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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所稱的基督教 ,大體上分為舊教 (天主教 )與新教 (基督教 ),新 、舊教

原屬同一體系 ,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揭起宗教改革後 ,改革的新教由舊教分出 ,

而後隨著西方的興起 :新航路的發現 ,基督教也隨著荷蘭商業貿易的東來 ,傳進

台灣 。荷蘭治台三十八年 ,隨著荷蘭的離去 ,基督教也中斷在台的傳布 ,直到一

八六五年英國長老教會再度將基督教傳入台灣 。

關於台灣基督教史的研究近年來漸趨活躍 ,然在史料與研究成果上仍不成比

例 ,目 前許多教會都存有大量的檔案 、報刊等資料 ,然而學界與教會卻都忽略這

方面的研究與史料保存 。
l就

目前台灣基督教史的研究成果而言 ,仍以博碩士論文

為研究的主力 。研究的主題以原住民議題 、長老教會史 、政教關係等為重心 ;在

研究方法上則以文獻及訪談為主 。
2就

研究的宗派而言 ,目 前除長老教會外 ,3其他

l

壺泔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

參見工成勉 ,〈 台灣基督教史料之研究〉,收入林治平主編 ,《 台泔基督教史——史料與研

究回頛論文朱》(台 北 :宇 宙光傳播中心 ,1998年 6月 ),頁 237-272。

康鈺瑩 ,〈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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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卷 2期 (台

北 :思與言雜誌社 ,1999年 6月 ),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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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在史料出版與研究上仍相當缺乏 ,主要原因在於 :長老教會為台灣基督教中

最大的宗派 ,人數及會堂數最多 ,且歷史最悠久 、史料保存最為豐富 ,加上長老

會有台灣 、台南 、玉山三所神學院與神學研究中心 ,故擁有豐富的研究基礎 。
4

關於通論 「台灣基督教史」性質的書籍 ,目 前仍然相當缺乏 ,以致對於入門

者缺乏系統性的引導 ,無法全面瞭解基督教在台之狀況 。最早的一部台灣基督教

通史書籍應是一九三二年牧尾哲所著的 《台灣基督教傳道史》,5本書共分為 :荷

蘭時代的傳教 、日治以前天主教及加拿大與英國長老會的傳布 、日本傳入各教派

的發展 、基督教的社會事業等四個部分 。書中普遍介紹各時期基督教的發展 ,討

論議題相當廣泛 ,也運用台灣時報及台南新報為材料來撰寫 。

其次 ,童顯光 《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
‘
一書則是偏重日治時期台灣教會的發

展 ,特別是對台灣教會走向自治 、自立的部分有深刻的討論 。近年來又有李政隆

《台灣基督教史》
’
一書 ,全書共分五章 ,從宣教前的台灣論述至近代基督教發展 ,

內容對時代背景交代詳盡 ,但平鋪直敘 ,對問題較缺乏討論 。另外 ,吳昌盛著有

《台灣基督教史》一書 ,這是台灣人研究台灣教會史的最初著作 ,可惜作者過世

而未完成 。
8

在屬於宗派的通史上 ,長老教會則有比較完整的教派通史著作 ,例如 :《 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

lU等 ,台灣聖教會則編有《台灣

關於長老教會的研究回預 ,近年來已有吳學明、康鈺瑩、張妙娟等文為長老會的研究作一

系統之回頹 。參見吳學明 ,〈 日治時期台海基督長老教會研究的回頛與展望〉,收入林治平

主編 ,《 台污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頛論文集》(台 北 :宇 宙光傳播中心 ,1998年 6

月),頁 213挖36。 康鈺瑩 ,〈 台海基督長老教會特碩士論文研究趙努之回頩與展望〉,頁

b9172。 張妙娟 ,〈 台泔基督長老教會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以近二千年來學位論文為

