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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sonry/ㄈㄌㄧㄇㄟㄙㄛㄣㄌㄧ、Deism/ㄉㄟㄙㄇ与美国的独立革命 

在“Freemasonry/共济会起源的神圣秘密”一文，我确认有必要再写另一文较为客观地译注ㄈ

ㄌㄧㄇㄟㄙㄛㄣㄌㄧ(简称ㄇㄟㄙㄛㄣ)的历史。北美的ㄇㄟㄙㄛㄣ成员们完成了人类史上惊天动地的

革命：包括Washington/ㄨㄚㄒㄧㄥㄊㄛㄣ/华盛顿在内的许多ㄇㄟㄙㄛㄣ成员签署了美国独立宣言
1
，

这个宣言读起来近似ㄇㄟㄙㄛㄣ的兄弟会规章，他们的Creator/造物者的观念与其说来自清教徒的

God/ㄍㄚㄉ，更来自于ㄇㄟㄙㄛㄣ的神圣的秘密。
2
这里通过ㄇㄟㄙㄛㄣ与美国的创始理念的研究达到

客观地译注ㄈㄌㄧㄇㄟㄙㄛㄣ的一段特殊历史的目的。 

【第一个北美殖民点】正统的美国史把Mayflower/五月花号船民1620年到达New Plymouth/新ㄆ

ㄌㄧㄇㄡㄙ定居作为清教徒寻求宗教自由创建北美殖民地的起始，除了简短的《五月花号公约》
3
，著

名的较为全面的文献是John Winthrop带领大批基督徒1630年在开往New England的大西洋途中撰写的

A Modell of Christian Charitie和1639年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ㄎㄛㄣㄋㄜㄎㄊㄧ

ㄎㄨㄊ/康乃狄克成文宪法性文件，被认为是北美地区第一部按西方传统起草的基本法。近二、三十

年来的研究关注Bartholomew Gosnold组织的1602年、1606-7年从英国到达Jamestown/ㄐㄟㄇㄗ堡定

居的殖民地的历史和性质。与Francis Bacon/ㄅㄟㄎㄛㄣ/培根有关系的Gosnold本人在到达ㄐㄟㄇㄗ

堡很快死去后，John Smith/ㄙㄇㄧㄙ船长成为殖民点实际的领导者，他几年后回到英国写下了包括

ㄐㄟㄇㄗ堡的记录The General Historie(1612年出版地图，1624年出版书)。 

书中的地图显示ㄇㄟㄙㄛㄣ式指针、平衡摆、90

度尺规、卷轴，以及右上角印第安人穿的ㄇㄟㄙㄛㄣ

标志工匠围裙。1717年施洗者John/ㄧㄛㄢㄋㄜㄙ/约

翰纪念日（6月24日），四个London/ㄌㄛㄣㄉㄛㄣ/伦

敦的lodge/ㄌㄛㄐ集会，选出第一个Grand Master/

大师傅、总管，正式成立England/ㄧㄣㄍㄜㄌㄢㄉ/

英格兰大ㄌㄛㄐ，标志着近代ㄇㄟㄙㄛㄣ运动的起点，

具有秘密组织性质的ㄇㄟㄙㄛㄣ实际上多大程度参与

ㄐㄟㄇㄗ堡的殖民恐怕永远都不得而知。考虑到ㄙㄇ

ㄧㄙ本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教育、书的很多内容超出他

实际的经历而且对Gosnold赞许有加
4
，写作出版这本

                                                   
1 55个签署者中，有9个是ㄇㄟㄙㄛㄣ。Jasper Ridley, The Freemasons: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 Arcade 

Publishing, 2011, p.96. 

2赵京:“Freemasonry/共济会起源的神圣秘密”, 2020年9月11日。文末列出汉音元素词汇，本文沿用。 

3 “以上帝的名起誓，阿门。大不列颠、法兰西及爱尔兰国王、信仰的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实臣民，暨在本公约上

署名的众人，蒙上帝的恩典，为了上帝的荣耀,并促进基督信仰与国家的荣誉，远航至弗吉尼亚北部开辟首个殖民地。根据

本公约，一同在上帝面前庄严盟誓,彼此联合，共同组成公民政治体，为了保持良好秩序及推动实现前述的目标，需不时制

定、颁布法案或拟定公正的法律、法规、法令、宪章框架及设立管理机构，并对殖民地普遍适用，我们承诺将完全服从并遵

守。11月11日，鳕鱼角，签名为证，时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等18世国王、苏格兰54世国王詹姆士陛下在位。主后1620

年”威廉·布拉福德《普利茅斯开拓史》吴丹青译，第77-7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4 Nicholas Hagger, The Secret Founding of America: The real story of Freemasons, Puritan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new world. London: 

Watkings Publishing, 2007. pp.39, 51,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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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强烈ㄇㄟㄙㄛㄣ色彩的书，意味着ㄇㄟㄙㄛㄣ很早就秘密地着眼于新大陆的开发。 

【ㄇㄟㄙㄛㄣ在北美的发展】 

虽然已知最早在1682年有ㄇㄟㄙㄛㄣ成员到达北美，1717年ㄧㄣㄍㄜㄌㄢㄉ大ㄌㄛㄐ成立以前

没有ㄇㄟㄙㄛㄣ在北美的活动记录，但在1730年ㄇㄟㄙㄛㄣ在Boston/ㄅㄛㄙㄊㄛㄣ/波士顿和

Philadelphia/ㄈㄧㄌㄚㄉㄜㄦㄈㄧㄚ/费城建立了ㄌㄛㄐ。ㄌㄛㄐ随着英军占领北美而迅速扩散，使

各殖民地体会到“一种情趣、一种精神、一套态度和价值的体系”，学到一种松散的叫做“人的权利”

