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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末傳教文本中多次提及張識異蹟故事，在天主教信眾圈擁有極高的知名度，成為宣揚教義
的極佳見證典範。對於利瑪竇的推崇和聖化形象，有助於當世天主教的傳教推動，增加更多信眾
的入教信心，故艾儒略及其門徒信眾們，再三引用張識異蹟以為證道故事。從利瑪竇對於知識份
子的知性傳教，轉向成為面對俗世大眾的靈驗傳教，屬於來華耶穌會士們明顯的傳教策略之轉變，
而張識故事正為此轉變的重要觀察依據。與張識異蹟有關的相關記載，其中的教友信教過程的說
明，天主教家庭生活的刻劃，傳教士與教友之間的互動描述，皆極具文獻價值。至於張識異蹟故
事足資探討的故事情節和內涵意義，更為當世傳教文本之研究重點。基於張識異蹟故事的複雜性
和記存資料的多樣化，本文從李九標《口鐸日抄》、李九功《勵脩一鑑》、顏維聖《天主審判明
證》三書，以及《法國國家目錄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2冊中與張識有關的四單元內容，進
行文獻整理與故事內容之完整條理，以為張識異蹟之初步研究，有助於情節單元與故事模式等相
關研究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異蹟，艾儒略，張識，傳教策略，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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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and Summary ofShi Zhang’s Spiritual Miracles in Late
Ming Dynasty
Lin,ShanWen
Professor,GeneralEducationCenter,DeLinInstituteof Technology

Abstract
Shi Zhang’s spiritual stories had been mentioned many times
inmissionarypropagandas in Late Ming Dynasty. They had very high
reputation amongCatholicism believers and becamethe best testimony of
religious preaches. The sanctification of Matteo Ricc helped to advance
the missionary of Catholicism and increase believers’ faith; thus, Giulio
Aleni and his followers kept using Shi Zhang’s spiritual stories as
testimon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value of Shi Zhang’s stories, this study
will fully present recorded texts of Shi Zhang’s stories in
missionarypropagandasin Ming dynasty, such as Jiubiao Li’s Kou Duo Ri
Chao, Jiugong Li’s Li Xiu Yi Jian, Weisheng Yan’s God’s Judgment and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FranceVol. 12.This
studyaims at documenting and explaining the origin and related affairs
ofShi Zhang’s spiritual stories. Through these illustrations, it show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reign Jesuit and Chinese church members and
describes how people converted into Catholicism and their family life.
Moreover, it would be the basis of further research of related plot units
and story modes.
Keywords: spirituality, Giulio Aleni, Shi Zhang, missionary strategies,
Catholicism

62

明末張識異蹟之文獻整理及故事概述

一、前言
明末張識的異蹟故事，在明末傳教文本中多次被提及和多方渲染，如李九標《口鐸
日抄》的「論述張子異蹟」
，李九功《勵脩一鑑》顯賞類四則與張識有關的記載，包括
「祐病」兩則，
「聖夢」一則，
「善終」一則﹔而顏維聖《天主審判明證》的顏魁賓受審
復生故事中也出現張識角色的登場。另外，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中國文獻中，有熊士旂、
張焞的《張彌格爾遺蹟》
，謝懋明的〈彌克兒遺斑又弁言〉
，張識的〈天主洪恩序〉和〈警
隸語〉，張賡的〈悌尼削世紀〉，楊廷筠的〈張彌格爾遺蹟序〉，以及張焞的〈贊〉等，
皆屬與張識有關的文獻資料之記存。
1

2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 和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書
中皆對張賡和張識加以介紹，尤其對於《張彌格爾遺蹟》
，因為《口鐸日抄》中記錄著
艾儒略對此事件的重視，所以研究艾儒畧之相關論著，多半提及張識其人其事。如潘鳯
娟的《西來孔子艾儒略—更新變化的宗教會遇》論著中，不僅介紹張賡，也提及張識之
3

奇蹟事件 。羅群在《艾儒略與《口鐸日抄》研究》博論的「中國人的神跡故事」單元
4

中，述及《口鐸日抄》和《勵修一鑑》二書 ，對於「彌克兒遺斑」事件的評論為：
「帶
5

有中國神蹟故事的元素，如對陰間冥審的描述，如半文半白的讖語等等。」 吳昶興於
〈異蹟與明末天主教傳播〉文中以「《口鐸日抄》中的異蹟」單元介紹「論述張子異蹟」
，
6

認為「艾儒略親身所見證的《張彌克爾遺蹟》可說是明末最具代表性的異蹟」 。鐘鳴
7

旦將張識故事視為明末基督教傳入中國的遊歷下界故事之一 ，邱詩雯的〈張賡簡譜〉
一文中，對張識亦多提及：
「張識因辭世前三年曾有神蹟發生，故其事蹟在當時教中廣
為流傳。關於張識種種，可參見《張彌克爾遺蹟》和《口鐸日抄》二書，張識著有〈天
8

主洪恩序〉
（1621）
、〈警隸語〉（1621）
、〈默想取益〉
（1622）」 林熙強〈銅鑑以鑑吾形，
9

書鑑以鑑吾心—《勵脩一鑑》與《炤迷四鏡》中「鏡」的文學與宗教意義〉 亦述及張

1

黃一農，
《兩頭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
（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 年）
，頁 93-96。
方豪，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北京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8）
，頁 182-183。不過，頁 183
之「楊廷筠著《張彌格爾遺蹟》」有誤，楊廷筠僅寫作序的部分。
3
潘鳯娟，
《西來孔子艾儒略—更新變化的宗教會遇》
（臺北縣：基督教橄欖基金會聖經資源中心，
2002.12），頁 90。
4
羅群，
《艾儒略與《口鐸日抄》研究》
（浙江大學博士論文，人文學院･中國文化史･古典文獻學，
2009.12），頁 99。
5
羅群，〈神蹟故事與晚明天主教傳播中的資訊失真——以《口鐸日抄》和《勵修一鑒》為例〉
（吳昶興編，
《再一解釋：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法新拓展》新北市：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05，
頁 191~207），頁 196。頁 72-75 則有張賡單元介紹，頁 74-75 亦述及張識異蹟事件。
6
吳昶興，
〈異蹟與明末天主教傳播〉
（吳昶興編，
《再一解釋：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法新拓展》新
北市：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05，頁 357~390），頁 366。
7
〔比利時〕斯坦戴特（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S.J.）
，〈17 世紀中西交流中的天堂與地獄觀〉
（《文化雜誌》中文版《澳門聖保祿學院四百周年》論文特輯，第 21 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4）
，
頁 83-89。
8
邱詩雯，
〈張賡簡譜〉（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二卷，第二期，「學林誌傳」
，2010.6，頁
123~140），頁 131。
9
林熙強，
〈銅鑑以鑑吾形，書鑑以鑑吾心—《勵脩一鑑》與《炤迷四鏡》中「鏡」的文學與宗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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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故事，作為顯賞類靈異故事的例證。
究竟此則故事有何神奇之處？有何值得渲染的動機？可以持續地被傳教人士不約
而同地取用，作為反覆提及的宣教題材，受到當世教友們的津津樂道，再三提及？雖然
多位學者述及明清時期的異蹟靈蹟故事，或是論及艾儒略與其追隨者的相關事蹟時，皆
對張識事蹟有所提及，但張識相關文獻之整理未見全面和完備。因為此則故事相當具有
研究價值，足為當世傳教異蹟之代表，故本文將所有文獻資料進行條理和呈現，進行張
識異蹟的初步研究，作為情節單元與故事模式等相關研究之參考依據。
本文以《法國國家目錄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2 冊、李九標《口鐸日抄》
、李
九功《勵脩一鑑》、顏維聖《天主審判明證》
，從四個單元介紹張識故事，完整呈現明
代傳教文本中的張識異蹟事件之記載。

