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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以近二十年來學位論文為中心

張 妙 娟

壹 、前 言

學術成果的整理與回顧是研究工作的起點 ,設若面對的是一項研究

歷史悠久 、成果豐富的學術課題 ,學術研究史的回顧更有其迫切性 。透

過學術成果的回顧 ,研究者不但得以免去重複曠日費時的搜尋歷程 ,儘

早認識和省思過去累積之研究成果 ,並 且能以此為基礎再向前開拓新而

深化的研究途徑與研究課題 。

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為課題的研究早已累積豐碩的學術成果 ,近二

十年來更呈現方興未艾之趨勢 。以單篇論文而言 ,根據基督教中文期刊

索引即有一百三十六筆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197U-199’ )有四十筆 ,

大學博碩士論文索引則有七十八筆 ,若再加上神學院論文 、教會出版品

與其他專書 ,其數量應當更為可觀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之所以比其他宗

教團體吸引更多學術研究的注意 ,究其原因 ,大致可歸納為幾項因素 :

首先是宗教學的豐富內涵 ,宗教本身就是一項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 ,

長久 「高踞於社會上層建築的頂端 ,支配著廣大人類的精神世界」
l,研

究範疇可以涉及政治 、社會 、文化 、歷史 、族群 、心理等各層面 。臺灣

I呂 大吉 ,<宗 教是什麼 ?——宗教的本質 、基本要素及其邏輯結論 >

(下 ),《 宗教哲學》,第 四卷 ,第三期 ,1999年 1U月 ,頁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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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長老教會發展成為 「最具本土化之西方教派典型」
2,其

過程即是漫
長歷史與複雜社會因素交互作用下之產物 。四方基督教文化與臺灣移墾

社會的衝突 ‵政權更迭下的教會處境與信徒的調適 、加上由於隸屬基督
教長老宗之分支 ,有其不同於基督教其他宗派的教義特質 ,更有別於世
界各地長老宗的區域教會特性 ,可供探討的課題自然多元而複雜。再者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有臺灣 、台南 、玉山三所神學院和神學研究中心 ,

長期累積的研究基礎自亦豐厚 。

其次是歷史發展的優勢 ,自 一八六五年設立教會迄今一百三十五年
的歷史中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經不同政權的統治 ,教會發展也有階段

性的演進和變遷 ,因此成為深具本土意識和歷史意識的教會 。由於長久
以來重視歷史資料的保存和教會史的編纂 ,前輩累積的豐富學術薋源使
初學者易於跟進3,後

繼的研究者也多 ,這是其他宗教團體難以望其項背
的 。另一方面 ,悠久的歷史也使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發展成為臺灣信徒人

數最多的基督教宗派 (根據一九九九年的教會統計共有信徒二十二萬四

千八百一十七人 )4:相對於其他基督教派容易成為注目焦點 。

第三是時代環境因素的影響 ,自 晚清的教案衝突 、日治時期殖民政

府的干預 ,到二次大戰後與國民黨政府的互動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往往

因為獨特的西方色彩與積極入世精神成為當時備受爭論的焦點 ,尤其一

九七○年代以來陸續發表 「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一九七一年 )、 「我們

的呼籲」(一九七五年 )、 「人權宣言 」(一九七七年 )三項關懷臺灣的政

治性文件 ,導致與國民黨政權頻繁又緊張的互動關係 ,更 引發政治 、社

會學界高度的研究興趣
‘
。此外 ,解嚴之後本土意識抬頭 ,對臺灣史研究

的熱潮也牽動了對與臺灣歷史發展息息相關的長老教會的研究 。

康鈺瑩 ,<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博碩士論文研究趨勢之回顧與展望 >,《 思
與言 》,第三十七卷 ,第二期 ,1999年 6月 ,頁 156j
吳學明 ,<日 治時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 的 回顧 與展 望 >,收 錄於
林治平主編 ,《 臺灣基督教史一 史料與研究 回顧論文集 》(台 北 :宇 宙
光傳播 中心 ,1998),頁 幻 2。

中華基督教福音協 進會網站 (http:〃 www.ccea.Urg.tw),<臺 灣基督教
會教勢報告——1999年臺灣各教派統計分析 >。
康鈺瑩 ,同前註 ,頁 I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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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學術與時代環境因素的交互影響 ,當前對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的研究呈現相當多元的面貌 。本來擬先就近二十年來一般大學的博碩

士論文作回顧 ,以了解 目前學術界對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研究概況 。其

次 ,再集中焦點討論有關教會歷史的研究課題與方法 ,此處討論的著作

除了一般大學博碩士論文之外 ,也包含向來被忽視的神學院學位論文 ,

藉以觀照神學院與普通大學研究取 向的差異 。此外 ,為觀察整體的研究

趨勢 ,筆者將不針對單篇論文作摘述或評論 ,而以歸納相關學位論文之

研究課題及其研究方法為主 ,班思考未來後繼研究的方向。本文是筆者

博士論文撰寫過程中的前置作業 ,疏漏之處尚祈學界先進不吝指正。

貳 、近二千年來有關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之概況

自前關於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研究回顧論文已有兩篇著作 ,即吳學

明的 <日 治時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與康鈺瑩的 <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博碩士論文研究趨勢之回顧與展望 >。 前者單以探討 日

