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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耶稣会士刘松龄述论

冯 军
（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刘松龄（1703～1774），字乔年，斯洛文尼亚人。 1703 年出生于卢布尔雅那的一个旧贵族家庭。 1721 年，在奥地利教

区加入耶稣会。 1736 年，被派往中国传教。 1739 年，入职清政府钦天监。 1746 年，升补钦天监监正，成为清钦天监第八任洋人

监正。 此后，刘松龄接替戴进贤主持对南怀仁康熙十三年编纂的《灵台仪象志》的修订工作，1752 年，奉旨主持制造“玑衡抚辰

仪”，并负责迎送葡萄牙使臣巴哲格。 刘松龄在清政府钦天监任职长达 30 年，直至 1774 年病逝于北京，安葬在北京阜城门外

的传教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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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龄（1703～1774），字乔年，斯洛文尼亚人。1703

年 8 月 2 日出生于卢布尔雅那的一个旧贵族家庭，居住在

明格斯。①刘松龄在卢布尔雅那修完中学课程后，1721 年

在奥地利教区加入耶稣会，开始学习神学并在中学任职三

年。②1727 年，刘松龄申请前往中国传教，1735 年，刘松龄

的请求得到批准。1735 年, 刘松龄从奥匈帝国海港特列斯

特起身前往葡萄牙，准备前往中国传教。但 1735 年的中国

是清世宗雍正十三年，严厉禁止传教士入华传教，而且去

印度传教的机会也因未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而作罢。③刘

松龄开始在葡萄牙学习天文学和测绘技术，并多次会见葡

萄牙王后玛利亚安娜，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736 年，

爱新觉罗·弘历继位，中国对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的禁

令出现松动，刘松龄再次踏上了去中国传教的旅途。1738

年，刘松龄到达印度果阿，在当地了解到了一些中国的情

况。同年 8 月，刘松龄经印度果阿到达中国澳门，开始学习

汉语，④为在中国传教作准备工作。经过五年的学习，刘松

龄已经较为熟练的掌握汉语，但是阅读古籍还存在一定的

困难。在此期间，刘松龄还应澳门参事会的邀请，参与澳门

城郊地图的测绘工作。1738 年，在钦天监任职的戴进贤、

徐懋德、沙如玉联名上奏：

切臣等从前曾寄信，要选数人能效力者

前来。今接澳门来信，知今年六月尽，波尔都

噶尔亚国船上到来之刘松龄、鲍友管，能知天

文历法，魏继晋能知律吕之学，又拂郎济亚国

船上到来王之臣，系画喜容人物者，杨自新系

能于钟表者。以上五人求皇上将姓名按旧例

交与广东督抚，令其派人伴送进京，为此具折

奏文。⑤

9 月 14 日，乾隆对戴进贤等人的奏议进行批复，“着

海望行文该地方官，令其来京”。1739 年，刘松龄到达北

京，住进南堂，直到 1774 年病逝，此间 30 余年没有离开过

中国。1743 年，钦天监监副病逝，刘松龄奉旨补授监副一

职，成为戴进贤的副手，开始参与钦天监的各项工作。1746

年，清政府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病逝，徐懋德神甫向来看重

刘松龄的才能，将其推荐给朝廷。2011 年，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公布的耶稣会传教士刘松龄的新档案史料中有著

监副刘松龄升补钦天监监正员缺事上谕：

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病故，员缺著监副刘

松龄升补。其所遗监副员缺，著钦天监拣选西

洋人，咨送吏部带领引见。钦此。⑥

1746 年，刘松龄奉上谕补授钦天监监正。随后，刘松

龄接替戴进贤主持南怀仁康熙十三年编纂的《灵台仪象

志》的修订工作。参与《灵台仪象志》修订工作的还有钦天

监监副鲍友管、何国宗和明安图等。1752 年，《灵台仪象

志》的修订工作结束，11 月 22 日进呈清廷，乾隆皇帝命之

名为《仪象考成》。1752 年 12 月 7 日，和硕庄亲王允禄、侍

郎何国宗请旨增修仪象志恒星图表，乾隆要求：新测恒星

并增星图象，着照乾清宫陈设天球式样制造二分进呈。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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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监监正刘松龄奉旨同监副鲍友管会同造办处催总胡常

保、原任库掌刘山久并通晓仪器之钦天监博士刘裕锡专司

监造。刘松龄等先知会敬事房敬谨请出乾清宫所陈设天球

仪，并率同监造工匠等细加量看，看毕即行送进。照旧陈设

并派内务府司员不时前往查看照式成造。至于新造天球仪

所花费银两，于工竣之日交造办处核实报销。2011 年，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公布的耶稣会士刘松龄档案史料中