和完满社会概念的应许
5
。北美军队里的ㄌㄛㄐ最早是Scottish/ㄙㄎㄛㄊ/苏格兰军队建立的，初期由

指挥官决定开设、关闭，且不能邀请当地居民加入。但实际上没有那么严格，当驻军开拔后，当地居

民继续活动，并要求大ㄌㄛㄐ批准，所以在大西洋沿岸很快生成很多殖民地的政治、社交俱乐部
6
。当

然，这是男性白人的时代，自中世纪以来的不成文或秘密charge/规定中
7
，特别在提升为第3°师傅ㄇ

ㄟㄙㄛㄣ的宣誓中，必然有禁止与其他师傅ㄇㄟㄙㄛㄣ的妻子、母亲、姐妹、女儿发生性欲关系的条

文
8
。 

各处的ㄌㄛㄐ自然成为独立革命的据点和人才来源。1773年12月16日，点燃革命干柴的“ㄅㄛ

ㄙㄊㄛㄣ茶党”事件是“自由之子们”在ㄇㄟㄙㄛㄣ会堂的“长房”策划

的，有12个圣Andrew/Ἀνδρέας[Andreas]/ㄢㄉㄌㄜㄚㄙ/安德鲁/安得

烈ㄌㄛㄐ的ㄇㄟㄙㄛㄣ参加。第二天,圣ㄢㄉㄌㄜㄚㄙ·ㄌㄛㄐ的成员Paul 

Revere[rɪˈvɪər]/ㄌㄧㄨㄧㄝㄦ/里维尔策马赶往New York/新ㄧㄛㄦㄎ/纽

约报告了这个消息。1775年4月18日，ㄌㄧㄨㄧㄝㄦ再次策马各城镇，警

告英军的到来，为在Lexington/ㄌㄜㄎㄙㄧㄥㄊㄛㄣ/列克星敦和

Concord/ㄎㄛㄣㄎㄛㄦㄉ打响的独立战争第一战吹响了号角。“ㄌㄧㄨㄧ

ㄝㄦ策马报警”成为家喻户晓的革命开始的动员象征
9
。 

独立革命最早的英雄烈士是1775年6月17日牺牲的圣ㄢㄉㄌㄜㄚㄙ·ㄌ

ㄛㄐ的grand master/大师傅（总管）、Massachusetts/ㄇㄚㄙㄚㄑㄧㄡㄙㄜ

ㄔ/马萨诸塞议会任命的少将Joseph Warren/ㄨㄚㄌㄜㄣ/沃伦医生（插图纪

念像脚下是ㄇㄟㄙㄛㄣ标志）
10
。有很多地方和5艘战船以ㄨㄚㄌㄜㄣ的名字

命名。 

                                                   
5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p.35, 53. 

6 Jasper Ridley, The Freemasons: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 Arcade Publishing, 2011, p.91. 

7 Jasper Ridley, The Freemasons: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 Arcade Publishing, 2011, p.5. 

8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140.大概所

有的秘密（男性）社团都有类似规定。 

9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p.41-42. 

10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p.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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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革命军队的总司令很自然地落到ㄇㄟㄙㄛㄣ成员Washington/ㄨㄚㄒㄧㄥㄊㄛㄣ肩上，他的

33个general officer/将领、8个军事助手
11
，半数军官

12
是ㄇㄟㄙㄛㄣ。传奇的法国贵族将军Marquis 

de Lafayette/ㄌㄚㄈㄚㄧㄝㄊ/拉法耶特也属于Templar/神殿骑士团ㄇㄟㄙㄛㄣ。ㄇㄟㄙㄛㄣ对革命

的贡献令人瞩目，如果没有在ㄌㄛㄐ经过培训
13
，很难想象一只临时招集的义勇军如何能够与世界上

最强大的军队作战并最终取胜。但同时，指挥英军的William Howe总司令、Augustine Prevost将军

以及34个高级校官都是ㄇㄟㄙㄛㄣ
14
，同为ㄇㄟㄙㄛㄣ的革命军

将领Benedict Arnold/ㄚㄦㄋㄛㄦㄉ/阿诺德很容易背叛革命
15
。

实际上，ㄇㄟㄙㄛㄣ的上层，包括7个provincial/省级大ㄌㄛㄐ
16
总管中的5个，是“保皇派”

 17
。再考虑到北美众多的“保皇”

派和英国本土的ㄇㄟㄙㄛㄣ成员，ㄇㄟㄙㄛㄣ作为组织本身没有

直接策划指挥独立革命。这正是ㄇㄟㄙㄛㄣ的组织形式的制约，

认为互相独立的（省级）大ㄌㄛㄐ可以联合起来从事一项政治事

业只是一种离奇的想象
18
。 

ㄨㄚㄒㄧㄥㄊㄛㄣ作为一个年轻的ㄇㄟㄙㄛㄣ并不活跃，独立革命的另一个著名领袖Benjamin 

Franklin/ㄈㄌㄢㄎㄌㄧㄣ/富兰克林（100美元钞票头像人物）作为一个ㄇㄟㄙㄛㄣ更能证实ㄇㄟㄙ

ㄛㄣ与独立的关系。他长久活跃在ㄈㄧㄌㄚㄉㄜㄦㄈㄧㄚ的ㄌㄛㄐ，1734年作为ㄌㄛㄐ大师傅/总管

编辑出版了北美第一本ㄇㄟㄙㄛㄣ书册：James Anderson/ㄢㄉㄜㄦㄙㄛㄣ/安德生的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Masons/ㄇㄟㄙㄛㄣ宪章。1723年正式公布的ㄢ

ㄉㄜㄦㄙㄛㄣ的ㄇㄟㄙㄛㄣ宪章模仿成功的Jesuits’ 

Society/Societas Iesu/ㄧㄜㄙㄨ/耶稣会（修士）的组织方

式，一个ㄌㄛㄐ像一个provience/教省
19
那样独立运作，一定

区域内的ㄌㄛㄐ以federal/ㄈㄝㄉㄜㄌㄚㄦ/自由自治的形式

联合起来结成大ㄌㄛㄐ。大ㄌㄛㄐ或联合大ㄌㄛㄐ具有独立的最高权威，彼此不受制约
20
。 

                                                   
11 Jasper Ridley, The Freemasons: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 Arcade Publishing, 2011, p.96. 

12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53. 

13 革命军中也有ㄌㄛㄐ吸收ㄇㄟㄙㄛㄣ。Jasper Ridley, The Freemasons: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 

Arcade Publishing, 2011, p.103. 

14 Nicholas Hagger, The Secret Founding of America: The real story of Freemasons, Puritan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new world. London: 

Watkings Publishing, 2007. P.151. 

15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p.47-49. 

16 北美作为一个大ㄌㄛㄐ，以下按区域划分为省级大ㄌㄛㄐ。Tim Dedopulos, The Brotherhood: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Freemasons. Thunder’s Mouth Press, 2006, p.16.  

17 Jasper Ridley, The Freemasons: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 Arcade Publishing, 2011, p.100. 

18 Tim Dedopulos, The Brotherhood: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Freemasons. Thunder’s Mouth Press, 2006, p.11.  

