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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Ëa´¼=8'，c<Ô�Ë=“²�9”。①

�d./01²ËGnop½´lb�。 �犎犲犱狉犪犲狌狊»犞犲狉犼狌狊6，¨Cªn
oä#^wxÍB;?ÎÏ。 ¤5、$%»Ä¨®J|LSVA（$2B®�þ）Á

oTV¨zÍ-Ä¨#^��。 ä./01�i，noN²4ÿª��¦=“ÌÍÎ
p½”（狆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犲狉犽犻狀犵）。 ÿª�Ú¶wx4ûè��ô�=��，���"'k。

��=Sj4¿v，ÂÃwx_ü，×����¿v=�°。 �no���Vwx，

�¿çV»ÿª�“ÌÍÎp½”=O:À-？② ./01�Ä¸¹no¦�=“ÁV
¨”，gi�ÅTUV!"L¿áÉbÁ�，Í<CTØS/=«×，×�ó(��。③

ÀaWef[µ�iXV�<�Ö´~，bm¿��<者，noXV¥Á=:l，�

ÄòC./01=V?。

萊布尼茲論利瑪竇與“禮儀之爭”

./01!《"Lâ�Ã》f，4i¸¹*+,=��，gi¨4BZDEHIJ
È"Lg�!ef=SVA。 JÅä、�åñ、øm�、ãF.、¤5、$%�æÄ�，

©ef�s��-|��&¢]，�Cpç�，©z*ÅaSV�±。④ !《È°J
=8�V》I$f，./01��5*+,?[Q，Ò|þoV"©TU¬òÉC/
ÿª��ÌÍÎ=²j，C/"L±²-¡Î。 #�¤¬�@（狋犺犲犃狆狅狊狋犾犲犘犪狌犾）p

q�²g�¥=I�¿�y=jÉµ��zÝ�i，V@2Æ{æä"Lp½-
ýjò´，×õ¨�42jÈ者。⑤ x�V@4�¯©ª"LV¬qji“u”，i“)
½”，�者©ª>?@A!Vn��p½�¯“¯u”=AB，Ú?ØWä"L$¢Y

�sIù=áÓ。 5æ"Lg=“u”×=4×Q?O°=u，:²?Y)·Ã者
（狊狌狆狉犲犿犲狉狌犾犲狉）=:³。⑥ jG¡Î³´XV)=:z，�¤¿çµ，²Ï?�6。⑦

俞懿嫻　　利瑪竇、萊布尼茲與“禮儀之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５１．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狆．５０ ５１．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５２．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５３．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６３．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６４．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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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Õ�¶¨4i�Ð*+,=SVtr，¾ä>?@AM÷b=}�?b

��。①

萊布尼茲論孔教

¡Î�者°V4�4I�XV？ 4I���？ 4“e�ô~”~ê=VxÈ¼。

!《"Lâ�Ã》f，./01¸¹"Lgä°J=�¯，4m@�T （犮犻狏犻犾

犮犲狉犲犿狅狀狔），¿4XV��。② !Høc6$《È°J=8�V》I$，./01sI

ù;w!，��XV4×äZ����、kgÄ�=�ñ。 ¿ÈTUV�.V，h?

3Ñ=�ñ。 :"Lg{°®，�者��ýj，�?Ãlô6，:TÙ)4:w�

=，×hY��ÂÃ�=�r，q¿)4“XV”。③ ú�"Lgi®�=)M'jV

�J，m¯×Q4©=g（犪狀狋犺狉狅狆狅犿狅狉狆犺犻犮）�º�=tr{��g=¿°，¾2¿

=gi®�=)M@Oõ，�É��=¾¿。 �«?4g´p²�`x� ú，:

²Ù(I!¶�äýj=¯:。 �ýj�]h=¡�Ëa（îÕ?��t!Q），

h@aËg4;=¢�。 3x¿4kWg-6�（犺狌犿犪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Ù(=�°，#