治時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史的學術成果為主 ,包括學位論文 、教會所編

之教會史出版品 、其他專書與單篇論文四大類
‘,其 中收錄討論的書目很

豐富 ,對部分著作另有摘要介紹與精闢評論是其特色 。後者則是以一九

八四年至一九九九年之間研究臺撐基督長老教會的大學博碩士論文為

主 ,針對三十二篇學位論文的研究主題取向和研究方法加以討論 ,區分

為九大研究主題 ,即原住民議題 、長老教會史 、政教關係 、社會福利 、

社會運動 、教會音樂 、教會建築 、教會地理分佈及宗教理論等 。此外 ,

作者也提出未來可延續的研究方向 ,包括本土神學 、長老教會政治社會

參與的轉型 :舊有議題的延伸和比較研究 、深度訪談資料的保存及呻學

院論文的探討等
’
。上述兩篇論文分別從單一與多元專題的研究作回顧 ,

討論焦點各有所長 ,除了提供後學者過去研究成果之資訊 ,也藉由分析

頁 213-236。

頁 164-168.

‘
吳 學 明 ,同 前 註 ,

7康
鈺 瑩 ,同 前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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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指出未來可待開發的課題與研究方向 ,極具參考價值 。

隨著時間累積 、研究著作的增加 ,本文擬在上述兩篇研究回顧之基

礎上繼續補充收錄一九九九年六月到二○○○年八月之間有關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研究的博碩士論文 ,以回顧近二十年來學術界對此宗教團體的

研究趨勢 。自一九八一年到二○○○年八月之間有關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研究的博碩士論文共有四十四篇吒 為使各學科領域對長老教會的研究課

題與方法有更明確區隔 ,筆者採取學科研究取向將這些論文概分為七大

類 ,即社會學 ‵歷史學 、人類學 、建築學 、音樂學 、地理學 、語文學等
’

,

並按照研究篇數多寡依序整理列表如下 :

康鈺瑩的 <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博碩士論文研究趨 勢 之回顧與展望 >收
錄有三十二篇 ,筆 者補充他所遺漏的五篇 ,另 外增加 1999年 6月 至 2UUU
年 8月 新完成論文七篇 ,合計四十四篇 。
康鈺瑩一文採用研 究主題分類 ,但有些主題可能 同屬一個學科研究取
向 ,例如社會福利 、社會運動即 同屬社會學研究取 向 。故筆者以學科
研究取向作討論 ,同 一學科研究 中可能包括數個不 同的課題 。

�笪

�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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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近二十年來有關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之學位論文表

研究取向 撮號 作者 篇  名 出版單位 出版時間 研究斷限

社會學

陳家倫

台灣社會之宗教與政治關係的

演愛——以一個宗教回體的社

會學分析

台灣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
戰後

怩 林本炫 宗教團體與政府關係之研究
台淹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
1989 戰後

IiE民
宗教福利思想與福利服務之探

討——以慈濟功德會 、長老教

會為例

東吳大學社會學

咖
1991 戰後

研 鄭維瑄
基督教社會關懷在台泗社會福

利發展中角色之探討

台灣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
1991 戰後

∞ 薛惠萓

都市山胞家長之社會支持網絡

與其社會適應之研究——以台

北市 、台北縣 、基隆市為例

文化大學兒童福

利研究所
1993 戰後

∞ 嚇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政治參與
台灣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
1995 戰後

U9 周怡君
台泗基督長老教會與其社會運

動參與 (19“ -1996)

東吳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
1997 戰後

UB 王順民

台海地區宗教福利服務之蛻變

——兼論若干個案的歷史考察
(博士論文 )

中正大學社會福

利研究所
1999 戰後

199 康鈺瑩

解嚴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政

治主張及其信仰與神學觀點的

分析

東吳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
1997 戰候

飆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社會服務事

工的發展

中正大學社會福

利研究所
1998 戰後

★1l 慈秀君
性別與牧會處境——以長老教

會女傳教師為例

臺濋大學三民主

義研究所
1998 戰後

周凱蒂

當代宗教系統與其環境——從

盧曼的宗教系統觀看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政治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
1998 戰後

★13 鍾善文
鄉村宗教傳佈之策略分析——
以嘉義東石鄉基督教會為例

淡江大學大眾傳

播研究所
1999 戰後

★∥ 陳迪暉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反對運動

———個歷史比較分析

清華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
9UUU 戰後

歷史學 孫慈雅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教會學校
政治大學歷史研

究所
1983 日治

ll2 李欣芬

基督教與台灣醫療衛生的現代

化
——以彰化基督教發院為中

心之探討 (螂准 19鉑 )

師範大學歷史研

究所
1989 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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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 張雅玲
北部台灣長老教會研究 (1S7γ

l外5)
中山大學中山學
術研究所

1,gU
晚清 、日

治

∥ 連偉齡
南部台灣長老教會研究 (18“ -

1987)