中心〉9《 史耘》第 6期 (台 北 :士海師範大學歷史爭系 ,2UUU年 9月 ),頁 l33-巧 U。

張妙娟 ,〈 台污基督長老教會史研究之回頹與展望——以近二十年來學位論文為中心〉,頁

133-134。

牧尾哲 ,《 台海基母教傳道史》(台 北 :作 者自印 ,1932年 1U月 )。

士顯光 ,《 基督教在台污的發展》(台 北 :聖 屋社 ,197U年 9月 再版 )。

李政隆 ,《 台污基督教史》(台 北 :天恩出版社 ,2UU1年 4月 )。
    ;

吳昌盛一九三八年畢業於日本青山神學院的畢業論文即為 《台海基好教史》。

郊達明主編 ,《 台污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 南 :新按古房 ,2UUU年 3版 2刷 )。

王梓超 ,《 台污基督長老教會史》(台 南 :台 南教會公報社 ,198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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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教會史》。
ll其

他關於台灣基督教史的書目 ,主要都收入在賴永祥 〈基督教台灣

宣教史文獻 〉
i2及

王成勉 〈基督教在華史中文書目選要〉
m二

文中 。

由上所述 ,可見台灣基督教史之研究與通史之撰述 ,還有相當大的空間等待

發揮 。林金水 《台灣基督教史》一書 ,是中國大陸最早且是唯一關於台灣基督教

歷史的通史性論著 ,其必然受到學界重視 。下文針對此書作者及內容作一介紹 ,

並提出相關問題與討論 。

二 、作者與內容介紹

(一)編者及作者介紹

本書為一九九八年中國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之一 。本書主編林金水 ,一九

四六年生 ,一九八一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中外關係史專業 。

現任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院長 、歷史系副主任 、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為基

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 、中外關係史等 。
“
著有 :《利瑪窴與中國》、

一

s《
泰西儒士利

瑪更》、
㏑

《福建對外文化交流史》
∥
等專書 。

本書共分四大部分 :荷據時期 (一 、二章 ),清統治時期 (三至七章 ),日據

時期 (八至十一章 ),戰後時期 (十二至十四章 ),分別由徐生忠 、李穎 、翁偉志 、

朱峰所撰 ;最後由編者統等並撰寫前言 、附錄部分 。事實上 ,本書主要由林金水

所指導的碩士生論文改編而成 ,其中包括有徐生忠 《荷據時期基督教在台灣的傳

播及其影響》、李穎 《清季台灣教案研究》、翁偉志 《日據時期台灣基督教研究》,

另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博士班研究生朱峰撰寫戰後部分而成此書 。

Ⅲ 陳主培主編 ,《 台污聖教會史》(台 中 :基督教台灣聖教會 ,1989年 12月 )。

也 賴永祥 ,〈 基母教台海宣教史文歡〉,收入鄭連明主編 ,《 台海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 南 :

新接苦房 ,2UUU年 3版 ),頁 495弓” 。
ls 

工成勉 ,〈 基督教在華史中文書目選要〉,收入 《所仔為何 ?基督教在華宣教的檢討》(台

北 :國 主」落 ,2UUU年 ),頁 247-273。
“ 參見 httpWww↓ .句nu.edu.cn/Isc/pages巧啪-∥ s.htm擷 取 日期 :2UU4年 7月 8日 。
‘ 林金水 ,《 利瑪女與中國》(北 京 :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

)。
1‘ 林金水 、鄒萍 ,《 泰西儒士利瑪女》(北 京 :國 際文化出版公司 ,2UUU年 1月 )。

田 林金水編 ,《 福建對外交流史》(皮門 :福 建教育出版社 ,199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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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荷按時期