19 来源于罗马帝国的“行省”，按照国家下辖的行政区域设置教团的管辖范围，在美国有42个教省。2010年笔者与ㄧㄜㄙㄨ会

共同推动雪佛龙公司治理政策，比别的团体（工会、基金等）合作愉快（赵京：推动Chevron雪佛龙公司改进人权政策的经

验，2010年3月31日）。 

20 Tim Dedopulos, The Brotherhood: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Freemasons. Thunder’s Mouth Press, 2006,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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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The Federalist/《ㄖㄜ•ㄈㄝㄉㄜㄌㄚㄦ主张者》列举很多国家的例子但没有、也不可

能引用秘密组织ㄇㄟㄙㄛㄣ的宪章
21
。普通的读者不熟悉ㄈㄝㄉㄜㄌㄚㄦ形式如何运营，但ㄈㄝㄉㄜ

ㄌㄚㄦ主张者，即使不是ㄇㄟㄙㄛㄣ成员，也从ㄇㄟㄙㄛㄣ而不是等级森严的普世教会，初步练习、

熟悉ㄈㄝㄉㄜㄌㄚㄦ组织的运营。39或40个宪法的签署者中有13人是ㄇㄟㄙㄛㄣ，2人后来加入ㄇㄟ

ㄙㄛㄣ
22
，包括ㄨㄚㄒㄧㄥㄊㄛㄣ、ㄈㄌㄢㄎㄌㄧㄣ、“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James Madison/ㄇㄝ

ㄉㄧㄙㄨㄥ/麦迪逊
23
等；另有很多人如Alexander Hamilton/ㄏㄚㄇㄧㄦㄊㄨㄥ/汉密尔顿、John Adam/

ㄚㄉㄚㄇ/亚当（第二任总统）、Thomas Jefferson/ㄐㄜㄈㄜㄦㄙㄛㄣ/杰佛逊（第三任总统）不是ㄇ

ㄟㄙㄛㄣ，但熟悉ㄇㄟㄙㄛㄣ组织
24
。 

ㄈㄌㄢㄎㄌㄧㄣ20岁时，总结出节制、节言、节俭、勤劳、诚实、正直、谦虚、以及“仿效Jesus/

ㄧㄜㄙㄛㄨㄙ/耶稣与Socrates/ㄙㄛㄎㄌㄚㄊㄜㄙ/苏格拉底”等十三条道德。 在1728年公开出版了

他的信仰，未提及清教徒们的救世、地狱、ㄧㄜㄙㄛㄨㄙ的神威等观念。他在1776年的自传中澄清，

自己身为一位Deist/ㄉㄟㄙㄊ/自然神论者，仍然保有着对God/ㄍㄚㄉ/上帝的坚强的信念。虽然不去

教会，他在自传中写道：“星期天是我学习的日子，而且我未曾怀疑过，就像ㄍㄚㄉ的存在－祂创造

了这个世界，并以祂的远见来治理，…我们的灵魂是不朽的，不论现在或未来，所有的罪犯都将受到

惩处，而坚贞的美德都将受到赞赏。” 

ㄈㄌㄢㄎㄌㄧㄣ初期虽然主张北美殖民地的联合但没有推动独立，在1754年主导的Albany Plan 

of Union/ㄚㄦㄅㄚㄋㄧ联合计划中，向英国议会请愿，希望议会批准殖民地组成一个general 

government/总政府，其President-General/行政首脑由英王任命。由此他代表殖民地去向英国议会

游说给与殖民地“高度自治”，但当革命已经爆发，他立即为独立奔波，又去法国，游说法国也向英

国宣战。期间充分利用ㄇㄟㄙㄛㄣ的关系，包括同为ㄇㄟㄙㄛㄣ的ㄌㄚㄈㄚㄧㄝㄊ的参战。大概是在

他的要求下，83岁的Voltaire/ㄨㄛㄦㄊㄞㄦ/伏尔泰在死前两个月加入了ㄇㄟㄙㄛㄣ。遗憾的是，这

位“第一个美国人”1790年死去时仍然是一个亲英的ㄧㄣㄍㄜㄌㄢㄉ“近代派”ㄇㄟㄙㄛㄣ，而他所

属的ㄙㄎㄛㄊ“古代派”ㄇㄟㄙㄛㄣ大ㄌㄛㄐ为了支持独立，已经于1786年宣布断绝与ㄧㄣㄍㄜㄌㄢ

ㄉ大大ㄌㄛㄐ的关系，所以拒绝为ㄈㄌㄢㄎㄌㄧㄣ举办ㄇㄟㄙㄛㄣ式葬礼
25
，与1799年ㄇㄟㄙㄛㄣ垄

断操办ㄨㄚㄒㄧㄥㄊㄛㄣ的隆重葬礼形成极大反差
26
。 

【宗教自由的革命】 

或许，独立革命更深远的影响是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1790年临去世前一个月，ㄈㄌㄢ

ㄎㄌㄧㄣ回复Yale/ㄧㄝㄦ/耶鲁大学校长,阐明关于信仰的问题。“As to Jesus of Nazareth, my 

                                                   
21 赵京：The Federalist/《ㄖㄜ•ㄈㄝㄉㄜㄌㄚㄦ主张者》译注，2020年5月20日。 

22 Jasper Ridley, The Freemasons: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 Arcade Publishing, 2011, p.96. 

23 他可能1795年加入ㄇㄟㄙㄛㄣ，但确切的日期和ㄌㄛㄐ没有得到确认。Jasper Ridley, The Freemasons: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 Arcade Publishing, 2011, p.108. 

24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50. 

25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54. 

26 此时，所有的ㄌㄛㄐ都属于ㄙㄎㄛㄊ礼仪ㄇㄟㄙㄛㄣ。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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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of whom you particularly desire, I think the System of Morals and his Religion, as 

he left them to us, the best the world ever saw or is likely to see;至于你特别希望听到我

的见解的(Aramaic/ㄚㄌㄚㄇ/阿拉姆语)ܨܪܬ [Naṣrath]/ㄋㄚㄙㄌㄚㄊ/拿撒勒人ㄧㄜㄙㄛㄨㄙ/耶稣， 

我认为他留给我们的认为道德体系和他的宗教是世界上见过或可能见过的最好的；but I apprehend it 

has received various corrupt changes, and I have, with most of the present Dissenters in 

England, some Doubts as to his divinity;但我认为它经历了各种腐败的变化，而且我和英国现今

的大多数异议人士们一样，对他的神性持有疑问。...I see no harm, however, in its being believed, 

if that belief has the good consequence, as it probably has, of making his doctrines more 

respected and better observed;但是，他的信仰受到信奉后，导致他的教义更加受到尊重、更好地

得以遵守的好结果（实际上可能如此），我认为没有什么坏处。”这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普

