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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會法》觀點看中梵關係

正常化的歷史發展與本質性問題 
 
●王善卿／紐約聖若望大學歷史系博士1 

 
 
 

壹、導言 

  聖座（Sancta Sedes）外交的基本性質是精神性的，
2

目的是為了「與各國的地方教會

保持聯繫，執行其屬靈使命，維持教會的合一共融。」
3

宗教既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教

友亦為世俗國度的公民，因此，或有政策與教會價值產生衝突的狀況，或遇國家敵對而

導致教友分裂，換言之，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都不可能與政治脫離關係。在此情況下，

聖座外交即使欲維持其屬靈性質，但是運作上則須保有某種程度的政治手腕與智慧。二

戰之後，由於國共內戰爆發，導致1949年起兩岸分治，統治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競爭「中國」的合法代表權，因此，聖座外交也因著兩岸各自政治局勢的發

展而不斷進行調整。 

  聖座與今日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的政權往來，始於1245年。1289年建立了北

京教區，十四世紀上半葉，元惠宗與聖座間曾互派使節，但直至清終，雖間或遣使來華

籌辦傳教事務，但羅馬方面並不曾與此土地上曾存在過的各政權建立正式國交關係（即

互派公使、簽訂條約等外交事務）。1922年，教宗派遣義大利籍的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總主教為駐華宗座代表，這是中梵交流史上首度的高層來華。但是雙方正式

建交則遲至1942年。 

  中梵外交關係，在1949年之前，指的是中華民國沒有疑義，1949年以後，則主要指

稱與教廷保持國交關係、統治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1949年後，國民政府與聖座的關

係，本文將以「華梵關係」來指稱，中國專指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

天主教在中國的地方教會能否取得結構上的合法性以及與普世教會互動的正常化，端視

與中國政權對話的成果，而中國對於聖座主權和《教會法》管轄權等事項及範圍之理解

則是關鍵之一。因此，本文先概括說明《教會法》及教會體制等概念對中國主權觀的挑

戰，再從中梵關係這六十年來的演變以及現在中國教會之困境，進一步探討中梵關係在

政治現實間的擺盪，以及台灣當如何面對此外交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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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主權vs.聖座主權 

  羅馬公教會的體制，並不具有當今國際主流國家體制的那種現代性，教會亦不被視

為國家，然而，聖座主權及《教會法》對普世大公教會的教會事務具有排他性管轄權仍

為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普遍認可和尊重，
4

教會事務具有針對國家法管轄豁免的理念延續至

今日，可見於「聯合國人權宣言」（1948年）、「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

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1981年）等。因此，就外交而言，精確辨析聖統制與宗座使節

不只是理解聖座的外交權和治理權（jurisdiction）的基礎，亦對相關外交有現實意義。 

 一、梵蒂岡主張：Duo Sunt 

  自西元五世紀末，教皇Gelasius I 寫給拜占廷皇帝Anastasius I 指出政權與教權乃各

自獨立、統轄不同領域的兩股力量起，教會與國家分治但互相支持以達和諧的概念已在

歐洲運行一千多年，這封信是知名的〈Duo Sunt〉，此概念自此演化成歐洲傳統上獨特

的法律二元制（legal dualism）：聖座主權體現在教會事務（res ecclesiae），國家主權體

現在世俗事務（res civile），這兩套主權體系雖相互影響，但分屬不同領域，兩者的主權

並不相互衝突，原則上，亦不能干涉或妨礙對方。 

  根據1965年，教宗頒布的《喜樂與希望》（Gaudium et Spes: Constitutio Pastoralis De 

Ecclesia In Mundo Huius Temporis）第76節中，〈Duo Sunt〉的概念再度被重申：政治共

同體與教會（Communitas politica et Ecclesia）在各自領域內彼此是獨立的和自治的

（independentes et autonomae）。換言之，對教會而言，主權國之主權只及於世俗領域，

與教會事務無涉。該年頒布的《主教在教會內牧職法令》中，更將主教的舉薦、任命、

考核、晉陞和罰決等權限，明確規定為「教會當局本有的、特有的和排他性的」。中華

民國的羅光主教對此概念曾做過白話的說明：「國家政府和公教會兩者的主權，可以有

同一人為屬下，可是兩者的主權行使的範圍，在同一個屬下的身上各不相同。同樣，兩

者的主權並不相互衝突。」
5

 

