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草的﨑津村落

长崎与天草地方潜伏的基督教徒的相关遗产

中国語（簡体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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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航海时代，基督教由圣方济・沙勿略传到日本，
经历了繁荣、在激烈的镇压中潜伏了250年以后而且奇
迹般的复活了，达到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史记。
　　在这其中，作为传教中心的长崎、天草地区，至
今仍然遗留着许多与基督教相关的遗迹、村落及教堂。
　　世界文化遗产候补「长崎与天草地方潜伏的基督
教徒的相关遗产」是指，即使在日本禁教时期，信徒

们仍然秘密的继承信仰基督教，一直到恢复为止。培养了日本独特的信
仰基督教的历史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是指留给未来有价值的遗迹、自然、风景等等世界中的宝
物，根据它的价值和特性分为三种。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世界遗产的代表例子。

　　现在以登录世界文化遗产为目标的「长崎与天草地方潜伏的基督教
徒的相关遗产」，如果可以登录成功，就可以和以上的代表例子相媲美。

　　在﨑津，「﨑津教会」虽然作为这
个村落的标志而被注目的焦点，但
事实上，在当时严厉的禁教环境
下，日本传统宗教与基督教是同
时并存的，因而信仰可以在潜
伏的基督教徒的村落里持续进
行着，所以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那么，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这个地区目前还遗留下来的一些
历史和文化吧！

世界文化遗产候补
什么是「长崎与天草地方潜伏的基督教徒的相关遗产」？

长崎与天草地方潜伏的基督教徒的

相关遗产资料的位置图

奈留岛的江上村落
（江上天主堂及其

周围）

久贺岛的村落

头岛的村落

黑岛的村落

外海的大野村落

外海的出津村落

大浦天主堂

原城跡

天草的﨑津村落 

野崎岛的村落遗迹

平户的圣地和村落（春日村落和安满岳）

平户的圣地及村落（中江之岛）

五岛

平户

外海

九州

岛原

天草

【小信息】什么是世界遗产？

人类创造的建筑物及遗

迹等。
●人面狮身像（埃及）

生物和风景等自然的东

西。
●科隆群岛（厄瓜多尔）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

混合物。
●马丘比丘历史保护区（秘鲁）

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 复合遗产

为什么﨑津有机会登录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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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教政策开始于丰臣秀吉时代，到了江
户幕府时代更加变本加厉，最终在1614年
颁布了禁教令。宣教士被逐赶出日本、教会
被破坏、基督教徒被严厉的镇压和搜查，多
数的信教者因此而殉教。长崎、天草地方两
地，从1617到1644年间，共有75位宣教士
被处刑。
　　即使如此，各地的基督教徒们，仍然
秘密的继续信教，而此时幕府的搜查更加严厉，1637年的饥荒、重税，
使得长崎岛原与天草的潜伏基督教徒痛苦不堪，于是他们蜂拥而起，终
于爆发了「岛原・天草武装起义」。原城约有2万以上的基督教徒们，进
行了88天的固守城堡抗战，最后就连妇女和孩子们也未能幸存。

　　在﨑津，基于路易斯・阿尔梅达修道士开始
在河内浦传教为契机，基督教很快的在短时间内
渗透人心。当时的﨑津被叫做“saxinoccu（萨西
弄兹）”，在宣教士及商人的心目中是个很重要的
港口。
　　基督教的传播日益广泛，影响力之大，惊动
了丰臣秀吉，于是他颁布了伴天连（宣教士）逐
放令，命令宣教士们离开日本国土，并禁止传教，
1597年在长崎的西坂这个地方，对26名信徒进行
了处刑。但是因为秀吉还想继续西欧贸易，所以
事实上禁教并没有办法彻底执行，宣教士们仍然
继续秘密的传教。就这样基督教经历了辉煌的传
教时代，禁教时代，然后进入了镇压时代。

基督教徒的镇压

基督教的传教活动
▪当时是受到什么样的镇压呢？

　　从战国时代(15-16世纪)以后，这里就是渔村，也是
基督教来日本传教时期(16世纪)的一个传教根据地。从江
户时代(17-19世纪)以来，地形没有很大的变化，村落的
主要道路、筑堤石护岸的海岸线、宗教信仰的地方等，至
今仍留有遗迹。另外，在村落的中心道路，有﨑津诹访神 
社和天主教的﨑津教会，这里存在着不同的宗教。

「渔民作坊（KAKE）」

是修整渔具和分捡鱼
类的地方。

「夹在房子中间的
小路（TOUYA）」

是为了直接通向出海
所建的小路。

在﨑津这个狭窄的土地上，随处可以看到让生活更加方便的用心之处。

　　每年命令全体居民用脚踩在信仰物
上，不愿意踩的人就被认定是基督教徒，
这些被发现的信徒，就会被强迫改信佛教。
　　在﨑津，现在的﨑津教会所在地，就
是当时村长的家，那里的庭院前就是当时
举行踩踏活动的场所。