及的席卷欧洲和北美殖民地的Deism/ㄉㄟㄙㄇ/自然神论（相信造物主的存在但不介入事物的运营）

社会思潮。 

至此为止，隐秘严格的ㄇㄟㄙㄛㄣ组织一般在基督教的掩护下活动，但ㄉㄟㄙㄇ社会思潮造就

了近代ㄇㄟㄙㄛㄣ
27
，让我们看看ㄢㄉㄜㄦㄙㄛㄣ的ㄇㄟㄙㄛㄣ宪章：“I. Concerning GOD and 

RELIGION.一、关于ㄍㄚㄉ与宗教。A Mason is oblig’d by his Tenure, to obey the moral Law; 

一个ㄇㄟㄙㄛㄣ有义务按照职守任期遵守道德法则；and if he rightly understands the Art, he will 

never be a stupid Atheist, nor an irreligious Libertine.如果他正确地掌握这门技艺，他将绝

不会成为一个愚蠢的无神论者或不信教的自由主义者。But though in ancient Times Masons were 

charg’d in every Country to be of the Religion of that Country or Nation, whatever it was,

但是，尽管在古代，ㄇㄟㄙㄛㄣ成员们在每个国家都信奉那个国家或民族的不管是什么的宗教，

yet’tis now thought more expedient only to oblige them to that Religion in which all Men 

agree, leaving their particular Opinions to themselves;现在，人们认为更有用的做法是让他

们服从那个所有人都赞同的宗教，而把他们的独特见解留给他们自己; that is, to be good Men and 

true, or Men of Honour and Honesty, by whatever Denominations or Persuasions they may be 

distinguish’d ;也就是说，做好人、真实，或者做荣誉和诚实的人，无论他们被区分为何种教派或

教义；whereby Masonry becomes the Center of Union, and the Means of conciliating true 

Friendship among Persons that must else have remain’d at a perpetual Distance.由此，ㄇ

ㄟㄙㄛㄣ成为联合的中心与安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友谊的手段，否则的话人们只得停留在一个永久的

距离。” 

ㄢㄉㄜㄦㄙㄛㄣ的ㄇㄟㄙㄛㄣ宪章“消化”了旧的传统，但仍然还得借用犹太-基督教的外衣
28
。

新的ㄉㄟㄙㄊ美国独立、成立后，1813年，先成立的“近代的”大ㄌㄛㄐ和后成立的“古代的”的大

ㄌㄛㄐ正式合并为ㄧㄣㄍㄜㄌㄢㄉ联合大ㄌㄛㄐ，“那个所有人都赞同的宗教”条款被改为“a man’s 

religion or mode of worship be what it may/无论什么样的宗教或崇拜的模式”，使ㄇㄟㄙㄛㄣ成

                                                   
27 如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x. 

28赵京:“Freemasonry/共济会起源的神圣秘密”, 2020年9月11日。 



员变为与犹太-基督教无关的Deist/

如此可以解释Great Seal of the US/

设计的意义：它中央上层的天眼不是模仿

美国大章出现以后，ㄇㄟㄙㄛㄣ也采用天眼的标志，不一定是模仿美国大章，

而是说明新独立的美国和ㄇㄟㄙㄛ

眼代表天意/自然的神圣意志
30
。 

独立革命的宣传鼓动手Thomas 

是一个ㄉㄟㄙㄊ。例如：“Every person, of whatever religious 

denomination he may be, is a DEIST in the first article of his Creed./

个教派，首先从他的第一个信条是一个

called miracles to confirm his faith, for what can be a greater miracle than the creation 

itself, and his own existence?/

因为创造自身和他自己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奇迹。

to the Christian Religion./ ㄉㄟㄙㄇ

simple. 它的信条纯碎、美妙简单。

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

我自己的教会。”
33
 

ㄉㄟㄙㄇ的完善表述者是哲学家

莎，而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愿望转化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为新型的国家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ㄚㄇㄝㄌㄧㄘㄚ

名、同时也是法国大革命指导者之一的

的门徒。他1794年1月写于Paris/ㄆㄚㄌㄧㄙ

—对于真假神学的探讨》
34
（插图描绘他的监狱中写作）

ㄙㄇ精神发挥ㄙㄆㄧㄋㄛㄗㄚ对《圣经》的研究和批判，如：“人唯有依

靠运用理性，才能发现上帝。离开了理性，他将什么东西也不能了解

页），“自然神教没有骗人的可能，而是教导我们一切必要的和理应知道

的东西。创造就是自然神教徒的圣经。…只有愚人、而不是哲学家，或

                                                   
29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30在“Freemasonry/共济会起源的神圣秘密”,

有天眼，那应该确实是ㄇㄟㄙㄛㄣ的标志。
31但他写过一文"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Free

ㄉㄌㄨㄧㄉ/德鲁伊（又译督伊德，或意译为橡木贤者），不准确。

powerful secret society. Arcade Publishing, 2011, p.99.

32 Thomas Paine，Of the Religion of Deism Compared with the Christian Religion.

33 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

34 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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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st/ㄉㄟㄙㄊ
29
，直到今天基本上没有变动。 

Great Seal of the US/美国大章背面(也印在$1钞票上)

设计的意义：它中央上层的天眼不是模仿ㄇㄟㄙㄛㄣ的特有标志；相反，在

也采用天眼的标志，不一定是模仿美国大章，

ㄇㄟㄙㄛㄣ都受到ㄉㄟㄙㄇ社会思潮的影响，用天

Thomas Paine/ㄆㄟㄣ/潘恩不是ㄇㄟㄙㄛㄣ
31
，

Every person, of whatever religious 

denomination he may be, is a DEIST in the first article of his Creed./每一个人无论属于那

个教派，首先从他的第一个信条是一个ㄉㄟㄙㄊ。The Deist needs none of those trick

called miracles to confirm his faith, for what can be a greater miracle than the creation 

itself, and his own existence?/ 一个ㄉㄟㄙㄊ不需要所谓的奇迹的魔术和表演来确认他的信仰，

因为创造自身和他自己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奇迹。Here it is that the religion of Deism is superior 

ㄉㄟㄙㄇ信仰高于基督教信仰。Its creed is pure, and sublimely 

它的信条纯碎、美妙简单。”
32
“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它的”，但“我不相信犹太教会、

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

的完善表述者是哲学家Spinoza/ㄙㄆㄧㄋㄛㄗㄚ/斯宾诺

莎，而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愿望转化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为新型的国家

ㄚㄇㄝㄌㄧㄘㄚ联合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命

名、同时也是法国大革命指导者之一的ㄆㄟㄣ是ㄙㄆㄧㄋㄛㄗㄚ最著名

ㄆㄚㄌㄧㄙ/巴黎的监狱的《理性时代

（插图描绘他的监狱中写作）以更彻底的ㄉㄟ

对《圣经》的研究和批判，如：“人唯有依

。离开了理性，他将什么东西也不能了解”（373

页），“自然神教没有骗人的可能，而是教导我们一切必要的和理应知道

的东西。创造就是自然神教徒的圣经。…只有愚人、而不是哲学家，或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55.