  對此觀點，中國宗教學會會員孔陳焱博士並不同意。他認為，領導著一個不受領土

限制的跨國政治實體的羅馬教廷，其作為國際關係中的外交主體是對威斯特伐利亞型國

家主權模式的一種挑戰。
6

 

 二、中國認知：教會事務屬國家內政之範疇 

  同樣將境內事務（含宗教）視為內政範疇、認為應當通過外交談判，簽訂相關的政

教協定，對雙方的責任和義務做出規定的，還有曾任國家宗教事務局政法司副司長、

《中國宗教》雜誌社社長的劉金光。他反對教宗所持有的治理權（jurisdiction），並指

出：「所謂國家主權，就是指一國固有的處理其國內和國際事務而不受他國干預或限制

的最高權力。這種最高權力包括以下三點：一是指一個國家對其領土範圍內的一切人或

事物以及領土範圍以外的本國人實行最高的統治權；……。不應該單單按照聖統制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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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完全由一國境外的一個統治者來自由選擇和任命，而應該充分考慮和尊重主教候選

人所在的主權國家的意見和願望。因為這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
7

 

  對此，孫懷亮指出，這是因單一的國家主權觀和唯國法論目前在中國是壓倒性的主

流，加上中國甚多學者對聖座和國家這兩套不同主權系統的關係缺乏充分認識，因此多

用平行的、甚至對立的視野去看待政府—教會、世俗法—《教會法》、宗座—王座（總

統）的二元並存。
8

事實上，缺乏充分了解的確是一個原因，但是，以中國的政治治理傳

統來看，二元劃界必然造成政府權力的縮限，這非極權國家所樂見，此外，對於意圖全

權掌控人生觀和終極價值觀的單元政體來說時，讓出教化權及屬靈統轄權亦是潛在的政

治危機。這也是中國一直堅持自主自辦教會，拒絕承認中國天主教會的聖統制的重要原

因。 

參、聖統制與宗座使節的職權 

  大公教會的神聖使命，是促進教會信仰生活的正常化。根據天主教的教義，宗徒繼

承是透過主教祝聖來傳承的，地方教會則藉由參與合法牧人的行列而獲得宗徒性的地

位。唯有地方主教加入以教宗（伯多祿傳人）為首的主教團和聖統共融，才是真正的大

公教會。 

  教會生活的正常運作，意謂本地牧者有權能聖化、教導、管理自己的羊群，但也同

時是由教宗所領導的世界主教團成員。因此，信仰生活正常化，有賴聖統制的建立。聖

統制可說是建立地方教會的終點。由於宗教要能有效發展，就必須在當地落地生根，因

此，在建立聖統制之前，勢必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努力以及有意識地推動，因此，教廷自

