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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力東漸下的晚清身體世界 

第一節  想像他者：西方人的怪異身體 

1997 年美國史家柯文（Paul A. Cohen）以後現代史學的觀點，重新詮

釋發生在世紀之交的義和團事件。在他的筆下，義和團事件一分為三，不

再化約為單一的面貌，歷史學家根據有限的史料所重塑的歷史，與另外兩

條認知歷史的路徑──當事人親身經歷的回憶及為特殊政治目的而服務的

政治神話，總是格格不入、時有矛盾，雖然柯文承認三者之間並不存在涇

渭分明的界線，但其分析方法和依據的歷史資料卻是大不相同。
1 

發生在 1840-1842 年間的鴉片戰爭，也和義和團事件一樣，有著一段

如同史家顧頡剛形容古史辨運動所言「層累造就的歷史」
2 的過程，它之

所以被賦予扭轉歷史的里程碑意義，很大部分是來自於此後一連串西方列

強堅船利礮步步進逼下清王朝的崩潰，而不是這場戰爭對古老中國所帶來

實質上的影響；
3 鴉片戰爭彷彿是那隻不小心誤觸潘朵拉盒子的手，在開

                                                 
1
 在 20 世紀中國人既追求又抗拒西方文化的痛苦歷程中，義和團無疑具有獨一無二的象徵意義，

既是抵抗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先鋒，又是反對西方一切科技文明的堅定排外主義者。在日後不同

的時代裡，各種犬牙交錯的黨派勢力都能從義和團的歷史中汲取養分與能量，獲得政治或宣傳上

的利益。例如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義和團被五四知識分子視為野蠻、無知的排外象徵，20 年代反

帝浪潮高漲的國民革命期間，義和團又被看做是愛國主義的人民典範，到了文化大革命階段，讚

揚義和團的反帝反儒神話達到了最高峰。參見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reface. 

2
 顧頡剛，〈序言〉，《古史辨》(上海：上海書店，1992 年)。 

3
 事實上，越來越多的史家認為，19 世紀西方的軍事威脅無論就其強度、範圍以及持續時間，都

根本無法與中國內部的軍事挑戰如太平天國起義相提並論。鴉片戰爭在經濟與軍事上的衝擊是如

此的微不足道，以致它被巧妙的形容成是「大象耳朵裡的一個跳蚤。」Paul A. Cohe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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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盒子的當下，沒有人知道會產生如此巨大的骨牌效應。歷史學家藉由重

繪史實的後見之明，以「西方衝擊」與「中國反應」的兩個概念，根據日

後的歷史發展將鴉片戰爭定義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雖然早有論者質疑此

一理論架構的有效性，但鴉片戰爭仍舊被牢牢地視為開啟中西交流新頁與

中國從傳統走向近代的分水嶺。
4 正如親身參與五四運動的孫伏園，在五

四運動三十週年時發人深省的回憶：「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是越來越模糊

了，但五四運動的歷史意義卻是越來越清楚了。」這段話可能同樣地適用

於鴉片戰爭。  

是鬼不是人──驅逐異類的戰爭 

在官方文獻與歷史學家的記載中，這是一場針對毒品走私與貿易糾紛

所引發的中外戰爭，但從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描寫 1839-1861 年

間廣東地區社會動亂的開山之作裡，對絕大多數的地方人士來說，這更像

是一場驅逐「他者」與異類的種族戰爭。
5 自中西交流以來，中國人以「洋

鬼子」、「鬼奴」、「番鬼」、「島夷」、「碧眼夷奴」、「紅毛番」等來稱呼英國

人，這類充滿敵意與誤解的言論在鴉片戰爭時期達到了最高峯。首先，最

令中國人感到恐懼的是英人奇特的外表，慘白的膚色、赤色的頭髮、藍綠

色的眼珠、高鼻深目與緊身的服裝，都與中土人士迥異。在一位廣東士人

眼中，英國人的特徵是「鷹嘴貓睛鬚髮赤，錦纏花腿到腰身」，
6
許多人深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p.125. 

4
 關於 1950-60 年代美國史學界盛行的「中國對西方之反應」理論架構的研究反顧與反省，最重要

的分析是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pp.11-67. 

5
 Frederic E.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45. 

6
 汪仲洋，〈庚子六月聞舟山警〉，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台北：廣雅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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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洋人的貓眼，使他們畏懼陽光，到了中午的時候必須躲在室內無法睜開。

7 甚至有「凹睛綠眼性雄猜」的說法，
8 從外表的詭異推衍到性格的多變；

洋人的服裝與語言也和中土迥異：「詭裝競怪怪，蠻語矜諓諓」。
9 而在中

國人的想像世界裡，洋人「深目高鼻、高隼碧眸、淨鬚捲髮、眉鬚皆赤」
10 

的模樣，不免讓人聯想到民間信仰地獄觀裡的妖魔形象，於是有「白者乃

真鬼，語音類禽鳥，脛長面多毛，眼綠疾顧瞭。」的指證。
11 不過在鬼怪

的世界裡，仍然有「貴賤區黑白」
12 的膚色等級之分：「白者寒瘦如蛤灰，

黑者醜惡如粟煤」，
13 中國人還是分辨得出白鬼與黑鬼的優劣：「黑都為奴

白者主」。
14 

對於西方人似人似鬼的外表，除了瀰漫著恐懼與疑惑的感受外，一直

以衣冠之國自許的中國人，更以建置完備、自成一格的審美觀來嘲笑及諷

刺英國人的生理特徵。廣東地方士紳張維屏在影響深遠的三元里事件後，
15 

                                                                                                                                               
年），上冊，頁 248。 

7
 原文是「睛色碧，畏日光，卓午不敢睜視。」同上註，頁 249。 

8
 薩大年，〈荔影堂詩鈔〉，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 159。 

9
 朱葵之，〈妙吉祥室詩鈔〉，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 222。 

10
 汪文臺，〈紅毛番英吉利考略〉，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冊（台北：廣雅出版

社，1982 年），頁 1087。 

11
 賀德宗，〈拜經堂詩集〉，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 190。 

12
朱葵之，〈妙吉祥室詩鈔〉，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 222。 

13
 魏源，〈古微堂詩集〉，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 53。 

14
 汪文臺，〈紅毛番英吉利考略〉，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冊，頁 1090。 

15
 關於三元里事件的詳細敘述，參見 Frederic E.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 pp.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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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詩道：「中有夷酋貌尤醜，象皮作甲裹身厚。」
16 在流傳鄉里的通俗文學

與民間戲曲中，對於外國人的譏諷也是從未止歇，例如以風行的曲牌「嘆

十聲」所寫下的小曲：「洋鬼子進中國嘆了頭一聲，看了看中國人目秀眉清，

體代人情衣冠齊整，外國人中國人大不相同。洋鬼子照鏡子嘆了二聲，瞧

了瞧自己樣好不傷情，黃髮捲毛眼珠兒綠，手拿著哭喪棒好似個猴精。」
17 

憑藉著天朝上國的文化優越感，中國人向來缺乏的想像力在西方人怪

異的生理特徵上得到補償的機會，英國人千里迢迢來到中國，原以通商為

目的，所需的中國物品以絲綢、茶葉、大黃為大宗，當時不論官員士紳或

是下層百姓，普遍都堅信茶葉、大黃是英人存活必要之物，一旦斷絕，即

有瞽目塞腸之患，廣東巡撫鄧廷楨曾在鴉片戰爭前夕，通諭各國夷商：「照

得天朝准予各國通商以來，垂二百年，深仁厚澤，義利無疆，而內地茶葉、

大黃二項，為爾外夷必需之物，生死所關，爾等豈不自知，是天朝本不必

通市，而爾各國能一日不通市否？」
18 署名廣東義民的告英人說帖也說：「我

天朝茶葉大黃，各樣藥材，皆爾狗邦養命之物，我天朝若不發給，爾等性

命何在！」
19 根據王爾敏所作的統計，至少有二十名官員士紳留下類似的

記載，甚至包括林則徐、夏燮、劉韻珂等較具經世思想的開明之士，也毫

不懷疑茶葉、大黃是西洋人賴以維生所繫。
20 

除了身體機能的缺陷外，許多中國人還從英國人的高大身軀與緊身服

飾，信誓旦旦地宣稱英國人的膝蓋無法彎曲，不能在陸地上奔跑跳躍，在

                                                 
16
 張維屏，〈松心詩集〉，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 1。 

17
 佚名，〈外國洋人嘆十聲〉，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 322。 

18
 文慶等修，《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 4（台北:文海出版社，1970 年），頁 30。 

19
〈廣東義民斥告英夷說帖〉，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冊，頁 1172。 

20
 王爾敏，〈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理解及衍生之新觀念〉，《中國近代思想史論》（台

北：華世出版社，1982 年），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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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上被擊倒後即無法再輕易爬起。在一篇嚴肅探討英國風土民情與歷史