”, 我提到瑞士的钟表匠自由联合会Jura Federation/ㄌㄨㄌㄚ/汝拉自由联盟的会徽也

的标志。 

"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Free-Masonry" (1803–1805) 关于ㄇㄟㄙㄛㄣ的起源，认为ㄇㄟㄙㄛㄣ

鲁伊（又译督伊德，或意译为橡木贤者），不准确。Jasper Ridley, The Freemasons: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 Arcade Publishing, 2011, p.99. 

Of the Religion of Deism Compared with the Christian Religion. 

1982年，北京。“理性时代第一部分”第348-349页。 

1982年，北京。 

每一个人无论属于那

The Deist needs none of those tricks and shows 

called miracles to confirm his faith, for what can be a greater miracle than the creation 

不需要所谓的奇迹的魔术和表演来确认他的信仰，

Here it is that the religion of Deism is superior 

Its creed is pure, and sublimely 

“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它的”，但“我不相信犹太教会、

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55. 

汝拉自由联盟的会徽也

ㄇㄟㄙㄛㄣ起源于Druid/

Jasper Ridley, The Freemasons: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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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的人，会生活在好像没有上帝的世界上”（507页）
35
。这样彻底的ㄉㄟㄙㄇ对《圣经》的批判加

上彻底的自由人权主张，如“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

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
36
连ㄨㄚㄒㄧㄥㄊㄛㄣ这样的宽厚的ㄇㄟㄙㄛㄣ战友也很难接

受，更不用提ㄇㄝㄉㄧㄙㄨㄥ、ㄏㄚㄇㄧㄦㄊㄨㄥ这些强烈主张ㄈㄝㄉㄜㄌㄚㄦ集权的人士了。ㄆㄟ

ㄣ死时，包括女人孩童只有6个人参加葬礼，最终连遗骨也不知所终。这倒正是他痛恨的先知的命运。

没有先知的历史事件很少有必要被记入历史。 

ㄆㄟㄣ论战的对手、英国的著名保守派论客Edmund Burk/ㄅㄜㄦㄎ/伯克与他的多数Whig/ㄏㄧ

ㄍ/辉格党朋友都非常同情北美殖民地的自治要求，也是ㄇㄟㄙㄛㄣ。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

的ㄉㄟㄙㄇ思潮，“欧洲中世纪对言论自由的禁锢，引起了许多知识阶层人士的反感。他们发现需要

一个场所，容许他们可以自由讲话，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秘密，不被人告发， 而且可以容忍不同的

宗教信仰和文化。石匠组织的结构方式可以为他们提供这样的环境”
37
，但他坚决反对革命，特别是

法国大革命。 

如果说ㄆㄟㄣ是革命的第一支笔杆子的话，第二支笔杆子就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第三任总统

ㄐㄜㄈㄜㄦㄙㄛㄣ。与ㄆㄟㄣ一样，ㄐㄜㄈㄜㄦㄙㄛㄣ不是ㄇㄟㄙㄛㄣ但是坚定的ㄉㄟㄙㄊ，在法国

大革命期间也同在法国，但作为外交使节他没有直接参与法国政治。实际上，他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考

察了法国和近邻后，劝告回到法国的好友ㄌㄚㄈㄚㄧㄝㄊ：推翻绝对君主Louis/ㄌㄨㄧ/路易第十六

对法国没有任何好处
38
，与他在独立宣言里痛骂十恶不赦的英国君主的立场截然不同。他也劝告ㄆㄟ

ㄣ不要出版《理性时代》第二部分。 

ㄐㄜㄈㄜㄦㄙㄛㄣ自己编辑《圣经》，侧重Jesus/ㄧㄜㄙㄛㄨㄙ的道德教诲但否认ㄧㄜㄙㄛㄨㄙ

的神性：那是ㄧㄜㄙㄛㄨㄙ的门徒们声称的，不是他本人说的。独立宣言中使用的“Creator/造物者”、

“Nature's God/自然之ㄍㄚㄉ”、“the Supreme Judge of world/世界的最高裁判”等用词，正是ㄉ

ㄟㄙㄇ的体现。1786年，Virginia General Assembly/ㄨㄜㄦㄐㄧㄋㄧㄚ/弗吉尼亚议会通过ㄐㄜㄈ

ㄜㄦㄙㄛㄣ1779年提出的宗教自由法案，成为他自撰于墓志铭上之三大人生成就之一（另两个是独立

宣言作者和ㄨㄜㄦㄐㄧㄋㄧㄚ大学创建人）。 

ㄐㄜㄈㄜㄦㄙㄛㄣ1784-89年使法期间，同出于ㄨㄜㄦㄐㄧㄋㄧㄚ、革命的第三支笔杆子、第四

任总统ㄇㄝㄉㄧㄙㄨㄥ主导美国宪法、特别是The Bill of Rights/权利法案（修正案）的起草和制

定。“权利法案”第一条开首就是：“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国会不能立法建立宗教，也不能禁止宗教

的自由行使”，彻底巩固了信仰自由的革命成果。这与声称要“去掉所有的宗教限制、向所有的信仰

开放，要成为所有宗教的心脏”的ㄇㄟㄙㄛㄣ新宪法精神多么类似！怪不得包括ㄨㄚㄒㄧㄥㄊㄛㄣ、

ㄈㄌㄢㄎㄌㄧㄣ、ㄇㄝㄉㄧㄙㄨㄥ在内的1/3的美国宪法签署者是ㄇㄟㄙㄛㄣ成员。 

                                                   
35 赵京：“自由社会秩序中的自然神祇与个人原耻”,2015年3月7日。 

36 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人权论”，第225-226页。 

37 Kevin Pan, AFAM. SR 32° 。 

38 Saul K. Padover, Jefferson. A Mentor Book, 1952, p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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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临死之际，ㄨㄚㄒㄧㄥㄊㄛㄣ也没有向基督祈祷。Bird Wilson牧师判断道:“I have 

diligently persued every line that Washington ever gave to the public, and I do not find 

one expression in which he pledges himself as a believer in Christianity./我用心地研究了

