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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h-lâi ê sī khòaⁿ bē oân ê chheh,siá bē oân ê pò-kò........,keng-kòe chiah-ê chhau-lian,hō
.
 g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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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 s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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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kiàn,góa tùi sim-té chhim-chhim kám-siā. 

 Kám-siā thiàⁿ-thàng góa ê sian-siⁿ í-ki̍p saⁿ ê thé-thiap ê kiáⁿ-jî, lin sî-siông thàu-kò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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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講：「教育就是生活。」(Education as a Necessity of 

Life)英國教育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提出 「生活預備說」，認為：「教育是為著

未來 ê生活做準備。」台灣 ê教育 ná親像台灣 ê歷史歷盡滄桑；tī 長期殖民教育

政策下，教育 ê重心佇叨位？所 beh 達成 ê目的是什麼？就「教育就是生活」ê

理念來看，lán ê教育長期出現嚴重 ê偏差，值得歷史 te̍k 來思考。 

    荷蘭、西班牙時期教育 ê背後是為著培養殖民統治 ê順民；明鄭時期教育 ê

目的是 beh 收攬民心並且為著 beh 培養官員；佇清朝統治下，接受教育 m̄是為著

科舉就是為著實際生活 kap 工作 ê需要。日治時期為著培育日本統治下 ê皇民，

對台灣人採取隔離 kap 歧視 ê教育方式，驚台灣人分享總督府權力以及質疑總督

府 ê政策，所以為著培育高等教育預備教育 ê中學，一直無開放 hō
.台灣子弟。國

民黨執政教育是以黨國化 ê方式來經營 ê。 

    清代臺灣教育 ê建置 kap 發展，是用儒學 kap 書院做重心來發展，教導儒家

思想做主流 ê理念，教育 ê目的是為著參加科舉做準備，功名富貴是 siōng 大 ê

願望。19 世紀尾期西方宣教師進入台灣，為著宣教 ê需要帶入新 ê教育模式。基

督教 tī 臺灣 ê發展 thang 追溯到荷蘭統治 ê時代，但是真正 ē-tàng 發揮 khah 久長

koh 全面性 ê影響力是 tī 清朝尾期以後。清朝尾期傳入臺灣 ê基督教以長老教會

為主，長老教會用台中大甲溪做隔界，分做南、北教會。南部屬英國長老教會，

1865 年開始 tī 台南、高雄地區宣教，馬雅各醫師是第一位宣教師；北部屬加拿大

長老教會，ùi 1872 年起，佇淡水、臺北等所在傳教，馬偕牧師是北部宣教 ê中心

人物。後來其他宣教師續接來到台灣從事宣教事業，對 án 呢亦開展台灣 ê西化

教育開端。 

    佇西方傳教師帶入來 ê教育體制下面，教育理念、制度、目的、功能上 kap

傳統教育有真濟 ê差別，西式教育 phah 破傳統教育佇教育對象、課程、制度等

方面 ê限制，以及傳教師佇教育上奉獻 ê精神，對受教者帶來無 kāng ê 影響，亦

帶入現代化 ê教育理念。 

    

 

    

 

 

    關鍵詞 : 台灣府城教會報   教育  清季教育  清季台灣宣教師  白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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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merican educator John Dewey presents “Education as a Necessity of Life.” 

English educator Herbert Spencer states “Preparation for Life as Aim of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suffered a lot as the history in Taiwan.   

After experiencing the long-term colonial education, we have lost the focus and aim of our 

own.  Our education system continuously goes far from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as a 

Necessity of Life”, which deserves a historical thinking.  

In th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by Dutch and Spain, the education system was actually 

for training people obedience.  In the Kingdom of Tungn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was for 

getting closer to people and cultivat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Under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ducation system wa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work-life need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Japanese government provided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and isolated Taiwan people from accepting education.  

Therefore, Taiwan people would not have the abilities to violate the ruling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the formation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Taiwan 

was monopolized by the policies of Chinese National Party.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Qing Dynasty developed the mainstream concept of 

Confucianism and colleges.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aimed 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for the succeeding fame and fortune.  In the end of 19
th

 century, western missionaries 

entered Taiwan and brought the new mode of education for missionary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Taiwan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reign of Dutch, but it 

played a more everlasting and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later i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esbyterian Church performed the main role of Christianity in 

Taiwan, which was divided into North and South Church by the boundary of Taichung Dajia 

River.  The southern Taiwan belonged to English Presbyterian Church.  The first 

missionary James Laidlaw  

Maxwell began his preach from Tainan and Kaohsiung since 1865.  The northern Taiwan 

belonged to Canada Presbyterian Church.  The missionaries brought missionary teachings 

from Tamsui and Taipei since 1872; George Leslie Mackay performed as the central figure 

among them.  Later on, other missionaries continuously arrived and launched the western 

influence in Taiwan education. 

The western education system brought by the missionaries differ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aiwan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teaching concepts, structures, purposes, and functions.  

The western education system showed the devotion of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 modernized 

educational concepts for the learners by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limitations in the educational 

objects, curriculums, and systems.  

   

 

Keywords: Taiwan Church News ,Education ,Education in Qing Dynasty,Missionary in 

Taiwan in Qing Dynasty ,Verna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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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kap 目的 

自細漢就接觸基督教信仰，教會生活對我 ê影響 ē-sái 講 bē 少，佇學期中選

修「台語文學專題」課程，廖瑞銘老師介紹真濟台語文所寫 ê文學作品，我感覺

真趣味，ùi 課程所學習 ê對我有濟濟 ê啟發，《台灣府城教會報》是用白話字刊

行 ê教會報刊，對基督徒 á是歷史文獻 ê重要性來講，攏扮演真有份量 ê角色，

所以我決定用這份報紙來做研究，選擇相關 ê議題來做論文 ê研究課題。 

台灣經過 kuí-nā 個外來政權 ê統治，逐個時期 ê教育 mā lóng toè-leh 轉變；19

世紀尾期因為西方傳教師 kā 西式 ê教育帶入來台灣，kap 原底清帝國 tī 台灣所實

施 ê傳統教育有真大 ê無 kāng，tī 台灣現代化 ê歷史上有伊特別 ê意義，值得咱

kā 深入做探討。 

傳教師佇清帝國統治尾期進入台灣，原本台灣所接受 ê傳統教育內容是用儒

家經典做主體，稱做「儒學」，參加科舉考試是教育主要 ê目的，一直到 19 世紀

尾期，才有真大 ê轉變。西元 1858 年，清帝國因為戰敗，kap 英國簽定「天津條

約」，開放基隆、淡水、安平、打狗等通商口岸，台灣 tùi án-ne 進入世界經濟舞

台，傳教師 mā 佇 chit ê時陣 toè生理人進入台灣。來台灣 ê基督教傳教師傳教 ê

策略，除了醫療、佈道、社會救濟以外，教育 iā 是一個重要 ê政策，傳教師利用

辦學校做傳教 ê方法。雖然 in 是用宣教做目的來設立學校，總是 in 引入西方教

育學制、課程，kap 傳統儒學教育有真大 ê差別，為台灣帶入新 ê教育方式 kap

西方文明。本論文欲 ùi 19 世紀尾期，清朝統治台灣時期 ê傳統教育 kap 西式教育

佇教育理念、精神、特質、目的、課程、方法、出路等方面 ê差別，來看西方教

教師對台灣 ê教育帶來 ê影響，然後來討論現今教育 ê一寡問題。 

 第二節 研究範圍 kap 方法  

本論文欲 ùi 兩方面來做探討，分別是傳統教育脈絡以及教會西式教育脈絡

這兩個面向來研究。研究 ê範圍是清帝國尾期，日本統治進前 ê教育，因為日本

統治時期 ê殖民教育是另外一個無 kāng 款 ê教育體制，所以用日據前做一個分期

ê段落。西式教育脈絡是以《台灣府城教會報》做研究 ê中心，因為這份報紙本

身就是教育 ê工具，《台灣府城教會報》uì 1885 年發刊，一直到今仔日 iáu-teh 出

刊，是台灣 siōng 早發刊 ê報紙，mā 是一部重要 ê歷史文獻，uì其中所記載 ê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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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通了解清帝國時期佇台灣 ê傳教師 in 佇環境、文化、語言種種困境適應 ê阻力

中所設立 ê學校，佇當時扮演時代角色，佇台灣這塊土地頂面所做 ê貢獻。ùi 傳

統教育以及西式教育 ê比較，以及西式教育所帶來 ê衝擊，來呈現傳教師 tùi 台

灣教育所產生 ê影響。 

第三節 文獻回顧 kap 探討 

一、傳統教育方面 

 (一)經典雜誌《台灣教育 400 年》：書中 ēng 歷史分期來探討台灣 ê教育，

其中 kap 清代教育相關 ê篇章有： 

 1.鄭吳富〈普及文化．功利導向  清領至日治初期的台灣教育〉1：清代台灣 ê

啟蒙教育，期待 ē-tàng 培養學生詩文創作 ê基本能力，做將來科舉考試 ê準備。

文中談論教育機構 ê設置，考試環境有真濟方面 ê無公平，koh 論到劉銘傳推動

自強新政，突破科舉 ê制度，開台灣現代教育風氣 ê先鋒，可惜受嫉妒 hông 排

斥，實施無 gōa 久就結束。  

 2.李世偉〈宣化厲俗 清末日治時期台灣鸞堂與民間道德教育〉2：清末日治時期

台灣南北成立了真濟鸞堂，這種宗教團體以扶鑾做主要儀式，亦就是 tâng-ki 經

過請鑾 ê儀式，由神明附身佇人將筆或是桃 á枝震 sak 震動佇沙盤頂面寫字，亦

就是「鸞文」kap「鸞書」，佇現在看來是迷信，但是當時仕紳文人卻將伊經典化，

強調鸞書是先聖仙佛所降 ê書，要求信眾恭敬對待。因為當時參與「鸞堂」人真

濟是仕紳文人，「鸞文」kap「鸞書」iā 攏真典雅，內容 iā 有儒家教化 ê特質，所

以「鸞堂」成做宣揚儒家聖道 ê所在，tùi an-ne「鸞堂」m̄ kan-ta 是信眾求福氣 ê

所在，koh khah 是提倡漢文 ê文化場所。       

（二）彭煥勝主編《台灣教育史》3
 

    這本書是由幾仔個學者以基督宗教 ê教化、儒學科舉、殖民教育、現代化

kap 教育改革 ê主題貫穿來編寫，呈現台灣四百 gōa 年來教育 ê歷史變革，kap 清

領時期相關 ê篇章有：    

1.彭煥勝〈馬偕在北台灣的教育事業〉：論述馬偕所設立 ê學堂馬偕興學 tī

                                                      
1
 鄭吳富〈普及文化．功利導向  清領至日治初期的台灣教育〉，《台灣教育 400 年》，經典雜誌 

  編著，2006 年 5 月，頁 46-53。 
2
 李世偉，〈宣化厲俗 清末日治時期台灣鸞堂與民間道德教育〉，《台灣教育 400 年》，經典雜誌 

  編著，2006 年 5 月，頁 62-65。 
3
 彭煥勝主編，《台灣教育史》，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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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史上 ê意義。 