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中國文獻：
張識異蹟資料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中國文獻編號為「CHINOIS 1016」
「CHINOIS
1098」「CHINOIS7188」，於《法國國家目錄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2 冊書前的目
次編號及相關篇目分別是：64 熊士旂、張焞《張彌格爾遺蹟》， 65 張賡〈悌尼削世紀〉
，
66 熊士旂、張焞《張識》， 67 謝懋明，〈彌克兒遺斑弁言〉，68 張識〈天主洪恩序〉，
69 張識〈警隸語〉。
將中國文獻編號與第 12 冊目次編號的內容進行判讀，可得以下的整理：
（一）「CHINOIS 1016」為目錄 64 的熊士旂、張焞《張彌格爾遺蹟》，內容包括：1.
楊廷筠的〈張彌格爾遺蹟序〉，2.謝懋明的〈又弁言〉，3.熊士旂、張焞的《張彌格爾
遺蹟》，4.張焞的〈贊〉。目錄 65 的張賡〈悌尼削世紀〉
。
（二）「CHINOIS 1098」有一頁的「張識」書前題名，為目錄 66 的熊士旂、張焞《張
識》，內容包括：1.《張識》， 2.〈天主洪恩序〉，3.〈張焞贊〉，4.〈楊淇園先生序〉。
此版本標題雖為《張識》，但與上述《張彌格爾遺蹟》內文全部相同，僅多出〈天主洪
恩序〉一文。
（三）「CHINOIS7188」為目錄 67 的謝懋明〈彌克兒遺斑弁言〉，目錄 68 的張識〈天
主洪恩序〉，和目錄 69 的張識〈警隸語〉。
熊士旂、張焞的《張彌格爾遺蹟》
，或標題為《張識》
，可說是最詳細完整的張識事
蹟之記載資料。此份資料的主要敘述者為熊士旂，根據文末的「曩余與彌格爾共侍艾師
於武林，朝夕一堂，多所目擊，竊欣慕焉。」可知此「余」即為熊士旂。再者，因文後
另有〈贊〉言，雖然「CHINOIS 1016」目錄 64 的熊士旂、張焞《張彌格爾遺蹟》沒有列
出〈贊〉的撰述者，但「CHINOIS 1098」目錄 66 的熊士旂、張焞的《張識》內文明確出

意義〉
（《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李奭學、胡曉真主編，台北市：漢學研究中心出版，
2015.9）
，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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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晉江張焞贊曰」字樣，而其內容與熊士旂、張焞的《張彌格爾遺蹟》全同，故可知
此版本中的贊言，當為張焞撰述。
因為《張彌格爾遺蹟》的原文相當長，以下採取重點引述方式，佐以概述說明方式，
進行張識其人其事的完整介紹：
10

張子名識字見伯 ，閩晉邑笋江人也。父賡舉孝廉，母陳氏。張子生而夙慧，器識
11

多奇，髫齡從廼公平湖氊 ，嘗閱泰西利先生所著

天主實義私嚮往焉恨無從得其

12

詳也。天啟辛酉年（1621）十七會廼公將事南宮 ，攜入武林（杭州）憩修羊市，
時西國艾思及先生同二三會友，主楊京兆淇園公家有堂，專事

天主。張之親黏君

懋科者，業醫於浙，實先奉之。因為見伯稱述梗概，見伯雖心悅而未能勇猛以從也，
居無何病作，伏床瀕危，黏君餌以藥，格不入喉，乃大驚怖，默向
誠當死，聞教且久而怠不亟奉也，祈

天主曰：識罪

主寛宥。忽覩床帷異光遞現金字，曰憤勘，

曰解虐，曰德鄰，曰白鄉，曰聽簡，曰徤盟，曰百繫亦脫，曰三年當受予。而惟健
盟字最大，每數字出，則徤盟輙隨之。張子魂魄飛動，信嚮有加焉。爾時咽下藥餌，
若助之者。於是夙疾遂除。是日也立秋前二日。乃 聖母雪鋪殿宇瞻禮日之申初也
（8 月 5 日）。越兩日即赴

主堂謝恩，端請聖教求解，且自撰洪恩序，詳志所見

聖字，艾師知為天主所簡。大越凡常，亦加意為之，詳解經旨。張子晨昏 主堂，
忻勤不懈，閱兩月於最尊神彌格爾瞻禮之日（9 月 29 日），致齋盡禮，依規悔罪領
聖洗，取是日天神之名，名曰彌格爾。所居修羊市距
無間……

主堂七里，許受洗而來瞻禮

13

張識十七歲病危之際，因為誠心懺悔祈禱，獲得天主的二十一金字的神蹟顯現。經歷此
番神示奇遇，讓他從無法吞嚥藥丸的病重狀況，到能順利服藥而病癒。於是張識將此段
見證聖字的經歷，書寫成〈天主洪恩序〉一文，詳細解析二十一字的內涵意義。此段記
載，還包括張識早於 1613 年的平湖時期，已讀過利瑪竇的《天主實義》一書，對於天
主教已心生景仰與嚮往。1621 年在杭州見到艾儒略和楊淇園，八月五日聖母雪鋪殿宇瞻
禮日時，經歷二十一金字神蹟，再於 9 月 29 日受洗，而有彌格爾之教名。楊廷筠 〈張
14