4Õik£|?=¤é；:"Lg¾¿g¨�Tÿ=)MÙ(?3�Ä�。 cæ�

;=²¿�r�>?@A¯�8、!m@Aøm�（犖犪狏犪狉狉犲狋犲）©ø|L�tSV

A（犉狅狉犲犻犵狀犕犻狊狊犻狅狀狊犻狀犘犪狉犻狊）ä��=3¥，:IxV@Ù(Ï?çrg×�*¾

3Ñ=ai，PÄ342�=�9Ö，N¿Z¶4f¦=。④

萊布尼茲與龍利論戰：龍華民的論點

H�c6$《,"Le�»XV》4./01!óÃ１７０１G¯�8�Y¥ä-

*+,I.SV=���»ôÅ¶aÄSV¤5=´I� （犃犾犳狅狀狊狅犞犪犵狀狅狀犻，

中西哲學論衡　　第四輯　　２０１５．１２

①

②

③

④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６５．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５１．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５７．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狆．６２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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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８—１６４０）=$[，ä�tÈü=bÈ。 $"×k¯�8g�V¤"Lg¾Ï?2

O°|?： �j、u¤»)M=òÛ，¨���=“)½”¾¿4TUV=j。 Äú，

ä"Lg�i，��õT“34”3Uv，ÄQ;q“v”———34��ví=TÙ°§
（狆狉犻犿犪狉狔犿犪狋狋犲狉），©øUæ©3（狋犺犲狆狉犻犿犻狋犻狏犲犲狋犺犲狉）Yiâ��°（狋犺犲狆狉狅狓犻犿犪狋犲

犿犪狋狋犲狉）。 �“v”Ù('kçz、��»Ä¨�Ë，“v”�»Uæ©3（�“N”） |，

x×+a“Xa”（犳犻狏犲犲犾犲犿犲狀狋狊，¨²QÝN）»�°Or（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犳狅狉犿狊）。 �者，�

µ¥½LôÔ，"LgN�ñj)（狊狆犻狉犻狋狊），¢)¾¿，Ñ�äu，ÄúäCÕ（狊犻狓

犮犪狌狊犲狊，©ª«¬F-9）ôj，Ä�äËEôj，Ä®äýj=j)。① 34j)

|i�I�ví，-D��Ô§，�ÑQRa]、��»TØ。 ¯�8W4s !，"

L$g42jÈ者，¨�À�D�4!Èæ}Ö（犮犺犪狀犮犲）"+a，�?�íÚ�}�

Ö，�?`Ô=)M@ObHIUv=®1（狋犺犲狏犪犮狌狌犿狅犳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

ô"。②

äW¯�8=ÈÉ，./01/øIJ!m@=j"$¯�（犇狅犿犻狀犵狅犕犪狉犻犪犱犻

犛犪狉狆犲狋狉犻，１６２３—１６８３）¥°G©½¾。 $¯�gi"LðgÛ�?¿j，“)½”�

4Äy。  ñ（mn）XÝGÆ（�4bn），Ðig��ñ=“¹p”（犆犺狌犿狋犻）。 ?4

"LÍ者óÃ*+,=qY，�:¨=¶|。 �*+,4Ñim�=g，¿×Zú¨

=È者¯�82�。 Å者4¦°±@1AË（犣狅狉狅犪狊狋犲狉）»"LÑðó=[µ)

*²DJ，¶@m¦3Ñ=f¦。③

萊布尼茲與龍利論戰：利安當的論點

:�It�，*ac¥�i¯�83t¤(。 ¨¶"L?�JÑÉ{¯=“¥|

俞懿嫻　　利瑪竇、萊布尼茲與“禮儀之爭”

①

②

③

"Lðì¾2“CÕ”ô¶。 ¡¯�8=ÆÅ$，《¼¯·³²》�´�*ÑiÙâ：“çC)F，É§W$
®，!µ¶¹·，©ZZÂ。 ¾-W)½，¸WCX，äWËE，�Wõj，öX¹。”:�º!�CBXFW
Ä®�»¼ô3½¾JË³， ¡ò¾u:=��，µ¹@L¿DÀÁ©øu$、Rv、g��\Y。 W4Õ
ÂJg�va)½=“-�”，xva9、、X"、X]、Ãi、Äi（Á9y）=“¸”（©M�¾¿，
¤Å´�Wu），IË、K©、]j=“ä”，¾Ø³ÔX�¹���（ÌÆÇ、¹�Ç、ÈÉÇ、JÊË、
ÌÍË）。 PQ²÷Î、BÊ�： 《〈¼¯·ÏD¯〉îû》，Ð2： Ñùð<klm，１９９５G，H２—２２S。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狆．６７ ７４．
°)*cY�"1b"L=±@1AË4./01ò$%S¼。 PQ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犲犱狊．牔狋狉．犇犪狀犻犲犾犑．犆狅狅犽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犑狉．，狆．９８，狀狅狋犲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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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犾犪狑犵犻狏犲狉狊），�°J、0，©ø“IJ!Òf#?$Ó=óg”（óJ）。 !�¨�

=dÔ，��、K}、GÁ、¾¿0�ñZ，Vi�W�XíÕRÌ°J¢¯。 �ÆÇ

L!１６５６GÌV 6¼d，éÖJ34vz。 X½�=íd!°JôÆ5�G，

#ÛØ³¥¦。 YW “)½”4?O]u=V%，Ð½Øô。 Ðdqk�S)
（犲犿犲狉犵犻狀犵狊狆犻狉犻狋狊），½dqÎ�S)（狉犲狋狌狉狀犻狀犵狊狆犻狉犻狋狊）；34S)I4“v”=Ö×

ó�。①

萊布尼茲與龍利論戰：萊布尼茲的反駁

ä)¼¶|，./01g�¥½¶，TU¬ÌÍÎ�!EÛÌÍÎ=?(者ý¥

¸Ø（犛狋．犆犪狋犺犪狉犻狀犲狅犳犃犾犲狓犪狀犱狉犻犪）d，²ä1(AÿË¶�¯:。 �æ"Lg?3

4S·e�，efgv2n�Ù。 ��]者!Wz?，�¿!�r。 Õ�Ix"L

gva�4iJ¶�ä®�»ýj=�¯?�，�2��`*N×。 Äú，!$¢

¿=zx¦，û©-Ñ"Lðì³´ÓO�x。 ./01�]h=4Ä"Tæj

Í=Õ:，²#4"Lg=)½»j)=¿ç:z。 �¤¯�8�¹°J=qYf

×©Úb2O°=Sjví©ø`Års=òÛ，²c2ÛW°J。 £O“Ü#X

¯”»《Ø!》²Ï?¶b34òÛ。② "L$gÅ42jÈ者，À�I@�aI4È

æ=}Ö，ixxÀ�?j)？ ixvaÀ½��r？ "Lg¿@��®�»ýg，

�2¨�gi3ÝÇ×©�Þ�´=j?。 5æ"Lg×Z»ðßàg（ÿª�Vz

者»%ÿáÍÅ）IÑ，°jhiD�)M，�者4Q!W�?��=S��°，�者

4!g`Å@O�)M;©=jý)NâJ（犪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狅犳犱犻狏犻狀犲犪狌狉犪）。 ./01

¿�g34h×Z4"Lg=´|，:B¿4?íî=È¼。 "Lg?×ZQRÌÍ

±yYSµ=¶�，:¿ã°"Lðg?½jý-Sj��=³´Y?*=C/。③

YW¯�8/ø“34”、“v”、“Uæ©3”»“Sj”�òÛ，Y~ÀcWTUV

�ÿª�Vz=“�JIí”（狋狉犻狀犻狋狔）=òÛ。 “34”4HIUv，“v”4îÕòÛ

中西哲學論衡　　第四輯　　２０１５．１２

①

②

③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犲犱狊．牔狋狉．犇犪狀犻犲犾犑．犆狅狅犽犪狀犱犎犲狀狉狔犚狅狊犲犿狅狀狋，犑狉．，
狆狆．６９ ７０．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７１．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狆．７１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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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Uæ©3（N）4:��ää，�者��=Sj，9Ö»+,Ø1

�a。 ¶�Ë�“v”'k，²#4¶“v”4�Tô>。 ²«ð"LgþÛ?J��

øÄ�TÁõTWj=òÛ，I4QR¶�=O)±yÌJ。① x�)*=CB®

AV¤��.>W“I”»“2”，x©jk�r+,×Q，ð"Lg?IRå¿Éæç

=jÍ，×�TUVÑ®;=¿v��±（犫犲犺犪狉狀犲狊狊犲犱）。 ×��ì"Lg¾¿úû

®�=��，¿�CB®AÕ?�./01�ékõ=øsJyz。② sô，Ix"