本部分共分為兩章 。第一章 ,荷蘭侵佔台灣 ;主要介紹荷蘭在台的殖民經營

及社會狀況 。第二章 ,荷據時期的台灣基督教 ;作者將荷蘭時代新教在台的傳播

分為四個時期 ,開創期 (16留 .l“ 5)、 急速發展時期 (16“ 一l“U)、 緩慢發展時

期 (l“l-16m)、 衰落和終結時期 (l“l-%ω ),並討論基督教在台的教化事業 、

傳教失敗原因及其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

作者首先指出荷蘭在台的一切活動都是為獲取商業利益服務的 ,在台的傳教

人員最初是擔任荷蘭官兵及眷屬的牧師 ,而後出任通譯 ,傳教不過是他們工作項

目之一 ,且神職人員是由公司聘用及給薪 ,因而使傳教沾染了政治的色彩 。
18同

時 ,

作者也強調基督教的傳播是以殖民者的武力為手段 ,原住民信仰的改變不是自身

心理的變化 ,而是帶有強迫性的 。然而荷蘭當局也意識到僅靠鎮壓手段是無法使

原住民歸順 ,因此強調教化的重要作用 。學校的設立成為基督教文化教育的最主

要場所 ,並且在強制和獎勵政策下推行基督教教育 。然而 ,教化事業並不是為了

提高住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其 目的是為擴大基督教在台灣居民中的影響 ,為其在

台灣的殖民統治服務 。
”

其次 ,作者討論荷蘭在台傳教事業失敗的主要原因 ,總結可得 :一 、侵略性 、

武力的傳教方式 。二 、傳教士素質品德不斷的下降 。三 、政教結合的矛盾與衝突 。

最後 ,隨著荷蘭佔領區的擴大 ,基督教傳布範圍及人數增加 ,進而對社會造成┬

定的影響 :其一 ,儘管是非自願性的 ,但這標示著處於 「史前狀態」的原住民 ,

開始與現代文明接觸 ;其二 ,荷蘭傳教人員雖是為了賺取利潤 ,但水稻和耕牛的

引進 ,卻促進了台灣生產力及經濟的發展 。其三 ,原住民與傳教士的接觸過程中 ,

改變了原有通姦 、亂倫 、謀殺等風俗 。其四 ,傳教士引進學校教育 ,開啟台灣學

校教育先河 ,並以拉丁字母創制了土著文字 。

林金水編 ,《 台海基督教史》(北 京 :九川出版社 ,2UU3年 7月 ),頁 36-37。

林金水編 ,《 台海基督教史》,頁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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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統治時期

本部分共分為五章 。第三章 ,清代台灣的社會變遷 ;主要說明清代台灣人口

的變化及社會變遷 ,指出台灣由移民社會轉變成定居社會的過程 。第四章 ,英國

長老教會在台灣的傳播 ;主要以來台的牧師為主體 ,敘述英國長老教會在南台灣

的開拓及教育事業 。第五章 ,加拿大長老教會在台灣的傳播 ;內容敘述馬偕 (Rev.