地理的〈紅毛番英吉利考略〉中，對英國士兵的形容是「腿足糾纏，難屈

伸，一撲不得起，故往往挫衂。」
21 文人汪仲洋亦有類似看法：「英夷之腿

極長，青布裹纏，直立，不能超越騰跑。」
22 除了一般百姓與地方士紳普

遍有這樣的誤解外，身負軍政大權的欽差大臣林則徐也深信英國人直挺挺

的雙腿，無法上岸作戰，林則徐曾上奏道光皇帝：「且夷兵除槍炮之外，擊

刺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不便，若至岸上，更無

能為，是其強非不可制也。」
23 節制東南軍政的兩江總督、欽差大臣裕謙

數次形容英國人是腰硬腿直，可以一擊便倒。
24 當這些怪異的身體想像變

成深信不移的信念時，似乎已為鴉片戰爭的災難性後果埋下毀滅的種子。  

將英國人予以妖魔化的證據，除了反映在生理特徵與身體機能的扭曲

外，還可從戰爭過程中所留下的一些過去不為人所熟知的資料裡略窺一

二。1841 年 1 月 27 日，中國正式對英宣戰，道光派御前領侍衛內大臣奕

山為靖逆將軍，調集華南各省綠營兵丁約一萬人馳赴廣東平定亂事，從 2

月到 5 月，在長達三個月的備戰過程中，奕山的對戰法寶是大量收集糞便、

狗血等物，以破英軍之妖術。
25 另外，在阿英（錢杏邨）所編的《鴉片戰

爭文學集》中，收錄許多快要佚失的詩詞、小說、戲曲與散文，其中有一

篇徐時棟所寫的〈偷頭記〉，在風格與體例上，與蒲松齡的《聊齋誌異》極

                                                 
21
 汪文臺，〈紅毛番英吉利考略〉，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冊，頁 1090。 

22
 汪仲洋，〈庚子六月聞舟山警〉，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 249。 

23
 中山大學歷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林則徐集──奏稿》（北京：中華書局，

1984 年），頁 36。 

24
 裕謙曾上奏道光：「查英夷腰勁腿直，見該國王向無禮拜，嘉慶年間入京，即因夷使不能拜跪，

驅逐回國，是其明證。」參見文慶等修，《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 4，頁 91。 

25
 參見梁廷枬，《夷氛紀聞》(台北：文海出版社，出版年不詳)，頁 41。夏燮，《中西紀事》，第 2

卷(長沙：岳麓書社，1988 年)，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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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似，文中敘述道光二十一年八月，英軍攻陷寧波，潰敗的清軍在無計

可施的情況下，正巧有一名前科累累的神偷即將問斬，清軍將領舒垕庵刀

下留人，交換條件是要他發揮神偷的異稟，改偷英人的頭顱，還訂下鬼頭

的價碼，白鬼是黑鬼的兩倍，接連數日，神偷使用各種神出鬼沒、匪夷所

思的手法，偷下數百顆英人的頭顱，最後的結果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英軍倉皇逃離寧波。
26 從收集穢物破除英人的妖術，到運用樑上君子的旁

門左道斬妖伏魔，與其將其輕易地歸咎於迷信與無知，不如說在當時中國

人的思維世界裡，這確實被絕大多數人認知為是一場驅逐他者與異類的人

鬼戰爭。  

是人？是鬼？──嚴夷夏之防 

鴉片戰爭結束後，中國人對西方人的妖魔化想像仍然持續著，對挑起

戰端的英國人，憤怒與嫌惡的情緒更在民間漫延。1842 年南京條約簽訂後，

英國人認為依照條約規定，他們有權力進入開放通商的五個港口，然而自

三元里事件後排外意識高漲的廣州人民始終堅決抵制英人的入城，並且引

發一連串由士紳所領導的集體抗議事件，其中最大的風暴有兩次，第一次

是在 1841 年 9 月 16 日，廣州知府余保純，這位在三元里事件中曾秘密向

英軍付出高額贖款以贖回廣州城的地方官員，事後被民眾看作是卑躬屈膝

的漢奸，在省城府試中擔任主考官，南海、番禺等縣的考生見到余後集體

罷考，高喊：「我輩讀聖賢書，皆知禮義廉恥，不考余漢奸試。」考生們向

余保純丟擲硯台，把他狼狽的趕出考場，雖然南海、番禺縣令都曾出面安

撫，但考生們堅持，余保純必須辭去知府之職，最後，余保純不得不辭去

職務，至於嚴重違反科場秩序的罷考士子，則沒有受到任何的追究。第二

次是自鴉片戰爭後一再拖延英人入城的兩廣總督耆英，在英人強大的壓力

                                                 
26
 徐時棟，〈偷頭記〉，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冊，頁 1305-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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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不得不宣布 1843 年 7 月廣州城將開放讓洋人進入，耆英顯然低估了廣

州地區如排山倒海而來的排外民氣，此一決定公布後，引發士紳結合民眾

的大規模請願、張貼告示反對外人進城及集會抗議等活動，最終耆英還是

屈服在激烈的民意壓力下，取消開放洋人入城的告示。
27 這幾次嚴重牴觸

清廷統治權威的抗議事件，地方官府之所以選擇讓步，是因為請願士紳掌

握了合法性，騷動的一方認為這些官員違背了孔子「嚴夷夏之辨」的精神，

他們的舉動只是在替失職的清廷執行更高的儒家準則。廣東民眾反對英國

人進入廣州城，不只出於對他者與異類的畏懼，更重要的是在傳統中國人

的種族觀念裡，文化、種族與地理空間是緊密結合的對應關係，中國被置

於世界的中心，外圍則是文化落後、與禽獸無異的四夷。
28 如果讓英國人

進入象徵華夏門戶的廣州城，那根據儒家經典所建構出來的族群界線，將

會產生紊亂的後果，也是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士人在信仰上的一種背叛；

此外，傳統中國空間秩序的嚴謹與繁複還不止於區隔種族的量尺，1830 年

4 月及 1842 年 12 月，英美婦女兩度違反規定踏入劃給洋商居住的商館地

區，幾乎釀成全面停止通商的軒然大波。
29 英國人可能無法理解，他們正

踏入一個以地理空間來嚴格定義種族、性別與文化秩序的古老國度。  

鴉片戰爭時期大量出現的妖魔化西人的言論，幾乎都是文人士紳所留

下的記載，究竟在他們的思維邏輯裡，這是出於傳統儒家「嚴夷夏之辨」

思想的延續，還是戰爭中對敵人的一種誇大的文宣攻擊？要回答這個問題

也許必須把觀察的時序拉長，在整個十九世紀中西交流的長河裡，中國人

                                                 
27
 Frederic E.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 

pp.72-78. 

28
 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5-18. 

29
 Frederic E.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 

pp.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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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接觸西方人之時，印象最深刻也最難以理解的就是其怪異的身體特徵，

值得注意的是，不論是官員士紳或平民百姓，他們的反應與看法都極為類

似，換言之，這個妖魔化的印象是由上下階層所共同建構的結果。
30 當時，

與西方人接觸最頻繁的是站在第一線的外交官員，林則徐在與洋商幾次會

面後，於 1839 年 7 月 26 日的日記裡記下他對英國人的觀感：「惜夷服太覺

不類，其男渾身包裹緊密，短褐長腿，如演劇扮作狐、兔等獸之形。……

其髮多鬈，又剪去長者，僅留數寸，鬚本多髯，乃薙其半，而留一道鬈毛，

驟見能令人駭。粵人呼為鬼子，良非丑詆。」
31 

1848 年，福建巡撫徐繼畬在辦理洋務之餘，花費五年光陰，發奮寫下

當時中國最完整的一部介紹世界地理的著作《瀛環志略》，徐繼畬描述歐洲

人的外表是：「歐羅巴之人長大白皙，隆隼深眶黃睛（亦有黑睛者），鬚多

連鬢，或繞頰，有條直似中土者，有拳曲如虬髯者，有全薙者，有全留者，

有分別留髭髯如中土者，不關於老少也。髮留二三寸許，長則剪去，與髮

多黃赤色（明季稱荷蘭為紅毛，近年稱英吉利為紅毛，皆因其鬚髮之黃赤

然，歐羅巴人皆如此，非獨兩國為然也）。間亦有黑色者（髮黑者睛亦黑），

女子髮與睛亦然。」
32 《瀛環志略》算得上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書中

對地球五大洲各國的介紹頗為精確，作者對人種的敘述也頗似民族學者，

以客觀的筆調記錄白種人的生理特徵。徐繼畬和同時代的魏源對於世界地

理的描繪，在某種程度上動搖了屹立二千年的華夏中心觀，中國只是五大

洲諸國中的其中一國；不過，徐繼畬的一隻腳雖然已經踏入世界的版圖，

另一隻腳卻還停在傳統思維的泥沼，他仍然相信西方人「居中土久則鬚髮

                                                 
30
 Jorome Chen, China and the West: Society and Culture,1815-1937 (London: Hutchinson, 

1979), pp. 59-60. 