ㄨㄚㄒㄧㄥㄊㄛㄣ的所有公开的记录的每一行，没有找到一处说他自己是基督教的信者。I think 

anyone who will candidly do as I have done will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e was a Deist 

and nothing more./我相信每一个像我这样坦率地做过的人都会得出结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ㄉㄟ

ㄙㄊ”
39
。ㄨㄚㄒㄧㄥㄊㄛㄣ的最后愿望是私下安葬，所以被容许由他所在的ㄌㄛㄐ安排

40
，在纪念碑

内外设计了醒目的ㄇㄟㄙㄛㄣ标志
41
。 

【与独立相关的ㄇㄟㄙㄛㄣ】 

设计自由女神像的Auguste Bartholdi/ㄅㄚㄦㄊㄛㄦㄉㄧ/巴托尔迪是

ㄇㄟㄙㄛㄣ成员。1984年ㄇㄟㄙㄛㄣ在女神像下设制一个牌子，纪念100年前

新ㄧㄛㄦㄎ州ㄇㄟㄙㄛㄣ的总管William A. Brodie等在此铺垫基石。据报道，

他说：“Why call upon the Masonic Fraternity to lay the cornerstone of 

such a structure as is here to be erected/为什么召唤我们ㄇㄟㄙㄛㄣ

兄弟会为在这里建立的建筑奠定基

石? No institution has done more 

to promote liberty and to free 

men from the trammels and chains 

of ignorance and tyranny than has 

Freemasonry./因为没有别的机构比ㄇㄟㄙㄛㄣ在推动自

由、把人们从无知和专制的阻碍和锁链中解放出来做得更

多”
42
。   

“美国海军之父”John Paul Jones/ㄐㄛㄣㄙ/琼斯也是

ㄇㄟㄙㄛㄣ。只有几艘“小商舨”（私掠船）的殖民地海军不

可能有什么战绩，但在劣势之下，他的“我还没有开始战斗呢！”

高昂斗志成了后世传颂的名言。革命成功以后不需要海军，失

业的ㄐㄛㄣㄙ到法国、俄罗斯求职不顺，死在ㄆㄚㄌㄧㄙ无人

收尸。幸运的是，他的尸骨一百多年后被找到、运回安葬在美

国海军校，备受哀荣
43
。 

                                                   
39Cited from Nicholas Hagger, The Secret Founding of America: The real story of Freemasons, Puritan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new 

world. London: Watkings Publishing, 2007. pp.122-123. 

40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60. 

41后来由各级政府出资建造的纪念物就没有出现ㄇㄟㄙㄛㄣ的标志了。 

42 https://untappedcities.com/2015/07/02/the-top-10-secrets-of-the-statue-of-liberty/?displayall=true  

43 我两度造访地下墓，比在拥挤的St. Paul’s Cathedral/圣ㄆㄠㄦ/保罗大教堂下墓地见到的大英帝国最著名的两个军事英雄陆

军统帅Wellington/ㄨㄟㄌㄧㄥㄊㄨㄥ/威灵顿公爵和海军司令Nelson/ㄋㄜㄦㄙㄨㄥ/尼尔森子爵∙公爵的墓位气派多了。 



第五任总统James Monroe/ㄇㄛㄣㄌㄛ

主义著名，提出美国应主导美洲的事务、不介入欧洲事务，但欧洲各

动。 

革命期间，加入大陆军的自由黑人

接纳进军队的

大ㄌㄛㄐ。1808

发展壮大，扩展到海外，共有

21岁被绞死的侦察兵

是ㄇㄟㄙㄛㄣ

加入校园里最早的秘密学生团体

Society，因此没有（必要）加入

时从英语课本学到他的事迹，那句“可惜我只有一

次为国捐躯的机会”临终之言深深地打动了我，

产主义信仰”之外还有高尚的道德观念。

【其他的世界性ㄇㄟㄙㄛㄣ】

“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原则，

ㄙㄛㄣ与法国大革命以及ㄉㄟㄙㄇ

歌La Marseillaise/

ㄙㄟㄧㄝㄗ

歌。

Marat/

间成为一个

生属于上层社会，但他实地考察英国的宪政弊端后，写书抨击英国的君主立宪

制，成为他的暴力革命理论的基础。

同时代的、因《罗马帝国衰亡史》著名的历史学家

ㄛㄣ/吉本（1737-1794年）在欧洲大陆游学期间受百科全书派影响成为一个

ㄟㄙㄊ，加入London/ㄌㄛㄣㄉㄛㄣ

ㄙㄛㄣ
46
。 

法国大革命同时代的诗人Johann Wolfgang von

                                                   
44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p.6

45 Tim Dedopulos, The Brotherhood: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Freemasons. T

46 https://www.masonrytoday.com/index.php?new_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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ㄇㄛㄣㄌㄛ/门罗是ㄇㄟㄙㄛㄣ，他因Monroe Doctrine/

主义著名，提出美国应主导美洲的事务、不介入欧洲事务，但欧洲各国不得再在美洲进行新的殖民活

革命期间，加入大陆军的自由黑人Price Hall/ㄏㄛ-ㄦ

接纳进军队的ㄌㄛㄐ。1787年African/非洲人ㄌㄛㄐ正式成立，

1808年ㄏㄛ-ㄦ死后一年，大ㄌㄛㄐ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后在黑人中

壮大，扩展到海外，共有30万成员
44
。 

岁被绞死的侦察兵Nathan Hale/ㄏㄟㄦ不

ㄇㄟㄙㄛㄣ。他14-18岁在Yale/ㄧㄝㄦ大学期间

校园里最早的秘密学生团体Linonian 

因此没有（必要）加入ㄇㄟㄙㄛㄣ。高中

从英语课本学到他的事迹，那句“可惜我只有一

深深地打动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伟大的共

的道德观念。 

】 

原则，是法国的ㄇㄟㄙㄛㄣ在法国大革命早期提倡的

ㄉㄟㄙㄇ的关系，值得另外专门写一文介绍。 

法国军人Rouget de Lisle/ㄌㄧㄌㄜ是ㄇㄟㄙㄛㄣ

La Marseillaise/マルセイエーズ/ㄇㄚㄦ

ㄙㄟㄧㄝㄗ/马赛进行曲后来被采纳为法国国

。 

法国大革命激进派的领袖、Jean Paul 

Marat/ㄇㄚㄌㄚ-/马拉在ㄌㄛㄣㄉㄛㄣ访问期

间成为一个ㄇㄟㄙㄛㄣ。ㄇㄚㄌㄚ-作为一个医

但他实地考察英国的宪政弊端后，写书抨击英国的君主立宪

制，成为他的暴力革命理论的基础。 

同时代的、因《罗马帝国衰亡史》著名的历史学家Edward Gibbon/ㄍㄧㄅ

年）在欧洲大陆游学期间受百科全书派影响成为一个ㄉ

ㄌㄛㄣㄉㄛㄣ/伦敦的友谊ㄌㄛㄐ第三号，成为一个ㄇㄟ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ㄍㄛㄊㄜ/歌德是一个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p.6