中山大學中山學
術研究所

1991
晚清 、日

治 、戰後

∞ 林素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原住民宣
教之研究 (19法妙9U)

東海大學歷史研
究所

1992
日治 、

戰後

★∞ 潘家鑫

臺灣地區基督教刊物的內容分
析 (19BU-199U)一﹁以 「垂灣
教會公報」與 「福音報」社論

為例

文化大學新聞研
究所

1992 戰後

U9 蔡蔚群
清季蛋灣教案之研究——以地

方交涉為重心

台灣師範大學歷

史研究所
晚清

★UB 劉慧華 孫理連與基督教芥采種會
清華大學歷史研

究所
1999 戰後

∞
松井

真理江

台灣基督教史之研究——以殖
民地時期為中心

文化大學 日本研
勼所

1999 日治

廖安惠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
動之研究

成功大學歷史研

究所
1999 日治

★ll 齱

晚清基督新教在台聖詩佈道之

研究——以英 、加長老教會為
例 (1跖5-19UU)

中正大學歷史研
究所

19g9
晚清 、

日治

★ 趁 康云主
日據時代的基督教政策初探一
一以韓國與台灣基督教為例

垂灣大學歷史學

膷
1999 日治

★13 翁佩貞
基督教 聖詩在 垂發展 a眇 5-

m幼├﹁以英加長老教會為例

成功大學藝術研
究所

9UUU
日治 、

戰後

人類學

鍾青柏

台灣先住民社會運動之研究一

一以 「還我土地」運動為個案
分析

政治大學邊政研

究所
199U 戰後

∞ 李慈敏
族群運動—

—
以台灣原住民族

二次 「還我土地」運動為例

清華大學社會人

類學研究所 戰後

U3 謝欣育
「原住民神學」、傳道人與異文
化一以泰雅族長老教會為例

政治大學民族研

究所
199● 戰後

“ 邱韻芳
部落 ‵長老教會與本土化——
東光布農人的信仰與認同

政治大學民族學

研究所
1999 戰後

US 曾敏青
阿美族長老教會與真耶穌教會
的比較一一以成功地區為例

輔仁大學宗教研

究所
1999 戰後

★∞ 羅永清

天神與基督的決擇——阿里山
來吉村鄒人皈依基督宗教因素
之探討

臺灣大學人類學

咖
2UUU 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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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

U1 李俊彥

台淹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堂建

築形式轉化之研究——以馬偕

博士洽淡水河岸設立之教會為

例          ＿＿

中原大學建築研

究所
19B● 晚清

φ 陳淳頎
現代化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建

築影密之研究

逢 甲大學建築研

究所
19S9 戰後

蘇南洲
教堂空間之社會分析——台灣

長老教會濟南教堂為例

台海大學土木工

程研究所
199U

Ν�羕�祩
梁

東海大學建築研

究所
1998 戰後

★“ 林一川
現世代都市教會建築之設計一

一以柳原基督督長老教會為例

音樂學

盧維姃

基督教對台灣音樂教育的影掉

及其在台泗鄉土教材研究的重

難

台灣師範大學音

樂研究所
199S 戰後

蔡巧莉
台泗基督教長老教會音樂之創

作(19簽 199Φ

東吳大學音樂學

研究所
199b 戰後

許加惠
阿美及布農族長老教會現代聖

詩之音樂研究

台淹師範大學音

樂研究所
1998 戰後

鯉 學

蔡主恩
台泗基督長老教會之地理分佈

及其土地使用之研究

師範大學地理研

究所
199b 戰後

φ 蔡主恩 台海基督長老教會的靷受研究
師範大學地理研

究所
1986 戰 後

★US 林志秋
佛祖 、太祖與耶穌 :羅漢內門

宗教信仰之地域性

臺灣師範大學地

理研究所
2UUU 戰後

語文學 ★Ul 黃佳惠 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
台南師範學院 )=$

土文化研究所
2UUU

�羕
�紵

說明 :★ 號為康鈺瑩一文漏列或 1999年至 2UUU年完成之論文

從表一可以看出近二十年來研究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四十四篇論文

中 ,以社會學研究取向的論文篇數最多 ,有十四篇 ,其次是教會歷史十

三篇 ,人類學六篇 、建築學四篇 、音樂學三篇 、地理學三篇 ,以及語文

學一篇 。各學科領域研究篇數的多寡未必能真實反映各學科對長老教會

研究熱哀程度的高低 ,卻可說明已有不同的學門加入此一宗教課題的研

究行列 ,尤其是一九九○年以後開始有從社會學 、人類學 、音樂學等面

向的研究論文出現 ,而且篇數亦日漸增加 。若按論文撰寫時間先後順序

來觀察 ,則可以發現研究篇數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 ,一九八一年起到一

九九○年共有十篇 ,一九九一年到二○○○年則有三十四篇 ,十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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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三點四倍 ,自 一九九七起連續四年每年都有五至六篇論文出現 ,足