2.葉憲峻〈清代台灣的儒學〉：就清代 13 間儒學設置時間、地點、行政管理、

教學設施、就學機會做論述。 

3.葉憲峻〈清代台灣的書院〉：清代儒學發展陷入停止 kap 不足 ê時期，書院

ê增設是反應 chit ê時期社會 ê教育需要，tùi 書院 ê創設、擴展、組織、管理、經

費來源等做論述。 

4.葉憲峻〈清代台灣士子的出路與科舉成就〉：ēng 康熙、雍正至咸豐、同治

光緒三 ê時期，來論述台灣士子 ê出路與科舉成就 ê變化。 

（三）林玉體《台灣教育史》4
 

    作者認為長期以來，台灣子弟心目中攏無「國家」ê想法，佇台灣四百年來

教育 ê演變中，台灣國家定位對無到有過程坎坷。Ù i 荷蘭 kap 西班牙化教育進入

儒家化教育、皇民化教育、中國國民黨黨化教育，台灣四百年來 ê教育主流是外

國式 ê奴化教育，小支流是民主式 ê教育，作者對台灣教育因為政治所帶來 ê影

響有真深 ê感受，伊期待小支流緊緊通成做大動脈。 

二、西式教育方面 

(一)《台灣府城教會報》 

這份台灣 siōng 早出刊 ê報紙，佇 2004 年 10 月台灣教會公報社有發行《台灣

教會公報全覽》(1885-2002)
5，總共 70 本，為著欲紀念 2005 年這份報紙已經創刊

120 週年。這 phō 冊 ê出刊，為豐富 ê史料提供 koh 卡便利 ê研究資料。 

用《台灣府城教會報》做研究 ê冊有 nn̄g 本。賴永祥 ê《教會史話》6，《教

會史話》是佇《台灣教會公報》逐禮拜所寫 ê專欄，ùi 1988 年 1 月第 1871 期起到

2004 年 3 月底 2717 期為止，已經有 674 期，逐篇字數一千字左右。100 篇輯做一

冊。是《台灣教會公報》出刊 2000 期 ê紀念叢書。《教會史話》內面有研究台灣

教會史、宣教 ê基本文獻史料，宣教師、本地傳教師、信徒以及家族有關資料詳

細 ê介紹。張妙娟 ê《開啟心眼》7，作者用《台灣府城教會報》做探討 kap 分析

ê對象，有關《台灣府城教會報》ê創辦、發展沿革 kap 內容概況，分析《台灣

府城教會報》佇推動白話字教育、教會學校教育以及信仰教育所扮演角色 kap 成

效。當時傳教士 ēng 白話字教育、教會學校教育，以及信仰教育三方面來教育台

                                                      
4
 林玉體，《台灣教育史》，文景書局印行，2003 年 9 月出版。 

5
 台灣教會公報社，《台灣教會公報全覽》， 

6
 賴永祥，《教會史話》，人光出版社，1990 年 4 月。 

7
 張妙娟，《開啟心眼》， 人光出版社， 2005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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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ê基督徒，對教會學校 ê認識 ē-tàng 有清楚 ê概念。 

用《台灣府城教會報》做研究 ê論文有陳慕真 ê〈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ê文明

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為中心〉8，ùi《台灣府城教會報》成做台灣

第一份報紙以及報紙中所書寫 ê醫療衛生、新智識 ê吸收以及語言教育 ê資料，

探討白話字所書寫所呈現文明觀。黃佳惠 ê〈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9，

用教會報 ê白話字文學作品來分析、探討 i ê 價值，伊認為 chiah-ê作品將台語 ê

文化 kap 思考充分表現佇作品中，白話字資料是台灣文學 bē-tàng 忽略 ê寶貴資

料。 

(二)〈論長老教會與台灣的現代化〉10
 

董芳苑教授佇〈論長老教會與台灣的現代化〉這篇文章中，列出長老教會 tī

清代（1865-1895）對台灣現代化 ê貢獻，分「新式教育制度 ê建立」kap「致意提

倡文字教化」兩 ê項目，對清朝時期教育意涵提出簡要 ê歸納，並且指出白話字

是教會教育真重要 ê工具，伊列出 ê貢獻有：1.西式醫療技術 ê引進：醫學教育。

2. 新式教育制度 ê建立：學校 ê設立。3. 致意提倡文字教化：平民識字教育。4. 

宣教師 ê學術貢獻：語文教育。5. 提升台灣人生活品質：衛生、體育、藝術等教

育。 

(三 )〈 上 帝 國 的 教 育 藍 圖 〉 日 治 前 教 化 推 手 ―長 老 教 會 《 台 灣 教 育 4 0 0 年 》 11
 

林民昌佇文中討論英國宣教師佇台灣教育藍圖 ê規劃、培養本土傳教師，佇

傳教師欲 chhōe 出 ē-tàng 受專業神學訓練 ê人時，in 發現除了神學體系 ê建立以

外，iáu tio̍h ùi 基礎教育做起，才 ē-tàng 培養出優秀 ê傳道人才，所以開始積極努

力制度化 ê學校教育，siāng 時推行普及教育 kap 特殊教育。 

(四)《信仰偉人列傳》12
 

冊中紹介來台宣教師犧牲、奉獻 ê精神，以及台灣歷代信仰名人 ê事跡。這

本冊是林信堅牧師將楊士養牧師佇 1966 年所著「台灣信仰名人略傳」第一集 kap 

1969 年第二集略作修訂，兩集合刊，改題「信仰偉人列傳」，由台灣教會公報社

出刊 ê。因為「台灣信仰名人略傳」一、二集所收錄略傳 89 篇已經絕版，所以重

新出刊。  

 

                                                      
8 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ê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為中心〉，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9 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10

 董芳苑，〈論長老教會與台灣的現代化〉，《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1996年 8月，頁 183-206。 
11
林民昌，〈上帝國的教育藍圖日治前的教化推手─長老教會〉，《台灣教育 400年》， 經典雜誌編   

  著，2006年 5月初版。 
12楊士養編著 林信堅修訂，《信仰偉人列傳》，台灣教會公報社，189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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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逐章內容概述 

本論文內容攏總分做五章：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論文 ê摘要、研究動機 kap 目的、研究方法、文獻回顧 kap 探討，以

及本論文 ê章節架構。 

第二章 台灣早期教育發展（ùi 荷蘭統治時期到清帝國時期） 

  以荷蘭、西班牙、明鄭、清帝國統治做分期分別來討論逐 ê時期 ê教育概況。

清領時期分做兩部分：第一部分 ēng 科舉教育、儒學書院 ê設置做論述 ê中心，

探討清帝國統治下面 ê台灣教育。第二部分論述傳教師所設置 ê學校以及教育理

念、教育特質 ê西式教育。 

第三章 傳統教育 kap 西學教育 ê比較 

  就教育 ê課程、目的、對象、本質等面向來做 ê分析 kap 比較。以實用導向

kap 智識充實、階級教育全民教育、道德教化 kap 全人教育來論述。 

第四章 西式教育帶來 ê衝擊 

  就西式教育佇教育理念、策略 ê實施、教育工具、教育 ê精神等方面帶來 ê

衝擊來探討。西式教育所使用 ê教育工具白話字，佇母語教育、保存頂面發揮真

大 ê功能，傳教師宗教家教育精神 ê特質，亦佇教育上帶來影響。 

第五章  結論 

  總結清領時期教育傳統教育 kap 西式教育 ê討論，koh 延伸對現今教育 ê思

考，ùi 語言課程內容 ê編制、母語教育實施、台灣主體性 ê教育等議題，來看現

今教育存在 ê問題。 

 



 

6 

 

第二章 台灣早期 ê教育發展 

第一節 荷蘭時期 

荷蘭因為天然資源缺乏，非常依賴對外 ê貿易，佇早期就發展造船 kap 航海

技術，是歐洲貿易發達 ê國家，後來擴展勢力到遠東地區，彼時「聯合東印度公

司」佇國家授權下面對外就代表荷蘭政府，成做海上貿易強大 ê組織，攻占台灣

了後，將台灣做東亞貿易 ê根據點，選擇佇大員海岸建奧倫治城(Orange，1627 年

擴建改名熱蘭遮城 Zeelandia)開始佇台灣 ê殖民統治。 

一、教育目的 

首任駐台行政長官宋克(Marrten Sonck)為著統治上 ê需要，認為欲養成順民就

愛對殖民地進行教化 ê工作，要求派宣教師來台灣。宣教師用宗教教育來教化彼

時上主要 ê族群―原住民，因為 tī 荷蘭人眼中，漢人無親像原住民 hiah-nih 容易

馴化，荷蘭人希望透過原住民來壓制漢人。宣教師除了擔任教育工作以外，亦負

責司法 kap 行政事務，當時實施教育是為著欲達成統治目標 ê一個手段，基督教

ê傳布是教育 ê重點。 

西拉雅族部落因為上接近荷蘭人佇台灣所起 ê第一個城熱蘭遮城，所以宣教

師 ùi 西拉雅部落開始推動基督教信仰。荷蘭時期 ê教育發展 kap 外在環境有相當

ê互動性，佇外在環境中，政治、經濟兩大因素對教育政策推動有明顯 ê主導力

量1；因為西拉雅族風俗習慣以及 in 本底 ê多神信仰，致使傳教 ê過程有濟濟 ê that

礙，有時當用政治 ê力量來排除；親像尤紐斯為著欲順利推動教化，將 250 名; 尪

姨巫放逐佇諸羅山2。荷蘭政府佇經濟上濟濟 ê壓榨，亦造成原住民 ê抵抗，有時

亦著用軍事力量來壓制，親像「濱田彌兵衛事件」(理加事件)
3，福爾摩沙長官納

次親自 chhōa 兵來平定。荷蘭時期殖民統治以政治、經濟利益作考慮中心，為著

統治上 ê需要來做教化 ê工作。這個時期政治 kap 經濟影響教育 ê發展性，hō
.教

育 bē-tàng 獨立自主，左右教育 ê內容 kap 方向。 

                                                      
1
 姜添輝，〈荷蘭據台時期的教育概況與特性〉，《原住民教育季刊》，卷 18，2000 年 5 月，頁 110。 

2
 同註 1，頁 103，西拉雅人是多神信仰，並且由稱做尪姨 ê 祭司負責祭祀，尪姨會通過占卜、 

  預言等方式影響西拉雅社會風俗，尪姨亦負責對婦女 làu 胎，所以宣教師將尪姨看做 siōng大 

  傳教阻力。為了減少尪姨 ê 影響力，1641 年荷蘭人就將 250 名尪姨，流放到西拉雅部落北方 ê  

  諸羅山，並且進行基督思想改造。 
3
 1628 年發生佇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下，台灣 kap 日本之間 ê 貿易衝突事件，波及原住民，造成 

  原住民 11 間住宅被燒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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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行政 

荷蘭時期為著欲藉地方集會確認原住民效忠 ê程度，以及傳送相關 ê統治信

息 kap 政策，將台灣分做「四個集會區」4來實施教育：  

1.北部集會區：是用今仔日 ê台南做中心。教育開創者是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牧師，甘治士用新港語做原住民逐社 ê標準語言，koh 用新港社做傳教

kap 教育中心。尤紐斯(Junis)接續甘治士 ê工作， 1636 年 5 月 26 日佇新港開設台

灣歷史上第一間學校，引進西方讀寫識字能力訓練，用新港語做學校ê教學語言，

訓練學生用羅馬字母將口語書寫落來；使用自己編 ê教材來教課，內容包括教義

問答、祈禱文、信經、十誡、主禱文、詩歌等。1643 年范布簾(S.V.Breen)來台灣，

伊佇今仔日虎尾地區 kap 附近建設六間學校。1652-1653 年間哈帕德(G.Happartius)

完成虎尾語字典。佇北部另外 ê教育成果是 1659 年佇蕭瓏成立台灣第一間神學院，

但是二年後鄭成功入台被毀壞。 

2.南部集會區：起初佇下淡水地區、麻里麻侖(屏東萬丹鄉一帶)、鳳山、阿

猴(屏東)、塔樓、放索(高雄大社鄉)諸社，後來發展到瑯山喬(恆春一帶)。傳教師

Hands Oloff 努力推動教育工作，教育有相當 ê成果，總是當伊破病過身了後，教

育差不多就停落來。南部因為氣候無好，容易破病，另外地方上有真濟種語言包

括放索語、多納社語、排灣語，所以 oh 得推行教育。 

3.淡水集會區：包括現今淡水、基隆一帶，早期是西班牙 ê殖民地區，佇遮

有興建教堂，荷蘭傳教師馬修士(Marcus Masius)所推動 ê教育工作無什麼好成效，

主要原因是荷蘭政府無注重這地區，政府主力佇南部經濟貿易 ê發展，無願意增

加人力、財力佇此所在。 

4.東部集會區：這個地區是東海岸南部，現今台東附近，荷蘭政府進入這地

區是為著開採金礦，用經濟做發展重點，加上天花佇東部 ê流行，佇教育上並無

什麼成效。 

三、教育成果 

甘治士（Rev. Georgius Candidius）宣教師佇 1627 年 6 月到熱蘭遮城，是頭一

位來台灣 ê牧師，為著達成傳教 ê任務，伊努力學習當地 ê語言，亦為著解決原

住民 m̄識字 ê問題，甘治士用羅馬字母來書寫新港語教原住民。伊佇 1628 年有記

載：「佇 1628 年底有 128 人 ē-hiáu 祈禱文，koh ē-tàng 用 hō
.人滿意 ê方式回答基督

教信仰 ê問題」；通看出伊努力 ê成果。接續甘治士工作 ê是尤紐斯(Robertus Junius)