31
 中山大學歷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林則徐集─日記》（北京：中華書局，

1984 年），頁 351。 

32
 徐繼畬，《瀛環志略》（台北：華文書局，1968 年），卷 4，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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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睛漸變黑，其男女面貌亦而半似中土者。」
33 再次印證中國人的種族觀

念與地理空間的對應關係，洋人未開化的外表在經過天朝文化的洗禮後，

將會逐漸改變為接近漢人的特徵，使他們更具備「人」的特質。  

是人也是鬼──善惡並存的身體 

1860 年北京條約簽訂後，中國的大門被迫更加敞開，隔年新成立的總

理各國事務衙門開始派遣外交使節出訪萬里之外的異邦，許多中國的外交

使節都曾為此留下珍貴的文字記錄，當他們遇見白種或黑種人時，每個人

的反應都是被嚇壞了。1866 年漢軍旗人斌樁率同文館學生一行五人前往歐

州十一國遊歷，途中斌樁在錫蘭看到沿街拉客的妓女「搴帘倚門，螺髻絳

裙，面如淡墨色，見客過，笑靨露齒，赤足駭人。」
34 1868 年中國第一個

外交使團抵達美國，其中的團員志剛為這次的劃時代之行，留下《初使泰

西記》一書，當他途經巴拿馬看到黑人：「望之不似人，初駭怪，而又可笑

也。」
35 隨同斌樁一同出訪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先後共出國八次，每次

都寫下一部日記體裁的見聞錄，算得上是中西交流史中，留下最多遊歷文

字的涉外人員，他在抵達美洲時，發現墨西哥人「男女老幼，望之如鬼，

駭然可畏。」
36 對美洲印第安人的印象則是「面有如鐵……穴居於野，攫

獸為食，面塗五色，身著翎毛。」
37 當張德彝 1876 年隨同駐英公使郭嵩燾

                                                 
33
 徐繼畬，《瀛環志略》（台北：華文書局，1968 年），卷 4，頁 9。 

34
 斌樁，〈乘槎筆記〉，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台北：廣文出版社，1962 年），第 11 帙，

冊 55，頁 43。 

35
 志剛，〈初使泰西記〉，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 11 帙，冊 56，頁 108。 

36
 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年），頁 46。 

37
 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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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倫敦時，見到非洲使臣「皆鐵面銀牙，望之生畏。」
38 值得一提的是，

誤解並不只存在中國人身上，西方人也對遠道而來的中國使臣充滿了好奇

心，由於使臣腦後的辮子與類似裙子的長袍，常會被誤認為是女性，張德

彝在俄國聖彼得堡參觀市容時，曾被幾個俄國小孩圍住高喊：「快來看中國

婦人」，引起街上一陣騷動；張也在遊記中抱怨，由於長袍、辮子和沒有鬍

鬚的緣故，他經常得要向外國人解釋他的性別。
39 

十九世紀的中外關係是一條雙向的道路，清廷除了派遣使節認識陌生

的世界，西方的傳教士更是絡繹不絕地想要進入這個還沒被基督教信仰解

救的古老國度，越來越多的民眾開始有機會親眼見到高鼻深目的外國人，

在中西交流的歷程中曾扮演蓽路藍縷的開創者容閎，1835 年七歲的他在澳

門初見傳教士郭士立牧師（Rev. Charles Gutzlaff）的妻子，被洋人奇異的

外表嚇得全身發抖，這場會面在他的心靈中肯定產生巨大的衝擊，六十多

年後，已屆耄齡的容閎還能在回憶中清楚的描述當時的情景：「時方盛夏，

衣裳全白，飄飄若仙，兩袖圓博如球，為當年時製，夫人御此服飾，乃益

形其修偉，予睹狀，殊驚愕，依吾父肘下，逡巡不前，雖夫人和顏悅色，

終惴惴也。」
40 

居住在山東淄博的下層婦女寧氏，也對初見洋人的恐懼與驚嚇歷歷在

目：「我第一次看到外國人，我還很小，大概是六、七歲。當時我怕極了，

躲到地上，用雙手蒙住臉。我蜷縮著，不敢向上看，直到人家告訴我他已

經走了。……外國人長相奇特，身上穿的衣服，天底下沒見過這樣的東西。

                                                 
38
 張德彝，《隨使日記》，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 11 帙，冊 57，頁 246。 

39
張德彝，《航海述奇》，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 11 帙，冊 55，頁 69。 

40
 容閎，《西學東漸記》，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料叢刊正編》，第 95 輯（台北：文海出版社，

1966 年），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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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最怕人的，還是外國人的眼睛，這麼深，這麼凹進去。」
41 來華的

外國人常會遭到警告與提醒，當中國人批評他們可怕又醜陋的相貌、奇形

怪狀的衣服、畸型的身材與難聞的體味時，不要感到太過驚訝，因為不管

任何階層的中國民眾，看到洋人的反應都是匆忙躲入屋內，婦女尖聲叫喚

小孩，把門緊緊關上；來不及躲進室內的人，則遠遠的藏在一邊，張大著

嘴、瞪大眼睛看著洋人離去。
42 

隨著中國門戶的敞開，中西交流日益頻繁，尤其通商口岸租界的普遍

設立與傳教士的深入內地，對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人來說，外國

人已不再是遙不可及的《山海經》裡的人物；進入二十世紀後，妖魔化西

人的言論迅速退潮，即使是最保守的人士也不再重複這樣的陳腔濫調。雖

然在中國人的常識體系裡不再相信洋人無異於妖魔的看法，但它卻可能轉

移到另一個不容易察覺的思維模式裡。出生於 1889 年的蔣夢麟在他著名的

回憶錄《西潮》裡說道：「在我的心目中，外國人是半神半鬼的怪物，很像

三頭六臂的千手觀音，三隻手分別拿著電燈、輪船、洋娃娃，另外三隻手

分別拿著巡棍、手槍、鴉片。從某一邊看，他是天使，從另一邊看，他卻

是魔鬼。」
43 蔣夢麟在美國留學六年，應是清末民初最深入瞭解西方文化

的知識分子之一，在他的理智思維裡，十九世紀中國人對西方人怪異身體

的描述，同樣是荒誕不經的愚昧言行，不過，在象徵與隱喻的意識層次裡，

蔣夢麟還是無法正常的看待西方人，他依舊是那個充滿奇幻能力的異類，

只是多了一個天使的面具。  

誰是人？誰是鬼？──東方主義 
                                                 

41
 Ida Pruitt 著，廖中和、張鳳珠譯，《漢家女》（台北：學生出版社，1993 年），頁 11。 

42
 何天爵（Holcombe Chester）著，鞠方安譯，《真正的中國佬》（北京：光明日報，1998 年），頁

80-86。 

43
 蔣夢麟，《西潮》（台北：世界出版社，1966 年），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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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國人對西方人的妖魔化想像，諸如沒有大黃茶葉，洋人就

會腸塞眼瞎、命在旦夕；洋人的長腿無法彎曲，一擊便倒，無法上岸作戰

等等。今天聽來不啻是天方夜譚，二十世紀以來的中國人在科學主義與進

步史觀的影響下，想起清廷的喪權辱國，一股憤懣之情，油然而生，愚昧

落後、荒謬無知等帶有濃厚價值判斷的負面形容詞幾乎成為批評古人知識

的標準用語。
44 比起被污名化的西方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知識分子看待

孕育這些古怪言論的中國傳統，更顯得義憤填膺、澎湃激昂，恨不得全盤

掃 進 垃 圾 桶 裡 ， 對 此 ， 林 毓 生 以 「 整 體 性 的 反 傳 統 主 義 （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來形容其思想模式的基本特徵。
45 

直到今日，絕大多數的研究者還是停留在五四一代所預先畫好的思維

框架，以古人本來就不可能具備的近代西方科學知識來苛責古人。愛德華．

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提醒我們，十八

世紀以來西方人所認識的東方，其實是一批鑽研東方的學者專家所假設、

想像與建構出來的意象世界，與其說是自然的事實，毋寧說是人為的製造。

46 東方主義的理論太過繁複，在此無法細論，但阿里夫．德立克（Arif Dirlik）

將東方主義的理論運用到中國研究後，發現不是只有西方人才有製造東方

學的問題，清末民初深受西方觀念洗禮的知識分子，將西方人對古老中國

的觀感，如野蠻、停滯、保守、落後等，幾乎是照單全收、不分良莠地再

重覆一次，他形容這是「東方人的東方主義」；換句話說，接受西方教育的

新式知識分子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批評，其實是不自覺地在進行自我東方化

（self-Orientalization）的動作，最終，是將歐美人士眼中的中國概念，融

                                                 
44
 王爾敏，〈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理解及衍生之新觀念〉，《中國近代思想史論》，

頁 5-6。 

45
 關於五四時期「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詮釋，見林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識的危機：“五

四＂時期激烈的反傳統主義》(貴州：貴陽人民出版社，1986 年)。 

46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1978), p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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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國人的自我形象之中。德立克認為薩伊德所闡釋的東方主義，其中最

缺乏的就是在製造東方學知識的過程中，忽視了東方人的參與，這也使得

做為東方學知識的生產、傳播與消費者，東方人與西方人的界線，已不再

是涇渭分明。
47 

假如我們試著靠近十九世紀中國人的心靈世界，暫且擺脫東方主義的

思維方式與權力論述，重新追問當時的中國人為何會如此想像西方人的身

體？從知識形成的時代背景來看，這也許沒什麼好大驚小怪的，由於缺乏

生理學與解剖學的基本人體常識，加上甚少與西方人接觸的經驗，讓中國

人對「深目高鼻、高隼碧眸、淨鬚捲髮、眉鬚皆赤」的化外之民，產生種

種天馬行空地聯想，這似乎是很自然的推論。不過，單憑這個「想當然爾」

的觀點，還不足以找到開啟古人思維邏輯的鑰匙，至於尋找鑰匙的線索，

也許可從法國年鑑學派所開創的心態史或心靈史中覓得靈感。年鑑學派的

創辦人路西恩．費夫爾（Lucien Febvre, 1878-1956）是心態史研究的奠基

者，代表作《十六世紀不信的問題》出版於 1942 年，該書的旨趣在探討十

六世紀西歐人面對基督教信仰的心態，他的結論是十六世紀是一個信仰虔

誠的社會，活在這個時代及文化下的人，在情感或理智上，都不可能超越

這種信念，出現不信的問題。
48 在新文化史園地卓然有成的史家娜塔麗．

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在研究十六世紀的宗教戰爭中，所最

關注的問題意識是為何衝突的雙方都認為自己的殺戮行動是充滿正當性

的？他們如何合理化自己的暴行？換句話說，史家的任務不再是去尋找事

件前因後果的邏輯性，而是發掘當時代的人自己的行為邏輯與思維模式。

羅伯．丹屯（Robert Darnton）在研究十八世紀法國工人的殺貓事件時，所

追尋也是當時法國人的思考方式，不只是人們想些什麼，還包括他們怎樣

                                                 
47
 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n.20(Winter 1994), pp.142-156. 