Tim Dedopulos, The Brotherhood: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Freemasons. Thunder’s Mouth Press, 2006, p.82

https://www.masonrytoday.com/index.php?new_month=1&new_day=16&new_year=2016  

Monroe Doctrine/ㄇㄛㄣㄌㄛ

国不得再在美洲进行新的殖民活

ㄦ和其他14个黑人被

正式成立，1791年发展成

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后在黑人中

在法国大革命早期提倡的
45
，法国的ㄇㄟ

ㄇㄟㄙㄛㄣ，他创作的军

歌德是一个ㄇㄟㄙㄛㄣ。几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p.67-68. 

hunder’s Mouth Press, 2006,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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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同时代的俄罗斯诗人Alexander Pushkin/ㄆㄨㄒㄎㄧㄣ/普希金也是一个ㄇㄟㄙㄛㄣ。 

第一Consul/执政官Napoleon/ㄋㄚㄆㄛㄌㄧㄛㄣ/拿破仑手下的第二执政官Regis de 

Cambaceres/ㄎㄚㄇㄅㄚㄙㄜㄌㄜㄙ/康巴塞雷斯是一个热衷的ㄇㄟㄙㄛㄣ，主导著名的Code 

Napoléon/ㄋㄚㄆㄛㄌㄧㄛㄣ法典，至今仍是法兰西和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基础。
47
 

“L'Internationale/国际歌”作者Eugène Pottier/ㄆㄛㄊㄧㄜ/鲍狄埃1873–80年流亡美国期

间在新ㄧㄛㄦㄎ加入ㄇㄟㄙㄛㄣ。他说：ㄇㄟㄙㄛㄣ由自由思想者们组成，只承认理性，追求真理和

正义。 

18、19世纪横扫中南美的独立运动，是ㄇㄟㄙㄛㄣ引领的，包括Miguel 

Hidalgo/ㄧㄉㄚㄦㄍㄛ/伊达尔戈（插图是独立纪念碑）、Bolivar/ㄅㄛㄌㄧ

ㄨㄚㄦ/玻利瓦尔、San Martin/圣ㄇㄚㄦㄊㄧㄣ/马丁、海军将领William 

Brown/ㄅㄌㄡㄣ等都是ㄇㄟㄙㄛㄣ
48
。 

青年Turk/ㄊㄜㄦㄎ/突厥/土耳其运动由一个希腊ㄇㄟㄙㄛㄣ发起引

导，其最后的领袖Kemal Ataturk/ㄎㄜㄇㄚㄦ/凯末尔“ㄊㄜㄦㄎ之父”是

ㄇㄟㄙㄛㄣ
49
。 

Singapore/ㄙㄣㄍㄚㄆㄛㄦ/新加坡城的创始人Stamford Raffles/ㄌ

ㄚㄈㄦㄙ爵士是一个ㄇㄟㄙㄛㄣ
50
。 

Chile/ㄑㄧㄌㄧ/智利1973年被军事政变推翻、杀害的社会主义总统Salvador Allende/ㄚㄧㄣ

ㄉㄜ/阿连德是一个ㄇㄟㄙㄛㄣ
51
。 

【结语】 

在启蒙运动/ㄉㄟㄙㄇ时代思潮下诞生的新型ㄇㄟㄙㄛㄣ组织，把北美13个殖民地的不同政府、

宗教派别、民族出身、社会阶层连接起来，形成了新的America/ㄚㄇㄝㄌㄧㄎㄚ/亚美利坚认同，得

天独厚地在同样受启蒙运动/ㄉㄟㄙㄇ思潮影响下爆发的独立运动中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领导作用，帮

助实现了创造史无前例的新型民主、共和、ㄈㄝㄉㄜㄌㄚㄦ近代国家-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ㄚㄇㄝㄌㄧㄎㄚ联合国-的革命。 

至今为止，共有17位美国总统是ㄇㄟㄙㄛㄣ：Washington/ㄨㄚㄒㄧㄥㄊㄛㄣ, James Madison/

ㄇㄝㄉㄧㄙㄨㄥ、James Monroe/ㄇㄛㄣㄌㄛ、Andrew Jackson/ㄐㄚㄎㄙㄛㄣ, James Polk/ㄆㄛㄦ

ㄎ, James Buchanan/ㄅㄨㄎㄢㄋㄢ, Andrew Johnson/ㄐㄤㄙㄛㄣ/约翰逊, James Garfield/ㄍㄚㄦ

                                                   
47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152. 

48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p.195, 

192-193. 

49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p.216-218. 

50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219. 

51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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ㄈㄧㄦㄉ, William McKinley/ㄇㄎㄎㄧㄣㄌㄟ
52
, Theodore Roosevelt/ㄌㄛ-ㄙㄨㄝㄦㄊ/罗斯福, 

William Howard Taft/ㄊㄚㄈㄊ, Warren Harding/ㄏㄚㄦㄉㄧㄥ, Herbert Hoover/ㄏㄨ-ㄨㄛㄦ/胡

弗、Franklin Roosevelt/ㄌㄛ-ㄙㄨㄝㄦㄊ/罗斯福, Harry Truman/ㄊㄌㄨㄇㄢ/杜鲁门, Lyndon 

Johnson/ㄐㄤㄙㄛㄣ/约翰逊, and Gerald Ford/ㄈㄛ-ㄉ/福特
53
。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20年9月2日] 

 

【附注】此研究在Kevin Pan, AFAM. SR 32°等五十余名同学一同学习期间完成。 

 