                                                      
4
 姜添輝，〈荷蘭據台時期的教育概況與特性〉，《原住民教育季刊》，卷 18，2000 年 5 月，頁 97。 



 

8 

 

牧師，伊 kap 甘治士佇新港社創辦第一間教會學校，有七十 gōa 名十三、四歲 ê

囝仔入學，教學內容是羅馬字讀法 kap 寫法，抑是羅馬字拼寫 ê番語冊，亦教早

晚 ê禱文、十誡、基督教要理、聖歌等，到 1643 年議會 ê報告已經有六百個學生。

彼時 ê教師起初是由教士擔任，後來因為人額無夠，亦徵用駐軍中 ê人員來從事

教育；尤紐斯牧師亦自己訓練原住民教師來解決師資無夠ê問題，佇伊回國進前，

新港六間學校中已經培養五十名教師。甘治士牧師除了創造一套羅馬拼音文字來

寫原住民語言以外，亦收錄新港常用語編《新港語詞典》，將主禱文、十誡、大

問答書、小問答書、信經、使徒信條等翻譯做新港語；5伊所寫 ê《福爾摩沙島的

對話與簡短的故事》á是翻譯做《台灣略記》是以台灣島上西拉雅族人 ê社會組

織 kap 風俗習慣做討論中心。6尤紐斯牧師佇 1629 年來台灣，到 1643 年離任為止，

為五千 gōa ê 原住民洗禮，編西拉雅語彚編、放索語典、編寫教理問答手冊、講

道文以及祈禱文。 

甘治士、尤紐斯兩位牧師攏學習平埔族語，設立學校，編教科書，in 主張傳

教工作需要透過學習當地 ê語言才有成果，當 in 離開台灣以後，是教育一個轉變

期，佇 in 以後來 ê傳教師對原住民語言就 bô hiah-nih 熟，主張原住民直接學習荷

蘭語。1648 年以後，大員當局改推行荷蘭化教育，學校開始教授荷蘭語，亦照荷

蘭本土 ê作息來上課，並且要求原住民改荷式名、穿荷式衫，傳教師堅持教義書

ê原貌， 

四、文字書寫 ê開端 

荷蘭人將原住民語言羅馬字化，教導原住民用羅馬字來讀寫 in ê語言，是早

期台灣社會識字 ê開始；亦是羅馬字拼音書寫法佇台灣流傳使用 ê起頭。周鍾瑄

《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番俗考〉中記載：「習紅毛字，橫書為行，ùi tò到正，

字 kap 古蝸篆相親像，ē 寫 ê，令掌官司輔檄課役數目，叫做教冊仔……紅毛字

無用筆，削鵝毛管做鴨嘴，……」7，這 ê教冊仔寫出來 ê文書稱做「新港文書」，

新港語是現今台南附近 ê西拉雅族原住民所使用 ê語言，這個歷史珍貴資料是西

拉雅族 ê土地租借、買賣與借貸等方面 ê契約文書，民間稱做「番仔契」，文書

所使用 ê語言有 kan-ta
n 羅馬字拼音書寫 ê單語（平埔族新港語）文書，亦有漢語

與羅馬拼音字對照 ê雙語文書。現今保存 ê「新港文書」大約有 140gōa 件左右，

                                                      
5
 姜添輝，〈荷蘭據台時期的教育概況與特性〉，《原住民教育季刊》，卷 18，2000 年 5 月，頁 101。 

6
 林昌華，〈台灣改革宗教會的奠基者—甘治士牧師〉，《新使者雜誌》109 期，2008 年 12 月，頁

36。 
7
 周鍾瑄，《諸羅縣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5 月，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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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村上直次郎編輯《新港文書》一書，收錄 109 件「番仔契」，其中有 87

件是新港社，包括 21 件漢番對照；另外卓猴社有 3 件、麻豆社 16 件、大武壟社 1

件、下淡水 1 件、茄藤社 1 件。chiah ê番仔契中年代上早 ê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 ê一件麻豆文書，年代 siōng oà
n
 ê是第二十一號新港文書，年代是嘉慶十八年

（1813 年）8，可惜新港語失傳，ē-tàng 了解「新港文書」ê人真少數。 

賀安娟指出：「書寫能力保障原住民代先漢人 ê權利，亦保持 in ê社會地位；

hō
.中國當局將原住民 ê意向列入考慮，發揮政治作用。」9就歷史「記載」ê觀點

來看，荷蘭時期是台灣有文字記載 ê開始，原住民用家己 ê母語來學習文字，in 

ē-tàng 計算稅款、穀糧數目、編纂紀錄文書，原住民因為識字能力成做日後對抗

漢人 ê象徵記號，後來清政府教化原住民是為著欲用中國字來取代「紅毛文字」。 

 

    

  第二節 西班牙時期 

十六世紀尾西班牙貿易船隻 bat 因為漂流到日本，致使日本當局處死幾偌名

教徒，引起兩國關係緊張，就企圖佔領台灣做報復日本 ê根據地，了後緊張 ê關

係改善，征服台灣計畫亦暫時停止。後來荷蘭佇海上霸權日日昌盛，占領台灣南

部，西班牙為著遠東貿易 ê利益，佇 1626 年登陸雞籠(基隆)，形成佇仝時期分佔

台灣南部 kap 北部 ê局面，這兩國除了佇政治、經濟上互相鬥爭以外，佇宗教上

亦分屬兩派，荷蘭屬新教改革派，西班牙屬舊教天主教；總是西班牙時期 kap 荷

蘭時期 kāng 款，是欲通過教義 ê傳布，來達成安定殖民地 ê目的。 

 

一、教育活動 

    西班牙占領台灣北部以後，就派神父馬地涅 Bartolome Martinez 來台灣，建設

教堂進行宣教工作，當時荷蘭人企圖消滅西班牙佇台灣北部勢力，1929 年 8 月馬

地涅為著欲鼓舞基隆守將戰志，坐船欲去基隆途中 soah péng 船死亡，伊傳教工

作亦 toeh-leh 結束。續接伊工作 ê是神父愛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愛斯基委是

真有使命感 kap 企圖心 ê宣教師，當時北部有 bē 少漢人 kap 日本人長期居留做貿

易，1632 年愛斯基委 tī 雞籠創辦一間教育漢人及日本人子弟 ê學校，號名做「學

                                                      
8
 中研院民族所數位典藏 http://www.ianthro.tw/p/89。 

9
 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台灣教會語言學〉，《台北文獻》第 125 期，1998 年 9 月，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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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傳授教理、拉丁語、文藝 kap 神學等課程，希望養成前往中國 kap 日本傳

教 ê牧師，但是實際上，這個學林一直到愛斯基委潛入日本 ê時，並無達成效果，

因為隔年當伊去日本 ê路中被船員殺害，這個培育計畫就中斷，愛斯基委努力學

習語言，幾月日就編成「淡水語詞彙」、翻譯「淡水語教理書」10，對當地 ê傳教

以及文化教育活動產生大 ê作用。佇西班牙佔領台灣 16 年中間前後有差派三、四

十位宣教師來台灣。 

西班牙人停留佇台灣 ê時，用雞籠(基隆)做中心，ǹg 滬尾(淡水)以及台北盆

地前進，三貂角、蛤仔難(宜蘭)、七堵、金包里(八里)、八里坌(八里)、關渡、北

投、唭哩岸、芝蘭堡(士林)等所在，攏是西班牙 ê勢力範圍。西班牙佇台灣所建

設 ê教堂如下： 

 

表 1 

2-1  西班牙佇台灣所建設 ê教堂 

地    點 設  立  教  堂  名  稱 

金包里 聖若倫堂 

噍吧年 聖奐保智斯達寺 

三貂角 聖多民我堂 

淡水 玫瑰聖母堂 

宜蘭 聖老愕佐堂 

               資料來源：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 6 

 

佇西班牙佔領期間，宣教師用 in ê醫學智識來醫治原住民 ê疫病，進一步傳

教，傳教 ùi 建立教堂開始，有固定 ê kap 場所以後，開始教育 ê工作，但是現實

ê環境是傳教師需要武力做後盾來面對原住民 ê反抗，亦有傳教師因為欠缺後援

被殺害；後來西班牙對台灣漸漸忽略經營，佇經濟、資源缺乏下面，傳教師只好

放棄傳教事業回國，到荷蘭攻佔北部，西班牙 ê教化工作就結束。 

 二、教育成果 

教會學校開設西班牙文、翻譯番語、聖書、宗教問答等課程，為著殖民需要，

in 特別重視西班牙文教育，也產生一定 ê效果。宣教師透過閱讀、寫字、伴奏樂

器、唱歌教育囝仔，來培養基督宗教 ê信仰，11
 hō

.
 in 將所學習帶入家庭，chhōa

                                                      
10賴永祥，〈十七世紀西班牙人佇台灣 ê 佈教〉，《台灣史研究―初集》，三民書局有限公司，1970 

 年 10 月，頁 125。 
11蔡文村，〈有字之初的歷史新頁〉，《台灣教育史》，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2 月， 

 頁 23。 



 

11 

 

族人脫離飲酒迷信 ê phái
n 風俗。彼時北部 ê住民濟濟 ē-tàng 了解西班牙語，koh 

ē-tàng 讀西班牙文 ê書。約略有四千人成做天主教徒。 

西班牙時期為著有 bē 少 ê漢人 kap 日本人長期佇台灣北部活動，愛斯基委

創辦「學林」，是欲培養中、日傳教人才，這是這時期教育另外一個特別 ê目的。 

 

第三節 明鄭時期 

鄭成功為著反清復明，1662 年趕走荷蘭人了後，台灣成做伊反清復明 ê根據

地，將台灣改稱做「東都」。伊將明朝正統政制 ùi 大陸搬來台灣，佇中央設吏、

戶、禮、兵、刑、工六部，其中教育事務是禮部所掌管，禮部通講是當時中央教

育行政主管機關，但是鄭成功治理台灣時間只有短短 14 個月，佇教育上 bô 什麼

建設；鄭經就位了後，koh 將「東都」改稱「東寧」，自稱「東寧國王」，鄭氏經

過三代 23 年政權，就是後來所稱 ê「東寧王朝」。鄭經主政時期大部分 ê心力攏

佇金門、廈門兵事，台灣 ê施政大部分交付總制陳永華，陳永華是 1644 年進士，

鄭成功時期就真欣賞陳永華，授「諮議參軍」ê職，鄭經 koh khah 重用伊，陳永

華真看重教育，提出教育重要性，開始興起教育事業。陳永華認為培育人才是國

家強大 ê動力，伊勸鄭成功建聖廟立學校，1665 年伊佇承天府(現今台南市)khí孔

子廟，台南孔廟 m̄ nā 是全台第一間孔廟，亦是清代台灣 siōng 高學府「台灣府學」

所在地，佇廟邊設明倫堂，文廟 ê落成代表 ê是儒家文化 kap 思想佇台灣釘根。

孔子廟落成了後，伊繼續推動選拔人才 ê教育事業。1666 年設立「學院」、「國子

司業」「國子監助教」等職，辦理儒童考選 kap 選拔人才事宜。 

 

一、教育行政 

    明鄭佇台灣 23 年 ê經營，建立台灣成做以漢人做主控權 ê行政管理系統。教

育行政大部分沿照明朝舊制，當時中央教育行政是由禮官主管，學院是尚高 ê教

育機關，是掌教學 kap 考選 ê主管。地方教育行政是由府尹 kap 知州、知縣負責

管理，州設州學，府設府學。 

 

二、學校系統 ê建立 

鄭氏王國設置學校直接 ê目的是培育國家 ê行政人員，想欲做官 ê當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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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聖廟設明倫堂以外，鄭經 koh 通令逐里社廣設學校，逐社 ê社學是初等教