GeorgeLesl㏑ Mackay)的傳教活動及方式 。第六章 ,長老教會在台灣的醫療傳教

事業 。第七章 ,清季台灣教案 。

隨著鄭成功的登陸 ,基督教也跟著荷蘭人離開了台灣 ,一直要到
一

八五八年

天津條約簽訂後 ,規定不論新舊教皆得入華傳教 ,並開放台灣的港口 ,因而基督

教再度來台 。此時 ,天主教的傳入以道明會為主 ,基督教在台灣北部以加拿大長

老教會 、南部則以英國長老教會為主 。

作者首先指出受到約翰衛斯理 (JUhnWesl叩 )所掀起的福音復興運動影響 ,

歐 、美各國積極向殖民地及異教徒傳教 。作者由英國長老會駐廈門傳教區的杜嘉

德牧師 (Rev.CaIstairsDUuglas)向 總會建議將台灣納入海外傳教範圍說起 ,接著

論述首位來台宣教的醫療傳教士馬雅各 (Dr.JamesL.MaxWell)及 隨後來台的李

庥牧師 (Rev.HughⅢtchie)在打狗及台南以 「遠心」的傳教方式 ,漸漸擴大傳教

範圍與活動 。而後德馬太醫生 (Dr.Matthew】cksUn)、 甘為霖牧師 (Rev.William

Campbell)接續馬雅各的工作 。作者進而指出此時傳教工作在平埔族中要比在漢

人中容易 ,「 平埔族的宗教信仰是一種集體皈依行動 ,因而基督教在其中間具有更

強烈的感染力」。
m然

而平埔族信徒不穩定性高 ,漢人信仰則較為執著 。教會在重

視人數增長同時 ,也開始注重基督徒知識的培養 ,進而創立神學院 、中學 、推行

白話文字 、發行教會報等教育事業 。
21但

作者強調英國長老會在台灣開設的學校是

為傳教活動服務的 ,並不是為了提昇本地學生的文化水平 。另外 ,教會組織擴充

漸趨完備 ,而後在施大闢牧師 (Rev.DavⅡ Smith)發起下台灣教會的自養運動逐

林金水編 ,《 台灣基督教史》,頁 12U。

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見張妙娟 ,ㄍ 台灣府城教會報》與清季台潛的基督徒教育〉(台 北 :垂

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UU2年 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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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展開 。

在加拿大長老教會來台的傳播上 ,作者以馬偕為線索來考察其在北台灣的發

展 ,由馬偕的生平 、來台的經過論述到淡水開教及艋舺 、噶瑪蘭和奇萊等地的傳

教經過。不同於英國長老教會集體與分工的傳教方式 ,馬偕在北台灣是孤軍一人 ,

所以馬偕特別重視本地傳道人的培養 ,因而創辦牛津學堂 、淡水女學堂 。作者並

歸納馬偕的傳教方式有醫療 、聖歌及利用傳布自然知識與結合中國傳統習俗傳教

等四種方式 。

接下來 ,作者指出發療傳教中的弔詭處 ,認為醫療傳教在吸引民眾上具有優

勢 ,並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卻是失敗的 。民眾信教並不是為了尋求靈魂重生的宗

教因素 ,而完全是非宗教的 ,為了解除身體上的痛苦 。
η

在教案的討論上 ,作者將其分為前期 (1S” -18“ )與後期 (1Bπ-18%)來做

觀察 ,並以同治七年 (1B“ )為分水嶺 ,前期教案多由人民對基督教穿鑿附會的

謠言及誤解引起 ,而衝突結果多不了了之 。
2B後

期教案由南部轉移到中北部 ,也轉

由教會方面的違法或帝國侵略而引發 ,且反教的組織性增強 ,鄉紳豪民成為組織

者的角色 。
24在

教案的分析上 ,作者指出教案時空分布的特點 ,認為教案多發生於

傳教前期 ,且發生地以南部為主 。在官 、紳 、民反教原因上 ,指出官府反教偏重

於政治權威與社會秩序的維護 ,而仕紳反教則出於價值觀念的差異與維護自身地

位 ,下層民眾反教則是受謠言煽惑或危害到其自身利益 。
筠

(四)日按時期

本部分共分為四章 。第八章 ,日 據時期的台灣社會 。第九章 ,基督教在台灣

的傳播 。第十章 ,基督教的 「本色化 」運動 。第十一章 ,教會教育與醫療事業 。

作者首先將 日本在台的宗教政策分為信仰 自由 (1895-193U)與 宗教壓制

(1931︸ 19俖 )兩個時期 ,並指出隨著 日本政府的到來 ,基督教在台的傳播也產生

” 林金水編 ,《 台海基督教史》,

石 林金水編 ,《 台海基督教史》,

留 林金來編 ,《 台泔基督教史》,

2s 
林金水編 ,《 台污基督教史》,

頁 185-187。

頁 2Ul。

頁 221-222。

頁 22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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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 。由於基督教在台 、日衝突中扮演 「和平使者」的角色 ,因而獲得日本的認