48
 梁其姿，〈心態歷史〉，《史學評論》，期 7（1984 年 4月），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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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如何闡明這個世界，賦予意義，並且注入感情。作者以神似民族誌

學者的敏銳觸感，指示後世史家當看不懂古代的一句格言、一個笑話、一

個儀式或一句詩時，其中必隱含可供解讀的密碼，在文件最隱晦之處挑三

揀四，或許能夠解開前所未聞的意義系統，這樣的線索甚至可能引出令人

嘖嘖稱奇的世界觀。
49 

心態史難以言傳、曲徑通幽的研究取徑，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去思考十

九世紀中國人在面對非我族類的西方人入侵時，他們怎麼去解釋這場三千

年未有之巨變？鴉片戰爭中排外意識的高漲，並非是昩於外情的愚懦之

舉，若回到時人的思維模式及自我合理化的邏輯之中，則可發掘由於洋人

突兀的身體形象，強化了時人對異族的恐懼，而這種恐懼的情緒對百姓而

言，尤勝於被迫開港通商、利權喪失、國力衰頹等，以及其所衍伸而來的

抗拒，主要係來自於儒家文化下的夷夏之防所造成。今日看來荒謬絕倫的

言論，古人之所以視為合情合理且深信不疑，主要在於古人的常識體系裡

自有一套看待身體的思維方法。十九世紀的中西衝突，歷來論者已多，藉

由心態史的概念，或許可以讓我們從中西身體觀念的衝突，再次認識古人

的心靈世界。當鴉片戰爭讓這些陌生的異類合力推開帝國大門之際，古人

看待身體的常識體系顯然也出現了一道不圓滿的裂縫。  

 

 

                                                 
49
羅伯．丹屯(Robert Darnton)著，呂健忠譯，《貓大屠殺：法國文化史鉤沉》(台北：聯經出版社，

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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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權勢轉移：身體知識的權力轉變 

柯文（Paul A. Cohen）在研究十九世紀中葉基督教重回中國傳教的歷

程時，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西方的商人們來華尋找淘金的機會，外交

官和軍人以武力為後盾來掠奪特權，只有傳教士不是為了追求自己的利

益，相反地，他們信誓旦旦地宣稱以犧牲奉獻的精神，為中國人的心靈謀

取真理與救贖。但為什麼在前仆後繼來華冒險的西方人中，傳教士反而引

起最大的恐懼與仇恨？柯文的答案是這些西洋傳教士，在教派與國籍上雖

然南轅北轍，卻都堅信只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文化，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

才是符合中國民眾的最大利益，做為宣揚福音的上帝使者，不達到此一目

的，他們是不會輕易罷休的。
50  

從明末萬曆年間耶穌會教士利瑪竇來華宣教開始，對中國教徒可否參

加祭祀孔子與祭拜祖先的儀式，始終是一個爭論不休的難題，利瑪竇選擇

寬容與尊重，認為中國人的祭祖是孝道與尊敬先人的延伸，不涉及宗教儀

式與信仰的範疇，但在羅馬教廷的堅持下，雙方的溝通不歡而散，中西第

一次大規模的文化交流以康熙的禁教令宣告中斷。
51 1860 年中英北京條約

簽訂後，西方傳教士終於可以自由地重回中國內地傳教，但他們料想不到

的是，用砲火與鮮血殺開的大門背後並非是條康莊大道，此時他們所面對

的是比一百多年前更險惡詭譎、也更充滿排外敵意的陌生環境。  

                                                 
50
 Paul A. Cohen,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 10, pp.543-544. 

51
 關於明末清初天主教來華的文化衝突，可參見張國剛，《從中西初識到禮儀之爭──明清傳教士

與中西文化交流》（北京：人民出版社，2003 年），頁 413-501。林仁川、徐曉望，《明末清初中

西文化衝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年），頁 17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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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年代，史家柯文及呂實強同時追問清同治時期（1861-1874）中國

人強烈反教情緒背後的歷史與思想因素，他們的問題意識幾無二致，所得

到的結論也極為類似。柯文認為晚清的反教風潮不能僅視為十九世紀西方

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後所引發仇外效應的一環，而必須擺在傳統中國長久以

來的排外思想脈絡下方能掌握，他提醒我們只要稍加留意，不難看出晚清

官紳的反教話語許多都是晚明士大夫攻擊基督教言論的重覆與延續；
52
而從

深受邊患之苦的宋代開始，國家政權（政統）與理學思想（道統）的結合

日趨緊密，遊移於國家權威與社會規範之外的民間宗教與秘密會社，越來

越成為標榜正統觀念的儒家文化眼中，最危險的一顆不定時炸彈；當明末

耶穌會教士在中國進行傳教活動時，雖然身著儒服的利瑪竇以儒家的語言

來宣揚上主的福音，但由於基督教源自於飄渺未知的西方，某些教義的內

容，如原罪說、反對偶像崇拜、唯一真神、人人平等、一夫一妻等，都被

儒家士大夫認為是不可思議且違背孔孟之道的邪說，加上基督教還有進行

政治顛覆的可疑動機，於是很自然地被貼上異端的標籤。
53 而呂實強同樣

是從儒家傳統中的華夷之辨及人禽之辨，闡釋晚清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
54 

無疑地，對某些基督教教義與祭孔祭祖禮儀的認知歧見，是晚明到晚

清反教情緒高漲的重要原因，但這卻不能解釋在同光時期民間所普遍流傳

的各種反洋教檄文、傳單與文宣品中，為何是以挖人眼珠、取人內臟、吸

取人精等罪名來控訴傳教士的異端惡行？柯文與呂實強並未忽略這些戕害

人體的指控，柯文的解釋是仇視基督教的文人，透過想入非非的性行為與

                                                 
52
 可參見徐昌治編輯，周駬方校，《破邪集》(北京：北京圖書館出版社, 2001 年)；楊光先撰，周

駬方校，《不得已》(北京：北京圖書館出版社, 2001 年)。 

53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Taipei, Rainbow Bridge, 1972), pp. 3-60. 

54
 呂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年），頁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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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督教儀式的猜忌，所使用的一種處心羅織的汙衊手法，本來這類謠言

在一個人與人之間極為熟悉的鄉土社會裡，是不容易迅速捲起千堆雪的，

但是作為外來者的西方人，卻讓這些繪聲繪影、不可思議的邪惡想像，有

了具體的指控對象，在中國官紳和民眾如倒帶般的一再重覆下，懷疑、誤

解、恐懼與憤怒的情緒相互交織，謠言與事實之間已不存在足可辨識的界

線。
55 呂實強則是將這些攻擊西人盜取器官的言論，歸之於長久以來流傳

民間的各種法術，如祈禳、鍊丹術、房中術、呪巫、服食等行為的一種心

理投射的聯想，在他看來，這都是迷信與陋俗所導致的結果。
56 

不論是汙衊的謠言或歸諸於無知與迷信，可能都只是碰觸到古人思維

體系的表層，即便是這些挖眼偷心的指控，不過是任憑想像力馳騁的謠言

與迷信，也得要有共通的常識基礎，方能如此迅速的流傳且令人深信不疑；

雖然柯文的解釋是十九世紀下半葉訴諸怪力亂神的反教話語，經由有心人

士一再地重覆下，連原本持懷疑態度的人，最後都不得不信以為真。
57 但

如果不是這些看法，早就存在於當時人的常識體系之內，相信野火也沒有

燎原的可能。  

這類盜取器官、取人精髓的反教話語，和上一節提及清人深信斷絕大

黃、茶葉出口，洋人即會腸塞眼盲等情事，其實隱藏著足以對話的相似意

涵，這些說法共同反映出當時人是如何看待身體，而透過對晚清身體觀念

的再認識，我們才能清楚把握近代中西衝突下的多元面相，未必僅是西藝

（器物技術）、西制（政治制度）到西學（思想文化）的直線發展，
58 也非

                                                 
55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pp.127-145. 

56
呂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頁 132-139。 

57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pp.130-132. 