育機關，聘請中土通儒來敎子弟，頂面有區域性 ê中等教育機構「府學」、「州學」，

禮官下面有中央上高學府「太學」。 

  佇各社學中，凡若人民子弟滿八歲 lóng  tio̍h 入小學，教 in 經史文章，明鄭

時期為著培育人才做中興之本，藉社學普及教育，koh 配合州學、太學經過科舉

來拔取人才。天興、萬年二州，每三年舉辦一擺州試，州試有名 ê通參加府試，

府試有名 ê通參加院試，院試有名 ê通入太學就讀，就讀太學 ê，逐個月考課一

擺，按照成績好 bái hō
.伊廩膳，每三年舉行大考，成績好 ê入官府候用。 

官辦教育以外，iaú 有民間 ê教育體制，當時民間教育是以基礎 ê識字、讀

寫等啟蒙教育為主接受書房(私塾) ê教育，對民間教育 siōng 有影響力 ê人是沈光

文，明朝滅亡，伊曾企圖延續明朝國運，抵抗清兵失利，本底想欲前往泉州居起，

無想到 tú 著大風漂流到台灣。明鄭初期起伊就佇目加溜灣社教育生徒，著作有

〈台灣賦〉〈東海賦〉〈檨賦〉〈桐花芳草賦〉〈花木雜記〉等，伊 kap 詩文同好者

共同組立「東吟社」，伊 e--sái 講是將漢文化傳播佇台灣 ê第一人。 
 

三、漢文化釘根 ê開端 

荷西時期並無注重漢人教育，社學設立是漢人接受教育 ê開始，中原文化注

入是明鄭時期對台灣文化重要 ê影響。陳永華亦重視原住民教育，原住民子弟若

是 ē-tàng 讀書識字 ê，就用免除力役來鼓勵，教化 ê目的是欲漢化原住民，來減

少 kap 漢人 ê摩擦。 

明鄭時期是漢文化佇台灣建立 ê開始，對漢人來講，in 移民來台灣，亦將漢

文化透過教育活動佇台灣釘根，對平埔族來講，明鄭時期是 in接觸漢文化ê開始，

這 ê開始 m̄是短暫取代過去荷蘭基督教 ê教化，乃是漸漸取代荷蘭基督教教化，

hō
.漢文化漸漸取代平埔族文化，雖然明鄭時期佇台灣施行教育期間並無久長，總

是平埔族 kap 漢人移民佇儒家教育下面漸漸融合，亦為清領時期奠定了融合 ê基

礎。12
 

  

                                                      
12葉憲峻，〈明鄭時期的台灣教育〉，《台灣教育史》，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2 月，

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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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清領時期 

一、傳統教育 

1683 年鄭成功 ê孫仔鄭克塽投降清朝，第二年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台灣成做

福建省 ê一部分。彼時官方威權、腐化，官民衝突不斷，「三年一小反，五年一

大反」，另外猶有族群 kap 族群之間 ê械鬥，是當時社會 ê現象。 

(一)教育行政 

Siōng 起初台灣是福建省下面 ê一府，沿用 201 年久； 1885 年 chiah 改做行省。

台灣隸屬福建省 ê時，學政應當由福建省 ê提督學政負責，總是福建省 ê提督學

政，因為台灣孤立佇海外，bô 方便管理，就委託佇台灣 ê高級員司兼理台灣 ê

學政。台灣隸屬福建省 ê時，教育行政主管有五擺 ê變更13。 

1.1684 年（康熙 23 年）-1726 年（雍正 4 年），由台灣 siōng koân ê 軍政長官分

巡台廈兵備道兼理學政。 

2.1727 年（雍正 5 年）-1751 年（乾隆 16 年），由巡視台灣監察御史漢籍御史兼

理學政。 

3.1752 年（乾隆 17 年）-1874 年（同治 13 年），因為巡視台灣監察御史三年一

巡，兼理學政不便，koh 由台灣道兼理學政。 

4.1875 年（光緒元年）-1877 年（光緒三年）開福建巡撫半年駐省半年駐台 ê

新例，一般人攏認為教職應該由巡撫兼理。（巡撫 bô 佇台灣 ê時由分巡台灣兵備

道代理） 

5.1878 年（光緒四年）-1885（光緒十一年），福建巡撫半年駐台，離台期間雖 

然 thang 由台灣兵備道代理， iáu-kú 感覺 bô 方便，所以猶原由分巡台灣兵備道

負責台灣學政。 

1886 年（光緒十二年）台灣已經改建行省，學政 iáu-kú 由巡撫兼理，並無設

置專辦學政人員。了後為著辦理學務 ê方便，由知府兼任提調官，協助提督學政，

辦理教授、教育、訓導及學生等調派 ê工作。 

(二)教育設施 

建省以前 ê教育設施 (依照內地 ê教育傳統) 

1.初等教育 

(1)義學：俗稱義塾，是專門為 sòng-hiong 子弟實施啟蒙教育 ê場所，由政府

舉辦 á是由官民義捐創立。丁日昌是福建 ê巡撫，注重原住民教育，佇恆春縣、

                                                      
13汪知亭，《台灣教育史》，台灣書店印行，1962 年 12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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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縣(現在高雄市到屏東枋寮)kap 埔里社(現在南投縣埔里一帶)，設立原住民義

學 40 間，為著鼓勵入學，規定見若就學 ê， hō
.伊銀文抑是米糧，教伊讀書、寫

字 kap 學習官話等。 

(2)社學：一種是為漢人設立 kap 義學 kāng 款，一種是為原住民設立是對原

住民實施基本教育 ê場所。 

(3)民學：民間私學俗稱書館 á是私塾，民間卡濟稱做是書房，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老師佇自宅開設，另外一種是好額人獨立聘請老師授課 á是由街鄰集資聘

請老師開設。 

    2.中等教育 

(1)儒學：清代佇逐省以下行政機關設立一間主要 ê官學，因為行政層級無 kāng，

有府學、州學、縣學、廳學等，佇台灣雖然有清末成立 ê台東直隸州，但是無州

學，教育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所以攏稱做是「儒學」，中央有太學，府縣儒學

是地方政府官辦 ê學校，大部分設佇逐府縣 ê文廟內。教學內容是以祭祀孔孟、

尊崇理學，灌輸儒家思想為主。 

「儒學是統治者之學」。儒學前身是周代官學，周代是一個由統治者氏族壟

斷天下資產權益 ê時代，是一個貴族專政 ê時代，只有貴族才有資格受教育，當

時教育是一種統治者 ê養成教育，教育是以傳授統治者必要 ê智識 kap 技術、培

養統治者健全人格做目的。孔子主張「從周」「復禮」，孔門 ê教學活動亦是一

種統治者養成教育 ê教學活動，伊 ê意識形態基本上是統治者 ê意識形態。14
 

Ù i 儒學歷史 kap 社會關係來看，伊是 ùi 一個社會產業 bô 真發達、社會組織

bô 完整、學術分工、教育 iáu-bē 普及 ê時代所產生 ê，儒學主要是教導國家治理

者 ê一門學問。儒門弟子求學 siōng 尾 ê目的就是做官，佇過去彼種產業 bô 真發

達 ê時代，通 hō
.人發達 ê路徑並 bô 濟，做官是其中 siōng 有可能 ê一途，做官就

是進入統治 ê階層。 

    受過儒學教育優秀人才，通有真好 ê出路，通佇某一種程度上 hō
.家己生活

得著安頓，in 就是 bô 優秀到出任官職 ê程度，佇當時亦通 ùi 安呢安身立世，並

且得著一份 ē-tàng 生活 ê教職。 

清代佇台灣攏總建置 13 間儒學：  

表 2-1  

表 2-2   清領時期建立 ê儒學 

儒 學 名 稱 創  建  年  代 附        註 

安平縣儒學 康熙    二十三年  (1684) 原來 ê臺灣縣儒學 

                                                      
14李日章，《還原儒家，告別儒家》，康德出版社，2008 年 2 月，頁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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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學 名 稱 創  建  年  代 附        註 

鳳山縣儒學 康熙    二十三年  (1684)  

儒學名稱 創建年代 附註 

臺南縣儒學 康熙    二十四年  (1685) 原來 ê臺灣府儒學 

嘉義縣儒學 康熙    二十六年  (1688) 原來 ê諸羅縣儒學 

彰化縣儒學 雍正  四年      (1726)  

新竹縣儒學 嘉慶    二十二年  (1815) 原來 ê淡水廳儒學 

宜蘭縣儒學 光緒  二年      (1876)  

恆春縣儒學 光緒  三年      (1877)  

淡水縣儒學 光緒  五年      (1879)  

臺北府儒學 光緒  六年      (1880)  

臺灣府儒學 光緒   十五年    (1889)  

苗栗縣儒學 光緒   十五年    (1889)  

雲林縣儒學 光緒   十六年    (1890)  

                      資料來源：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 12-13 

 

(2)書院：清領台灣以後，真濟政教設施 iáu-bē 齊全，官府亦無專心推動學校

教育，儒學無法度振作，官吏學校無法度滿足教育 ê需要，佇這時書院興起，清

代書院 ê創建是 kap 官員為著提升文風以及士子為著科舉準備有密切 ê關係，清

代初期民間 iáu 無能力創辦學校，康熙年間攏是地方高級官員所設，雍正到咸豐

年間，台灣社會 kap 經濟漸漸穩定落來，儒學亦因為地方行政區無法度擴展劃分

所以 bē-tàng 增設，地方官紳為著子弟科舉 ê需要，擴大捐募興建，來彌補儒學 ê

不足。台灣 ê書院 tùi 康熙到光緒攏總六十 gōa 年間，有官辦 ê，親像澎湖文石、

鹿港文開，有官民合辦 ê，親像鳳山鳳儀、南投藍田，亦有民辦 ê，親像西螺振

文、員林興賢等；此時期 ê書院性質只不過是科舉 ê預備場所而已，kap 府、縣

儒學 ê目的完全仝款，唯一無 kāng  ê，一個是官辦，一個是私立 ê，書院 ē-sái

講是清代台灣振興文教上重要 ê教育機構，書院辦學 ê宗旨是「興賢育才」，通

過科舉行 kiâⁿ 上做官 ê路途。現在留落來 ê二十 gōa 間書院，變成考期學子祈求

考試順利、金榜題名 ê場所。 

3.鸞堂 

清末台灣南北成立真濟鸞堂，這種宗教團體是以扶鸞做主要儀式，由童乩請

鸞儀式產生鑾文 á是鸞書，當時鸞堂成員大部分是地方仕紳文人，諸 ê出 tùi 士

紳文人 ê鸞文、鸞書攏真典雅，內容是充滿忠孝禮義 ê儒家教化特質，加上獎善

懲惡 ê因果故事，對當時民間道德教育有真大 ê作用。對識字無濟 ê民眾來講，

儒家經典 siūⁿ 深，對傳統社會有教化百姓責任 ê士紳文人來講，ē-tàng 將儒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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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化、宗教化詮釋，是強化民眾接受道德教育 ê一種方式。鸞堂雖然是一個宗