同 ,加上社會風俗 、教育制度的改變及開放外國人活動區域的擴大 ,使得傳教活

動得以展開 。然而 ,政權更替後傳教士原有的特權跟著消失 ,以往為尋求教會庇

護的現象也消失 ,而 日人公共衛生及興建醫院的措施也使得醫療傳教的方式受到

衝璞 ,加上語言的轉換也增加了傳教士的困擾 。

其次 ,作者再將日治時期基督教在台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來觀察 ,一是基督

教與統治者的磨合階段 (18竻 -193U》 二是基督教受控制階段 (1931-”巧 )。 前階

段中 :由於宗教自由的政策 ,基督教在各方面因而更加成長 ,然作者也提及日人

初入台時 ,台人認為傳教士勾結日軍 ,日 人認為傳教士支持教徒參與抗日的兩難

處境 。後階段中 ,由於戰爭及皇民化運動的推行 ,台灣教會最後全為日人所掌控 。

接著作者論述基督教各教派的發展 ,包括長老會 、哈里斯特正教會 、日本長

老會 、聖公會 、公理會 、救世軍 、聖教會 、美以美教會 、安息日會 、真耶穌會等

十個教派 。再次 ,論述日治時期基督教發展的特點 ,認為此時期的發展以長老教

會為代表 ,而南部的發展又優於北部 ,且一九三○年前為良性發展時期 ,之後為

停滯時期 。另外 ,日 治時期中教會的發展向組織化轉變 ,且建立了完整的教會人

才培育體系 。最後 ,在討論基督教的 「本色化」運動中 ,論及 「三自」(自 治 、自

養 、自傳 )運動的發展過程 ,%作者認為本地人員的培養及長老會中會 、大會的成

立促進了自治的步伐 ,但教會仍無法達到完全自養 。

在教會教育與醫療事業上 ,作者羅列教會學校的類型有小學 、中學 、神學 、

主日學與訓瞽堂五種 ,而 日本政府對教會學校的政策也隨著時局變化 ,從不干涉

至」力口以控制 。

(I)戰後時期

本部分共分為三章 。第十二章 ,戰後台灣基督教的發展 ;主要分階段觀察戰

後發展的狀況 ,並以長老會 、浸信會和衛理公會 、聚會所 、新約教會等四個宗派

為案例分析 。第十三章 ,基督教與社會服務 。第十四章 ,神學思想的新路向。

“ 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見吳學明 ,〈 台海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與三自運動——以南部教●.為 中

心〉(台 北 :垂泔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士論文 ,mU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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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首先指出台灣教會從戰後結束時的長老教會 、真耶穌教會 、聖公會和聖