見此一課題愈來愈受到研究者的青睞 。

在研究斷限上 ,一般研究皆以臺灣歷史上政權的更迭區分為晚清 、

日治 、及戰後等三期 ,也有少數以教會歷史發展為主體的分期方式區分

為開拓傳教 、組織強化 、變動自立 、合一宣教 、前瞻邁進等五期
m。

本文

採取政權更迭的分期作歸納 ,發現除了歷史學的研究論文和音樂學翁佩

貞 、建築學的李俊彥和蘇南州等三篇論文上溯晚清 、日治時期的課題之

外 ,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大多以探討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時期的議

題為主 。此一現象或與其他學科注重社會現況探討的屬性有關 ,但值得

注意的是 ,不論任何學科角度 、任何課題的研究都會先敘述臺灣基督長

老教會的歷史發展以作為其後續論述的背景 ,可見教會歷史的研究是其

他課題研究的基礎 。但就十三篇教會歷史的論文來分析 ,研究日治時期

的有六篇最多 ,專門探討清代的只有蔡蔚群的一篇 ,戰後的則有三篇 ,

若要作為其他研究的背景知識 ,教會歷史在晚清與戰後的研究顯然不足 ‘

以研究課題而言 ,部分學科的研究有集中於討論少數課題的現象 ,

最明顯的是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大致集中在 「社會福利」(五篇 )、 「政教蘭

係 」(四篇 )、 「反對運動」(兩篇 )三大課題 。人類學的原住民議題中有

四篇同屬部落地方教會的個案探討 ,其他兩篇則以 「還我土地運動」為

主題 。在建築學 、地理學 、音樂學與歷史學方面的研究課題則是較為分

散而多元化 ,雖未形成延續性主題 ,但 「展現 了長老教會關懷政治 、社

會改革以外的多元面貌 ,也代表 了長老教會作為藝術及文化研究主體的

適切性 ,更 意味著長老教會具備 了學術公共領域研究的市場價值」
l1。

根據康鈺瑩針對三十二篇研究論文研究方法的統計 ,大多以文獻研

究、訪談、實地調查和比較研究四項最為普遍珍°本文所增列之十二篇論
文的研究方法基本上亦本離此範團 ,但有一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內容分

m以
教會歷史發展為主體 的分期 方式可參閱吳文雄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本土化之研究 >,《 臺灣神學論刊 》,第 九期 ,1987年 3月 ,頁 47巧 7。
Ⅱ

康鈺瑩 ,同 前註 ,頁 162。
眨

康鈺瑩 ,同 前註 ,頁 17U-I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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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的應用。在潘家鑫的<臺灣地區基督教刊物的內容分析(1兜U-199U)

一
以 「臺灣教會公報 」與

「
福音報 」社論為例 >一文中 ,作者採用坤

述統計中的次數分配和百分比 、無母數檢定中的卡方檢定 、肯德爾一致

性檢定 ,以及斯皮爾曼等級相關等方法來分析兩份基督教報紙社論所反

映的言論內容 、政治立場 、教派態度 、世俗化程度 、與價值取向的變遷
B。

另外 ,黃佳惠的 <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 >論文也是從 「臺灣教

會公報 」內的羅馬拼音白話字文獻分析這份教會史料的台語文學作品及

其價值 。兩位作者採用統計方法做內容分析的研究 ,無疑是一比較客觀

的方法 ,對教會發行的相關文獻內容也有更精確具體的整理與呈現 ,是

值得參考的方法 ,但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教義內涵與實踐精神的關連

性與解讀上稍嫌薄弱 ,這或許是欠缺神學訓練背景所致 。

此外 ,筆者的另一項觀察是 ,以社會學取向從事二次大戰後的臺灣

基督長老教會與社會現況的研究 ,固然會對 日後長老教會犘史研究提供

更寬廣的視野 ,但另一方面 ,這些論文的研究方法常有參照主題相關的

西方理論來檢視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發展 ,其 目的或許是為了對照或建

構本土化的案例 ,但在論述中對歷史脈絡的理解較為薄弱 ,大多只援引

第二手的研究文獻作為背景敘述 ,事實上可能影響論述的說服力 。試舉

兩例加以說明 ,例如周怡君的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其社會運動參與

(1989-19%)>一 文從社會運動的 「資源動員垣論」和 「領導研究」來

觀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參與社會運動的實況 ,並以歷史 、神學信仰和意

識形態來解釋其參與動機 。另外康鈺瑩的<解嚴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之

政治主張及其信仰與神學觀點的分析>一文則採用 「壓力團體」和 「衝

突理論」來說明長老教會提出各項政治主張的時代背景和意義 。這兩篇

文章架構雷同 ,也都同時引述教會歷史與神學觀點作為解釋的基礎 ,但

畢竟受限於學術訓練的差異 ,無法針對長老教會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關懷

歷史作縱向深入的探討 。可惜的是 ,教會歷史的研究也尚未對晚清 、日

.潘家鑫 ,<臺灣地區基督教刊物的 內容分析 (198U-199U)———以 「臺

灣教會公報 」與 「福音報 」社論為例 >,中 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

士論文 ,19兜 ,頁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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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以來長老教會的政教關係作系統的分析 ,自然無法對其他學科提供相