彌格爾遺蹟序〉有「幼而入教者，多由父母之命，窮而來歸。張子聞道最早，未嘗承令
15

16

於親也。」 之說，正符合邱詩雯所謂的張賡 1622 年才入教 之說，張識較父親早一年
10

根據邱詩雯，
〈張賡簡譜〉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二卷，第二期，
「學林誌傳」
，2010.6，
頁 123-140），頁 128，萬曆三十三年（1605）出生。此段張識事蹟的年代考查，可參見邱詩雯的
張賡年譜，以為印證。
11
萬曆四十一年（1613），張識 9 歲，張賡 44 歲任嘉興府平湖縣教諭。
12
根據邱詩雯，
〈張賡簡譜〉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二卷，第二期，
「學林誌傳」
，2010.6，
頁 123-140）頁 130：「張賡丁憂三年期滿，前往禮部等待派任，赴部銓選」，認為黃一農《兩頭
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 年），頁 93 的「將事南宮」
為張賡準備第二年到北京參加會試，不為正確。
13
明．熊士旂、張焞，《張彌格爾遺蹟》（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
主教文獻》，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頁 417-437），頁 417-420。
14
楊廷筠（1562－1627）被尊稱為明末「聖教三柱石」之一，
「聖教三柱石」為徐光啟（教名保羅）、
李之藻（教名利奧）和張廷筠（教名米迦勒）。
15
楊廷筠〈張彌格爾遺蹟序〉（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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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入教，在當時信教家庭中，極為少見，張識對於父親張賡在信教方面或許有所影響。
張識 1621 年於杭州入教後，有著諸多嚴謹的修道表現：
……彌格爾因熟習西語嫻其儀，而輔彌撒大祭，輔畢仍禱，既禱而聽講，退食之候，
日已向午，且忘飢也。食後則手紀其日所聞說者，詳盡不遺，久之成牒，題曰西方
好音。至於默識注存，日取諸端，倣傚者亦久而成書，題曰存想取益錄，又為警隷
語、管窺彙語諸篇。字字言言，足動人思，固宿儒所難言，即深聖教者，亦未易言
也。若其省察克治又恒異人，恒過而悔，悔而解，其悔而解也，恒疏而其告之師也，
恒畧天其疏，且畧者在乎人，非師所得而強者也。彌格爾自治愈嚴，乃其用心愈細，
冰谷之思，若將隕越，不可復出者。當其告解之時，屏息堂下，怵乎其思，墨乎其
容，涕泣自陳，汗流浹背，迨既解而謝恩。即在儔儕之中，不敢旁及他語，其肅志
凝慮，有如此者。大抵彌格爾奉教之後，念念惟主，有思必慎，言必信，有行必謹，
有缺必補，不誤用其偏至之才，而每自待以不肖之心。居常嚴束棕帶，時或鞭撻，
追想吾主耶穌代贖 17之恩，一念所及，忽欲忘生。當主 受難四十日前，預計自笞五
千餘下，每日分定百二十五下，如是者累日。艾師偶告眾曰：吾儕加功克己，固所
當也。然或失之不及。又或失之太過，是以有侃言，固當告解，即自作善亦互相
啇。……自責不若順命，順命乃翕 主心。夫自苦不翕

主心，主不享也。於是頫

首惟命，每七日必行之。教事精修上功，有領 聖體，是必用功純緻，解罪嚴密也
者，神父乃許之。彌格爾受洗數閱月後，即求領且切。艾師進而詢之曰：若固有志
乎，若何功而望重典也。彌格爾俯首答曰：小子正患無功耳。功不可致，是以罪積
而力弱，故願領

聖體，增吾力也，寡吾過也。艾師省其私，見用力備篤，月以當

歲耳，所入者心必繹之手，所紀者躬必逮之，於是獲領，眾推其敏行焉。 18……其
為人也動容，中禮謙抑善下，體不勝衣而行惟恐後，訥不出口而言必徵中，出入進
退，蹜蹜有循，人未有見其跛倚睇視者。……京兆楊淇園嘗竊嘆曰：吾閱人多矣，
見張子而愛敬倍至，若不自覺，張子殆不可及乎。……欣然向道，領聖洗日，彌格
爾喜不自禁向師語曰：小子此日懽若更生，意滿而神躍。……是并感其母，母從感
其弟妹，弟妹從馴至臧獲，亦無不翕然從焉。

19

此段張識入教修行的內容，較二十一金字神示經歷的描述為多，正是張識奉教虔誠、修
行嚴謹的事蹟，成為當時宣教人士大力推崇的主要原因。張識嚴謹修行受到楊廷筠的讚
許，也感動了繼母和弟妹們，為理想的信教範例，故其事蹟再三被提及，並且廣為宣揚，
成為當世一件事重要的證道案例。

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頁 411。
16
根據邱詩雯，
〈張賡簡譜〉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二卷，第二期，
「學林誌傳」
，2010.6，
頁 123-140），頁 130，註釋 24。
17
「代贖」指的是「替代的救贖」
。人的原罪、人的墮落，來自於人不聽神的吩咐，吃了知善惡樹
的果子，被神趕出伊甸園，為人最初所犯下的原罪，所以耶穌基督是代替所有罪人而死。
18
明．熊士旂、張焞，《張彌格爾遺蹟》（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
主教文獻》，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頁 417-437），頁 422-424。
19
同上，頁 4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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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張識精通西語，故能協助教中重要祭典的施行，並將聽講內容記錄成〈西方好
音〉一文，以及〈存想取益錄〉〈警隷語〉〈管窺彙語〉等諸多文稿，藉以闡釋個人對
於教義教理的心得感言。至於其受洗後，即開始苦修「嚴束棕帶，時或鞭撻」「預計自
笞五千餘下，每日分定百二十五下，如是者累日」之行，不過因其「尫嬴」，引發艾儒
略對其勸說「自責不若順命，順命乃翕 主心。夫自苦不翕

主心，主不享也。」故張

識將每日自笞二十五下的苦修，改成七日一次。受洗數月之後，經由艾儒略認可，再行
領聖體之禮。1622 年張識隨其父到大梁原武（河南開封）：「壬戌春其尊公補大梁原武，
慱彌格爾私願留

20

主堂中，日從昭事，而翁欲與偕往，不得已乃行入原武。」 隨之入

原武的母舅薛廷璉，也發生了一件與張識有關的異蹟：
……越三載，艾師遂因葉相國至三山，於今諸郡多知歸正，駸駸向慕 大主。彌格
爾所覩白鄉金字其亦驗矣。彌格爾母舅薛君亦因感而歸教，無何薛君病劇，息絶將
21
殮，彌格爾默為籲，遂現聖蹟而甦，詳在彌格爾序中
「彌格爾序」指的是楊廷筠〈張彌格爾遺蹟序〉？謝懋明〈彌克兒遺斑又弁言〉？張識
〈天主洪恩序〉？查閱以上三文後，並未見到此事記載。但在《勵脩一鑑》「祐病」單
元的〈主恩顯錫〉
，記載著張識舅舅死而復活之異蹟故事：天啟壬戍年（1622）
「薛廷璉
者，聖名法蘭濟，即張彌克爾舅也。」遊歷武林時，由張識開示而信教。後來薛廷璉生
病，長達十五日無法進食，且醫藥無效。一日見老翁：「皓首白衣，渾身朗潔，蹁蹮牀
帷前，異光掩映，不堪瞪目」張識認為這位老翁就是聖法蘭濟顯靈，於是拿取聖像來讓
薛廷璉確認，果然認出聖像之人即為夜見的床前老翁。第二日薛廷璉隨即病逝，暫停棺
在徐君家中。經過張識「哀號吾主，再號聖母，又號法蘭濟，賜赦救恤。」果讓薛廷璉
甦醒復活，醒來後薛廷璉敘述「死後艱險狀甚悉，嘆此際魂魄兩兩摩盪，留戀難割，令
人毛髮俱竦」 22故此段記載既彰顯張識祈禱的功效，又為死後入冥的見證之例。
張識與其繼母的關係，在《張彌格爾遺蹟》多所著墨，除了上述繼母受到張識感召
而信教，尚有張識透過繼母對於父親的致力科舉，進行勸說：
「則為其繼母微言曰：天
23

主之恩在此不在彼，爹何專力彼乎？乃公聞之大為感奮。」 因為張識修行太過勤勉不
懈，故繼母建議他：「爾纔食，盍從舅談消遣。」但張識的回答是：「舅談多世俗事，
從舅獲罪於

24

主，但獨坐自有功程，較無碍耳。」 仍堅持獨自修行。而對繼母過失則
25

會：「母也渠不省，諭之得知可矣。」 和顏悅色之直接勸說，足見其家風之自由。張
識死前短暫復蘇的轉述死後審判內容中，即特別針對繼母的勸說：「娘快勉之，娘為人
都可，但性太急切，宜改諸。兒今親覩審判，如是怕人也。」對於繼母急切個性的擔心，
20