教結社，總是倡立者多數是地方儒士，in 出身佇傳統漢學教育，信眾日久受影響，

漢學化做日常文化素養，鑾堂通講是宣揚儒教、提倡漢文 ê文化場所。15
 

(三)科舉制度 ê搖籃 

清代學校教育 ê出發點攏是為著應付科舉考試，特別是儒學 kap 書院教育，

完全是科舉考試 ê預備教育。科舉考選必須經過童試、歲試、科考、鄉試、會試、

殿試幾偌關，通過考試就授伊官職，這是一般人想欲脫離貧困安全又 koh 好 ê方

法，所以學校教育就順科舉要求來發展。 

(四)西式新學 ê實施   

清朝政府起初對台灣 ê地位並無重視，一直到清法戰爭爆發了後，1885 年才

決定將台灣改建做行省。劉銘傳是頭一任巡撫兼學政，伊是一位有進步思想 kap

創業精神 ê人物，佇交通、貿易、資源開發、軍防逐方面努力改進，佇教育方面

他除了充實舊教育以外，koh 創設西學堂、中西電報學堂、番學堂。 

1.西學堂：1887 年設立佇台北大稻埕六館街，任命 bat 留學外國 ê張爾成做總

督，聘請丹麥人布茂林、英國人轄治臣教授外國語，兩位留學生做助教，課程有

講授英語、法語、歷史、地理、數學、理化、測繪、漢文等課程；國內學者三、

四人講授漢文課程，每期招收學生 20 人，撤銷前總共有學生 64 名。學生佇學校

一切 ê費用攏是政府支付。 

2.電報學堂：中西電報學堂佇 1888 年設佇大稻埕建昌街，主要招收台北西學

堂 kap 福建船政學堂 ê畢業生，用培養司報生製器手等電信技術人才做目的，攏

總培養 10 名學生，ē-sái 講是台灣「技職教育」ê開始，可惜 bô 到一年就撤銷。 

3.番學堂：1890 年設立佇台北城東門內天后宮，學生年齡佇 10 到 17 歲之間，

教授漢文、數學、官話、台語以及日常禮儀，漢文教科書採用三字經、四書以及

五經中 ê詩、書、易三經，命令學生剃頭辮髮、穿漢式服裝、改換番姓做漢姓；

番學堂 ê設立是欲來實現新撫番政策。 

    西式新學佇劉銘傳 ê領導下面，教育方面本底已經有大轉變，tùi 舊 ê時代進

入新 ê時代；因為認為需要創辦新式教育來符合時代需要 ê人才。可惜當時保守

勢力有真濟 ê批評，中央亦有濟濟刁難，逼 kah 劉銘傳不得不辭官離職。邵友濂

繼任，將西學堂、電報學堂、番學堂攏總廢除。開展台灣近代化先河 ê西式新學

無若久就結束。16
    

                                                      
15李世偉，〈宣化厲俗-清末日治時期台灣鸞堂與民間道德教育〉，《台灣教育 400 年》，經典雜誌， 

 2006 年 5 月，頁 62-65。 
16汪知亭，《台灣教育史》，台灣書店印行，1962 年 12 月，頁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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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式教育  

1858 年天津條約開放台灣府淡水做通商口岸，傳教師亦佇這時進入台灣。 

(一)基督教長老會 ê傳入 

1860年英國長老教會佇廈門傳教ê杜嘉德牧師(Rev.Carstairs Douglas)kap佇汕頭

傳教 ê金輔爾牧師(Rev.H.Libertas Mackenzie)來台灣考察佇台灣宣教 ê可能性；1861

年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傳教委員會」接受杜嘉德牧師 ê建議展開佇台灣傳教 ê工

作，1864 年差派馬雅各醫師來台灣。馬雅各醫師佇同治四年（1865）ùi 安平上陸，

開始佇南部傳教，是英國長老教會傳入台灣 ê開始，佇馬雅各醫師來台灣進前，

英國長老教會已經佇廈門 kap 汕頭兩所在建立傳教中心，後來亦成做台灣傳教觀

摩、訓練 kap 教材支援中心。佇北部 1872 年 3 月初 9 加拿大宣教師馬偕到淡水，

開始傳教 ê工作。 

   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 Maxwell ,M.A,M.D.1836-1921）是蘇格蘭人， Ù i 英國

愛丁堡大學畢業，伊不但完成醫學課程，亦修理則學、倫理學、數學 kap 物理學

隴得著榮譽。亦佇柏林 kap 巴黎醫學院深造，佇病院擔任過住院醫師，伊是台南

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創設者，亦是基督教長老會台灣開創者。 

   馬偕醫生（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出世佇加拿大， 1867 年佇多倫

多大學神學院畢業，1870 年 ùi 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Seminary）畢業，

轉去加拿大，kāng 年底 koh 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研究科深造，1880 年得著皇后學

院榮譽神學博士，伊是台灣北部長老會開創者。 

Ù i 1865 年來台灣宣教到 1895 年為止，北部是以加拿大長老會差派 ê馬偕牧師

為主；佇南部英國長老教會差派傳教師如下: 

 

  表 2-2 

表 2-3  英國長老教會差派駐台灣傳教師(1865-1895) 

姓         名 職 務 駐  台  期  間 

馬雅各(James L.Maxwell) 醫生 1864-1885 

李庥(Hugh Ritchie) 牧師 1867-1879 

德馬太(Mathew Dickson) 牧師 1871-1876 

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牧師 1871-1918 

巴克禮(Thomas Barclay) 牧師 1875-1935 

安彼得(Peter Anderson) 醫生 1879-1910 

李庥夫人(Mrs.Hugh Ritchie)  1880-1884 

涂為霖(William Thow) 牧師 1880-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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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職 務 駐  台  期  間 

馬姑娘 E.Murray)  1880-1884 

買雅各(James Main) 牧師 1882-1884 

佟為霖(W.R.Thompson) 牧師 1883-1887 

余饒理(George Ede) 教師 1883-1896 

萊約翰(John Lang) 醫生 1885-1893 

施大闢(David Smith) 牧師 1876-1882 

文安姑娘(Annie E.Butler)  1876-1924 

朱約安姑娘(Joan Stuart)  1885-1918 

萬真珠姑娘(Margaret 

Barnett) 

 1888-1926 

盧嘉敏(Gavin Russel) 醫生 1888-1892 

宋忠堅(Duncan Ferguson) 牧師 1889-1923 

金醫生(Murray Cairns) 醫生 1892-1895 

梅監霧(Campbell. N. Moody) 牧師 1895-1931 

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醫生 1895-1939 

廉德烈(A.B.Nielson) 牧師 1895-1928 

                      資料來源：張妙娟，《開啟心眼》，頁 62-63。 

 

(二)基督教長老會所設立 ê學校  

長老教會傳教師佇海外 ê事工，信徒教育是重要 ê任務之ㄧ，佇台灣北部南

部兩所在 ê教會，攏是用建立神學院來開始教育事工 ê，因為傳教師認為用在地

ê工作人員來發展傳教事業才是根本 ê方法，要緊著培育師資。 

19 世紀尾期傳教師佇台灣所設 ê學校有： 

1.台南神學校：西元 1865 年，英國長老教會差遣馬雅各醫生來台灣傳道。為

著欲培養本地宣教人才， 1869 年佇台南二老口醫館 ê禮拜堂開辦「傳道者速成

班」。了後佇台南 kap 高雄旗后亦成立「傳教者養成班」；1876 年合併創辦了「台

南大學」（神學校)。第一任校長巴克禮牧師（Rev. Dr. Thomas Barclay)，學生 kan-ta
n

有十 gōa 名、教師三名、教室一間、宿舍一棟，通容納 15 人，是現今台南神學院

ê前身。這是神職教育 ê開始，除了傳授神學課程以外，亦教漢文。1884 年 9 月，

清法戰爭時期，法艦封鎖台灣，「大學」停辦。1885 年 2 月續辦，先後設立中學

kap 女學各一間，就是今仔日台南長榮中學、長榮女子中學。1913 年改名做「台

南神學校」，1929 年增設女子部，1948 年改校名做「台南神學院」。                   

2.理學堂大書院（牛津學堂）：台灣北部 ê神學教育 ùi1872 年馬偕博士來到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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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傳教開始。1881 年馬偕博士第一擺轉去加拿大渡假，當地報紙呼籲為伊佇淡水

起一間校舍，馬偕博士回台，佇淡水砲台開始這間台灣北部 siōng 早 ê神學院籌

建工作，校舍佇 1882 年 6 月完工，為著紀念加拿大溫大里奧省 (Ontario) 牛津郡

(Oxford)人民奉獻建校 ê美意，號名「牛津學堂」(Oxford college)做紀念，是台灣

神學院 ê前身。教授課程 ê範圍真闊，差不多是一間大學 ê規模，所以當時稱做

「理學堂大書院」17 

3.淡水「女學堂」：馬偕博士佇 1884 年創設，是台灣第一間女子學校。馬偕

博士看著台灣社會觀念保守、婦女地位低，致意開辦女學來培養婦女人才，1883

年秋天，佇牛津學堂東 pêng 開始動工興建，1884 年 1 月「淡水女學堂」（Tamsui Girl's 

School）正式開學。學習 ê課程有閱讀、寫字、歌唱、地理、婦女技能、聖經歷

史 kap 聖經教義，有時亦參加牛津學堂 ê講演會及夜間 ê活動。18
 開學典禮由當

時 ê英國領事主持，攏總有 45 名婦女入學，大部分是宜蘭 ê噶瑪蘭平埔族人。雖

然為著鼓勵婦女入學，女學堂免學費、補助族費、膳宿、服裝等，但是台灣民眾

無願意女子拋頭露面、「女子無才就是德」ê保守觀念，來就讀 ê漢人女子真少。

女學堂由馬偕博士擔任校長，馬偕夫人kap幾位傳道師、傳教師娘擔任舍監教師，

傳統禮儀束縛 ê婦女 ē-tàng 受教育、開闊見識、學習智識、智識領域，提升 in ê

社會地位，佇台灣 ê教育史上是一項創見 kap 行動。 

4.長榮中學：1884 年余饒理先生佇寄 hō
.英國海外宣道會 ê報告中講： 

 

「…需要馬上設立中學，同時亦愛兼設教會信徒學校 ê信念日日增加。對我

來講，致意佇教育少年人，比設法 hō.老一輩 ê人脫離根深蒂固 ê迷信卡好。…

關係設立中學，咱需要 chhōe求 ui信徒學校開始有連貫性 ê訓練途徑，hō.學

生將來ē-tàng擔任鄉村 ê教師，一方面亦為想欲進入神學院 ê學生做準備，有

意讀神學院 ê學生，佇中學畢業進前，必頇成做教會 ê一員，安呢才ē-tàng建

立這間中學重要 ê特色。」19 

 

1885 年 9 月 21 日，台灣第一間中學誕生，號名「長老教中學」，學校暫時設

佇當時 ê二老口街府東巷尾，kap 洪公祠隔壁 ê舊樓醫館內。9 月 26 日余校長佇

ǹg 英國母會 ê報告函講：「學校逐日 ê作息包括早暗 ê禮拜，課程有：基督 ê一

生、新舊約史、約翰福音佮使徒行傳(包括漢文 kap 白話字)，研習我對汕頭話翻

                                                      
17賴永祥，〈教會與台灣的現代化〉，《路標：回顧與認同》，第六期，1997 年，頁 57-68。 
18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灣教會公報社，1965 年 6 月，頁

91。 
19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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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ê聖道問答、算術、吟誦中國古文、中國通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學，…學生已

經通分辨無變化 ê吟誦古文 kap 研習生動活潑學科 ê差別。」20
  

中學教育 ê目的一方面是欲實行一般教育，畢業以後通繼續接受逐種專門 ê

教育，另外一方面是為著欲訓練 koh 卡好 ê小學老師，來提高佇地方教會所設小

學 ê水準。21
  

 

表 3  

表 2-4  清領時期長榮中學 ê校長 

任  別 姓        名 籍  貫 西  元 

第一任 余饒理 George, Ede  英格蘭 1885.9-1896.7 

代理 宋中堅 Rev.Duncan, Ferguson  蘇格蘭 1896.9-1896.12 

代理 巴克禮 Rev Thomas Barclay 蘇格蘭 1897.1-1897.12 

代理 甘為霖 Rev. William Campbell 蘇格蘭 1898.1-1898.12 

代理 宋中堅 Rev.Duncan, Ferguson 蘇格蘭 1899.1-1899.12 

代理 甘為霖 Rev. William Campbell 蘇格蘭 1900.1-1900.12 

                     資料來源：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頁 743。 

 

清領時期中學 ê教師 

表 4  

表 2-5  清領時期長榮中學 ê教師 

姓  名 服 務 期 間 授 課 科 目 

余饒理   1885.9-1890.12  各科22
 

吳  葛   1885.9-1886.12  漢文 

葉紅溪   1886 上半年  助教、漢文 

潘阿新   1887.1-1887.12  漢文 

陳菲力   1887.1-1889.6  聖經質疑 

王希賢   1888.1-1888.3  ? 

吳  葛   1888.3-1888.4  漢文 

劉茂坤   1888.4-1890.6  ? 

涂為霖   1888.4-1888.5  ? 

吳  葛   1888.9-1898  漢文 

陳有成   1888.9-1890.6  ? 