關的背景知識 。由此可見 ,若要對於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研究課題有整

全的研究成果 ,尚有待各學科領域做更細緻的基礎研究互相支援 。

綜合上述的觀察 ,有關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研究雖然日益蓬勃 ,但

要期待整體性綜合的成果仍然需要先從各個學科領域中基礎的研究課題

做起 ,尤其是作為宗教研究基本前提的教會歷史 ,對每
一

時代的關鍵事

件 、人物 、思想 、組織的發展 、變遷都亟需深入釐清 。此外 ,由於一般

大學遲至最近幾年才有宗教研究所的設立 ,使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此一

宗教課題在目前�般大學中尚缺乏由宗教學角度的研究學位論文 ,神學

院研究論文的探討或可補充宗教學與神學研究之不足 。

參 、ㄒ般大學關於教會史的學位論文之分析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經一百三十五年的歷史發展 、政權更迭與社會

變遷 ,有待釐清探討的課題可謂千頭萬緒 ,但教會歷史卻是其他學科加

入長老教會研究的基本前提 。社會科學的研究取向誠然可以開闊歷史研

究的視野和詮釋觀點 ,但若不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中釐清問題之複雜性 ,

其他學科取向的研究便彷彿無根浮萍 。由表一可知 ,近二十年來一般大

學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史為主題的研究論文雖然篇數僅次於社會學的研

究 ,但對於一個擁有百餘年歷史的教會來說研究仍顯不足 ,茲依其研究

斷限與研究課題整理如表二 :

表二 :一 般大 學 關於 臺灣長老教 會 史的學位論 文分析 表

研究斷限 研究課題 作  者 題   目

晚 清 教案 蔡蔚群
清季臺灣教案之研究—

—

以地方交涉為重
,i:i、

晚清 、

日治

聖詩 、傳教 鍾 珮 文
晚 清基督 新 教 在 台聖詩佈 道 之研 究

一

以
英 、加長老 教會為例 (18“ -1° UU)

教會發展 張 雅 玲 北部台灣長老教會研究 (18” -1945)

晚清 、日

治 、戰後
教會發展 連偉齡 南部 台灣長 老教會研 究 (18的 -19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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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教會學校

日 治

教 育 孫慈雅

醫 療 、

人 物
李欣芬

基督教與台灣
罥霉怎砉舞蠶↑指認髯

癱 展
松井

真理江

台灣基督教史之研究
一

以殖民地時期為

中心

事 件 廖安惠 +篰 合 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新 人 運 期 t研 万

政 策 初 探

一

以韓 國 與

台煙 墓 督 教 為例           一宗教政策 康云 主

日治 、

戰後

原住 民 林素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封原伍民巨取 t研 茄

(1912-199U)      ＿＿＿＿＿＿＿＿＿
———————

￣̄￣̄

聖 詩 翁佩貞
基督 教 聖詩 在 臺 發 展 (lS95-1’ ‘4)一﹁以英

加毒老教會為例          一

戰 後

教會報紙 潘家鑫 鬲::::#碧潭龘瑙蘩藅馬£
.:;:!γ

一

蕃菩
錦 i祥 論 為 例

孫理連與基督教芥菜種會人物 、機

構
劉慧華

首先 ,就研究斷限而言 ,探討 日治時期的論文有六篇 ,若加上跨越

晚清或戰後的論文 ,合計總數可達十篇 ,足見 日治時期的教會歷史受偏

愛之程度 ,這似與近年臺灣學術界對日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熱潮相呼應 。

至於探討晚清和二次大戰後的論文數量都只有二 、三篇 ,真正集中晚清

教會議題的只有蔡蔚群一篇 ,其他兩篇只有一節或一章篇幅簡述晚清熬

會之發展概況 ,可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初期的歷史仍有很大的研究

空間待開發 。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對戰後長老教會關切的研究風氣 ,歷

史面向的研究更顯得不足 ,特別是其他學科領域所注目的焦點課題 ,如

長老教會參與社會運動 、政治聲明 、原住民議題等 ,若是能有相對應的

教會歷史面向之研究 ,相信這些課題的詮釋背景會更紮實 :因 為戰後臺

灣長老教會對政治 、社會的關懷表現其實有其長遠的歷史背景和神學信

仰做基礎 ,近非單純受到戰後政治環境的影響而已 。例如潘家鑫的研罕

單就教會報刊分析其媒介功能與政治立場 ,對 「臺灣教會公報」與 「福

音報 」之所以呈現差異的歷史源流就無法兼顧探討 ,而劉慧華 、王順民

等探討的戰後社會救助事業、其實是長老教會入台以來長期社會福利救

助事業的延續 ,無法孤立於歷史脈絡之外來討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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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就研究課題觀之 ,由於研究者關切的主題歧異性甚大 ,實難