同上，頁 427：「壬戌春其尊公補大梁原武，慱彌格爾私願留 主堂中，日從昭事，而翁欲與
偕往，不得已乃行入原武。……」
21
明．熊士旂、張焞，《張彌格爾遺蹟》（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
主教文獻》，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頁 417-437），頁 424-425。
22
明．李九功，《勵脩一鑑》（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7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下卷抄本，頁三十一左-三十二左（頁 248-250）。
23
明．熊士旂、張焞，《張彌格爾遺蹟》（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
主教文獻》，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頁 417-437），頁 428。
24
同上，頁 428。
25
同上，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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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於言表，希望藉由死後審判的告誡，讓繼母悔改其失。但是此項期許明顯落空，因為
張識死後的一年之內，每次繼母不改急切個性，表現出恚怒脾氣的當天晚上，必定夢見
張識從天而降，無語地站在面前，似乎對繼母屢犯未改的個性，無聲地加以譴責。一年
26

之後，張識就未曾出現繼母夢中了，所以張賡取笑其妻：「吾兒知汝不浚，不屑至矣。」

連成為天神的張識都對其繼母，放棄夢示提醒之舉，足見此位張賡妻的脾氣著實不佳。
27

不過，每逢張識忌日，張識必入繼母夢中：「自天而下，貌甚豐閠，衣甚鮮明。」 有
著寬慰繼母的孝意夢示。甚至還出現預告式的夢示：「一夕告母曰：各人亟打掃，艾先
生且來矣。越旦乃公與眾同瞻禮，正述此夢，而艾師將入溫陵之信果至，眾莫不驚異焉
28

哉。」 雖然艾師不是隔天就依夢示所言而前來，但傳來將到臨的信件訊息，也算異蹟
顯靈的印證故事。諸多張識與繼母之間的細膩、生動事件，符合中國傳統又緊密的親情
刻劃，具有生動傳達信教家庭樣貌之意義，有助於宗教宣揚之勸奉效果。
對於天啟三年（1623）張識的最後異蹟描述，為其去世時的經歷細節：
夏五月心病作，飲食漸少而功課不少輟。父為延醫，醫診之曰：六脉無病，獨其胸
梗梗然，處或躍或潛，若有所思，然不在死法中。彌格爾曰：我始翹竚艾師來中州，
不獲如意，但聞四表金師諱尼閣將由汴入晉，必至原武哉，得諧所願，或尚可生迨。
季夏得金師信，當於秋仲乃束裝。泣告廼翁曰：疾不可為矣，我不復能侍矣。時屆
七月政建

聖母雪鋪殿宇之期，昩爽請而翁與語，手付二緘，囑寄艾師，書中自稱，

覺負過愆懇，乞吾師時時於彌撒中為祈，矜憐赦宥，早拔罪人，俾得見

主。又前

在杭日，有未遵訓戒，得罪同教者，併求祈赦。鳴呼百歲半日耳，半日之別，惟師
多以罪人而傷情也。既乃燃聖燭，焚香誦經悔罪，日過中而神往，親見

天主，判

一罪人發下地獄，又一童子發孩童所，三判迨彌格爾，先加訶責，賴宗徒聖瑪竇及
上德西泰利瑪竇先生侍側，並懇祈主，乃呼彌格爾天神曰：准之化光天罷。爾時聞
命聲震如雷，彌格爾旋甦，覺遍體異熱，亟揮翣，而詳為闔家述前狀。述畢，泰然
長遊。時政申初還按三年，受予之期不爽一刻，異哉。」 29
此段張識預知死期將至，雖然病不致死，但他已然知道自己見不到艾儒略，也等不到金
尼閣的秋天到臨。而其死後短暫的蘇醒復活，面對家人敘述其見證罪人入「地獄」、童
子入「孩童所」，以及自己幸蒙聖人：聖瑪竇和利瑪竇的代祈免罪，得以從受到天主呵
責，轉成赦罪入「化光天」的結局。當張識說明經歷，即溘然長逝，其死亡的時間，正
為三年前二十一金字內容的印證，故最後以「異哉」作為結語。
熊士旂在文後有：
曩余與彌格爾共侍艾師於武林，朝夕一堂，多所目擊，竊欣慕焉。茲復得艾師口授
其詳，因為序次其事。厥後尊君遷廣東縣宰乃遷其櫃，自原武歸於溫陵，合其弟奉
教悌尼削者，葬郡城西南二十里，霞美山祖墳之側，立石碑刻十字架為記，題曰首
26

同上，頁 434。
同上，頁 434。
28
同上，頁 434。
29
明．熊士旂、張焞，《張彌格爾遺蹟》（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
主教文獻》，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頁 417-437），頁 430-43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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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天主兒彌格爾。

30

說明自己與張識曾在武林朝夕相處，對於張識為人十分景仰，也從艾儒略得知張識異蹟
的過程，熟知事件始末。根據邱詩雯所列張賡簡譜：「1625 年（天啟五年）張賡遷廣東
31

連山縣知縣，途經福建葬張識張就。」 或許熊士旂《張彌格爾遺蹟》即為紀念此安葬
事的文稿，故此篇為總結張識其人其事的完整文獻。
至於謝懋明〈彌克兒遺斑弁言〉、張識〈天主洪恩序〉〈警隸語〉、以及張賡〈悌
尼削世紀〉
，對於異蹟事件本身並無更多的說明，就此略過不多介紹說明。

三、李九功《勵脩一鑑》顯賞類之「祐病」、
「聖夢」、
「善終」
32

《勵脩一鑑》（1639~？ ）為李九功將當時已出版的各種天主教著作，如《聖人行
實》
、《聖母行實》《聖母經解》、
《德楷》
、《主恩顯錫》、
《閩中欽崇範》
、《德清聖蹟記》
33

等，進行選取和編撰的一部故事集 。此書在內容上「即是各種天主教故事，其中既有
34

聖經、聖人的經典故事，也有發生在當地的奇聞軼事。」 與張識有關的異蹟內容，李
九功將其歸諸為「顯賞」類，在此之前項為「異蹟」類，其中包括聖像、聖名、聖體、
靈恩及奇蹟等條目。張識故事未能被歸類為異蹟或奇蹟，一方面為天主教對於所謂的異
蹟和奇蹟，自有其嚴格的定義；另一方面依當世傳教人士立場，將此則故事歸諸為天主
對張識的厚賞，以為天主榮恩之彰顯，更具宣揚天主教的傳教效益。
〈顯賞．祐病〉與張識故事有關的記載有兩則，一開始是編者對於張識事蹟的概述，
因為文後無出處說明，比對《口鐸日抄》的「論述張子異蹟」
，或是熊士旂、張焞的《張
彌格爾遺蹟》，雖然事件始末大致相同，但未有抄錄文字的情形，可知為李九功自行編
寫的內容。全文如下：
溫陵張識生世十七年，為天啟改元辛酉之歲（1622）
，從其父孝廉賡，讀書武林。
時屆溽暑，陡病劇甚，雖向來得聞聖教，未知信愛。其鄉有夙奉教者黏懋科，明醫
理，亟來視之，投以丸藥，多方強咽不能下。黏君因勸諭皈主，痛悔前愆。識急如
教，忽覩牀帷中遞現大金字：曰憤勘、曰解虐、曰德鄰、曰白鄉、曰聽簡、曰健盟、
曰百繫亦脫、曰三年當受予，以上諸語。遞現遞滅，但健盟兩字，遞隨各語而現，
又最大。識頓蒙靈豁，將所現語詮釋，詳在自紀天主洪恩序。一見聖字之後，取丸
30