Lg�:)½4k£|?，4��、�T»��ô>，��õT¨（�2ð者），�?j

)Á¨�+,、)M¿°———34Y~-"Lg×a=Í¶¿ÀBÚN×。 ./0

1�ú5�*+,42Îm�=g，¨=SVtr�cÉb¸¹。③

萊布尼茲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

)¼~ÈôÅôaka�=¢|èg犖犻犮狅犾犲犚犲犿狅狀犱=¯�———���=《È

"Lg=TæjÍ》。 3¯�YW./01ÜD=�IG（１７１６G），×¶4¨�G

áÓ"LÌÍ=sWC。 5æ�;Ðk，²Ï?×�，B×Q¨ä*+,òÉ=�

�，©øä"LÌÍ=g�。④ ?Ï=4$"./01¡©½¾¯�8»*acÈ

É�r¼="L±²，³æ ¡5g=《È$》。 �r©ì¶�)¡Î=《Èy》、《"

8》、《X±》，©øì¶vÍ=mé2sö《�v;³》�²<iV。⑤ Ø�×Q，�t

¾Ï?¿�=±² ¡，I4äÀ�=±²?�³¿�=C/。

《È"Lg=TæjÍ》×¶4《,"Le�»XV》=�côê，Äx$?�：

（I） V¤efg�]h"LÌÍ"“TæjÍ”=ùP，�2ëëa�W"L=E�

e�。 （ø） È�½¾¯�8-*ac=ÈÉ。 （�） °?4bmvÍ=�Û».E

Tÿ=Í¶ |，�Ä©《2±》ÕøsJyzüm"L±²»ÌÍ-.E³´4À

×=，©�:Ùüm"Lg?“TæjÍ”=³´。

俞懿嫻　　利瑪竇、萊布尼茲與“禮儀之爭”

①

②

③

④

⑤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狆．７２ ７３．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狆．７３ ７４．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犠犻犾犺犲犾犿犔犲犻犫狀犻狕， 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犆犺犻狀犪，狆．７４．
PQ)Îß，《ËLÌÍÎÈ"L》，H４７—４９S。
Ä-./01Ö/øì�J、°JÎ»íî、¤Íç、´ï�gÿ�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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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æjÍ”（狀犪狋狌狉犪犾狋犺犲狅犾狅犵狔），»“çØjÍ”（狉犲狏犲犪犾犲犱狋犺犲狅犾狅犵狔）Àä，4