教會幾個教派 ,發展到九○年代的八十三個宗派 。進而將戰後基督教在台發展分

為四個階段來討論 ,分別為 :待開發時期 (19巧 -19姆 》急速發展期 (1%U.”∞ ),

停滯時期 (19“一1999),緩慢增長期 (19田 -ηUU)。 待開發時期傳入台灣的基督教

團體較少 ,原台灣的基督教會也還在恢復原先工作 。急速發展期時教會在傳教團

體 、信徒人數 、神學院校數急遽增長 ,且國語與閩南語教會系統的分野初步形成 。

停滯時期時台灣經濟發展 ,人口轉移到城市 ,鄉村信徒流失 ,且教會與差會關係

不協調 ,政府與部分教會的政教關係也開始惡化 ,進而由緊張形成對立 。另外經

濟發展也使得教會發展亟待改變 。緩慢增長期中 ,作者觀察九○年代的發展 ;認

為台灣教會對中國大陸的傳教興趣增加 、傳統教會發展緩慢與靈恩化的勢力明顯

增強 、教會逐漸有聯合的傾向等三個主要趨勢 。

在戰後基督教參與社會服務工作上 ,作者並沒有提出較特別的觀察 ,而認為

這是西方教會的傳統 ,並且是基督教傳教的重要手段 ;文中以基督教大學教育 、

教會醫療服務及新聞出版工作三方面的發展作論述 ,並提出社會服務機構的問題

在於經濟及人才的缺乏 ,且教會與服務機構間因都由西方差會資助 ,故彼此在資

源上有競爭關係 。

隨著六 、七○年代欲擺脫西方對亞洲教會影響的 「亞洲神學」興起 ,台灣在

八 、九○年代發展出 「本土神學」,其中黃彰輝首先提出 「神學處境化」,接著宋

泉聖發展出對西方神學批判的 「亞洲神學」,進而有王寵治的 「鄉土神學」與黃伯

和的 「出頭天」神學 。

三 、問題與討論

本書綜論數百年來基督教在台的發展與變遷 ,討論的時間範圍與涉及的問題

包羅萬象 ,除了對歷史發展做有系統的介紹外 ,並對許多問題有一定的討論 ,從

目前出版的 「台灣基督教史」而言 ,本書相對是較具有份量的一本著作 。

首先就本書整體之呈現 ,整理可得其優點有 :一 、本書以時代為大的架構 ,

並以基督教的發展變化為經緯 ,將時代中基督教的發展做細部分期 ,這對於初次

接觸台灣基督教史的讀者而言 ,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 ,若通史性質的書籍即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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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整體的脈絡發展 ,相信此書已達到此功能 。二 、本書文字運用通俗易懂 ,對

於人物及問題的介紹都能清楚明瞭 ,並且對於問題的看法也都能提出重點之說

明 ,使讀者清楚得知問題的起因 、結果與影響 。然而 ,本書喜歡以分期來作為觀

察基督教發展的變化 ,進而將發展的過程切分成許多的時間斷線 ,這或許是觀察

變化的好方式 ,卻也可能忽略時間的不可斷性與發展過程中的聯繫 。

以下分別就文獻資料 、歷史解釋 、論述觀點及其內容等幾個方面對本書提出

相關的問題與討論 :

在文獻資料運用上 ,本書對於史料文獻與二手參考資料的運用與掌握並不足

夠 ,在史料運用上許多重要著作及檔案未能善加利用 ,並且對於台灣與日本方面

的出版品與研究成果也未能完全掌握 。例如在荷蘭時代部分 ,作者主要利用甘為

霖牧師ΓU羽“a羽&′ 幼εD〞勸
”一書為主要材料 ,η然而除此書外尚有其他宣教

士著作及檔案可供利用 ,”另外像是中村孝志 、賴永祥等關於荷蘭在台傳教的研究

成果 ,作者亦未能加以參考運用 。而在清代及日治部分 ,作者則以 《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百年史》為主要參考依據 ,戰後的數據分析則多引自史文森 tAllenJ.

SwansUn9《 台灣教會面面觀》
m一

書 ,這都顯示了本書在資料運用上的不足 ,並且

書中許多的引文資料非原始檔案 ,而是由二手資料轉引而來 。

在史實解釋方面 ,作者在資料引用和史實架構間應避免過於武斷的直接推

論 。首先作者在解釋醫療傳道的意義上 ,認為傳教士只充當了人民身體治療方面

的醫師 ,在本質的工作上是失敗的 ,當人們 「不再需要基督教服務的時候 ,許多

Wi1lamCampbe1l,Γ Ur〞Usau刀〞ε′幼εD田 rC乃 .LUndUn:KcganandPaul,19U3.

此古乃教會史家胡妻特 (J.A.GrUthe)所 編泰 《舊荷南海外宣教檔案朵編——台泔部分》

的英譯本 ,其 資料的主要來源是荷南海牙國家檔案中的〈決議錄〉、〈日記〉與 〈信件〉等 ,

以及荷由傳統改革宗阿姆斯特丹中會檔案內的重要教會資料 ,按年份編排而成 。參見翁佳

音 ,〈 十七世紀的台灣基督教史〉,收入林治平主編 ,《 台海基督教史一一史料與研究回頩

論文朱》(台 北 :宇 宙光傳播中心 91998年 6月 ),頁 22。

參見費永和 ,〈 荷曲時期台灣史料介紹〉,收入張炎怎 、陳美蓉編 ,《 台污史與台泔史料 :

台漪史料評析詩座紀錄 (一 )》 (台 北 :自 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1993年 12月 ),頁 l-21。

翁佳音 ,〈 十七世紀的台灣基督教史〉,頁 上9-32。 賴永祥 ,〈 基督教台海宣教史文杕〉,頁

497-5U3。

史文森著 ,庄樹珠譯 ,《 台港教會面面親——198U的 回顧與前嗨》(台 北 :台 海教會增長促

進會 ,198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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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毫不猶豫的放棄了基督教信仰」。
m在