同上，頁 435-436。
根據邱詩雯，
〈張賡簡譜〉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二卷，第二期，
「學林誌傳」
，2010.6，
頁 123-140），頁 131：「（1625 年，天啟五年張賡遷廣東連山縣知縣，途經福建葬張識張就。」
32
李九功〈自序〉繫年為「崇禎己卯」（1639），但仍有不少後來年代的事件記載，包括〈顯
賞類．聖夢〉張賡遇張識顯像，即為崇禎癸未（1643）年事。關於《勵脩一鑑》的編修年代，林
熙強在〈《勵脩一鑑》與《炤迷四鏡》中「鏡」的文學與宗教意義〉（《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
傳播》李奭學、胡曉真主編，2015 年 9 月出版，漢學研究中心出版。）
文中之頁 55 已有詳細論述：「《勵脩一鑑》的成書可能如同李九標十年間筆記《口鐸日抄》
（1630-1640）那樣，過程延續數載，由崇禎朝而至南明弘光朝。」
33
羅群，
《艾儒略與《口鐸日抄》研究》
（浙江大學博士論文，人文學院･中國文化史･古典文獻學，
2009.12），頁 100。
34
同上，頁 13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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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吞之即下咽，若神助然。於是絶粒者三日矣，倏爾加餐。病已，遂趨天主堂中叩
謁，且求鐸德先生為啟廸真理，領經領洗，盡刷舊染，力持教規，永不負健盟之訓
云。鐸德先生授洗時，命以右名彌克爾，至今教中人無不知有張彌克爾者。

35

此段與文字與《口鐸日抄》
「論述張子異蹟」第一人稱的敘述手法明顯不同，且有更多
事件細節的說明，例如張識病重時，教友黏懋前來問疾投藥，但張識無法吞下藥丸，等
到二十一金字顯現後，才能吞藥加餐飯而病癒。另外，此處也提及《口鐸日抄》未說到
的張識〈天主洪恩序〉一文﹔不過，
《口鐸日抄》內文說到張識寫作的〈彌克兒遺斑〉
一文，同樣也未在其它記載張識的傳教文本中查得。
〈顯賞．祐病〉第二則與張識有關的記載，引自《主恩顯錫》：屬於張識的舅舅薛廷
璉死而復活事件。天啟壬戌年（1622）薛廷璉遊歷武林時，由張識開示而信教，教名為
法蘭濟。後來薛廷璉生病，長達十五日無法進食，且醫藥無效。一日晨起視力茫茫，於
是祈求聖法蘭濟保佑，立刻視力獲得改善。當天晚上無法入眠，見到一位老翁：
「皓首
白衣，渾身朗潔」立於床前，充滿無法直視的異光。第二天告訴張識此事，張識認為這
是聖法蘭濟顯靈，且取聖像供薛廷璉辨識，果為夜見的床前老翁形貌。隔天薛廷璉即病
逝，暫停棺在徐君家中。張彌克爾「哀號吾主，再號聖母，又號法蘭濟，賜赦救恤。」
果讓薛廷璉甦醒復活。其描繪薛廷璉復活的過程：
「璉稍作呻吟聲，轉瞬手招，叩以他
故，弗應。叩之主宥，乃頷立，呼茶湯，蹷然起嚼。異哉絶粒半月，四肢委頓，忽矯矯
兀坐，若有餘勇。」 36因為得到主宥而復活，開始飲食並且很快就恢復力量。後來薛廷
璉自述其死後經歷為：
「死後艱險狀甚悉，嘆此際魂魄兩兩摩盪，留戀難割，令人毛髮
37

俱竦」 僅簡單帶過，未詳述艱險情狀和令人毛髮竦然的景象，但可想而知為地獄景象。
當張彌克爾前往大梁，薛廷璉亦千里相隨。
〈顯賞．聖夢〉另外一則記載引自《主恩顯錫》，為張彌克爾（張識）顯靈於其父張
38

瑪竇（張賡）夢中，安慰父親。 當崇禎癸未（1643）温陵張令公賡患潟嚴重、無法進
食時，夜晚恍惚間看到一位白晳的先聖，來到牀前，跪於張賡的膝旁位置，不久消逝而
39

去。李九功對此位先聖的說明為：
「蓋即公郎彌克爾見顯，於時公未覺也。」 當時張賡
並未認出此位白晳先聖即為自己的兒子張識，只是醒後延請鐸德聶先生前來，向他告解。
另一方面，再者，聶先生因為莆陽朱若望朋友病重，前往探望，遇到朱若望的中表親戚
姚濟谷，告知聶先生：
「二月念五之夜，夢見一白衣少年相訪，無言，但兩手有『慰諭』
兩大字。仍把筆書訓句一紙，令濟谷讀之，讀竟而醒，乃敢楮筆錄存其詞云：
帝心簡在，主命嚴存，小心打掃，天國有門，今賜爾苦，日後其長，多欲起怒，及

35

明．李九功，《勵脩一鑑》（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7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下卷抄本，頁三十左~三十一左（頁 246~248）。
36
同上，頁三十二右~三十二左（頁 249~250）。
37
同上，頁三十一左~三十二左（頁 248~250）。
38
明．李九功，《勵脩一鑑》（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7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下卷抄本，頁四十九右~五十右（頁 283~285）。
39
同上，頁四十九左（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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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魁愆。爾家愿貧，不薄爾祿，形體至貧，靈神極貴，爾歡愛之。若望均此即莆友
朱禺中，彼家有產，取彼病之，殞罪息欲，彼亦忻承，貧病相憐，勤祈多鍚，大福
將來，世禍即息。緘默內想，啟發善言，而今不慰，死墮主寵。小子泉人，寓越入
教，回家慰親，即復善里，聞子若望，莫落他耳，玉堂訓句，爾室揮之。

40

姚濟谷將夢中所見的「玉堂訓句」
，以楮筆錄書寫出來，於是聶先生從上述內容中的「小
子泉人，寓越入教，回家慰親」之句，豁然了悟先前張賡所見的白晳先聖即為張識，因
此他告訴莆田人們：
「此張瑪竇公郎彌克爾，繇泉慰親，因度茲也，異哉」
。所以李九功
的評論「為慰親之期，仲春念一，親病少差，遂以念五過莆陽，慰諭道友，垂訓懿言，
41

此非天帝特恩，假之降臨，誰能邀乎。」 為張識靈蹟事件再添一椿。
〈顯賞．善終〉又有一段張識故事的記載，因為此段內容未見引據出處，當為李九功
敘述文字，與「祐病」
「溫陵張識生世十七年……」與口吻相符，屬於上述記載之後續
說明。先有：
張爾克彌既詮三年，當受予之旨，亦以主恩篤昇慧力，至三年且完滿也。諸鐸德私
相告語，謂主特簡彌克爾，不久當受予矣。時領洗幾朞月，從廼公之大梁氊次，武
林奉教諸友，細偵其省克真修，夙夜無間。京兆楊淇園公亟稱之曰：吾中國一人矣！