纪念章
 （天草基督教馆藏）

天草四郎战旗
（天草基督教馆藏）

踩踏圣像的行为 踩踏的圣像

路易斯・阿尔梅达的
紀念碑

小信息

﨑津是一个什么样的村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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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府的动乱时期，最终因为日本在美国
的强烈要求下被迫对外开放。在长崎建立了
外国人居留地，于1864年建造了大浦天主堂。
长崎浦上村的潜伏信徒十几人来访，向普提
净神父告白，所以被称为「信徒发现」的舞台。
欧洲各国认为在严厉的迫害镇压下日本的信
徒会中断信仰，这个「信徒发现」的通知让
他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感动。并且在禁教没有
被解除的环境下，信教徒告白以后，依然持
续着被强制改信宗教要求的苦难。
　　西洋各国对这样的镇压相继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明治政府在1873
年终于撤回了禁教的布告牌。从压迫中被解放的基督教信徒们恢复了接
受天主教的洗礼，在信徒们的无偿奉献下各地陆陆续续建立起了教堂。

　　一直潜伏的基督教徒们最终在各地被发现。﨑津是1805年的圣诞
节，因为基督教徒们用牛肉、鱼肉供奉在圣坛上所以被发觉。代官所

（现 ：县政府）的官员到﨑津诹访神社去审讯异教徒，他们在神 社的院
子里设置箱子，命令将自己信仰的物品亲自丢入箱内，如果丢弃 了信

物就算是一时的迷途，可以被无罪释放。根据
记载，当时被审讯的信徒们，无论在哪里参拜
都唱着「阿门宙斯」。大江、﨑津、今富、 高
浜共有5205人，在﨑津有1709人的基督教徒
被揭发，大约占﨑津居民的70%左右。这个 事
件被称为「天草的瓦解」。

基督教的复活秘密的坚守信仰的潜伏时代

柱子中隐藏的纪念章

成为信仰对象的镜子
和贝壳类

　　如今﨑津的旧修道院的所在地，是最初
建立教会的地方。之后于昭和9年（1934年），
由于哈卢布神父强烈的愿望，所以选在当时
基督教徒们被镇压迫害时，举行踩踏圣像行
为的村长家旧迹，建造了现在的﨑津教会，
并在踩踏圣像行为的地点上设置了祭坛。从
最初教会内侧就是铺着榻榻米，这在日本也
是非常罕见的，是日本和西洋文化交流的象
征。教会的设计是由从事过很多教会建筑的
上五岛出身的工匠 ；铁川与助建造而成。

　　在﨑津，支持着潜伏基 
督教徒信仰的信物是纪念
章、玫瑰念珠、内侧像似圣
母玛利亚模样的鲍鱼贝壳之
类，或日本式的镜子。其中
也有用白蝶贝螺钿做成的稀
奇的纪念章。

　　在幕府严厉的镇压下，基督教徒们表
面上是佛教徒、神社的宗族，私底下仍然
秘密传承着洗礼和祈祷文。直至禁教解除
为止，在这250年以上的期间，总是坚守
着不变的信仰。

﨑津诹访神社 

大浦天主堂

﨑津潜伏的特征

▪异教神物的取缔与天草的瓦解

▪﨑津教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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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﨑津接壤的今富，同样受到基督教传入的影
响，在禁教期间作为潜伏基督教徒继承着信仰。但
是今富引进佛教和修验道创造出新的信仰，在村落
里残留下来的打圣水的地方，被天草的瓦解动乱所
破坏的基督教徒的墓地和信仰地，日式镜子等等的
信仰物。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生活中保留下了潜伏
基督教徒时代的习惯。
　　到了明治时代基督教被
公开认定为可以信仰的宗教，
然而今富的居民没有公开信
仰天主教，成为了隐藏的基
督教徒，信仰佛教的同时持
续着潜伏期的基督教的信仰。

❖切支丹 ：基督教徒的意思（拉丁语）。
❖切支丹诸侯 ：成为基督教徒的诸侯。
❖宣教士 ：传播基督教的人。
❖天主教 ：基督教的最大教派。
❖禁教政策（禁教令）：禁止信教和传教的命令。
❖潜伏的基督教徒 ：禁教期间，表面上是佛教

徒，实际上是信仰基督教的信徒。
❖隐藏的基督教徒 ：基督教被公认以后也没有

回归天主教会，隐藏信仰的人。
❖靠来基耀 ：葡萄牙语是「大神学校」的意思。大约420年前，在天草

的河浦开设了神学院，为了培训基督教的教父进行教育。
❖奥拉萧 ：祈祷的用语，如同佛教的经书。

至今残留的信仰地和民俗仪式

今富残留着基督教的痕迹

江
户
时
代
开
始
的
在
主
要
道
路
上
举
行
的
祭
祀

潜伏基督教徒们为了不被发现，他们用各式各
样的物体作为信仰的对象。以下3种物品中，哪
一种是﨑津用来作为信仰的对象？

①石头　 ②贝壳  ③树叶

①阿曼宙斯

②阿门宙斯

③拉门宙斯

潜伏基督教徒们去寺庙、神社时默念着什么？

当潜伏基督教徒被发现时，就会被要
求踩踏某种东西，那个被踩踏的是什
么？

问题

问题

问题

1

2

3
 答卷  第11页

用 语 说 明

﨑津是一般居民生活的地区，请不要
在街道上大声喧哗，请遵守礼仪，遵
守交通规则，安静地参观。

　　因为如此，形成了在渔村的街道中
有天主教教会的独特街景。现在的﨑津
的村里和山 里还残留着潜伏信仰基督
教的痕迹和 圣地。
   　还有，在主要道路上举行﨑津诹访
神社 的祭祀和教会的游行队伍。