歸納出集中性的分類 ,筆者嘗試就其主題性質歸納出幾項課題 ,例如教

案 、聖詩 、原住民 、事件 、人物 、教育 、醫療 、宗教政策及教會發展等

九項 。因為每一課題項目只有一 、二篇論文 ,各研究之間的延續性與整

合成果難以呈現 ,其中只有討論聖詩的兩篇論文在課題上有延續 ,內容

上也能相得益彰 。鍾珮文的 <晚清基督新教在臺聖詩佈道之研究一一以

英 、加長老教會為例 (1865-19UU)>重點在晚清教會聖詩傳教功能的探

討 ,而翁佩貞的 <基督教聖詩在臺發展(189919“ )——以英 、加長老教會

為例 >則接續分析 日治時期到戰後聖詩版本的編纂洽革和內容 ,如此有

關教會聖詩的版本 、內容 、源流至少有一清楚的脈絡呈現 ,其他的課題

探討都可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 。因此所謂新課題的開發未必是前人未作

的研究 ,也可從已有的課題中延續補足未探討的部分 ,例如晚清臺灣教

案的課題是中國教案的一環 ,蔡蔚群已從地方官的交涉處理態度著手深

入探究臺灣南北教案之差異性 ,但攸關民間反教的心態卻非地方官員所

能掌握
“,其他涉及的諸多社會 、文化 、經濟因素都有待再延續討論 。此

外 ,日 治時期的宗教政策有階段性的變化 ,教會與殖民政府的互動也有

多次的轉折 ,從初期英國 、加拿大傳教士與政府合作關係到最後被驅趕

離開 ,此期間臺灣基督徒的調適回應 ,以及政教關係等都是值得再探究

的課題 。

由上述分析顯示 ,有關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史的研究確實累積了一些

成果 ,但對一百三十五年的教會歷史全貌而言仍是微不足道 ,更多教會

的史實有待重建 。

肆 、神學院關於教會史的學位論文之分析

目前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有三所神學院 ,即臺南神學院 、臺灣神學

蔡蔚群 ,<清季臺灣教案研究一 以地方交涉為探討重心 >,臺 灣 師
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頁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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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與玉山神學院 .因為深具歷史意識之傳統 ,對 自身教會的史料保存

和研究多有成果 ,可謂開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之先鋒 。可惜長久以

來與臺灣學術界疏離 ,其研究成果甚少被重視 。筆者收錄近二十年來臺

南神學院和臺灣神學院的道學碩士與神學碩士論文中有關教會歷史的碩

士學位論文共三十篇 ,茲依其研究斷限與研究課題整理如下 :

表三 :神 學院關於臺灣長老教會史之學位論文分析表

研究斷限 研究課題 作者 題  目 出版單位 出版時間

荷治 教會發展 謝文雄
十七世紀荷蘭改革宗在台灣宣教之

研究
台神道碩 1991

晚清

教案 張義生
基督教在台初期宣教所遭遇迫害事

件的探討 〔1Bω -lS95〕    ＿＿
南神神碩

�祪
眹

人物 、政

教關係
李高明

台灣民主國 、巴克禮引日軍入城 :

教會在社會危急中所應扮演的角色

之研究

南神道碩
絁羕

晚清 、日

治
教會報紙 林晚生

解讀 18%-18兜 年臺灣教會公報探

討當時教會與社會的關係
南神道碩 1999

日治

原住民

沈孝英
日本 對 台 灣 原 住 民 的 宗 教 政

策:1兜U-l舛5年之研究
南神道碩 1988

高萬金
從原住民的觀點探討霧社事件的神

學意義及其宣教神學的應用
台神道碩 1992

政教關係 陶月梅
日據晚期政治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之影響(19”-9盼      一
台神道碩 1989

人物

黃梓洋 梅監霖牧師生平及思想簡介 南神道碩

施聖導
巴克禮博士的宣教事工台灣教會的

貢獻
南神道碩

蕭資明
以蘭大衛醫生醫生探討醫療傳道事

工對台灣的影響
南神道碩 199●

戰後

原住民

高萬金 泰耶爾中會宣教歷史之研究 南神神碩 1985

莊嘉信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認同住民的歷史

進展與神學意義     一
南神道碩 1988

張海嶼 蘭嶼宣教史 南神道碩 1988

劉彼得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布農族教會宜教

研究
台神道碩 199U

那莫赫

從長老教會在台的宣教史探討其對

原住民社會的影咎與意義一﹁以

「還我土地」運動為例

台神道

碩
1996

人物 謝大立
謝緯和他的時代——兼論口述歷史

在台灣教會史研究的適切性
台神道碩

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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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譜

黃文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至宣教百週年歷史年譜 (19¢j-

1%6)探究與省思

南神道碩 1989

謝懷安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年譜
(19“們“)探究與省思

南神道碩 199U

教會報紙

王進財
台灣教會公報 1999年至 19S3年索
引及簡評

南神道碩
絁眹

謝拱德

台灣教會公報 19SS至 19S9年之分
類索引及其教育功能與應用 南神道碩 1994

棚
台灣教會公報 199U至 上991年之分
類索引及其教育功能

南神道碩 1994

教義神學

黃信恆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由中

“
鄉

土
”
含意之探討

南神道碩 1987

瞰 忠
教會的本質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的探討

台神道碩 199U

貢而基
台灣基督老教會信仰告白中教會做
和解使者的意義

南神道碩 1991

林敬順

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中來
探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台灣未來
的宣教敢向