42

再有以下文字：
天啟三年癸亥（1623）
，適聖母雪地殿日，時方昧爽，彌克爾遽呼廼公曰：兒今日
且往，啟笥中出緘，曰：俟兒往，以一寄武林上鐸德艾師，一上武林堂諸鐸德師，
其一則阿爹密視之，勿忘也。囑既焚香，燃聖燭，誦經悔罪，至未刻而逝。廼公急
治匠事，且越申時，彌克爾旋甦，大呼闔家為語曰：『今者往見造物主矣。主初審
判一罪人，發付地獄﹔再判一童子，發于童子所﹔迨判予，訶責一聲。爾時聖宗徒
瑪竇，偕利瑪竇侍側，共稱籲，以彌克爾近修儘可。主乃喚天神彌克爾曰：准登化
光天罷。當彌克爾聞時，忽聲震異嘗，渾身酷熱，呼揮箑，霍然轉述如許狀。』於
是復安逝，還按辛酉（1621）歲見聖字之期，正週三年，亦雪地殿日，亦申時刻，
親覩主容，躬承主判，厚蒙主寵，廼爾所謂三年當受予者，寧有爽哉。

43

張賡治辦張識後事的過程中，張識竟然死而甦醒，要家人們前來聆聽其遭逢死後審判的
見證經歷，自言看到審判的歷程：罪人、童子分別被判入地獄和童子所，原本天主呵責，
幸賴瑪竇和利瑪竇求情，才能獲准登上「化光天」
。隨著震耳聲響和全身酷熱，張識甦
醒後告知家人此番死亡經歷，講完隨即安然去世，整段死後復活、公開宣講警示的戲劇
效果十足。

40

同上，頁四十九左~五十右（頁 284~285）。
同上，頁四十九左（頁 284）。
42
熊士旂、張焞，《張彌格爾遺蹟》（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
教文獻》，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頁 417~437），頁 425「京兆楊淇園嘗竊嘆
曰：吾閱人多矣，見張子而愛敬倍至，若不自覺張子殆不可及乎。」。
43
明．李九功，《勵脩一鑑》（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7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下卷抄本，頁五十三左~五十四右（頁 292~293）。
41

71

德霖學報「第 33 期」

另外，此頁有橫批：「張子去世後屢顯異蹟，訓戒家人，慰諭親友，其升陟帝鄉無
44

可疑者。故教中人常為張子慶無年而有年也，又為令公慶無子而有子也。」 為李九功
對於張識事的感言，稱此事為異蹟。

四、李九標《口鐸日抄》的「論述張子異蹟」
《口鐸日抄》的「論述張子異蹟」全文如下：
三月十一日，余復至堂，得一帙曰：
「彌克兒遺斑。」讀之，知為溫陵張見伯作也。
見伯名識，聖名彌克爾，乃張令公賡之子，自述其在杭時病困，籲祈

大主。忽

於床帷有光一道，遞現二十一字：
「曰憤勘、曰解虐、曰德鄰、曰白鄉、曰聽簡、
曰徤盟、曰百繫亦脫、曰三年當受予。」且自釋其義，具載篇中。余讀而異之，
因請其詳。艾先生曰：
「是張子十七歲時事也。張子雖妙齡乎，而修道之心，忻勤
真摯，皆高人一等。故其收功倍速，而靈蹟倍奇。」余曰：
「張子在乎？」先生曰：
「去世矣，庶乎升天矣。」曰：「升天何期乎？」先生曰：
「即現字之後三年也。
昔張子現字時，吾方在杭，張子至堂，備述前事，其所云『三年將受予』者，意

大

主將增其慧力，吾已默定為去世升天之期矣。果於三年後是月是日是時，親見

天

主耶穌。覺初尚呵責，有聖瑪竇及利瑪竇者旁為轉祈，方許登化光天焉。斯蓋絕
而暫蘇時，備告其父若舅者，且臨終作書，別教會諸友。道此行望得安息之所，
不必以去人世為憂戚云。」余聞而悚然者久之。夫張子以如許功行，尚微干
怒，獲祈乃免，而況其下者乎？日監在茲，可畏哉？

主

45

《口鐸日抄》為李九標或記錄或編纂崇禎三年（1630）到崇禎十三年（1640）之間，艾
儒略、盧安德、林本滿、瞿西滿等傳教士，與其追隨教徒之間的講道、談話與答問內容，
被視為晚明基督教中最具吸引力的作品 46。吳昶興指出全書共有 495 則紀事，「標題為
47

異蹟的比例大約佔百分之一點二」
，足見異蹟在佈道傳教的宣傳份量 。
上述文字的「余」為李九標自稱，敘述三月十一日在聖堂中見到張彌克兒所書寫的
遺稿，向艾儒略請教此事始末，故有此段「彌克兒遺斑」之文字記載。吳昶興指出「張
48

子異蹟」是一個明末教內人士廣為宣揚的著名事件 ，因為「
『異蹟』是排除華人心理
49

障礙接受信仰的一個重要媒介」 所以「艾儒略親身所見證的《張彌克爾遺蹟》可說是

44

明．李九功，《勵脩一鑑》（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7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下卷抄本，頁五十四右~五十四左（頁 293~294）。
45
〔意〕艾儒略等口鐸，明．李九標等筆記，
《口鐸日抄》八卷（張西平、任大援主編，
《梵蒂岡
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14.08）
，第 26 冊，卷一，頁
四右~五右（頁 457~459）。
46
同上，「提要」，頁 411：
「許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甚至將其視為晚明基督教中最具吸引力
的作品」。
47
吳昶興，
〈異蹟與明末天主教傳播〉
（吳昶興編，
《再一解釋：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法新拓展》新
北市：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05，頁 357~390），頁 363。
48
同上，頁 363。
49
同上，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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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最具代表性的異蹟」，其中有夢知死期、光中之現字、預告後事等異蹟情節。

50

當張識受盡疾病折磨時，得到天主的神蹟示現，此屬第一段的靈蹟記載；等到三年
之後，張識去世不久竟然能「絕而暫蘇」，向父舅交待後事，並且寫下遺書，向教友們
進行告別後，才又溘然長逝，則為第二段的靈蹟事件。至於此段內容提及張識即將辭世
時，
「親見

天主耶穌。覺初尚呵責，有聖瑪竇及利瑪竇者旁為轉祈，方許登化光天焉。」

其中的「代祈」概念，為當世傳教士們所宣傳的教義之一：煉獄者不能靠自力方式，免
51

罪脫獄，必須由天主教的神父代為祈求，才能脫離煉獄 。所以李九標最終的感言：以
張識這般的修德言行，尚「微干

主怒」未能直接入天堂，必須等到他人代為祈禱，方

能「獲祈乃免」
，誠屬戒愓自省的勸導範例。至於第一段的光中現字和預言警語內容，
為宗教上常見的奇蹟模式，必有異象、必具預知未來的作用，方顯神威以收服信眾。
對於張賡父子與楊廷筠、艾儒略之間的互動情形，尚有一段文字，記載於張識靈蹟
文字之後：
居有間，眾談張彌克之事。子薦問曰：
「張令公尚有幾兒乎？」艾先生曰：
「令公共
有六男，彌克其三也。今其四者亦升天矣。四男名就，聖名悌尼削。其在杭進教時，
纔五歲也。幼而穎異，不讓厥兄。至若虔恭恪守，有老成人所不如者。楊京兆淇園
極憐愛之。一日于聖堂前，京兆問曰：
『
生乎？』曰：『
而得兒也。」