×¡g-Tæ±,-v��Z�+a=XV�<。 “çØjÍ”gi�<kWjä�

�çØÄ|!，4j=�²，ÃTWkTæ=±,。 �“XV”4“j”»“g”ô:=½

U；4j+,Jg，¿4g+,j，Õ�XV±,ÒõTg©�=kTæv?=uç

（狉犲狏犲犾犪狋犻狅狀）。 “TæjÍ”Ò°“j”hi“Tæ�°”=Iï;，�者4Ñ�´=ï

;，¾©v�ÈüÅ¹“j”|!。 Ñqy=4ý/^e（犛狋．犜犺狅犿犪狊犃狇狌犻狀犪狊）=“X

$Èü”（犉犻狏犲犠犪狔狊犃狉犵狌犿犲狀狋），©ÌÍÈüümj=|!。 /^e�d°TæÍ

（狀犪狋狌狉犪犾犾犪狑）��W!ËÍ （犿狅狉犪犾犾犪狑），h)½iTæÍ!Ë （狀犪狋狌狉犪犾犾犪狑

犿狅狉犪犾犻狋狔）=jýõ>，¡©-Ñg=ai4�-|v�、|*çz。① ;¢�i，“T

æjÍ”©XV�<kWg-=Tæz?、v�、>?|Ò-ÂÃ。 ¿�W“çØj

Í”á�ÜÝ©Ø�j=|!，“TæjÍ”ÒV¤j2ÛpéI¥TæÂÃ=ÜÝõ

ðñDg，äòTÿ�¥=�Ò。 �� ¡g-�Z��， |TæÍ-!ËÍ，×

�“TæjÍ”=Vxv�。 ./01(ieÀv�È=]ó»《¤jÈ》（犜犺犲狅犱犻犮狔）

=Y者，cæ©“TæjÍ”iÄÌÍxz。 c¨�¯*5g=《È$》C�"Lg©

“v”�“34”Yi+,uR�?=HIUv，/0>?ÂÃ=S�|Ò，'kñze

��XÎÍÒ��¿T��ã=!Ëôõ，cægi34�ÛÀcWTUV=“j”，

Í4I“TæjÍ”=í�。

“TæjÍ”©g-=Tæ±,-v�Åüj|!，cæ¸¹?Ik£|=Sj

ví，�j。 ¯�8�g"Lg?Sjví=òÛ，./01Ò×"Lg�«gi

“Sjví”¿Z�¡“�°”�|!，B¿Z�¹"Lgµ?“Sjví”=òÛ。 x

¡*ac�r《"8》BC[°J�¶：“LjôiË，Ä�ö*！ hô�÷Q，òô�

÷,，í��¿×P。 ¤u¦ôg，Zm�¢，©æ�。”Ä"“í��¿×P”ø，

ü°J©Sj（�j)）�!�?��，��Iù�¡SjÒ°½ï，�2Sjví¡

�¿ZÙ|。 x!�"Lg��=Lj，��TUV=S)（犛狆犻狉犻狋狊犪狀犱犌犲狀犻犻），!

Ä)Ö?Y´j)（狋犺犲狊狌狆狉犲犿犲犛狆犻狉犻狋）=�<，���=“u”»“)½”。 4Á×Q

"Lgµ?Sjví=òÛ。② x¯、*5g5�"Lg?“v”、“34”、“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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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PQÞßà，“1#-TæÍ”，《ÌÍ-$%》，H３８２o，ëì： ÌÍ-$%öWm，H２１—２２S。
./01²¶"LgÀ�®�»ýj4j)，-《ý±》"¶ú�=À�Wj=u¤I¢。 Õ�¿Z¶©
j)?(í#4�¹?Sjv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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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狌犿犿犪狉狔犝狀犻狋狔）、“)½”��Û，BÕ"Lg¿©34�Û?:�，N°ô-“�

°”�“N”DiI,，¶"Lg42jÈ»>�È者。 Y~"Lg¶��Ø“v”'

k，:¿Z¶Ø“j”（犌狅犱）'k。 �《¯±·:¯·IK》¶：“uhT�8h，uòT

�8ò”，°J¶：“gZû!，2!ûg”，×ü"Lg=“u”42�¿=。①

äW)¼ÈÉ，./01�¡:Òï=“34�”，�¡¯*øg�r《�v;³》

åøBC“vNI”�¶：“uRô:，?v?N”（yüø）、“���ÒIv，�v�k

IU”（¿Ëý）、“34ô�©i4Y者，i�vY"Yç，YSYþ，YjYë，Yö

�ö”（6ÿ）�，°“v”-“34”»¨“w�ÖZ”（犲狀狋犲犾犲犮犺狔）=�Û |。 ¨mµ_

;“v”»“N”=¿�，gi“v”4RSj，ì2�°Ð;，“N”¶4�°。 "Lg�

jG“v”、“34”�“)½”�Û³�³ZW�=�°，Åx©ô2�2�、2a]、2

��，�¿TÀ!"？ x¡《�v;³》åøBg“Lj”，yüi：“N²，uRô:2

2N”，3“N”¿I4“�°”，Í4�ßà、ª«$=犘狀犲狌犿犪，犛狆犻狉犻狋狌狊，4×?a]=

)N（犪犻狉）。 YW¶“LjI4Nêé^õ者”、“Lj�Iv”，ç¶m“v”4��=v

í-S�|?（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犪狀犱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犅犲犻狀犵狅犳犪犾犾狋犺犻狀犵狊），²#4“w�ÖZ”，4

?VÖ�、�¿�?ÃaÖ-�)M者。 “v”©“N”��°+,Uæ=“w�ÖZ”