1659年起，建立宗座代牧制，在傳教區建立代牧、監牧區直至地方教會建立，成立聖統

制為止。 

  所謂的聖統制度（Hierarchy），本意是指「神聖的管理」（sacral government）。是

天主教會的正常制度，聖統制中的每位教區主教都以自己的名義在本教區內行使職權，

是真正的教區牧人。聖統制下，由數個主教區組成一個教省，以省城主教或教省之首席

主教為總主教，其教區則稱為總主教區。
9

教區領域範圍未必與該國的行政區相符，但大

制遵循。 

  聖統制雖然類似於世俗國家的行政組織，但基本上都是教務，目的是為了確立教會

生活正常化。為了協助或監督地方教會，教廷往往又會派遣人員駐外，與各國政府保持交

誼以保障該地教會。這種駐外代表，又分為純教務性的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及

不同等級的宗座使節（拉丁文Apostolic legate），具有外交官身分。前者對外雖可代表教

宗，但無官方關係，只能算是一種半官方身分；後者則為真正意義上的駐派外交官，享

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所賦予的使節豁免權和尊位。 



專 題 論 述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2期／2018.06.30  51 

  根據《教會法典》（CODEX IURIS CANONICI，下稱CIC），關於宗座使節的法定

職責的一般性規定如下： 

  CIC (1983), 364：宗座使節的主要任務是逐日加強並促進宗座與地方教會的團結 

（unitatis vincula），故此宗座使節有此下權限： 

1. 向宗座匯報（mitere）地方教會之狀況及教會生活和人靈利益之一切事項； 

2. 在維護主教行使合法權力的前提下，以行動和建議之方式協助當地主教； 

3. 加強與主教團的聯繫，提供各方面之協助； 

4. 在任命主教之事，將候選人名單呈遞（transmittere）聖座或提名候選人，並按宗

座法規對將晉陞者，進行調查程序； 

5. 努力推動民族之間的和平、進步與合作； 

6. 協助主教們促進公教會與其他教會或教會團體、乃至非基督宗教之間，推動適

當的交往； 

7. 在國家行政首長前，與主教協力維護教會事務及宗座之使命； 

8. 亦行使宗座委任的特別權力（facultates）並完成委任（mandata）。 

  CIC (1983), 365：§§C  宗座使節亦同時依國際法在所駐國行使外交事宜，其特殊職

責為： 

1. 促進並培養宗座與國家當局之關係； 

2. 處理教會與國家相關的問題；以特別方式（peculiari modo）訂立政教協定或其

它類似條約並落實之。 

  綜上述，第364條規定的是宗座使節的教會職責，第365條規定的則是其外交職責。

而這兩職責的順序，Juan Ignacio Arrieta指出：「使節（legates）『本有的和核心的』

（proper and principal）使命是教會內部性的（intra-ecclesial），而外交功能則是第二位

的，儘管後者牽涉到教會中的核心事務（a principally ecclesial content）。」
10

換言之，其

功能如中央駐派官員，主要職責則為促進公教會在信理、禮儀和組織上的共融，並對地

方教會進行監督和規範工作、守護教會利益，以防範地方教會中可能產生的裙帶關係

（Nepotism），甚至國家教會的問題。 

肆、教會信仰生活正常化與外交關係正常化 

  教會生活正常化與外交關係正常化時常被混為一談。事實上，這兩者是獨立命題且

有優先次序。聖座的外交關係自然不必須建立在「該國承認教廷的主教任免權」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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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前述的Juan Ignacio Arrieta所指出的，對梵蒂岡來說，教會生活正常化優先於外交

關係的正常化，外交功能是為了支持教會生活的輔助。若使節無法在其境內正常履職

（即巡視教務、履行調查舉薦等神聖職務），甚至受到政府的干預與限制，則外交關係

就無實質意義。 

 一、過去六十年的中梵關係 

  整個五○年代中，新中國與梵蒂岡互相對立。與聖座共融的中國地方教會以及宗座

使節皆已經完全撤出中國，共產黨要求中國教會與教廷方面完全切斷關係，1957年，中

國政府成立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以下簡稱愛國會），接管並控制教會所有事務，

包括選舉主教。1958年，出現了第一批自選自聖的主教，中國驅逐外國神父並有不少國

籍神父入獄，從此梵蒂岡為了爭取信仰生活正常化開始與中國官方展開長達六十年的纏

鬥。 

  與中國政府從「對抗」轉向「對話」的關鍵轉折點，與梵二大公會議（1962至1965

年舉行）有直接關係。米蘭天主教聖心大學當代史教授Agostino Giovagnoli曾指出，「梵

二會議的使徒意識極為強烈」。
11

在此核心精神下，教會重新強調其在現代世界的角色，

並著重發展與其他宗教及意識形態的關係，因此，若望二十三世首度明顯展露新態度，

並謹慎地探索可行的對話之道。七○年代時，正逢中國處於文革之中，教會受到大迫

害，但保祿六世與繼任的若望保祿二世仍決定走「對話」之路，為了教友信仰生活的正

常化，從羅馬發出的友善言語及主動姿態繼續不斷地投向北京。此時，羅馬方面已經逐

漸確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的策略，但中國方面則連意向都尚不明朗。中國當局堅持須與