天主誰生乎？』曰：
『聖母。』『聖母誰

天主。』眾咸服其警敏。今偕其兄可得天上國，張令公方謂亡兒

52
53

楊廷筠（1562－1627）被尊稱為明末「聖教三柱石」 之一，字仲堅，號淇園，聖名彌
額爾（Michael）
，又號彌格子。在此可看到當時在杭州教區，張賡一家與楊廷筠、艾儒
略交從十分密切。張識、張就兄弟年幼時即顯露聰穎資質，卻又於同一年相繼去世
54

（1623） 。此種慧童早逝的遺憾，當與上述張識靈蹟故事，成為信眾們不時談論此事
的契機，並且作為教義宣揚的典範。艾儒略所謂的「張令公方謂亡兒而得兒也。」雖然
張賡的兒子相繼去世、雙雙夭折，但也因為這些不凡事蹟，而能顯揚聖靈天主，別有所
得，值得寬慰。

50

同上，頁 366。
〔意〕羅雅谷著，《哀矜行詮》三卷（張西平、任大援主編，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
流史文獻叢刊》梵蒂岡館藏號: 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III 221.14，第一輯，第 26 冊，
頁 1~409。據明崇禎六年(1 6 3 3 )刻本影印。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14.08）
，卷三，頁四四左（頁
240）
「……蓋死者之靈魂，一入煉處，不能自求，如人負債囚于官，私情不能自達，必賴他人代
為償補，始得解脫，故凡在煉處之魂，望我輩通功甚亟，則求主免其苦，而早得上升，此為死者
祈也。……」
52
〔意〕艾儒略等口鐸，明．李九標等筆記，《口鐸日抄》八卷（張西平、任大援主編，《梵蒂岡
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14.08）
，第 26 冊，卷一，頁
六右~六左（頁 461~462）。
53
「聖教三柱石」：徐光啟（教名保羅）、李之藻（教名利奧）和張廷筠（教名米迦勒）。
54
邱詩雯，
〈張賡簡譜〉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二卷，第二期，
「學林誌傳」
，2010.6，頁
125~140），頁 131：「季春，張就去世。八月五日，張識去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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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維聖《天主審判明證》中的張識
《天主審判明證》的「顏魁賓受審復生」故事中，出現與張識有關的情節。泉州
教友顏魁賓於崇禎庚辰（1640）七月十四日因病死亡，由天神帶往審判。見天主耶穌高
坐殿堂，由總領天神彌額爾代行審問事宜。根據文冊列出當日死者的在世功過，有罪者
發入地獄，有德者則有兩種去處：少數的有德者，可以直接上到天堂；多數的有德者，
得先到「煉罪所」
，又稱「煆煉所」
，等到洗滌罪責、修煉完畢，方可進入天堂。顏魁賓
雖然自認為是虔誠信徒，按時告解，但仍有貪、吝、忿怒三大罪惡，本應入「煉罪所」，
但念在其畫飾泉州聖堂的功勞，故暫時放還人間，必須將此次受審的遊歷見聞告知世人，
以顯揚天主的全能。帶領顏魁賓原路返回人間的「直（值）日聖人」就是張識：
「張彌
格即泉郡張識，聖名爾格。勤修天教，積功累行，以癸亥（天啟三年 1623）歲蒙召升天，
有彌格遺蹟。」同為泉州教友的顏魁賓對於張識早已久聞其名。而張識請顏魁賓帶話給
家叔和家人們：
「令之速除三愆：一貪、一傲、一起滅是非，堅定前功，勿自暴棄。舍
弟年少，淫念須坊（防）
，舉家男女老幼俱入教中，惜乎二母欠和。魁賓問：尊翁何如？
對曰：家父閩省之最，未免循俗耳。」 55張識希望家叔速去除貪、傲、起滅是非三過，
年幼的弟弟應該戒除淫念，二母應該和睦相處。對於自己的父親：張賡，則語帶保留、
未能明言，僅說：「閩省之最，未免循俗耳。」根據黃一農對於此段內容的推論，認為
56

或指張賡納妾之舉 。因為納妾行為並不符合天主教戒律，但基於父親的修為和在天主
教傳教事業上的貢獻，對於父親未能免俗的納妾，張識難以明言其過失。
文中亦提及張識見二十一金字時的教友黏醫生：
「張彌格又向魁賓曰：近王戶我、
黏醫生亦泉郡奉教最誠懇者。王八十六歲去世，黏奉教二十餘年如一日，皆己卯（1639）
年去世。己（以）上五位臨終俱已行教禮，訖乃安然而逝。已獲息止安所，須令其兒孫
於喪服中，再加意焉。」另外又舉四位泉州信徒在死後居「煆煉所」的處境，其中一位
是丁丑（1634）年去世的張爾谷，在煆煉所負責開門迎接來者，他一聽到顏魁賓即將回
還人世，立即拜託顏魁賓轉告人世親友，
「代誦三千八百經」以救出「煉獄」
。此「煆煉
所」
、
「煉罪所」
，即為天主教所謂的「煉獄」
。而代為祈求，順利升天，亦屬天主教與煉
獄概念有關的「代求」
「代祈」思想，一如《口鐸日抄》
「彌克兒遺斑」中所記載的，張
識必須等到聖瑪竇及利瑪竇代為祈求，才能免罪升天。
顏魁賓甦醒後正好艾儒略來到泉州，於是顏魁賓將個人經歷告訴了艾儒略，而艾儒
略也對此事表達了認可的肯定，並且指示顏魁賓之子：顏維聖要記載及傳誦此事，作為
天主真實顯現的見證。
顏魁賓得以還陽回魂的原因，除了畫飾聖堂有功，尚有負責宣揚審判事證的職責，

55

明．顏維聖，
《天主審判明證》
（鐘鳴旦、杜鼎克、蒙曦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
臺北市：臺北利氏學社，2009.09）第二十三冊，頁 210-211。
56
黃一農，
《兩頭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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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認為自己人微言輕，他人應該不會相信自己所說的話，於是天神指導他，可以將
此經歷告訴「鐸德」者（即司鐸，天主教神父。）就能受到重視和肯定。因為艾儒略的
態度，肖清和認為當時傳教士似乎無法以教義方式勸服信眾，因此「訴諸于超越性的神
秘事件？或者，顏魁賓或艾儒略希望此種方式，進一步強化信徒對教會規範的執行力。」
57

亦即「通過此種方式對教會群體所提出的規範。」 吳昶興則認為《天主審判明證》是
58

一部天堂地獄靈蹟作品，是一則與彌克兒有關的「顏魁賓之死後甦醒之經歷」 ，具有
「因病死亡見異象」和「死裡復活」兩項元素。根據邵穎濤指出的清代小說常見三種入
冥方式書寫：夢入、魂入、身入，以及常見的故事模式：假死--入冥受審--放還陽間--轉
59

述他人 ，
《天主審判明證》顏魁賓故事確實符合當世常見的入冥故事模式！而此段對
於天主教審判情節的描述，實與中國冥界見證模式相同，只是將中國的地獄審判改換場
景。

六、結語
廣義的「神蹟」
（Miracles）
，為所有的靈異故事（miracle stories /miraculous tales）
，只
要是奇蹟出現所引發的「驚奇」情緒，就可納入神蹟的範圍。肖清和指出：「神蹟就字
60