評斷醫療傳道的成功或失敗 ,應從多方

面來觀察 ,否則將忽略醫療在傳教史上的意義 。事實上教會醫療工作有助於改善

台灣人對教會與傳教士的看法 ,進而增進相互關係 ,達到醫療擴展教勢之目的 。
32

在討論日治時期教會發展時 ,作者從一九○五年起至一九四○年止 ,以每五

年為一個單位 ,觀察長老會信徒增加及教會數目、信徒 、人口增加率之間的變化 ,

其解釋一九一五年至二○年 ,信徒增加是因為 「戰爭形式下信教的人數會增多 ,

但他們的經濟實力由於戰爭的影響並沒有增強 ,無法支持更多說教所的設立 。」
∞

這樣的解釋並沒有說明何以戰爭使信徒增加 ?教會沒有成長 ?其歷史事實有必要

進一步資料來支持 ,才可證明這樣的說法 。

從論述觀點方面來討論 ,一般在基督教史的研究上 ,研究者經常出現兩種盲

點 :其一是過度誇耀基督教的偉大 ,而呈現出美化傳教過程的歷史面貌 。其二是

過於批評挾著西方武力侵略傳入的基督教 ,進而只注重到其外來與反教的一面 。

這兩種論述方式都是在描述基督教發展過程中經常見到的現象 。研究者當注意

到 ,在西方興起背景下東來的基督教 ,其本身的宗教性及其與東方文化的交涉過

程 ,並要反省本身的觀察角度立場 ,才能為基督教史做一正確的註解 。    .
本書中作者認為一部台灣基督教史可以說是從 「手術刀」到 「出頭天」。西方

傳教士用 「手術刀」作為敲門磚 ,把 「十字架」插在台灣島上 。
田
換言之 ,基督教

以醫療的手段來達到傳教的目的 ,但是書中作者卻強調基督教的傳播是以殖民者

的武力征服為手段 ,是挾西方的優勢進入台灣 。然在這當中如何區分宗教與政治

的動機 ,似有更深入探討之必要 。也就是說 ,觀察台灣基督教史的發展 ,除了西

方的勢力外 ,台灣基督教所呈現的主體性才是重要的 ,唯有兼顧西方 、教會與台

灣三方面的不同歷史面貌與價值觀 ,才能呈現歷史的真貌 。

在討論戰後長老教會發展的部分 ,作者多以政治之意識型態來批判長老會與

林金水編 ,《 台泔基督教史》,頁 187。

參見蘇芳玉 ,〈 清未洋人在台醬療史——以長老教會、海關為中心〉(桃日 :國 立中央大爭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UU2年 6月 ),頁 174-176。 賴志忠 ,〈 台泔毌療停道史之研究——
英國長老會與加拿大長老會之比較〉(台 北 :捕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mUU年

)。

林金水編 ,《 台海基督教史》,頁 竻6。

林金水編 ,《 台海基督教史》,頁 19。

紩畤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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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關係 ,認為 「長老教會積極參與政治社會活動 ,固然是堅持喀爾文思想的

結果 ,但他們有意無意將 『民主』和 『民粹』,『 人權』和 『主權』的概念混淆 ,

打著 『民主』、『人權』的旗號進行分裂的圖謀 。⋯⋯利用人民對國民黨的不滿 ,

用偷換概念的辦法試圖將其轉化成對大陸人民 、對中國文化的不滿 。」
βs如

此流於

意識型態對立的評論 ,勢必喪失客觀學術討論的價值 ,而書中對於戰後台灣神學

的發展也多從政治的角度來觀察 ,批判 「台獨」與神學的關係 ,這樣的觀察視野

也失去了對神學發展本質的認識與瞭解 。

總之 ,從本書整體觀察可知作者雖對問題多有討論 ,但其看法多承襲過去既

有的見解 ,並且作者的寫作仍受傳統西方侵略中國的史觀所影響 。受此影響下 ,

許多的問題並不能得到真正的瞭解與發揮 ,因而遮蓋其觀察的視野與分析力 。

在內容相關問題上 ,本書在討論清代台灣基督教的部分 ;雖詳細交代英國及

加拿大長老教會在台的傳播 ,但對於基督教在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影響 ,卻缺乏討