有内务府堂抄为奉旨照式成造天球仪事奏稿：

于乾隆二十年正月十一日掌稿笔帖式六

十三于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抄来堂抄一

件。内开：和硕庄亲王等率领监造人等, 督领

工匠, 如式造成天球二分, 所有动用钱粮, 及

臣等敬谨斟酌旧式略有更改之处, 另缮清折

恭呈御览,应否镌刻款式字样, 伏候圣训。再,

天球制法精细, 工匠恐未习熟, 臣自备工料,

造漆球一分, 斟酌做法, 务期妥协, 一并恭呈

御览伏祈圣鉴。

谨奏。⑦

乾隆二十年（1755）正月十一日，天球仪正式制成，进

呈之后，经乾隆帝批准款用乾隆甲戌年制字样，并命名为

“玑衡抚辰仪”。

1748 年，澳门发生葡萄牙人亚马查杀害华人李廷富、

简亚二事件，中国官员要求引渡尸骸和凶手，遭到葡萄牙

人的反对。中国官员随即下令中国商人停止对葡萄牙人的

食物供给，并且命令所有居住在澳门的华人尽行退出。葡

萄牙当局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将犯罪的两名士兵放逐

到地满。后来经耶稣会士与葡萄牙商人一再活动与贿赂中

国当地官员，才恢复了对葡萄牙商人的食物供给。两广总

督上奏朝廷：“此次犯罪者，系患有精神。”乾隆十四年

（1749），广州海防同知张汝霖拟定了《澳夷善后事宜条议》

十二款，大致内容是：驱逐匪类、稽查船艇、禁止赊物收货、

犯夜解究、夷犯分别解讯、禁止私擅凌虐、禁止擅兴土木、

禁止贩卖子女、禁止黑奴行窃、禁止夷匪夷娼窝藏匪类、禁

止夷人出澳、禁止设教从教。这个善后条议进一步加强了

清政府对澳门的控制，而且禁止澳门葡萄牙人招引华人入

教。

居澳葡萄牙人因《澳夷善后事宜条议》而威风扫地，在

华贸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葡萄牙国王唐·若泽一世最终

决定派遣巴哲格出使中国。这次葡萄牙使臣来华刘松龄负

责接迎工作，由于其表现良好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赐。乾

隆十七年（1752）九月四日，乾隆御旨：

著庄亲王大学士公傅恒于内务府捡派一

员，会同监正刘松龄即行驰驿前往，不必带领

引见。⑧

11 月 5 日，刘松龄与内务府郎中官柱到达广州省城，

6 日起程前往澳门，7 日接迎葡萄牙使臣巴哲格，并且翻译

朝贡物品清单查验朝贡物品，料理装束，于 15 日自澳门起

程，21 日到达广州，22 日刘松龄会同两广总督阿里衮、广

东巡抚苏昌对葡萄牙使臣巴哲格及随从人员款以筵宴，23

日起程赴京。沿途供应动支司库公项银 1100 百两，途经各

省一体照料护送。

1753 年，经礼部奏准，葡萄牙贡使巴哲格来京进贡事

竣回国，依照雍正四年麦德乐进京朝贡之例，派钦天监监

正刘松龄、内务府郎中官柱等人由水路经由江浙等省，于

8 月 19 日，渡岭入广东南雄府境，至 9 月 2 日到广州。3 日

院台率同在广东省司道，共同宴请葡萄牙使臣。4 日开行

赴澳，刘松龄与钦差郎中官柱、原护送同知毛维锜送至香

山县澳门边境，守候风信起行回国。在这次葡使来华朝贡

事件中，刘松龄由于接迎工作做得比较到位而受到了乾隆

皇帝的好评。2011 年，新公布的刘松龄档案中有刘松龄接

引西洋贡使“甚属黾勉，著加恩赏给三品职衔食俸”事上

谕：

此次西洋贡使来京，刘松龄前往接引，沿

途办理一切，甚属黾勉，著加恩赏给三品职衔

食俸。再，伊等照料贡使，不无需费之处，著加

恩赏给银二千两。钦此。⑨

除此之外，刘松龄在辨认西洋仪器方面也做出了一些

贡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公布的刘松龄档案史料中有

传旨著西洋人刘松龄认看各色千里镜、传旨著西洋人刘松

龄认看显微镜两旨：

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司库白世秀来

说，太监胡世杰交出各式千里眼大小一百七

十一件，传旨：著西洋人认看。钦此。于本月十

九日, 司库白世秀将交出千里眼一百七十一

件著西洋人刘松龄认看，得上等七件，头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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