南神道碩 1992

戴蠍
促使台灣成為

田
新而獨立的國家

”
之

宣言研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台神道碩 199U

教會發展 白春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近三十年來之宣
教方案一論其洽革 、策略和得失

台神道碩 1984

社會關懷 邱英世
戰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社會關懷之
研究

台神道碩 Ⅱ993

難 蔡三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倍加運動的探討

及其神學意義 南神道碩

教會發展 湯振安
客家文化的特質與臺灣客家教會之
歷史回顧

台神道碩 1985

從研究斷限來看 ,荷蘭治台時期的論文有一篇 ,晚清時期三篇 ,日

治時期有六篇 ,二次大戰後的篇數最多 ,有二十篇 。此一現象顯然與一

般大學論文偏重日治時期的研究大異其趣 ,卻有其時代背景 。依照吳文

雄對教會史研究的分期 ,一九七○年以後是 「臺灣教會本土化之成熟時

期」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一連發表了 「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我們的

1s吳
文雄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本土化之研究 >,頁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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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和 「人權宣言」三份政治性聲明 ,此後又積極關懷 「美麗島事件 」

遭逮捕人士的家庭 ,一九八五年又發表 「信仰告白」,表明其參與社會開

懷行動信仰基礎 。凡此種種皆升高教會與政府的對立情勢 ,也提高長老

教會在社會的爭議性 。在此情勢之下 ,神學院學生在畢業論文中反映其

信仰的高度關懷與辯駁精神毋寧是很自然的事 。

由於神學院論文數量較多 ,其研究課題遠比一般大學論文來的多元

而豐富 ,除了第二節已歸納的九項主題之外 ,還包括教義神學 、年譜整

理 、索引整理 ,以及社會關懷等 ,即使同一課題中也有更細緻的子題出

現 。例如原住民課題中含納了各別族群與地方教會的研究 ,例如泰雅族 、

布農族 、蘭嶼雅美族的傳教史 。此外 ,對教會報紙的研究在內容分析之

外 ,也增加了索引的整理 ,實兼具資料整理與保存之功能 。教義方面的

主題多集中在討論 「信仰告白」的各種神學意涵 ,足見此一文獻的重要

性 。由於身處教會組織中 ,神學院學生容易掌握教會相關資料 ,加上神

學訓練的背景 ,神學院的研究論文比較能深入於神學信仰的內涵分析 ,

這點是其他大學論文無法相比的 。

總之 ,對照一般大學的教會史研究 ,神學院的論文自有其特色 ,不

但研究課題能敏銳反映時代脈動 ,其神學訓練往往注重聖經的解讀 ,有

助於了解教義思想之背景 ,更能掌握教會的宗教本質與信仰內涵 。近年

來有些論文更運用口述歷史 、統計 、及田野調查等研究方法對教會人物

與教會資料作有系統的保存和整理 。例如謝大立的 <謝緯與他的時代 >

一文以建構謝緯醫師的生命史為重心 ,期 間訪談了四十二位謝緯的家人 、

同事 、親友 ,並將訪談所得資料另外編輯成一冊 「謝緯研究史料篇 」
K。

另外 ,黃文耀與謝懷安分別整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二次大戰後的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年譜 ,王進財 、謝拱德 ,以及林睦雄則針料一

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 ,以及ㄒ九九○年至

一九九一年的 「臺灣教會公報」標題內容作分類索引 ,並探討其對教會

“謝大立 ,<謝緯和他的時代哧 論口述歷史在台灣教會史研究的適切

性 >,臺 灣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 ,1998,緒 論 ;頁 145。



148史耘 第六期

教育之功能 。這些當代資料的蒐集整理對後續的研究亦將提供不少助益 。

但另一方面 ,就論文撰寫與研究方法的學術嚴謹度而言 ,神學院的

論文大多不如一般大學論文來得嚴謹 。筆者綜合上述表三的神學院論文

所觀察到的大致有幾項 :(l)論文篇幅較短 ,一般論文篇幅多在三萬字

到七萬字之間 ,難以對問題作充分討論 。偶爾有少數超過十萬字的論文 ,

例如高萬金的 <從原住民的觀點探討霧社事件的神學意義及其宣教神學

的應用 >和謝大立的 <謝緯與他的時代 >是少數篇幅較長 、討論較為詳

盡的論文 。(2)多數徵引第二手資料 ,比較欠缺從原始教會史料中分析

整理的工夫 ,其中<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與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歷史年譜 >是最常被徵引的兩本書 。事實上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本身保

存許多珍貴史料 ,神學生若能善加利用 ,當會有更好的研究成果 。(3)

摘要整理的敘述多於問題探討的論述 ,由於篇幅短 ,徵引資料又多是他

人研究著作 ,行文之間難免摘要敘述多於論證過程 ,有時結論亦會給人

過於簡化之感 。以 <日 據晚期政治對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之影響 (1937-

1945)>一 文為例 ,在探討 「皇民化運動」下教會的回應時 ,作者參引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與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年譜 >兩本