58
 關於近代中國從西藝、西政到西學的轉變過程與詳細討論，參見羅志田，〈新的崇拜：西潮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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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刀斷水的將傳統與近代一分為二所能涵蓋，
59 更重要的是兩個不同文化

體系的碰撞，失敗的一方被迫放棄原本安身立命的常識體系，包括原本界

定文明與野蠻的儒家價值標準，由於西方列強挾著工業革命的優越感而

來，在強勢一方的誘導下，逐步改變了中國人的思想方式。  

關於傳教士偷割中國人體器官的流言，至遲在鴉片戰爭時期即已出

現，兩廣總督耆英面對法國一再要求開放天主教傳教一事，向法使表達：「教

之邪正，視所為之善惡，天主教如果係勸人為善，何以定例內指明有誘汙

婦女、誆取病人目睛之事，豈能不加嚴懲？」
60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自

康熙禁教以來已超過一個世紀，西洋傳教士幾乎在中國本土絕跡，耆英為

何還會以誆取病人眼睛的罪名，來阻擋天主教的傳教之路？這類盜人器官

言論的歷史記憶來源為何？回顧明末清初前後共有兩波反對基督教的高

潮，第一次是在 1639 年（崇禎十二年）浙江徐昌治所輯刊的《破邪集》，

收錄明末約四十篇儒家士紳所寫的反教文章；第二次是清康熙初年楊光先

（1597-1669）為反對耶穌會士、天文學家湯若望（1591-1666）所寫的《不

得已》。晚明和晚清同樣經歷反對基督教的疾風暴雨，最大的不同之處在

於，晚明士人基本上是站在學術與知識的角度，以儒家學說為衡量的基準，

對基督教教義進行深刻的批駁與辯論，雖然楊光先等人從不隱藏自己強烈

的反教情緒，但從《不得已》內容中一本正經的嚴肅討論看來，他肯定下

了不少苦功，沒讓滿肚子的怨氣沖昏了頭，而是學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北人民出

版社，1999 年），頁 19；余英時，〈中國文化危機及其思想史的背景〉，《歷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

北：東大圖書公司，1995 年），頁 187-196。 

59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57-96. 

60
 〈兩廣總督耆英奏請將習教之人稍寬禁令以示羈縻摺〉（1844 年 10 月 22 日），中國第一歷史檔

案館、福建師範大學歷史系編，《清末教案》（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冊 1，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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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熟讀基督教的歷史與經典。
61 晚清官紳雖然全盤接受晚明士人對基督

教學理上的批評，但所採取攻訐基督教的通俗文字，卻多半是普遍流傳於

民間的挖人眼珠、取人內臟、吸取人精等毀損身體的具體指控，這在晚明

的反教言論中反倒極為罕見。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與天主教地位的消長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

明末清初以捍衛綱常名教為職志的士大夫，雖然從未減少過對基督教的嫌

惡與責難，但少數上知天文、下知地理的傳教士如利瑪竇、湯若望、南懷

仁等仍能以學者之姿，登廟堂之上，與中國官紳比肩而立；清康熙禁教之

初，執行尚不嚴密，雍正時再次頒布禁令，並載入《大清律例》「禁邪類」

中，嚴禁傳教士在內地傳教刻經，凡入教者皆會受到法令的嚴懲。
62 前此，

基督教還只是少數衛道人士眼中的異端邪說，清廷將其列入《大清律例》

中除惡務盡的宗教組織後，為基督教在華的命運敲下喪鐘，此後，天主教

被視為邪教，與向來被官府視為洪水猛獸的民間宗教與秘密社會等量齊

觀。1798 年（嘉慶三年），洪亮吉上〈征邪教疏〉，將基督教與白蓮教、八

卦教及斂財聚眾陰謀不軌的會黨，一視同仁，列為社會秩序的最大威脅。
63 

於是，自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葉，基督教在中國有形的傳佈幾乎是

連根拔除，但怪力亂神的邪教印象卻保留了下來，許多流傳於民間的各種

穿鑿附會的偷盜人體器官傳說，因為與基督教的某些儀式及傳教士醫生所

行的解剖手術，頗有形似之處，自然而然地被聯想在一起。例如在中外關

係上持撫夷立場的耆英，曾在請求放寬禁教令以示羈縻的奏摺中說道：  

天主教自前明西洋利瑪竇傳入中國，各省愚民被惑入教，在所難免。

                                                 
61
 李恩涵，〈咸豐年間反基督教的言論〉，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編，《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85 年），第 4編「教案與反西教」，頁 3。 

62
 參見鄭秦、田濤點校，《大清律例》(北京：科學出版社，1994 年)，頁 241-249。 

63
 洪亮吉，〈征邪教疏〉，《更生齋集》（台北：中華書局，1981 年），頁 14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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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二百餘年並未滋事，究與白蓮、八卦、白陽等項邪教不同。……可否

仰邀皇上逾格天恩，將中外民人凡有學習天主教並不滋事為非者概予免

罪。如有誘姦婦女、誆取病人目睛及另犯別項罪名，仍照定例辦理。
64
 

鴉片戰爭結束後，中國敗於原本視為叢爾小國的英國，排外氣氛日趨

高漲，在排山倒海而來的輿情壓力下，耆英主張重開傳教之門，他也是極

少數對天主教來華傳教持開放態度的官員；然而，這份奏摺不經意地提示

了兩個極為重要的反教線索。第一、耆英特別澄清天主教與白蓮、八卦、

白陽等秘密教派的不同，若不是這樣的聯想深植人心，他又何必多費唇舌？

其次，他提到解除傳教禁令後，如果傳教士犯有誘姦婦女及誆取病人目睛

的惡行，仍照既有律令規定懲辦，這顯示洋人難以克制的性衝動與採割病

人眼睛器官等行為，才是中國人對傳教士最大的恐懼所在；頗值玩味的是，

耆英並沒有試圖為遭污名化的洋人開脫其罪，而是強調既然《大清律例》

已對折損、傷害人體器官等行為有所規範，傳教士如果犯了類似罪行，自

有法律約束，不須因噎廢食、全面禁教；換言之，耆英並沒有將「誆取病

人目睛」看作是荒誕不經的傳言。  

從 1842 至 1860 年間，依照南京條約規定，舊教與新教的傳教士只能

在上海等五個通商口岸活動，廣大的中國內地對傳教士而言，仍是未准開

墾的處女地。1858 年議定、1860 年批准的中法天津條約，中國承諾全面對

基督教開放，非法逮捕教士與教徒的人將會被懲處、過去二百年間沒收天

主教的教堂、學校、公墓、土地和建築物，必須要物歸原主，最重要的一

條是允許傳教士在各省租貸或購買土地，並可在所屬土地之上蓋教堂、學

校、育嬰堂等建築物。新的條約為傳教活動大開方便之門，此後，不僅是

沿海口岸，民風保守的內地也都無法避免洋人的到來。  

                                                 
64
 〈兩廣總督耆英奏請將習教之人稍寬禁令以示羈縻摺〉（1844 年 10 月 22 日），中國第一歷史檔

案館、福建師範大學歷史系編，《清末教案》(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冊 1，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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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60 年起，隨著傳教士的深入各地，攻擊其挖人眼睛、盜取器官及

採陰邪術等傳言即甚囂塵上，一發不可收拾；目前所能找到最早的資料來

源是 1861 年（咸豐十一年）的〈湖南闔省公檄〉，這份檄文流傳甚廣，除

湖南外，江西南昌、贛州、直隸廣平、河南南陽及江蘇常州等地，均有刊

佈這份文件的記錄；
65 其中對於基督教教義與傳教士行為既大膽又露骨的

描寫，幾乎可說是日後形形色色反教文宣的原始範本，此檄文首先將耶穌

說成不過是個能治病的凡人，這和傳教士多半以行醫為手段接近民眾的印

象相符，由於中西醫在治療疾病的技術上南轅北轍，特別是聞所未聞的外

科手術、解剖屍體與保存人體器官為標本等做法，都不禁讓親眼所見的中

國人瞠目結舌，產生猜忌與困惑：「剖心剜目，以遺體為牛羊，餌藥採精，

以兒童為螻蟻，採婦人之精血，利己損人。」
66 其中又以孩童與婦女最容

易受到西洋傳教士採割之術的傷害：  

該教有吸取童精者，迷騙十歲以外童男，以濂水滴諸頂門，或作膏藥

貼諸眉額，其童之精，即從下部流出，彼則如吮乳然，盡情取之，彼童瘦

軟，數日而死。又或以藥貼足心，以針破泥丸處（氣朦子），腦漿並通身

骨髓自頂湧出，伊收取入瓶，餘則舔而食之，彼童即死。
67 

所謂的「濂水」指的是基督教受洗禮時所用之水，由於入教時必須以

聖水在前額劃十字聖號行洗禮，此種儀式在中國並無對應的禮儀，以致產

生種種匪夷所思的聯想。至於入教的婦女則是會被割去體內之丸，來自處

女身上的稱為紅丸，來自已婚婦女身上的則稱為黑棗，檄文中並未清楚交

                                                 
65
 〈湖南闔省公檄〉（1861 年），王明倫編，《反洋教書文揭帖選》（濟南：齊魯書社，1984 年），

頁 6。 

66
 〈湖南闔省公檄〉（1861 年），王明倫編，《反洋教書文揭帖選》，頁 2。 

67
 〈湖南闔省公檄〉（1861 年），王明倫編，《反洋教書文揭帖選》，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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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傳教士竊取後要做何用途，不過就最後的結果看來，被割去紅丸與黑棗