面解釋就是驚奇，即因奇蹟引發的驚愕感情。」 神奇事件、靈異事蹟為宗教宣揚的必
備條件，靈驗事件的招攬信眾力量，讓各教各派，無不極力宣揚與宗教信仰有關的神奇
事件，以為傳教依據的典範招牌。中國宗教的多元包融，對於神蹟的認定標準較為寬鬆，
各種神靈都有各自的神蹟事件，如媽祖神蹟、關公神蹟、觀音神蹟等，神蹟用語普遍適
用於多位神靈的多樣傳奇事件。但是西方自猶太教已將神蹟定義加以限定，認為唯一的
61

真神是「耶和華」
，所以只有「耶和華」所創造的奇蹟才是「神蹟」
，其餘皆屬「巫術」
。

至於基督宗教也對「神蹟」定義加以局限，必須屬於「新約福音書中耶穌治病、驅魔、
62

趕鬼等彰顯天主能力的事件。」 與耶和華或與耶穌有關的奇蹟事件，才能稱為神蹟。
因為基督宗教上的靈異事件不免與耶穌基督、天主有關，自然而然的基督宗教之神蹟認
定，確實符合狹義的定名方式，
「就基督宗教的傳統來說，
『神蹟』與一般的靈異現象有
所區別。」

63

64

艾儒略稱張識見二十一金字事為「靈蹟」 ，張識記載此事的文稿被題名為〈彌克

57

肖清和，
〈靈異故事與明末清初天主教的民間化〉（
《東岳論叢》，2011.1，頁 29-44），頁 41。
吳昶興，
〈異蹟與明末天主教傳播〉（吳昶興編，
《再一解釋：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法新拓展》
新北市：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05，頁 357~390），頁 378。
59
邵穎濤，
〈論清代小說中的幽冥空間〉（
《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7，第 38 卷第 4
期，頁 84-87。），頁 85。
60
林中澤，
〈
《舊約》中的神跡：基本特色及文化聯系〉
（《學術研究》
，2007 年 2 月，頁 96-160），
頁 96。
61
同上，頁 97。
62
肖清和，
〈靈異故事與明末清初天主教的民間化〉
（
《東岳論叢》第 32 卷第 1，頁 29-44）
，頁 29。
63
同上，頁 29。
64
〔意〕艾儒略等口鐸，明．李九標等筆記，《口鐸日抄》八卷（張西平、任大援主編，《梵蒂岡
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14.08）
，第 26 冊，卷一，頁
四右（頁 45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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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兒遺斑〉 ，所以謝懋明題寫的「弁言」 ，也稱之為「遺斑」﹔楊廷筠、熊士旂和張焞
67

則以「遺蹟」稱之 ，確實遵從基督宗教的傳統，未見神蹟之用語。不過李九功對於張
68

識事件以「異蹟」稱之 ，但又在歸類時，將張識事歸屬「顯賞類」
，而不列入「異蹟
類」
。《勵脩一鑑》異蹟類則有聖像、聖名、聖體、靈恩及奇蹟等項目，足見李九功對
於張識事蹟的認定，或尚不足以入異蹟之列，或強調張識事蹟的神顯恩賞之意義。而「『異
69

蹟』是排除華人心理障礙接受信仰的一個重要媒介」 ，故吳昶興和羅群等研究學者多
採異蹟之名，以為張識故事之稱。
70

71

楊廷筠讚譽張識為「吾中國一人矣！」 ，並為其寫〈張彌格爾遺蹟序〉 。艾儒略
72

所謂的「張令公方謂亡兒而得兒也。」 李九功稱「故教中人常為張子慶無年而有年也，
73

又為令公慶無子而有子也。」 謝懋明〈彌克兒遺斑弁言〉中的「郎君者可以死，可以
74

不死矣。」 以上諸多內容，皆為當世人們對於張識的讚譽之言。而《口鐸日抄》的「居
75

76

有間，眾談張彌克之事。」 以及《勵脩一鑑》的「至今教中人無不知有張彌克爾者。」

更說明了張識異蹟在天主教信眾圈的知名度，以及作為宣揚教義的極佳見證和典範。再
77

者，根據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書中所提及艾儒略撰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
也有：
65

〔意〕艾儒略等口鐸，明．李九標等筆記，《口鐸日抄》八卷（張西平、任大援主編，《梵蒂岡
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14.08）
，第 26 冊，卷一，頁
四左（頁 457）。張識自題名為〈天主洪恩序〉
（1621）。
66
明．謝懋明〈彌克兒遺斑又弁言〉（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
文獻》，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頁 491-493。
67
明．楊廷筠〈張彌格爾遺蹟序〉、熊士旂《張彌格爾遺蹟》
、張焞〈贊〉（鐘鳴旦、杜鼎克、蒙
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
，頁 409-413，
頁 413-416，頁 417-46，頁 436-437。
68
明．李九功，《勵脩一鑑》（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7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下卷抄本，頁五十四右（頁 293）板頁上方
69
吳昶興，
〈異蹟與明末天主教傳播〉
（吳昶興編，
《再一解釋：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法新拓展》新
北市：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05，頁 357~390），頁 366。
70
明．李九功，《勵脩一鑑》（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7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下卷抄本，頁五十三左-五十四右（頁 292-293）。
71
楊廷筠，〈張彌格爾遺蹟序〉（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頁 409-413。
72
〔意〕艾儒略等口鐸，明．李九標等筆記，
《口鐸日抄》八卷（張西平、任大援主編，
《梵蒂岡
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14.08）
，第 26 冊，卷一，頁
六左（頁 462）。
73
明．李九功，《勵脩一鑑》（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7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下卷抄本，頁五十四右到左（頁 293-294）之板頁上方
74
明．謝懋明，〈彌克兒遺斑弁言〉（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
文獻》，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頁 489-494。
75
〔意〕艾儒略等口鐸，明．李九標等筆記，《口鐸日抄》八卷（張西平、任大援主編，《梵蒂岡
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14.08）
，第 26 冊，卷一，頁
六右~六左（頁 461~462）。
76
明．李九功，《勵脩一鑑》（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7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9）下卷抄本，頁三十左-三十一左（頁 246-248）。
77
方豪，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北京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8）
，頁 182-183。不過，頁 183
之「楊廷筠著《張彌格爾遺蹟》」有誤，楊廷筠僅寫作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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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後張識者，聖名彌克爾，奉教至虔，為眾所仰。天啟癸亥，從父孝廉張夏詹掌教
中州。臨終時忽見天主聖容，審判其生平，尚加訶責。適宗徒聖瑪竇與利子共現天
主台前，為之懇祈，天主許登化光天焉。彌時頓蘇具為其父言之，乃安然而逝。

78

這或許是更重要的流傳動機，基於對利瑪竇推崇和聖化意圖，因此事有助於當世天主教
傳教事業之推廣，足以加強更多信眾人士的入教信心，故艾儒略及其門徒信眾們再三引
用張識異蹟以為證道故事。所以吳昶興在〈異蹟與明末天主教傳播〉文中亦指出「張子
79

異蹟」是一個明末教內人士廣為宣揚的著名事件 。由此可知，張識故事確實為當世天
主教入華傳教之策略觀察依據，異蹟傳述成為天主教來華傳教相當明顯的傳教策略之轉
變，從利瑪竇面對上層士大夫的知性傳教，一改為針對一般民眾的靈驗傳教。此種改變，
正為時代背景變遷下的傳教策略調整，採取符合庶民大眾認知的傳教講述和文本記載，
成為當世相當特別的中西文化融合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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