書 ,簡略條列其中的十九件事項來說明當時教會配合殖民政府施政之概

況 ,並認為教會在皇民化壓力之下已失去信仰立場 ,而迎合於將 日皇偶

像化 、極端化的殖民政府
Ⅳ
。基本上 ,日 治時期的政教關係錯綜複雜 ,至

今仍是值得探究的課題 ,若將所列之十九件事項分別論證探討 ,結論將

會更為充實 。

上述觀察誠然是神學院教會史研究論文的耒中不足之處 ,但若從神

學院的教育過程來看卻是其來有 自 。以臺灣神學院而言 ,道學碩士班三

年的學程中必須修習八十八到九十五學分的課程 ,課程區分為「聖經學」、

「神學 」、「實踐神學」、「歷史與宗教」、「語言」五大學群 。:平均每一學

期修習十四到十八學分 ,最後一年的重點功課是 「牧會實習」、「畢業講

口
陶月梅 ,<日 據晚期政治對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之影響 (1939-1945)>
臺灣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 ,1989,頁 ” -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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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 「論文」
m,而

多數神學生重視 「牧會實習」與 「畢業講道」的程

度遠超過論文撰寫 。由此可見 ,神學院的教育 目標是以培養傳教燃會人

才為主 ,並非培養學術研究人才 。相對於一般大學碩士班只需修習二十

八到三十六學分之後即可專心寫論文而言 ,神學院學生撰寫論文的訓練

和時間顯得相當不足 ,其研究成果不夠學術化亦是可理解的事實 。

伍 、結 論

回顧近二十年來學術界對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的研究 ,因為多門

學科的加入行列而開拓出更寬廣視角的研究課題 ,從最基礎的教會歷史 、

教義神學到信仰落實在教堂建築 、社會關懷 ,以及政治運動等 ,在在顯

示出此一宗教課題有其豐富領球等待探索 。對於一個源自西方教派卻發

展成為深具本土化特質的教會而言 ,如此多元層面的探討確實有其必要 ,

否則不足以展現其歷經多次政權更迭與複雜社會文化交互作用之後的全

貌 。在此眾多研究取向之中 ,教會歷史的研究無疑是當務之急的基礎工

作 ,而且 「重建事實應優先於歷史解釋」
m,因為教會史實未待釐清之前

即欲對相關課題做詮釋或引申將難免倒果為因的危險 。目前有關臺灣基

督長老教會史的研究成果仍然不足以建構完整有系統的教會歷史 ,在研

究斷限方面 ,晚清和戰後迄今的研究似有很大空間等待開展 。在研究課

題上 ,以前未發掘的研究課題固然值得投入 ,其他社會學科領域和神學

院論文已開拓的課題也值得教會史研究者跟進 ,以深入歷史面向的探索 。

事實上 ,從以往的研究成果來看 ,某些課題常常只有一篇研究論文 ,不

再有後續的討論出現 ,以致無論在縱向或橫向的課題延伸上皆無法形成

較完整的研究成果 ,甚為可惜 。

宗教史的研究在勾勒 、分析人類社會各種宗教現象的起源 、發展及

m臺
灣神學院編 ,《 臺灣神學院概覽——1998-1999學 年 》(台 北 :臺灣神

學院 ,1999),24-l。
”

翁佳音 ,<十七世紀的臺灣基督教史 >

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論文集 》,頁
,收 錄 於 林 治平 主 編 ,《 臺 灣 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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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 ,是其他宗教相關研究的基本前提
2° ,由於涉及人類宗教行為的文化 、

心理 、社會 、經濟等各種面向 ,理想上也需要兼採各類學科研究方法之

所長才能呈現較為完整的宗教全貌 ,教會史自不例外 。不過 ,部分學者

也主張保持宗教史研究中 「宗教」與 「歷史 」的特性 ,以免迷失在其他

學科研究的潮流中 。因為 「宗教史應該是宗教的歷史 。⋯⋯宗教史的主

要線索應該是宗教本身的教理 、組織 、儀式 、方法的變遷以及為什麼變

遷 ,至於經濟 、政治 、文化的影響應該是作為說明這一變遷的背景材料 ,

而不是相反」
”
。換言之 ,宗教的特質與歷史的流變才是宗教史的重心所

在 。依此觀點 :臺灣教會史的研究也應該在教會的特性與其歷史的變遷

課題上多作著墨 ,現有神學院與一般大學學位論文對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史的研窮已可把握此一重點趨勢 。神學的研究專精於教義旨趣的分析 ,

歷史研究則擅長於史料的掌握和解讀 、事理脈絡之釐清 ,期待日後臺灣

教會史的研究是神學與史學攜手合作 、截長補短的分工 ,不但許多微觀

課題得以有延續性研究 ,也能有宏觀整合性的成果呈現 。

時光 ,王 嵐編著 ,《 宗教學 引論 》(北 京 :

年 ),頁 16。

葛兆光 ,<中 國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顧 >
期 〢 999年 2月 ,頁 4S。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1994

,《 二十一世紀 》,第 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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