台灣斷絕關係，並停止一切秘密干預中國內政的活動，才有進行會談的可能。 

  來自共產國家的若望保祿二世似乎較能掌握如何與共產主義相處並採取合宜謹慎的

行動。八○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對於宗教逐漸開放的態度，開始有境外天主教徒與中

國教會接觸，上海與北京也開放了大修院，中國的主教獲准接受邀請，出國訪問，此外

也釋放了不少被迫害的主教。中國境內逐漸顯露出宗教生活有邁向正常化的契機，這進

展也讓外交關係正常化從「有無可能性」到「何時進行」。 

  值此官方對聖座態度持開放但保留之時，中國境內天主教社群內部的分歧反而加劇

並直接浮上檯面，甚至還出現了兩個主教團：一個是官方的，並不被教廷承認；另一個

是地下的，但不被中國政府承認。這分歧一直沿續至今日，成為教會的主要問題。不

過，從整體來看，八○年代時，中國內部對宗教的確趨向緩和與開放，而梵蒂岡的態度

的確也是開放的，直至天安門事件爆發，一切積極進行的演變也隨之破碎。1997年，中

共國務院發布《中國境內宗教信仰自由白皮書》，顯然保守派又占了上風。1999年8月，

知名的第二十六號文件頒布。至此，中國政府清楚地陳述他們的立場：中梵關係正常

化，但是，也要保證中國天主教會獨立於教廷的任何影響。2000年的主顯節，中國公開

祝聖五位主教，這顯然在關係正常化的期待上又撒下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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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大之後的教會面臨的挑戰 

  2018年1月開始，義大利的媒體引述「梵蒂岡官員」稱，教廷和中國在主教任命上已

接近「達成共識」階段。儘管利偉豪神父（Michael Kelly）指出：「……沒有人知道

『協議』的實際內容，因為現時並沒有任何文件可供參考；也沒有參與討論的人士出來

報告。」但是，「協議只剩臨門一腳」的說法仍甚囂塵上，沸揚成為國際焦點。一直到

受難日前夕，中梵雙方終於打破沉默，公開破除謠言。
12

 

  這個「2018好消息」（指中梵關係正常化），
13

不免令人想到「1999好消息」事件。

事後證明中國當局散播的「1999好消息」只是中國方面企圖讓教廷與台灣斷交而向教廷

遞出的「假橄欖枝」。至世紀之交，中國顯然已經確定在其中梵關係的底線堅持：「只

有聖座接受中國擁有自選自聖主教之權，中梵關係才能正常化」。十九大之後，中國對

宗教的控制又再度緊縮，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4月3日發表《宗教政策白皮書》中主

張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強調要引導宗教界擁護中共領導，不允許外國干預宗教事務。

這份與二十年前《中國境內宗教信仰自由白皮書》（1997年10月16日頒布）精神相近的

文件，讓這三十年來中梵關係的緩慢進展又倒退回保祿六世時代。 

  與中國官方的對話與談判雖然照舊持續，但是，對方濟各時代來說，這場邁向北京

的長征，還有一個比中梵主教任命協議更迫切的問題，那便是地下教會已面臨瓦解的命

運。因為參加過三原會議的主教與神父，在這二十年間已近乎凋零殆盡，曾經輝煌一時

的地下教會，現在正面臨著神職老化凋零以及教友萎縮的嚴峻考驗。 

  目前，中國的教區當中，有過半數教區的主教從缺。而逾百名主教當中，地下主教

只占中國主教數目的三成，其他的公開主教中，有些只獲政府當局承認，有些則同時獲

得中梵雙方認可。事實上，在許多地方，早已無「地上」「地下」之別，中國當局只要

讓宗教環境更嚴峻，就可耐心等待忠貞教會自然分散瓦解。中國當局完全可以不理教

廷，自選自聖，自行指派；也可以透過談判，與教廷共同推選。從近期中國官方的宗教

策略來看，現下的當權派實無意與梵蒂岡關係正常化，「主教任命權」只是用來對付民

進黨與台灣的武器。對此，中國學者孫懷亮清楚指出，若非民進黨執政，若非台灣邦交

國已所剩無幾（聖座在其中最具道義形象和國際影響力），中國和聖座進行接觸的意願

和動力仍舊是難以設想的。
14

 