（狋犺犲狆狉犻犿犻狋犻狏犲犲狀狋犲犾犲犮犺狔）�v°Y±=�°，©�OÐSj»j)=#ÐUv。 Y

W¶"Lg©“u”2�2i，:�ua?Î，³æÂ¡Òæv��a，�2¤d.:。

�¶ç¯Ø"Lg?I��ÂTæP�»@¥»$（犪狆狉犲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犲犱犺犪狉犿狅狀狔）�

a=òÛ，ì2>�È=÷:。 YW¶“2!ûg”，�á°J!�4°“!”hi“H

IUv”，Ö4“\:ÍÒ”。 efg²@¶“|Í¿g�g”，vÍ|（犾犪狑）ôÆ2%�

ô:。 sô，¯*5g&ô¦û"L±²，�i;ÿTÀ!"。

W4./01s ¶，"Lg?��íî=TæjÍ，Ñ´�ú4HIUv，�

v、34�)½。 Hø�ú�Ä¦=“j”（狓犻狀）、“õj”（犜狌狀狓犻狀）、Lj（犓狌犲犻犡犻狀）。

H��ú�g=)M，"Lgq“M” （犎狅犲狀）、“'M” （犑犲狌犎狅犲狀）、“WM” （犛犻狀犵

犎狅犲狀），»`Å�N=“(”（狆犲）�。 Ø�×Q，"Lgµv?)M¿°=òÛ。 5æ

"LÍ者Ï?mµ/b`Å)*、)un�¦Rq=»¼，:¨�/b“+M”，×¶4

¯É*s=)M=I�,:。 $F，./01�ú/ø《2±》=123:wî·-¨

=øsJyzÅ|-T，×ü"LgþÛÂ?3<Zû“D�ô�”=�yî·。

俞懿嫻　　利瑪竇、萊布尼茲與“禮儀之爭”

① ¯�8¾ã»"LÍ者©µ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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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與結語

犕犻犮犺犪犲犾犅犻犾犾犻狀犵狋狅狀!Ä《*+,，®;'(»“e�ô~”=úû》 （“犕犪狋狋犲狅

犚犻犮犮犻，狋犺犲犌狉犪狀犱犇犲狊犻犵狀，犪狀犱狋犺犲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狅犳狋犺犲‘犚犻狋犲狊犆狅狀狋狉狅狏犲狉狊狔’”）I$，bw

HIJ!BCDEFõ�SV=>?@A*+,（犕犪狋狋犲狅犚犻犮犮犻，１５５２—１６１０）øÄ

�r�=“e�ô~”d，g�/øVXÅä�-øD（犘狅狆犲犑狅犺狀犘犪狌犾犐犐）ÚW２００１
G，#V ÃÔ-"L=½U)�m=f¦!.。 VXv�5/*+,j"4：“#

t-ãt、ef$_ÎÎ$%-"L$%、ðì®;"L$m»efD�ô:=0&

õa。”①犅犻犾犾犻狀犵狋狅狀Ùq¶：

　　利瑪竇的角色絕不止於他的生前。他的觀念已是所有想要建立歐亞

人民真誠關係———基於理性的原理———的努力的核心。……利瑪竇守著

這個原則，該原則在他死後的中國盛行了百餘年，直至教會內部的分裂鬥

爭成功地讓教廷反對他的觀念。……這歷史的黑暗一頁，所謂“禮儀之

爭”……，這是最恰當的時刻，教宗深刻地瞭解他個人在這文明危機之際

的使命，能回歸利瑪竇，視他為文化對話的普世楷模。

5æÙ$äW犅犻犾犾犻狀犵狋狅狀�g=ÂÃ¥·��9=:l，:BB;g�¨ä*

+,=b�。 -��d，./01=7Ä5æ!cdì2��，!3�d°²�Ñã

C��]h1¾。 5æ��¿Ò�³�:./01ä"LÌÍ=C/（�°“v”�

�“)½”�），:ÒÆ¸¹¨=SDSj（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狊狆犻狉犻狋）»R`¥Á»û=: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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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5?P1�ã，:¾2�¶!Íà2�)，��-IÂÃ3º?½。 犕犻犮犺犪犲犾犅犻犾犾犻狀犵狋狅狀，“犕犪狋狋犲狅
犚犻犮犮犻，狋犺犲犌狉犪狀犱犇犲狊犻犵狀，犪狀犱狋犺犲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狅犳狋犺犲‘犚犻狋犲狊犆狅狀狋狉狅狏犲狉狊狔’，”犈狓犲犮狌狋犻狏犲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犚犲狏犻犲狑，
犖狅狏．，９，２００１（犺狋狋狆： ／ ／狑狑狑．狊犮犺犻犾犾犲狉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狉犵／犳犻犱＿９７ ０１／０１３＿狉犻犮犮犻＿狉犻狋犲狊．犺狋犿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