Freemason/USA 汉音元素词汇表 

汉音元素 西语 汉字译法 注释 

ㄚㄦㄅㄚㄋㄧ Albany 

ㄚㄧㄣㄉㄜ Allende 阿连德 

ㄚㄇㄝㄌㄧㄎㄚ America 亚美利坚 

ㄢㄉㄜㄦㄙㄛㄣ Anderson 安德生 

ㄢㄉㄌㄜㄚㄙ Andrew 安得烈 希腊语发音 

ㄚㄌㄚㄇ Aramaic 阿拉姆语 

ㄚㄦㄋㄛㄦㄉ Arnold 阿诺德 

ㄅㄟㄎㄛㄣ Bacon 培根 

ㄅㄚㄦㄊㄛㄦㄉㄧ Bartholdi 巴托尔迪 

ㄅㄛㄌㄧㄨㄚㄦ Bolivar 玻利瓦尔 

ㄅㄛㄙㄊㄛㄣ Boston 波士顿 

ㄅㄌㄡㄣ Brown 

ㄅㄨㄎㄢㄋㄢ Buchanan 

ㄅㄜㄦㄎ Burk 伯克 

ㄎㄚㄇㄅㄚㄙㄜㄌㄜㄙ Cambaceres 康巴塞雷斯 法语发音 

ㄑㄧㄌㄧ Chile 智利 

ㄎㄛㄣㄎㄛㄦㄉ Concord 

ㄎㄛㄣㄋㄜㄎㄊㄧㄎㄨㄊ Connecticut 康乃狄克 

ㄉㄟㄙㄇ Deism 自然理性神论 

ㄉㄟㄙㄊ Deist 自然理性神论者 

ㄉㄌㄨㄧㄉ Druid 德鲁伊、督伊德，或意译为橡木贤者 

ㄧㄣㄍㄜㄌㄢㄉ England 英格兰 

ㄈㄝㄉㄜㄌㄚㄦ federal 自由自治的形式 

ㄈㄛ-ㄉ Ford 福特 

ㄈㄌㄢㄎㄌㄧㄣ Franklin 富兰克林 

ㄈㄌㄧㄇㄟㄙㄛㄣ Freemason,Freemasonry 共济会或美生会、规矩会 

ㄍㄚㄦㄈㄧㄦㄉ Garfield  

                                                   
52 短促停顿的促音本身不发音，片假名用ッ表示。汉音元素暂时用重复的辅音表示。此处ㄎㄎ的前一个不发音。 

53 H. Paul Jeffers, Freemasons: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secret society. Citadel Press Books, 2005, 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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ㄍㄚㄉ God 神、上帝 

ㄍㄧㄅㄛㄣ Gibbon 吉本 

ㄍㄛㄊㄜ Goethe 歌德 德语发音 

ㄏㄟㄦ Hale  
ㄏㄛ-ㄦ Hall 

ㄏㄚㄦㄉㄧㄥ Harding 

ㄧㄉㄚㄦㄍㄛ Hidalgo 伊达尔戈 西班牙语发音 

ㄏㄨ-ㄨㄛㄦ Hoover 胡弗 

ㄐㄚㄎㄙㄛㄣ Johnson 

ㄐㄟㄇㄗ堡 Jamestown 

ㄐㄜㄈㄜㄦㄙㄛㄣ Jefferson 杰佛逊 

ㄧㄜㄙㄛㄨㄙ Jesus 耶稣 

ㄧㄛㄢㄋㄜㄙ John 约翰 希腊语发音 

ㄐㄤㄙㄛㄣ Johnson 约翰逊 

ㄐㄛㄣㄙ Jones 琼斯 

ㄎㄜㄇㄚㄦ Kemal 凯末尔 

ㄌㄚㄈㄚㄧㄝㄊ Lafayette 拉法耶特 

ㄌㄜㄎㄙㄧㄥㄊㄛㄣ Lexington 列克星敦 

ㄌㄧㄌㄜ Lisle 法语发音 

ㄌㄛㄐ lodge ㄇㄟㄙㄛㄣ地方会所 

ㄌㄛㄣㄉㄛㄣ London 伦敦 

ㄌㄨㄧ Louis 路易 法语发音 

ㄇㄎㄎㄧㄣㄌㄟ McKinley 

ㄇㄝㄉㄧㄙㄨㄥ Madison 麦迪逊 

ㄇㄚㄌㄚ- Marat 马拉 法语发音 

ㄇㄚㄦㄙㄟㄧㄝㄗ Marseillaise 马赛 法语发音 

ㄇㄚㄦㄊㄧㄣ Martin 马丁 

ㄇㄟㄙㄛㄣ Mason，Masonry 

ㄇㄚㄙㄚㄑㄧㄡㄙㄜㄔ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 

ㄇㄛㄣㄌㄛ Monroe 门罗 

ㄋㄚㄆㄛㄌㄧㄛㄣ Napoleon 拿破仑 法语发音 

ㄋㄚㄙㄌㄚㄊ Nazareth 拿撒勒 ㄚㄌㄚㄇ语发音 

ㄋㄜㄦㄙㄨㄥ Nelson 尼尔森 

ㄆㄟㄣ Paine 潘恩 

ㄆㄚㄌㄧㄙ Paris 巴黎 

ㄈㄧㄌㄚㄉㄜㄦㄈㄧㄚ Philadelphia 费城 

ㄆㄌㄧㄇㄡㄙ Plymouth 

ㄆㄛㄦㄎ Polk 

ㄆㄛㄊㄧㄜ Pottier 鲍狄埃 法语发音 

ㄆㄨㄒㄎㄧㄣ Pushkin 普希金 

ㄌㄚㄈㄦㄙ Raffles 

ㄌㄧㄨㄧㄝㄦ Revere 里维尔 

ㄌㄛ-ㄙㄨㄝㄦㄊ Roosevelt 罗斯福 

ㄙㄎㄛㄊ Scot 苏格兰的 

ㄙㄎㄛㄊㄌㄢㄉ Scotland 苏格兰 

ㄙㄣㄍㄚㄆㄛㄦ Singapore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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ㄙㄇㄧㄙ Smith 

ㄙㄛㄎㄜㄌㄚㄊㄜㄙ Socrates 苏格拉底 

ㄙㄆㄧㄋㄛㄗㄚ Spinoza 斯宾诺莎 

ㄊㄚㄈㄊ Taft 

ㄊㄌㄨㄇㄢ Truman 杜鲁门 

ㄊㄜㄦㄎ Turk 突厥、土耳其 

ㄨㄛㄦㄊㄞㄦ Voltaire 伏尔泰 

ㄨㄚㄌㄜㄣ Warren 沃伦 

ㄨㄚㄒㄧㄥㄊㄛㄣ Washington 

ㄏㄧㄍ Whig 辉格党 

ㄨㄟㄌㄧㄥㄊㄨㄥ Wellington 威灵顿 

ㄧㄝㄦ Yale 耶鲁 

ㄧㄛㄦㄎ York 约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