伍、結論 

  即使聖座方面願意讓出主教任命權，中國近期內顯然仍不願意放鬆控制。除了天主

教之外，中國還有其他「外來」宗教的問題，例如：藏傳佛教牽扯到西藏，伊斯蘭教與

新疆息息相關，因此，宗教政策是中共意識形態最後堡壘。 

  儘管現在的教宗採行低姿態的策略來與中國交手，但是中國仍在觀望、分析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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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繼續施展政策鬆緊，用中國教會為談判籌碼。在這個雙方仍難以取得共識的時間點，

台灣在這場角力中，仍有創造籌碼的空間。 

  其一是，深化與國內各教會及各修會的關係。聖座外交首重牧靈與福傳，這從宗座

使節的法定職責可知，因此，官方上的外交關係只是推動教務的輔助，教會信仰生活正

常化才是聖座的終極關懷。因此，本國雖然在文化交流、教育各方面與教廷多有實質合

作，但是這些努力都只是錦上添花，對於鞏固邦誼並沒有太多加分作用。 

  天主教徒增加自然會提高台灣的重要性，
15

但是這並非國家能夠努力的部分，然而，

台灣政府仍然能夠透過支援天主教會來與普世教會深化關係。普世教會因為其跨國性，

宛如小型聯合國，其綿密的內部人脈及資訊網，非傳統外交管道能及。雖然台灣教會人

數不多，但是台灣還有菲律賓教會及越南教會，
16

此外跨國性的修會亦不少，唯有透過教

會內部系統進行交誼，才能更有效鞏固華梵邦交。 

  其次，淡化對華梵外交關係的重視。近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不斷因政黨輪替而跌

宕難測。因此，過度強調華梵邦誼的重要性，亦提高中國與教廷協商對話的意願。此

外，台灣政界常有組團赴梵鞏固邦交之舉，此種「宣示主權」的舉措，不只羅馬的高層

中時有抱怨，也引起普世教會內部的反感（特別是英、美的天主教界），這都是徒增反

效之舉。 

  聖座雖然為國際法的主體，但是國際上有許多國家並不視聖座為「國」，不少中國

學者亦視其只是具有主權的政治實體（按照《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原則）。由於中國讓

中梵關係正常化的唯一目的，就只是「讓華梵斷交」，因此，台灣在官方態度上，應著

重於強調聖座的「宗教實體」屬性，淡化其同時具有的「政治實體」身分。一方面可減

低中國挖此牆角的意願，再者，一旦使館搬遷真的發生，對國人的衝擊也較小。在這個

中梵緊張的時節點，台灣當局雖然可以暫鬆一口氣，但是，亦當趁機調整本國的對梵論

述，以免局勢突然出現變化時而措手不及。 

  此外，致力於發展非政府組織也是外交突圍的手段。例如利用台灣豐沛的宗教資源

及目前發展蓬勃的宗教學研究來成立國際宗教交流中心，進而發展成重要的國際非政府

組織。教廷通常會在重要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裡派駐有代表，如此一來台灣才能真正與聖

座建立實質且緊密的關係。特別是，台灣所處的地緣位置相當有利，例如二十世紀前

期，當軍國主義日本開始在亞洲進行擴張時，即使英美反對，聖座仍在1942年與日本建

交。因為教廷根據自己的歷史經驗，深知當大國崛起時，常常會影響當地與鄰近國家教

會發展，因此，近期的南海緊張，或許也是台灣提高自己重要性，以便在中台梵角力中

更有籌碼談判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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