余饒理   1894.1-1896.7  各科 

                                                      
20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頁 13。 
21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 年 6 月，頁

66。 
22包括基督 ê 一生、新舊約史、約翰福音 kap 使徒行傳、聖道問答、算術、地理、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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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 務 期 間 授 課 科 目 

潘明珠   1894.1-1898.4  算術 

高  鐵   1894.1895  ? 

            資料來源：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頁 744。 

5.長榮女中：朱約安教師和文安教師 tī 1887 年 2 月創立，當時校名是「長老

教女學校」。長榮女中是台灣南部女性早期受教育 ê重要啟蒙所在，當時入學條

件是著放棄縛腳，彼時有 19 名學生入學，「紅樓女學」誕生，這就是長榮女中 ê

前身。紅樓是校內有名 ê日治時代建築，亦是長榮女中精神代表。1867 年英國長

老教會李庥牧師佇府城積極籌畫建校，成做女子教育 ê先鋒，李庥牧師佇 1879 年

破病離開世間，由李牧師娘伊萊沙．庫克（Eliza C. Cooke,1828～1902 年）繼續伊 ê

遺志。 

6.小學：教會除了主日學以外，亦設平常上課 ê小學，課程包括一般課程 kap

《聖經》，尤其重視白話字教育，是為著欲承接中學教育。 

7.訓瞽堂：甘為霖博士宣教期間看著不少盲人生活困苦 ê情景，致意欲照顧

盲人，改善 in ê生活。1887 年伊利用轉去英國 ê時，籌募盲人教育經費，得著格

拉斯哥自由教會學生傳道會以及英國聖經公會 ê捐助，1889 年返台了後，佇兩位

台灣人教員 ê協助下面印製盲人使用 ê教材，1891 創設台灣第一間盲人學校，起

初是租洪公祠(台南文昌廟)做設校 ê所在，開始盲人教育，就是今仔日「國立臺

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ê前身。上課內容包括聖經、點字、算術、手工藝等。 

(三)教育人員 

1.馬雅各醫生(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駐台期間 1864-1871；1883-1885)  

(1)翻譯新約聖經．推行白話字運動：馬雅各醫生發現 17 世紀中荷蘭人佇台灣

所留落「番仔契」，佇 Siraya 平埔族 ē-tàng 流傳大約 150 年久，這是推 sak 羅馬字

運動 kài 好 ê標本，伊潛心研究，決定採用這 ê方法來進行信仰 ê培育。為著台

灣宣教 ê需要，開始翻譯羅馬字拼音台灣話聖經，kāng 時亦極力推行羅馬字拼

音白話字運動。羅馬字台灣話新約聖經 ê翻譯是伊傑出 ê表現之一。23
  

(2)監印新約、舊約聖經：馬雅各醫師監印頭一部 kui 本廈門腔新約，也監印

頭一部 kui 本廈門腔舊約，攏是用羅馬拼音白話字翻譯 ê。1873 年，咱 ê救主耶穌

基督 ê新約佇格拉斯哥（Glasgow）印製完成。1884 年，舊約 ê聖經亦佇馬雅各監

督下，由英國聖經公會出版。24
 

(3)引進西式現代醫療：馬雅各佇西元 1865年以醫療宣教師ê身分被派來台灣，

                                                      
23黃茂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九十年史(1865—1855)》，1988 年，頁 320。 
24《台灣教會公報》1899 期，1988 年 7 月 2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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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府城西門外看西街租一間厝，頭前做禮拜堂，後壁做醫館，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這是西式醫療頭一擺引進台灣 ê紀錄。1868 年佇二老口街開設醫館 kap 禮拜堂(今

仔日新樓醫院 ê前身)。ùi 新樓醫院所展示 ê史料 kap 文物來看，當時 ê治療重點，

主要佇戒除鴉片、防治性病、痲瘋病，為病人挽嘴齒等項目。馬雅各帶來 ê西方

醫學概念技術，帶來台灣現代醫療技術 ê基礎。 

(4)培育傳教人才：1869 年起佇台南、旗後兩所在開辦「傳道者速成班」、「傳 

道者養成班」，chit ê神學訓練組織演變做後來 ê台南神學院。 

(5)開辦助產士講習：佇彼個醫學無發達 ê年代，對婦女非常危險 ê威脅就是

生產，民間一般產婆 ê接生，完全靠自己 ê經驗，無科學化 ê智識 kap 訓練，婦

女因為難產死亡 ê比例真高，新樓醫院開辦第一擺 ê助產士講習。 

2.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 1849-1935，駐台期間 1875-1935) 

(1)創立府城大學：巴克禮牧師是英國蘇格蘭人，佇 1875 年 6 月來台灣。巴克

禮 ǹg 高雄 ê李庥（Hugh Ritchie）牧師學習傳教。1880 年創立府城大學（現在台

南神學院前身），攏總收 15 名學生。 

  (2)佇台灣推展白話字 siōng 有功勞 ê傳教師：巴克禮創立台南聚珍堂（台灣

第一間新式印刷機構，俗稱新樓書坊），並且 ùi 英國募 tio̍h 台灣第一台新式印刷

機運來台灣，伊策劃 ê台灣長老教會機關刊物《台灣府城教會報》tī 1885 年 7 月

12 日創刊，這是台灣民間 siōng 早 ê報紙。 

    (3)重新翻譯新、舊約聖經，編印「廈英大辭典增補」。 

(4)重要事蹟：1895 年日軍攻打台灣，10 月 21 日日軍進駐台南,原先鎮守南部   

ê黑旗軍統帥劉永福逃走,台南士紳懇請教會牧師巴克禮向日本將軍乃木希典交

涉，引導日軍和平入城，保全府城人民 ê生命財產安全。  

3.馬偕醫生（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駐台期間 1872－1901） 

(1)設立滬尾偕醫館：馬偕博士來台灣以後，開始從事醫療工作，馬偕總共為

台灣人挽超過兩萬一千齒嘴齒。伊所設立 ê「滬尾偕醫館」，是台灣北部第一間

西式 ê病院，前後已經一百二十幾年。 

(2)創設牛津學堂：1882 年馬偕博士佇淡水創立牛津學堂（Oxford College，漢

名是「理學堂大書院」），主要是為著培養本地傳教人才來設立，學校組織佇經過

真濟擺變遷了後，遷徙到陽明山頂，改名做台灣神學院(台灣神學院 ê創校 ē-sái

追溯到馬偕博士佇 1872 年佇淡水創立 ê逍遙學院）。1884 年 koh 佇牛津學堂東 pêng

建立第一個提供女子讀書 ê女學堂，hō女子 tī教育上所受著無平等 ê束縛得著 tháu

放。女學堂頭一屆學生攏總卅四名，可惜當時民智未開，學生攏是噶瑪蘭平埔族

女子。chit 間女學堂是馬偕創設全台女子教育 ê首學，是北台灣現代文明傳入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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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點。今仔日 ê真理大學就是設立佇牛津學堂原來 ê所在、淡江中學是馬偕博

士 ê長子偕叡廉所創設，亦是第一任校長，這兩間學校攏 kap 馬偕興學有深深 ê

關係.。 

(3)公共衛生 ê提倡：馬偕博士 ùi 一八七二年到淡水了後，六月初一就佇伊 ê

住所開始醫療看診，當時臺灣猖行 malalia，真濟人得著此種病來死。馬偕博士研

究 malalia 猖獗行 ê原因，發現一般民眾住宅 ê周圍雜草滿滿是，水溝仔 bē 通，

蚊蟲 kāu，環境衛生真差。馬偕博士 tāi 先提倡公共衛生，鼓勵民眾除草，通水溝

仔，減少傳染性蚊蟲 ê生湠。 

(4)著作：馬偕除了佇宣教、醫療和教育上 ê貢獻以外，亦致意佇台灣自然 kap

人文科學 ê研究，著作有〈中西字典〉、〈台灣遙寄〉留傳落來。《台灣遙寄》（From 

Far  Formosa），詳細記載伊佇台灣所看見 ê以及發表他對台灣歷史、人類學、地

質、動植物、生活文化 ê研究報告。 

4.甘為霖博士（Rev. William Campbell，1841－1921，駐台期間 1871-1918) 

    (1)開設「全台第一間盲人學校」：台灣 ê盲人教育是 ùi 甘為霖牧師努力奔波

開始 ê。甘牧師看著台灣差不多一萬七千個盲人攏是用討食 kap 算命來生活，對

in 悲慘 ê生活，他生出憐憫 ê心，決定 beh 幫助 in 改善生活。 

甘牧師是佇 1871 年來台灣 ê，1887 年他趁轉去英國度假 ê時，為著台灣盲人

教育 ê 事工 ǹg 英國教會來募款，kāng 時亦印盲人使用 phòng 版書。1889 年返台，

就開始建設學校 ê計畫，1891 年佇府城租用洪公祠，租用期 5 年，號名「訓瞽堂」，

這是全台灣第一間盲人學校。真濟盲人對這間學校 ê特殊教育學習基本知識以及

謀生技能，生活得著真大 ê改變，甘牧師 thang 稱做是「台灣盲人教育之父」。 

  (2)編著《廈門音新字典》：真濟人 m̄識漢字，伊編廈門音 ê字典，hō
.人對這

字典來識字，會 hiáu 看漢文25
 。甘牧師收集真濟漢字，將伊收集 ê漢字用白話字

拼音，佇 1913 年 7 月出版《廈門音新字典》，koh 稱做「甘字典」。這本字典是用

美國歸正教會傳教師打馬字（Rev John Nest Talmage）《廈門音 ê字典》做基本參

考，另外參考《康熙字典》《中西字典》《十五音》等部字典，字數有一萬五千字，

透過白話字 thang 輕鬆來學習、查考漢字，這本字典是得著林錦生先生及陳大羅

先生協助編成 ê。 

(3)研究台灣史：甘牧師用心研究台灣史料，伊真有語言天份，伊將荷蘭歷史

文獻中 kap 台灣史 有關 ê資料，翻譯做英文。甘為霖牧師整理翻譯出版 ê有關

荷蘭改革宗教會的作品總共有四本26：「新港語馬太福音書」（The Gospel of St. 

                                                      
25《台灣教會公報》，1899 期，1921 年 12 月，頁 2-3。 
26

 林昌華撰，《台灣風物》54 卷 1 期，2004 年 3 月，頁 16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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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w in Formosa），甘為霖重新刻 ê荷文 kap 西拉雅文對照 ê馬太福音書，由倪

但理牧師（ Daniel Gravius1616 年出世佇荷蘭 ê多特烈支特（Dordrecht），1647 年到

1651 年來台灣），佇 1661 年翻譯，1888 年出版；「台灣宣教之成功，第一卷」1889

年出版；「虎尾語的基督徒指導要項」1896 年出版；「荷蘭統治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1903 年出版。 

佇 1916 年 4 月伊受著台灣民政長官 ê邀請，向 200 位官員士紳做台灣史專題

演講。27
 

    (4)翻譯作品：聖諭廣訓(sèng-jū kóng-hùn)：1908 年出版28
 

5.余饒理先生（Mr.George Ede, 1855-1905） 

    (1)長榮中學第一任校長： 1883 年 3 月 12 日，英國長老教會台灣南部教士會

議決創設中學，kāng 年 12 月 13 日聘伊做第一任校長，負責籌備工作，為長榮中

學建立堅定 ê基礎。29
 1885 年 9 月 21 日學校正式成立，校名號做「台南長老教中

學」。 

    (2)白話字著作： ①萬國記錄（Bān-kok kì-lio̍k）：原本是漢文，佇漢口出版，

余校長翻譯做白話字，1887 年刊，有附「地球全圖」kap「大清國全圖」。圖是余

饒理畫 ê，由當時中學學生潘阿炎所刻，內容是論天下萬國 ê形勢。30②中國歷

代譜略：1890 年完成中國歷代年數表。余饒理講：我編了中國歷代年譜來幫助大

家對本國歷史有大概 ê了解；佇年表頂面我記載廿六朝代 ê年數，攏照西曆計算。

31③東台灣遊記(A Tour through Eastern Formosa)bat 刊佇〈長老教會通訊〉(The  

Presbyterian Formosa)頂面，ùi1890 年 10 月號起連載幾 nā 期。④三字經白話註解：

1895 年初余校長編譯出版，成做中學入學考試 ê用書。⑤「聖道問答」：供應學

生 kap 傳道人使用。32
 

chiah-ê宣教師用開拓者 ê精神深入台灣社會，不但傳 in ê 信仰亦用 in ê 行做

來傳西方基督教修養 kap 文化。In 佇教育、醫療等方面 ê貢獻，hō
.台灣進入現代

化，in 帶入來 ê 風俗習慣、制度、文化、思想、作風…..等，也深深影響台灣 ê

社會。 
33

 