打圣水的地方

乌曼特拉 潜伏基督教徒的特有的
正月饰物 ( 萨瓦給 )

？

敬 请 合 作 遵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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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圣方济・沙勿略来日本为开端，凭借基
督教诸侯的出现，因此基督教渗透了国内。
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同时，西欧华丽贸易品

也传来日本，通过国际交流西洋文化而在此开花。

由于丰臣秀吉下达了伴天连(宣教士)
逐放令和日本26名圣人的殉教以后，
使得基督教的潮流有了骤变。江户幕

府也加强了锁国和禁教的政策，同时由于岛
原・天草武装起义而彻底的对基督教徒进行了
镇压。

由于江户幕府时代驱逐在日的外国
人，在没有宣教士指导的情况下，基
督教信徒们表面是佛教信徒，却在

250年间秘密的信仰守护着基督教。

日本开国的同时，在外国人居留地建
立了大浦天主堂。在那里发生了潜伏
的基督教徒们去做信仰的告白的事

件，这个事件被称之为「信徒发现」。事件传
到了欧洲，令欧洲人甚为震惊和感动，被称为
世界宗教史上的奇迹。禁教解除之后，信徒们
用自己的双手在各地建起了教堂。

传教
活动

镇压

潜伏

复活

年　号 　　　　　　　　　事　　件　　

1549（天文 18） 基督教传到日本

1566（永禄 9） 修道士路易斯・阿尔梅达在志岐进行传教活动

1569（永禄 12） 阿尔梅达在河内浦进行传教活动

1591（天正 19） 在天草设立神学院

1614（庆长 19） 江户幕府发布禁止信仰基督教的命令

1637（宽永 14） 岛原・天草武装起义爆发

1638（宽永 15） 原城陷落、岛原・天草武装起义终结

1641（宽永 18） 天草成为幕府直辖领地　

1654（承应 3） 设置禁教的布告牌

1804（文化元） 在大江、﨑津、今富发现了潜伏的基督教信徒

1805（文化 2） 天草的瓦解  4个村落合计
5205名基督教徒被发现

1857（安政 4） 颁布废除踩踏圣像令

1860（万延元） 废除踩踏圣像

1865（元治 2） 信徒的发现

1873（明治 6） 明治政府撤回了禁教的布告牌　

1883（明治 16） 费里尔神父建造了大江教会

1888（明治 21） 费里尔神父建造了﨑津教会

1933（昭和 8） 现.大江教会的建立

1934（昭和 9） 现.﨑津教会的建立

基督教的历史年表

哇！在250年的漫漫
长河里仍然秘密不断

的坚持信仰。

天草基督教的问题答卷　　《问题1》②贝壳　《问题2》②阿门宙斯 　《问题3》基督教的信物、圣像



　　　　　　

天草市观光文化部世界遗产推进室（河浦支所内）
电话　0969-76-111612

要成为世界遗产必须得通过国际联合国教育、
科学文化机关的审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一年仅有一次的审查，几率非常小。 

怎样才能成为世界遗产？

答

答

问

问
●13

●16

●10●18●20●17

●12

●11

●19

●14

●4

●3

●6

●5●7●8
●2
●1●9

●15

●21

在平成29年（2017年）7月世界遗产委员会
上，日本的世界遗产有21处（自然遗产4处、
文化遗产17处）

❶法隆寺地区的佛教古迹　

❷姫路城　❸屋久岛　❹白神山地

❺古都京都的文化财产　

❻白川乡 / 五个山的合掌结构村落　

❼原爆圆顶馆　❽严岛神社　

❾古都奈良的历史遗迹　❿日光的神殿与庙宇

⓫琉球王国时期的古城遗址 (GUSUKU) 及相关遗迹　

⓬纪伊山脉的灵地和参拜路

⓭知床　⓮石见银山遗迹与文化景观　⓯小笠原群岛

⓰平泉 ― 象征着佛教国土（净土）的建筑、庭院及考古学遗迹群

⓱富士山  ― 信仰的对象与艺术的源泉　⓲富冈制纱厂和丝绸产业遗产群

⓳明治时代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   ⓴国立西洋美术馆（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

㉑‘神宿之岛’冲之岛及宗像相关遗产群

※自然遗产（红字）… 4处　

　文化遗产（蓝字） …17处

日本都有什么样的世界遗产？

◆日本的世界遗产

关于世界遗产的问题和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