的女子，即使僥倖不死，也會終身不孕：  

該教有取黑棗、探紅丸者，處女名紅丸，婦媼名黑棗。探取之法，

傳教人囑從教婦女與伊共器洗澡，皆裸體，抱登床上，先揉撚婦女腰脊，

至尾閭處，以小刀破出血，伊以股緊靠其際，取其氣從血中貫通，名曰

握汗，而婦女已昏迷矣！自為仰臥，則子宮露出，已生子者，狀如花開，

其間有顆粒黑斑脂膜，伊以刀割取入盒，未生產者，如含葩吐蕊，鮮若

珊瑚，伊探取其中之似珠者，珍而藏之，其餘仍納入陰竅。而該婦並不

知其所為，但神氣消沮，縱以藥保不死，而終身不育矣！
68
 

1862 年（同治元年），另一本影響更為深遠的反教文獻彙編《辟邪紀

實》刊行，這本書在晚清流傳極廣，作者署名「天下第一傷心人」，內容除

前序、後序外，還包括「恭錄聖諭廣訓」、「天主邪教集說」、「天主邪教入

中國考略」、「辟邪論」、「雜引」、「批駁邪說」、「案證」、「辟邪歌」、「團防

法」、「哥老會說」等。
69 它的影響力可從西洋各國的反應略見一斑，至少

在山東、河南、江西、湖南四省都曾有外國公使或傳教士提請清廷查禁，

直到 1896 年英國公使竇納樂 (Claude MacDonald. 1852-1915)仍有照會給總

理衙門要求查禁該書於河南等地流通。
70 在「天主邪教集說」中同樣提及

採割女子子宮與兒童腦髓肝腎之事：  

凡夷中男婦與從教者交，均諳採戰術，曰乞仙。以口吸成童之精，

                                                 
68
 〈湖南闔省公檄〉（1861 年），王明倫編，《反洋教書文揭帖選》，頁 4-5。 

69
 除《辟邪紀實》外，同一時間還有一本《辟邪實錄》，作者署名為饒州第一傷心人，兩書內容大

同小異，實錄基本上是紀實的節本，刪去了序文、批駁邪說、辟邪歌、團防法等內容。 

70
 呂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頁 56-57；王明倫編，《反洋教書文揭帖選》，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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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處女紅丸，曰開天孔，又曰人劑。與人交臂宿，即知人隱衷，乘機害

之，曰測隱。甚或割女子子宮，小兒腎子，及以術取小兒腦髓心肝等事。

71
 

洋人偷了腦髓心肝腎及子宮等人體器官之後，則是可以高價賣回西洋

各國做為「三仙丹」。
72 隨著這些反教檄文、揭帖、告示的迅速流傳，傳教

士割取器官、吸取兒童之精、誘姦婦女等傳言也不脛而走，從 1860 年起，

各種驅逐傳教士、搗毀教堂、襲擊教民的教案即一發不可收拾，以下試從

開放傳教初期幾個重要的教案來觀察，這類傷害人體的傳言是如何從紙面

上天馬行空的想像，轉化為具體反教行動的動力。  

1862 年 3 月江西南昌爆發搗毀天主堂、育嬰公會及數十間教民住家的

大規模教案，起因是法國傳教士羅安當（Antoine Anot）干涉中國內政，命

令地方官張貼傳教的佈告，引起江西士紳民眾的反感，暴動的導火線是傳

教士羅安當設立育嬰堂，收拾男女孩童十多人，自五歲至十二歲不等，正

值省城鄉試，生員雲集，一位生員想要贖取一位認識的女童，教堂堅持不

允，觀者越聚越多，終於引爆搗毀教堂的暴動；事後，江西官紳以闔省士

民的名義刊發公檄，指責傳教士在南昌傳教過程中所犯的惡行：  

乃羅安當、方安之……分佈黨類，拐騙男女幼孩，取其精髓，造作

藥丸，數月以來，致死童男不下數百人……搜其內外，尚有男孩十餘人，

女口六、七十人，皆目瞪口呆，不能言語，其為邪迷無疑。起獲嬰孩髮

辮髓骨一捆，其骨皆截數段，骨內之髓概行吸去。並有血糕血酒等物。

                                                 
71
 〈天主邪教集說〉，《辟邪紀實》（湖南：出版社不詳，1862 年），頁 3-4。 

72
 〈雜引〉，《辟邪紀實》，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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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犯禁之具，不一而足。該教如此作為，天地不容，神人共憤。
73
 

這份公檄的描述極為生動，它並沒有直接點名傳教士採割生人器官，

而是以類似偵辦刑事案件的新聞片手法，指出在搜索教堂後，發現有數十

名男童與女子，皆已神智全失、不能說話；還搜出嬰孩髮辮碎骨一大捆，

骨髓已被吸盡，另起出用人血做成的血糕和血酒，種種恐怖景象彷彿如歷

眼前，讀後讓人不禁不寒而慄。在另一份〈江西撲滅異端邪教公啟〉中也

說：「倡行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姦淫婦女，錮蔽兒童，行蹤詭

秘，殊堪痛憾。」
74 負責處理此案的江西巡撫沈葆楨在咨送總理衙門的〈委

員密訪（百姓）問答〉中提及下層民眾的反教心理，特別是對育嬰堂的設

立最為反感，一位受訪者回答說：「我本地育嬰，都是把人家才養出來的孩

子抱來哺乳，他堂內都買的十幾歲男女，你們想，是育嬰耶？是借此采生

折割耶？」
75 

值得注意的是，由地方士紳起草的〈江西撲滅異端邪教公啟〉及下層

民眾的訪談裡，都將這些挖人眼珠、盜取器官、採竭人精的想像，說成是

「採生折割」，這就將原本殘害人體的異端行為，提升到法律層次的概念。

據《大清律例》的解釋，所謂的「採生折割」是指「取生人耳目臟腑之類，

而折割其肢體也。」
76 而從《唐律》開始，即設有禁止肢解人體的條款；

77 

                                                 
73
 〈江西闔省士民公檄〉（1862 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教務教案檔》（台北：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 年），輯 2，頁 866。 

74
 〈江西撲滅異端邪教公啟〉（1863 年），《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

料叢刊初編》（台北：文海出版社，1977 年），卷 12，頁 34。 

75
 〈委員密訪（百姓）問答〉（1863 年），《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

料叢刊初編》，卷 12，頁 33-34。 

76
 《大清律例》，卷 26，「刑律人命」。 

77
 參見《唐律》(台北：新文豐出版社，1986 年)，頁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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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元代，「采生」之風大盛，據《元典章》的記載，兩湖地區普遍有采生

祭鬼的儀式：「土人每遇閏歲，糾合凶愚，潛伏草莽，採取生人，非理屠戮。

彩畫邪鬼，買覓師巫祭賽，名曰采生。所祭之神，能使猖鬼，但有求索，

不勞而得。」
78 這裡所指的采生之術是將人殺害後，藉由法術複製形體，

再以鬼附身後，即可隨心所欲的驅使。采生現象在元代已極為盛行，由於

被采生後的人與正常人在外觀上無法分辨，在流言耳語的傳播下，不免人

心惶惶，甚至威脅到民間社會的秩序。  

從明代開始已將采生現象納入刑律予以重懲，到了清代對於採生折割

的規範更加嚴密，《大清律例》正式將採生折割列為是一種巫術的範疇，成

為標準的刑律用語，輯注作注解時對其指攝的對象加以說明：「一、或取人

耳目或斬人手足，用木刻泥塑為人形，將各件安上，乃行邪法，使之工作。

二、採取生人年月生辰，將人迷在山林之中，取其生氣，攝其魂魄，為鬼

役使。三、更有剜人臟腑及孕婦胞胎室女元紅之類，以供邪術之用。」至

於《大清律例》中提到採生折割的具體行為則有：「一、將人致死，取其官

竅，以行妖術或使術法邪道，採取生時歲月，將人迷入深山僻處殺死，割

取形骸，剜其五臟生氣，攝取魂魄，為鬼役使，今兩廣豫閩等處所市鬼葛，

即是又一術也。二、或誘拐幼童，炙其五官百骸，配藥以神醫治各竅之妙，

又一術也。三、又或藥迷孕婦於深山，取腹內胎為一切滋生藥，又一術也。

四、又或用人祭邪神，又一術也。」
79 

從唐律到清律，對「採生折割」的定義愈趨縝密，依照《大清律例》

的定義，清廷的控制顯然著重在妖術傷生、攝人心魄、為鬼所役使的「採

生」行為上，這是因為這類透過巫術的採生行為很容易四處播散，一發不

                                                 
78
 《元典章》，第 41「刑部三：不道、禁采生祭鬼」。引自陳高華，〈元代的巫覡與巫術〉，《浙江社

會科學》，2000 年 2 期，頁 48。 

79
 參見鄭秦、田濤點校，《大清律例》，頁 12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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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拾，不僅會破壞鄉土社會的生活秩序，更可能超越一鄉一地的控制範