                                                      
27〈長老教會的四個傳教士---馬雅各、甘為霖、巴克禮、蘭大衛〉，《再現台灣 NO.91》，莎士比 

  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5 月，頁 23。 
28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委員會，〈附錄：基督教台灣宣教史文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出版，1965 年 6 月，頁 22。 
29張厚基，《1885-1895 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 3 日，頁 

  26。 
30《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29 張，光緒 12 年 10 月，頁 86。 
31《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66 張，光緒 16 年 10 月。頁 82-83。 
32《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17 張，光緒 12 年 11 月，頁 121。 
33

 賴永祥，《台灣史研究—初級》，三民書局，1970 年 10 月，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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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傳統教育 kap 西式教育 ê比較 

西元 1858 年，清帝國 kap 英國簽定「天津條約」了後，西方傳教師進入台灣，

英國長老教會佇南部傳教， 加拿大長老教會開始北部傳教 ê工作。in 佇台灣透

過教育、醫療工作來拓展宣教事工。佇教育方面，in 興辦超越傳統教育 ê女子學

校、盲人學校，重視人人攏有有受教育 ê權力；教育課程、目的亦 kap 傳統教育

有真大 ê差別。本章欲 ùi 傳統教育 kap 西式教育佇教育 ê對象、內容、目的來作

探討。 

 第一節 實用導向 kap 智識充實 

一、教育 ê課程 

(一) 傳統教育 ê教育課程 

傳統教育是儒家思想 ê教育，以道統 ê教化做教育 ê內容。 

 

一般私塾課程先教學童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昔時賢

文》、《朱子治家格言》、《帅學叢林》、《聲律啟蒙》、《千家詩》、《唐詩

三百首》《聖諭廣訓》等，然後傳授《四書》、《五經》，初學者是用背書、誦

讀 kap寫字做主體，亦學習做對，進階者才學習做時文 kap詩。1 

 

1.三字經：文章格式三字一句，是兒童啟蒙經典，字句內容涵蓋處世道理、

歷史知識、人格教育、品德培養、生活倫理.....等等。 

2.百家姓：是關係中文名氏 ê冊，佇北宋初期完成。原收集姓氏 411 個，後來

增補到 504 個，其中單姓 444 個，複姓 60 個。 

3.千字文：是用來教授兒童基本漢字 ê一首長韻文，用一千 ê無重複 ê漢字

組成 ê文章。傳講是南朝（502 年─549 年）ê梁武帝為著伊 ê公主練習書法，委

託周興嗣（470 年─521 年）創作 ê。 

4.千家詩：是南宋謝枋得 kap 明代王相所編 ê，《千家詩》所收集 ê多數是唐

宋詩人有名 ê詩作。 

5.朱子治家格言：明末清初理學家朱用純 ê家訓格言，總共有 506 字，敎人

立身處世，勸人勤儉持家，安份守己，注重倫常 ê冊。 

                                                      
1
 鄭吳富，〈普及文化，功利導向〉，《台灣教育 400 年》，經典雜誌編著，2006 年 5 月，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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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幼學叢林：一般認為 siōng 起頭 ê編著者是明末 ê西昌人程登吉，亦叫做《成

語考》，是用駢體文寫 ê，kui 本書全部用對偶句寫，內容包括天文地理、人情世

故、婚姻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製作技藝、鳥獸花木、神話傳說等等，親

像一本百科辭典。 

7.聲律啟蒙：康熙年間進士車萬育所著。按韻分編，包羅天文、地理、花木、

鳥隻、走獸、人物、器物等 ê虛實應對。包含單字對、雙字對、三字對、五字對、

七字對、十一字對等。 

8.昔時賢文：koh 叫做《增廣賢文》、《古今賢文》是一部古訓集、民間諺

語集。內容匯集了做人處事 ê逐類諺語，有哲理性。有人講「讀了增廣會說話，

讀了幼學走天下」。作者不明，真可能是集合民間智慧 ê創作。 

9.唐詩三百首：是一部流傳真闊 ê唐詩選集，編著者是孫洙。 

10.四書：《論語》、《孟子》、《大學》kap《中庸》。《論語》是記載孔

子學生言行 ê一 phō 冊。《孟子》是記載孟子 kap 伊學生言行 ê冊，《大學》kap

《中庸》原本攏是《禮記》中 ê一篇。 

11.五經：是《詩經》、《尚書》、《禮記》、《周易》kap《春秋》等五本

儒家經典 ê合稱，《詩經》佇先秦稱做《詩》，或是《詩三百》，是中國第一本

詩歌總集。《尚書》是記言記事 ê簡冊泛稱，主要記載帝王言論 kap 活動。《禮

記》總共 49 篇，是先秦到秦漢時期 ê禮學文獻選編。《周易》也稱《易》、《易

經》，是古代占卜 ê書。《春秋》本是記事史書 ê通稱，但是流傳落來 ê只有魯

國的《春秋》。 

12.聖諭廣訓：教導世人守法 kap 應該有 ê德行、道理。是康熙年代頒布 ê。

總共十六條：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

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

明禮讓以厚民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誡匿逃

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 

(二)、西式教育 ê課程 

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師將西式教育帶入台灣，無論佇教育課程抑是教育方式頂

面帶來真大 ê 改變。傳教師佇南部地區設立神學校以外，mā 創辦中學，教學內

容包括基督教教義 iáu 有算術、漢文、中國史地 kap 自然科學。佇北部設立理學

堂大書院，課程除了神學 kap 理解聖經以外，koh 有歷史、地理、生物、物理、

化學、音樂、體育等，傳教師將聖書、漢字課本、數學、醫學…等知識翻譯作白

話字 hō
.
 學生來學習，除了設立學校進行教育以外，koh 透過報紙 ê 發行刊印來

教育一般民眾。 

彼時用 ê白話字教科書包括醫學、地理、算數、三字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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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體理：是台灣醫療傳教師人人攏有一本 ê 重要著作，作者不明。讀者對

象是醫師 kap 教導普通人作身體保健。kui 本冊總共 101 頁，分做 14 章，240 題測

驗題。內容對基礎 ê骨、肢、皮、毛、指甲、牙齒、氣管、肺、血、心、體溫、

食物、消化、腦部等器官 kap 功能，詳細解說並且提供複習題庫。這本書提供 lán

真寶貴 ê清領台灣時期 ê醫療用語。1896 年佇廈門 Kó
.
-lōng-sū Chūi-keng-tông (譯音:

鼓浪嶼萃經堂)印刷。 

2.筆算 ê初學：倪為林佇 1897 年出版 ê數學教科書。 

3.萬國記錄：原本是漢文，余饒理校長將伊翻譯做白話字，光緒十三年(西元

1887 年)農曆 10 月出版。內容是天下萬國 ê形勢，逐國 ê位置，面積 gōa 大，人口

gōa 濟，有什麼土產，河川分布，省分，城鎮，攏有詳細 ê記載。內面附兩張地

圖，一張是地球全圖，另外一張是大清國全圖，兩張地圖攏是余校長親身畫 ê，

並且由中學一個學生潘阿焰雕版。 

4.聖道問答：余饒理校長翻譯做白話字，供應學生 kap 傳道先生使用。2
 

5.三字經白話註解：1895 年初余饒理校長編譯 ê，三字經是中國人習慣用 ê漢

字啟蒙課本，佇教會推廣下面，讀白話字 ê人日日增加，但是對漢字猶原是文盲，

所以余校長編譯《三字經白話註解》。Tī 1897 年成做中學入學必定著考 ê用書這

個規定一直沿用到費仁純校長時代才結束。3
 

除了白話字 ê學習，學校 ê課程 mā 包括學習孔子字：佇中學學生細膩學習

孔子字(漢字)，In m̄-nā 讀字音，mā 研究解釋字義。傳教師講：阮 ê意見若俗語所

講「三年讀書，不如聽講。」，就是講「讀書三年，遠不如聽一擺解釋。」但是

一般社會上 ê學校，罕 ē 注重這點。4
 

二、教育 ê目的 

(一)傳統教育 ê實用導向 

台灣早期 ê儒學教育，是用科舉制度來領導教育方向，目的就是求取功名。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

「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Chiah-ê詩句攏是科舉制度下面真實 ê描寫。過去 ê科舉制度 hō 農村優秀子弟有

出頭天 ê機會。科舉考試若金榜題名，就比喻做「魚躍龍門」。民間有才智 ê人

士期待透過科舉來求取功名，耕讀世家 ê知識份子，也會 tàng 一代一代傳落去。

當時，只有 hiah-ê 有才調 ê家庭 thang 供應子弟讀書。彼時學校少，若想 beh 求

                                                      
2《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17 張，光緒 12 年 11 月，頁 121。 

 
3張厚基主編，《1885-1895 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頁 

 23。 
4
 kāng 註 3，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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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往往 tio̍h 離鄉背井，離開農村去外地，對當時農村家庭來講，m̄-nā 喪失了勞

動力 iáu-tio̍h 付學費，佇經濟已經衰敗 ê情形下，一般家庭根本無法度維持，教

育就成做有錢人 ê專利，sòng-hiong ê人沒求學 ê能力，所以農村往往成做閣 sàn、

koh 無智識 ê所在，有才調家庭 ê子弟欲出頭天，siōng 好 ê方法就是接受教育參

加科舉考試。 

1.科舉制度  

(1) 科舉制度 ê源流：佇歷史冊內面記載關係官吏 ê選拔、任用、考核等記載，

攏是使用「選舉」二字，ùi 唐朝到清朝設科取士稱做「科舉」， 隋朝大業二年( 606 )

初置進士科，是科舉制度 ê開始5，科舉制度定制 tī 唐朝，經過宋、元、明朝愈

來愈充實，到清朝 ē-sái 講已經完備，路尾因為時代 ê變遷，佇 1905 年廢除，總

共經過一千三百年，影響政治、文化、教育、社會風氣等層面極深。這個制度是

隋唐一直到晚清選拔官吏 ê一種考試制度，包括文科 kap 武科。 

(2)科舉制度 ê實施：科舉制度考試分做三級：童試、鄉試、會試。①童試：

每三年舉辦兩擺，逐遍考試攏著經過縣試、府試 kap 院試三 ê階段，考生無論年

紀偌大攏稱做「童生」，錄取 ê照成績高低分別進入官方 ê府、縣、廳儒學就讀，

初進學者統稱生員(俗稱秀才或是茂才)；縣試卡濟佇二月由縣官主持，考試內容

是四書文、試帖書、五經、詩、賦、策、論、性理論、聖諭廣訓等。詩文寫法攏

有一定 ê格式，試文 siōng 少 ài 有三百字；府試卡濟佇四月，考官是直轄本縣知

府或是直隸州知州、直隸廳同知，府考了後，府州廳署造名冊，送本府、州學署

並且申送學政，舉行院考；院試由「學政」主持，是由皇帝欽派科甲出身 ê翰林

充任，考試內容 kap 府縣考差不多 kāng 款。②鄉試：地方行政區域 siōng 高 ê考

試，清代鄉試是佇順治二年( 1645 )開始，三年考一擺。通過鄉試 ê是舉人。考試

內容 siōng 重視考經，閣來是策論。③會試：集合全國舉人佇京城所在地考試，

所以叫會試，通過考試是貢士。通過考試 ê天子親策叫做廷試(殿試)，分一、二、

三甲做名次 ê順序；一甲三人是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有幾仔 ê

賜進士出身，三甲 iā 有幾 ā 個賜同進士出身。 

                                                      
5
 劉兆璸，《清代科舉》，大明印刷局，1975 年 3 月，序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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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 3-1 清代科舉考試系統表 