論 。基督教作為一個西方外來宗教 ,傳教士是否意識到中西文化思想之差異 ?台

灣紳民又是以何種態度來看待 ?本部分似乎只關注在傳教的過程 ,而對此缺乏更

深度的探究 。

另外 ,本書主要是基督新教在台史 ,論述內容並未探討天主教在台的發展 ,

但在第七章清季教案的討論中卻又納入舊教 ,且新 、舊教之間也沒有做區分的討

論 。並且在教案分析上作者認為教案發生地以南部為主 ,這樣的分析是否也忽略

了 「北部教案交涉的穩定 ,受惠於南部的發展甚多」。事實上 ,一八六八年的糾紛

與砲擊事件後 ,教會的發展與擴張順利 ,這當然也對一八七二年起加拿大長老教

會在北部的傳教提供了有利的環境 。
s‘

在討論三自運動及教會教育時 ,應注意基督徒社會地位的變化及所造成的影

響 。教會自養乃由於初期的信徒多貧窮 ,二 、三代以後普遍受到良好教育 ,社會

地位提昇 、經濟狀況亦改善 ,而使教會財政獨立成為可能 。
3’

而非含糊認為 「台灣

林金水編 ,《 台海基督教史》,頁 竻1。

蔡蔚群 ,〈 清季台泔教案研究 (18” -1885)一一以地方交涉為重心〉(台 北 :壺海師範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兜 年 6月 ),頁 竻 、142。

吳學明 ,〈 上海基督長老教台的傳教與三自運動——以南部教會為中心〉,頁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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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本色化運動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總的來說 ,並沒有完全達到目的 。」
#在

教會教育工作上作者總結 「教會學校雖有一定的作用 ,但其作用很有限 。」
s’

這其

中便忽略了教會教育與教徒社會地位等面向的觀察 。吳文星教授便指出基督徒對

日本教育的因應和接受遠非一般台人所能及 ,究其原因在於教徒子弟較一般台人

先接受西式的教育 ,其中教會學校功用極大 ,因而使得受過良好教育的教徒子女 ,

成為當時社會的中堅份子 ,教徒家庭產生上升的社會流動現象 。
m

四 、結 論

本書將基督教在台的傳播與發展分成四個部分 ,逐一說明經過與變遷 ,並探

討各個時期基督教的傳播及教化 ‵醫療等社會服務事業 。整體而言 ,本書勾勒出

基督教在台發展的整體面貌 ,但在史料運用及二手文獻參考上有所忽略 ,且對於

史實的解釋過於直接 ,而在論述的觀點上更需要排除基督教為外來侵略者的刻板

印象與呆板政治意識型態的教條 ,如此才更能呈現出一部完整的台灣基督教史 。

若本書作為一本入門的通史書籍 ,的確可以讓讀者迅速明瞭發展的概況 ,但若要

作為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 ,其在資料與分析見解上 ,勢必要再補其不足 。

事實上 ,「 宗教史是宗教的歷史」。其主軸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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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而

不是反以政治 、經濟 、文化等來說明宗教的變化 。總

之 ,宗教史要討論的不只是歷史上的宗教現象或宗教的歷史發展而已 ,重要的是

宗教現象在每一時代中與歷史的互動關係 ,也就是要考慮到宗教在時間和空間面

向的歷史屬性 ,這才是一部完整的宗教史書籍 。

.B 
林金水編 ,《 台灣基督教史》,頁 ”8。

s’ 林金水編 ,《 台海基督教史》,頁 314。
砃 參見吳文星 ,《 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牛階層之研究》(台

。
:正 中苦局 ,1992年 3月 ),頁

1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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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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