圍，威脅整體的國家安全。而屬於毀損人體以入藥的單純「折割」行為，

因為沒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傳播性，不被國家政權當作刑罰的主體，而是

依附於針對巫術「採生」的重罰條規之下。但對鄉土社會的中國人而言，

在有限的活動空間裡，他們所在意的只是當下處境中對自身日常生活有直

接影響的行為，一旦離開了他們能夠直接感受的生活圈子，其感受與反應

的程度就會迅速漠然許多，因此，一般民眾對於飄忽不定、來去無蹤的採

生現象並沒有像官府一般的強烈反應。但是，他們對於發生在周遭環境、

有明確受害與加害對象的「折割」行為，卻會立即引爆對外來者的恐懼、

憤怒、疑惑、排外等情緒，猶如沛然之勢、莫之能禦。
80 

換言之，晚清基督教在華傳播之所以落入「採生折割」的法律話語之

中，是因為歷來中國人就是以這樣的態度來看待秘密組織或民間宗教，「採

生折割」話語既是中國文化懷疑或攻擊不明外來者的慣用方式，它不但是

持續久遠的傳統觀念，更早已沈澱在中國人的常識體系之內。十九世紀中

葉基督教的再次來華，正好喚起中國人對「採生折割」的恐懼記憶，一方

面是自清初禁教後，基督教的形象變得與各種傳言行使「採生折割」的邪

教無異，另一方面，傳教士多以醫生的身份傳播福音，西醫的生理知識及

外科手術與一般人印象中的「採生折割」極為神似。於是，基督教引起中

國人如顛如狂的暴力攻擊，不只是因為他們擁有非我族類的奇異外表與生

理特徵，更在於他們身陷一個對外來者有著獨特的文化分類秩序之內而不

自知。
81 由於「採生折割」話語已經是官方所認可的法律用語，長久以來，

                                                 
80
 楊念群，〈邊界的重設──從清末有關「採生折割」的反教話語看中國人空間觀念的變化〉，王

德威、陳平原、商偉編，《晚明與晚清：歷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2 年），

頁 150-152。 

81
 Judith Wyman, “The Ambiguities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Chongqing, 1870-1900,＂ Late 

Imperial China 18:2 (Dec. 1997), pp.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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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中國人的常識體系之內，對十九世紀的中國人來說，他不太可能跳

脫出孕育這種觀念的環境之外，正如同前面所說年鑑學派史家路西恩．費

夫爾（Lucien Febvre, 1878-1956）的代表作《十六世紀不信的問題》，他認

為十六世紀的歐洲是一個虔誠信仰基督教的社會，活在這個時代的歐洲

人，在情感或理智上，都無法相信會有無神論的可能。同樣地，鴉片戰爭

之後，雖然已有少數中國人睜開眼睛，學著認識中國以外的世界，但他們

仍然不可能超越「採生折割」的觀念來解釋基督教的儀式與教義。以曾經

參與對外交涉且對外國事務相當開明的夏燮而言，也曾對基督教採生折割

的說法深信不疑：「近年來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室女紅丸之事，播入人口，

蓋又於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也。道家修鍊，其下流者，流入采補，此固邪

教中必有之事。」
82 

另外，反教人士使用「採生折割」的話語來抗議基督教的傳入，除了

是一種常識觀念的自然投射外，同時也使反教活動有了法律依據，而讓暴

力的抗議行為變得更加合理化。根據西方學界從霍布斯邦（E. J. Hobsbawm）

到查爾斯．提利（Charles Tilly）對歐洲長期以來集體 (抗議 )行動的分析，

抗議群眾是有秩序、目標及紀律的，極少傷及無辜，他們絕非全無理性，

流血暴動的例子只發生在特定的場合中。
83 湯普森（E. P. Tompson）也使

用「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一詞來描寫十八世紀英國糧食暴動中，

暴動農民擁有相同的信念，認為糧食市場應該在「父道主義模式（paternalist 

model）」下公平交易，不應由任何人壟斷，哄抬糧價，政府有責任調配糧

                                                 
82
 夏燮，《中西紀事》，卷 2，頁 25。 

83
 關於將群眾集體行動理論運用在中國史的重要研究，參見巫仁恕，〈明清城市民變研究──傳統

中國城市群眾行動之分析〉，臺灣大學博士論文，1995 年，頁 1-23。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pp.52-96. Lynn Hunt, “Charles 

Tilly＇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4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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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與平抑糧價，他們的集體暴動就是要保護這個源自於中世紀天主教傳統

的權力。
84 晚清的教案風潮也是集體行動的一種，如果我們接受上述的說

法，暴動者所採取的行為是經過理性的評估，那反教民眾是如何將不容於

社會秩序的脫序行為予以合理化？藉由《大清律例》對「採生折割」的定

義與懲罰，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為反教暴動尋到了護身符，變得更理直氣壯，

他們不只爭取到行動的合法性，也暗自嘲諷了無能執行法律與保護民眾的

清廷。  

與地方士紳起草的反教揭帖出現「採生折割」的用語同時，上層官員

與官方文書也開始使用「採生折割」來形容基督教隱藏在傳教行為背後的

真正目的；與前述南昌教案同樣發生於 1862 年的貴陽教案，在提督田興恕

殺了三名傳教士後，法國公使結合英、俄、美等國公使，一齊向清廷提出

強硬抗議；其間，御史華祝三曾上奏說：「如該教民等平日恣意橫行，有采

生折割等情事，則殺之不為冤屈，不得謂教民犯法，概從寬宥也。」
85 有

論者認為這份奏摺是先受到反教揭帖的影響，對「採生折割」產生先入為

主的印象，換言之，這是民間輿論反向影響官方判斷的一個實例。
86 不過，

就以檔案的日期看來，御史華祝三的奏摺雖略晚於湖南及江西反教檄文，

但很難因此論斷說前者就是受到後者的影響，由於各地反教檄文的作者皆

是頗識文墨的地方士紳，這只能證明上層官員和下層士紳在將傳統「採生

折割」的異端妖術，轉移到反教話語的過程中，擁有共通無阻的常識概念。 

                                                 
84
 E. J. Hobsbawm,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Dorothy Thompson, ed., The Essential E. P. Thomps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pp. 316-346. 

85
 〈御史華祝三奏請持平辦理貴州教案不得遷就洋人摺〉（1863 年 2 月 7 日），中國第一歷史檔案

館、福建師範大學歷史系編，《清末教案》，冊 1，頁 322。 

86
楊念群，〈邊界的重設──從清末有關「採生折割」的反教話語看中國人空間觀念的變化〉，王德

威、陳平原、商偉編，《晚明與晚清：歷史傳承與文化創新》，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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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年的天津教案，可以說是同治時期傷亡最重、影響最大的一起教

案，差一點引發成列國武力干預的國際事件，起因是法國傳教士在天津設

立育嬰堂，大批收容孩童，甚至用錢收買，1870 年 6 月 6 日，天津府衙逮

捕到從靜海誘拐孩童來津的教民張拴、郭拐，在二人身上搜出「鷹洋」，二

人供稱係天主教修女付給他們的購買孩童費用，並承認用藥迷拐孩童。
87 由

於剛好時疫流行，據奉派前來天津處理善後事務的曾國藩上奏說，教堂中

死亡孩童增多，以為死者均為教堂所殺，挖眼剖心，以製藥餌；直到焚燒

教堂當天，都還在堂外空地發現數十具草草掩埋的屍體「胸腹皆爛、腸肚

外露」。
88 一時之間，傳言四起，為了安撫惶惶不安的民眾，天津知府張光

藻與知縣劉傑共同貼出安民告示，但措辭卻很曖昧：「風聞該犯多人，受人

囑託，散佈四方，迷拐幼孩取腦挖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
89 同一時間，

御史長潤亦上奏說：「風聞津郡百姓焚毀教堂之日，由教堂內起出人眼人心

等物，呈交通大臣崇厚收執，該大臣於奏報時，並未提及。」
90 這兩份官

方檔，均以「風聞」二字來說明消息的來源，並非由張拴、郭拐二犯的供

詞而來，而是純粹出自民間的傳言與個人的臆測，有論者指稱：「這種曖昧

的口氣和猶疑不定的揣測通過官方告示公佈出來，無疑強化了反教話語中

刻意製造出來的謠言的真確性，這份告示等於說明原屬傳聞性質的『迷拐

小孩取腦挖眼剖心』完全可能是現實中的真事，『迷拐犯』受人囑托實有所

指，不言而喻地讓人聯想到傳教士和修女，由此可知，這份告示無異於是

                                                 
87
 關於天津教案的詳細經過，參見張力、劉鑒唐，《中國教案史》（成都：四川省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1987 年），頁 40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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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29，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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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劉傑安民告示〉，引自劉海岩主編，〈有關天津教案的幾個問題〉，《近

代中國教案研究》（成都：四川省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 年），頁 227。 

90
 〈河南道監察御史長潤奏摺〉（1870 年），《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

史料叢刊初編》，卷 73，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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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與士紳聯手製造謠言的傑作。特別重要的是，揭帖中流行的反教話語

經過官府文書確認後，實際上為反教話語迅速轉化為具體的反教行動提供

了可信的依據。」
91 雖然也有許多官員對以訛傳訛、捕風捉影的挖眼剖心

之說，持眼見為憑的態度，不過，「採生折割」仍是他們對類似事情的唯一

解釋。御史賈瑚即上奏說：「臣又聞所拐兒童，或用其目，或剖其心，雖係

傳述之語，而采生折割，律有明文，又安知非需此而為是也。」
92 謠言傳

播的無遠弗屆，最後在天津民眾一傳十、十傳百的渲染之下，法國籍福音

堂神父被指控挖人眼目，從堂內地窖中起出的眼珠積至六甕之多。
93 

自 1860 年到 1900 年間，各地風起雲湧的排外教案，就是在這類「採

生折割」話語的指控與傳播下，周而復始地一再重演。直到 1895 年的華陽

教案，四川總督劉秉璋在奏電中的用語，與民間流傳的反教檄文揭帖，在

怪力亂神的想像上幾乎難分轅輊，劉秉璋把福音堂描述成是一個鬼魅幽森

的處所，在堂內發現一個被妖術迷惑的男童：「鼻內有黑藥，周身綿軟，口

不能言。當用涼水將藥洗去，微灑水下喉，稍覺清醒，仍不能言，幸能寫

字。據寫稱十三歲，名黃廷福，油店生理，洋人將伊扯進福音堂，兩手捆

吊，口鼻內灑以黑末藥，遂不能言，用洋鐵匣裝藏於地板內，又洋鐵匣內

有大小骨頭十六塊。」
94 經過三十多年的民教紛擾，中國官紳和一般民眾

還是以「採生折割」的想法來解釋傳教士的行為。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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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館、福建師範大學歷史系編，《清末教案》，冊 1，頁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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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年迅速在華北漫延開來的義和團事件，這類挖人眼珠、取人臟腑

的傳言依舊挑動中國人敏感的神經，義和拳民仍以此為攻擊傳教士及教民

的主要理由及訴求。這一年夏天，直隸地區經歷了數十年未有之旱災，人

心浮動不已，任何一點風吹草動的流言蜚語，都可能會引來燎原大火。6

月，直隸一位中層官員葉昌熾在日記裡記下：「某照相館被焚，搜出廣東鮮

荔枝，傳觀以為挖人眼珠，莫不眥裂髮指。」
95 由於義和拳民相信拍攝照

片需要用到人的眼珠，所以他們把北京豐泰照相館的老闆抓了起來，施以

酷刑，逼迫他說出藏眼珠的地方。
96 當時年僅五歲的董作賓居住在遠離義

和團風暴中心的河南南陽，仍逃不開打洋教、殺洋人的陰影：「我們小時玩

得小洋畫兒，都被大人拿去撕毀，並且燒掉了。據說這些東西都是精怪，

都會活的，是洋人們把來害中國人的東西。」大人滿懷恐懼地對孩子們說：

「天主堂把中國的小孩子整個裝入玻璃瓶內，有些把眼睛、鼻子、耳朵剜

割下來配藥。」
97 1960 年代，中國大陸曾對河北、山東地區參與義和團的

老人進行大規模的口述訪談，即使事隔六十餘年，許多人都還清楚的記得，

教士常挖人心、人眼以用來熬藥的傳言，是引發義和拳民與反教人士同仇

敵愾的重要火苗。
98 

在一個充滿不安全感的動亂時間裡，正常的生活規範與社會秩序已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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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恃，人們急於尋求代罪羔羊，當中國人對「採生折割」根深柢固的恐懼，

被義和團的排外行動激發出來時，許多原本在承平時代所不容易輕信的傳

言，都有可能讓歇斯底里的群眾深信不疑，釋放出毀滅性的力量。
99 如 1900

年 6 月，義和拳民在搜索北京一間教堂時發現一個蠟人 (蠟像 )，圍觀者群情

激憤，指為人臘（乾屍）。
100 天津則是盛傳義和團與聯軍在紫竹林租界對

峙時，突然來一老人，自稱義和團總師傅，今年已經一百八十歲，向來在

深山中勤修苦練，掐指推算天津有難，特來相助，並潛入紫竹林內的一棟

洋樓，發現三個大甕，一貯人血，一貯人心，一貯人眼，在場者皆高喊真

仙下界。
101 當時許多親眼目睹義和團之變的地方士紳都曾留下第一手的記

錄，不少人以嘲諷的口氣，貶抑義和團降神附體的法術，卻極少有人質疑

拳民對傳教士與教民傷毀人體的指控，包括內閣大學士惲毓棠也在 6 月 14

日的日記裡記道：「拳民從教堂中搜出惡物甚多，人眼珠、心肝、陽物等類，

有數十缸，甚至剝人皮、刳孕胎以為魘魅，傷心慘目，行路者咸悲憤。」
102 

面對中國人長久以來根深柢固的認知，西方各國也曾試圖辯解，1862

年開放基督教傳教後不久，法使哥士耆即致總理衙門照會說：「見有遺棄嬰

孩，不忍聽其死亡於犬彘之口，必收養堂內，稍長各授以業，及時婚嫁，

而後遺之。各堂行此已久，並非創舉。在傳教士舉泰西各國義助之財，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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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力以佈之中國，方恐為善之不足，何至窮凶極惡，等於採割之流。」
103 法

使在另一份照會中也說：「乃內地民人於天主教之宗旨規範未嘗深考，概目

為邪術左道，非獨黑白混淆，亦且簧蠱為害。如近日本省及外省中滋事各

案，皆始於一二剛愎自用之徒，摭拾浮言，藉端逞忿，非謂奉教者有采生

折割之事，即指奉教內有謀為不軌之人。」
104 頗值玩味的是，法國在這兩

份外交文件裡，並沒有將「採生折割」說成是荒謬的無稽之談，而是強調

天主教既以行善為目的，自然與中國境內那些盜割人體的邪教迥然不同，

這也反應西方各國在傳教過程中，並非一昧地挑戰中國的文化與傳統，也

懂得選擇入境隨俗、因地制宜。  

發生在 1868 年（同治七年）7 月的揚州教案，由於行醫的傳教士將死

胎浸入酒精瓶中，被中國民眾看到，於是到處謠傳教堂解剖孕婦，割取胎

兒為藥材，並遷怒到當時在揚州傳教的英國內地會醫學傳教士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這件事後來鬧得不可開交，據英國公使阿禮國致

總理衙門的照會中形容戴德生的處境是：「該處（揚州）文武生員會議誣造

謠言，蠱惑百姓，欲令教士搬離此地，每日驚受路人拋擲石塊，致將窗櫺

打壞，教士惟有小心忍受，並不理會，仍舊修理房屋。又未久牆上貼有無

名小字貼……後因小字貼不足為害，又貼有大字帖，內言教士係耶穌教匪，

遇有臨死之人挖取眼睛，所蓋育嬰堂係為食小兒肉而設等語。因此附近百

姓情急，遍街喧鬧辱罵，以致朝暮不得安生。」
105 戴德生曾數度致函揚州

知府抱怨說：「（揚州居民）臨門騷擾，面指弟誣以抉目剖腹，吸食嬰兒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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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系編，《清末教案》，冊 1，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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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館、福建師範大學歷史系編，《清末教案》，冊 1，頁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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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地窨幽囚人口。……寔因謠言誣弟處烹食嬰兒之故。弟處向無開設育

嬰堂之例，並未買過嬰兒，遭此奇冤，是何道理？」
106 文句中流露出無限

委曲的情緒，在洋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情況下，戴德生已無餘力伸出援

手為開設育嬰堂的同道辨白，只能一再地強調自己從沒有辦過育嬰堂，也

沒買過嬰兒。換言之，不論哥士耆或戴德生都是依附在中國「採生折割」

的語境之下，用中國人可以接受的語言，向總理衙門及地方官府抗辯自己

絕非窮凶極惡的採割之流。  

顯然，西方人的努力近乎是徒勞無功的，從十九世紀中葉層出不窮的

教案，到義和團事件為止，「採生折割」的傳言從未止歇，傳教士還是那個

會挖人眼珠、盜採內臟的邪魔歪道。不過，正如一開頭所言，傳教士來到

中國是抱持著傳播福音的使命，不達此目的，他們是不會輕易罷休的。在

一路走來跌跌撞撞的傳教過程中，許多傳教士認識到要讓中國人信仰基督

教，最重要的前提是改變中國人的思想方式。
107 待在中國超過四十年，長

期擔任北京同文館總教習的丁韙良（W. A. P. Martin, 1827-1916）對於困擾

傳教士許久的「採生折割」之說，他的破解之道不是神學、而是以西方醫

學來給缺乏科學觀念的中國人當頭一棒：  

有時他們（中國人）極相信人身的各種材料可以作藥……中國的藥

物中，用人身各部分或各種產品的共有三十二種之多，其中人腦、人眼、

人膽、人肝，是他們最需要的藥物。有一次因為起了一道謠言，說外國

修女串騙了小孩用去製藥，結果屠殺了好些外國人，真是可怕。不獨下

流社會的人有這種迷信，就是熱河巡撫也曾向皇上報告過，說有一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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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流氓偷取小孩子的眼睛製藥，已經就地正法了。這種藥方有些是取為

魔術之用的，因為在中國魔術和醫藥是互相為用的兩件東西。教會中的

醫生現在努力破除這種危害社會秩序的迷信，他們並且設法養成一班中

國籍的西醫，去替代舊式的庸醫。
108
 

丁韙良的這段話點出兩個重新解讀「採生折割」話語的重要線索，第

一、做為一種持續千年的刑律規範，「採生折割」與傳統中國如何看待身體

的知識系統息息相關，其中，長久以來中醫藥理將人體的器官視為藥材，

中醫本草人部藥是這種觀念出現的重要源頭。第二、十九世紀來華的傳教

士徹底否定中醫的知識價值，將中醫的「以人入藥」視為無稽之談，甚至

認為中醫與妖術迷信，不過是一線之隔，只有以建立在現在科學知識上的

西方醫學徹底取代。於是，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葉，中國人就在西方

傳教士的潛移默化之間，原本以儒家經典為基礎的身體知識觀，在不到二

十年的時間裡，就迅速轉變為以解剖學、生理學等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知

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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