     三                        一                   二 

     甲                        甲                   甲 

     賜                        賜                   賜 

     同                        進                   進 

     進                        士                   士 

     士                        及                   出 

     出                        第                   身 

     身                      

                         探    狀    榜 

                         花    元    眼 

 

                           殿     試  

                          

                               貢 

                               士 

                           會     試  

            

                               舉 

                               人 

                           鄉     試  

 

 

            歲 拔 恩 優 副  

            貢 貢 貢 貢 貢                    增 廩 監 

                                              生 生 生 

                                   生 

                                   員 

                                 童   試  

 

                                   童                           

                                   生 

                   資料來源：劉兆璸，《清代科舉》，大明印刷局，1975 年 3 月，頁 11。 

   

清領時期佇台灣設立真濟學校機關，譬如：儒學、私塾、書院、社學、義學

等。儒學是清代地方上管理教育行政 ê機構；私塾是私人經營，親像今仔日 ê私

人家教；書院是類似今仔日 ê補習班，針對科舉考試來設立，教學內容用八股文

做主體；社學是以番人為對象 ê，稱做「土番社學」，教學用「四書」、「五經」

做主體。義學無學校 ê實際，大部分學生用參加考試，求取功名做目的，這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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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是用八股文做主流 ê科舉時代。 

一直到鴉片戰爭失敗，中國漸漸行向革命 ê道路，1905 年科舉制度廢除了後，

過去求取功名 ê管道就完全斷絕。   

(4)科舉制度 ê缺失：科舉考試空洞文字答案無標準，全憑衡文者個人意志品

koân 低，其中自然有幸 kap 不幸。尤其鄉試考卷濟，評閱期短，考官少，往往損

失真正 ê人才，這是制度中 ê一大缺點。為避免 bô 被錄取 ê「怨天尤人」，不得

不提倡迷信 kap 安身立命之說，圖謀社會安寧；舉用八股文取士，考經宗法宋儒

理學，立義若無遵注疏，就當做異端，是藉崇聖之名，行遵君之實；世界各國選

拔人才 ê考試，攏 kap 民生有關；清代考試內容 kap 國家所需要差真遠；清代各

省州縣官，攏是科舉出身，起初對法律財務無熟，當官了後，證物大部分依賴刑

名錢穀幕僚處理，因為主官對律例研究真少，koh 因為官民言語 ê隔閡，由「師

爺」佐理，形成系統，互通聲氣，往往從中操縱，無 thang 公平。6
 

(5)清代科舉制度 ê廢除：遠因是道光二十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所受外患慘痛

ê教訓，另外 ê原因是同、光年間模仿西法運動 ê失敗；近因是光緒二十年甲午戰

爭 ê刺激，小小 ê日本 tùi 明治維新以後稱霸東方。7佇中國 siōng 早反對科舉人是

顧亭林，伊講「八股之害，等於焚書，敗壞人才，超過咸陽之郊所坑者」。伊反

對 ê理由是科舉制度 bē-tàng 取著真人才：因為參加考試 ê人大多數為著富貴，真

正有學識 ê人無一定出對科舉；科舉阻礙真正知識 ê研究：科舉既然是用八股文

做錄取 ê標準，一般讀書人攏 kan-nā 專心佇八股文 ê 研究，無心佇其他 ê學習。 

(6)八股文 ：八股文是科舉一定 ài 考 ê文體，因為用四書語出題，所以叫做「四

書文」；因為依經立義，koh 稱做「制義」，koh 因為是應試時 ê文，mā 稱做「時

文」，是明太祖朱元璋 kap 劉基所訂。文章開始 ê兩句或是三四句，稱做「破題」，

下面承其意做四五句，稱做「承題」，破承題後是「起講」，起講後排比對偶是超

二比、中二比、後二大比、末小二比，所以叫做「八股」。八股文 ê三個特點是

用四書五經做命題範圍、文有一定著遵守 ê格式、代古人語氣。這三個特點亦是

八股文 ê三個缺點，因為先定命題範圍，容易有事先擬題抄襲 ê弊端、文有一定

格式，hō
.文章呆板、代古人語氣是強記經書註解。八股文取士五百 gōa 年，到尾

佇光緒二十八年(1902 )廢止。 

(二)西式教育 ê智識充實 

西式教育 ê目的除了教導真理，亦透過學校多方面 ê課程安排，來 hō
.學生得

著造就，iáu-kú 通過《台灣府城教會報》ê創辦，普遍來教育民眾，實施社會教

育。 

                                                      
6
 劉兆璸，《清代科舉》，大明印刷局，1975 年 3 月，頁 117-120。 

7
 黃光亮，《清代科舉制度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6 年 10 月，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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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府城教會報》沿革：《台灣府城教會報》(Tâi-oân-hú-siâⁿ Kàu-hōe-pò)

是 1885 年 7 月 12 日巴克禮牧師創辦佇台灣發行 ê一份報紙，亦是佇台灣 siōng 早

發行、歷史 siōng 久 ê報紙，這份報紙 ê名稱有經過幾偌擺 ê變遷： 

(1)台灣府城教會報（Tâi-oân-hú-siâⁿ Kàu-hōe-pò，1885 年 7 月-1891 年 12 月） 

(2)台南府教會報（Tâi-lâm-hú Kàu-hoē-pò，1892 年 1 月-1892 年 12 月） 

(3)台南府城教會報（Tâi-lâm-hú-siâⁿ Kàu-hoē-pò，1893 年 1 月-1905 年 12 月） 

(4)台南教會報（Tâi-lâm Kàu-hoē-pò，1906 年 1 月-1913 年 6 月） 

(5)台灣教會報（Tâi-oân Kàu-hoē-pò，1913 年 7 月-1932 年 4 月） 

(6)台灣教會公報（Tâi-oân Kàu-hoē Kong-pò，1932 年 5 月-到現今） 

2.《台灣府城教會報》ê內容：創辦這份報紙除了傳達消息、宗教信仰教導 ê

功能以外，主要 ê目的就是欲用伊做教育民眾 ê工具，透過報紙 hō
.民眾通吸收

逐種 ê知識，透過常識、動物知識、品德教育、譬喻、風俗文化、故事、詩、

小說等豐富 ê內容來進行教育。 

下面是清領時期《台灣府城教會報》分類相關文章 ê舉例： 

(1)生活常識 

表 5  

表 3-2  羅馬國 siàu-ba̍k ê bé-chí（號碼） 

羅馬數字 數值 羅馬數字 數值 羅馬數字 數值 羅馬數字 數值 

Ⅰ 1 Ⅹ 10 ⅩⅨ 19 ⅩC 90 

Ⅱ 2 ⅩⅠ 11 ⅩⅩ 20 C 100 

Ⅲ 3 ⅩⅡ 12 ⅩⅩⅠ 21 CC 200 

Ⅳ 4 ⅩⅢ 13 ⅩⅩⅩ 30 CCC 300 

Ⅴ 5 ⅩⅣ 14 ⅩL 40 CCCC 400 

Ⅵ 6 ⅩⅤ 15 L 50 D 500 

Ⅶ 7 ⅩⅥ 16 ⅩL 60 DC 600 

Ⅷ 8 ⅩⅦ 17 LⅩⅩ 70 DCC 700 

Ⅸ 9 ⅩⅧ 18 LⅩⅩⅩ 80 M 1000 

資料來源：《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2 年 2 月，第 8 張，頁 53-55。    

 

羅馬數字總共有 7 個：I（1）、V（5）、X（10）、L（50）、C（100）、D（500）

kapM（1000）。羅馬數字中無「0」。一般來講羅馬數字只用來記數，無做演算。

佇公共紀念建築物、時鐘、á是編號等通看 kìⁿ。 

     

   ②對時鐘 ê方法：宣教師因為有教會、會友買時鐘，但是時鐘有時 bô siá
n 準，

人卻 m̄知欲安怎調，所以列出下面這張表做府城這個所在調整時間 ê憑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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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表 3-3 對時鐘 ê方法 

節氣名稱 日出時間 日落時間 節氣名稱 日出時間 日落時間 

立春 6,,43 5,,46 立秋 5,,37 6,,33 

雨水 6,,34 5,,54 處暑 5,,43 6,,22 

節氣名稱 日出時間 日落時間 節氣名稱 日出時間 日落時間 

驚蟄 6,,20 6,,02 白露 5,,49 6,,07 

春分 6,,07 6,,07 秋分 5,,53 5,,53 

清明 5,,53 6,,13 寒露 5,,59 5,,37 

穀雨 5,,39 6,,19 霜降 6,,05 5,,23 

立夏 5,,28 6,,26 立冬 6,,13 5,,15 

小滿 5,,20 6,,33 小雪 6,,23 5,,10 

芒種 5,,18 6,,39 大雪 6,,32 5,,11 

夏至 5,,20 6,,43 冬至 6,,41 5,,18 

小暑 5,,24 6,,45 小寒 6,,46 5,,26 

大暑 5,,30 6,,42 大寒 6,,48 5,,35 

   資料來源《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4 年 9 月，第 40 張，頁 71。 

 

③中國歷代 ê譜錄：傳教師用西曆來記載中國 26 朝代，說明西曆是安怎來，

以及清朝人 ê歷史背景。教會報頂面記載： 

 

卡濟人認為只有漢人 bat 管中國，並不是安呢，北方界線外 ê人，幾 nā 擺

bat 入中國來占土地。清朝 ê人已經有坐位 246 年，in 是 tùi 滿州 ê所在來，也是

金 ê後裔。In 勉強漢人剃頭 kap 穿 in ê 衫。 

 

表 7  

表 3-4  中國歷代 ê譜錄 

年代（草字是耶穌前  

     正字是耶穌後） 

朝          代 年代（草字是耶穌前    

     正字是耶穌後） 

朝   代 

2205-1766 夏 557-589 陳 

1766-1122 商 589-618 隋 

1122-255 周 618-907 唐 

255-246 秦 907-923 後梁 

246-206 後秦 923-936 後唐 

206-25 漢（西漢；前漢） 936-947 後晉 

25-221 東漢 947-951 後漢 

221-265 三國 951-960 後周 

265-322 西晉 960-1127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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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草字是耶穌前    

     正字是耶穌後） 

朝          代 年代（草字是耶穌前    

     正字是耶穌後） 

朝   代 

322-420 東晉 1127-1280 南宋 

420-479 宋 1280-1386 元 

    

479-502 齊 1386-1644 明 

502-557 梁 1644-至今 清 

      資料來源：《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6 年 10 月，第 66 張，頁 82-83。 

 

(2)有關動物 ê智識：駱駝 

 

上帝創造萬物攏有伊適當 ê用途，表明上帝智慧、權能無限量。親像人

佇沙漠 oh 行，上帝創造了駱駝來幫助人，佇亞洲、非洲攏有駱駝，駱駝有

幾偌種，in 攏有嶺佇 kha 瘠頂，若欲載貨就跪落，伊 ê四隻腳骨有韌韌 ê jio̍k

仔，使伊跪落 ê時，bōe 受傷害。馬無法度過沙漠，因為伊 ê腳 ē 陷落去沙

nih，駱駝 ê腳分兩邊，佇腳掌有闊 ê韌肉墊，hō
.伊 ē-tàng 佇沙頂面行。駱駝

ê鼻仔亦 ē-sái 關起來，風 thàu ê時沙仔就 bōe 走入去鼻仔裡面。駱駝 kap 牛、

羊 kāng 款有四個胃，對中央分開一邊兩個，中國人叫第一個胃是 tōa-tō
.，第

二個叫做 Phang-siū-tō
.，第三個叫做 Chhek-á- tō

.抑是.
Hō

.
-sòa

n
 –tō

.，第四個叫做

Hô
.
-lô

.
-tō

.
 抑是 Peh̍-tō

.。駱駝奶 ē-tàng 喝，毛 thang 織布；伊 ê氣力真大 thang pōe

五百 gōa 斤，行四工半 m̄免 lim 水。人對駱駝性情 ê看法真無 kāng，有 ê讚

美 i 溫順，有 ê嫌 i 愚 gōng、àu-tū-tū 又 koh tì-hīn。8
   

 

這段對駱駝 ê介紹，除了外形亦做內部構造 ê描寫， koh 佇功能上做詳細 ê

介紹，包括腳掌 ê肉墊，為什麼駱駝通佇沙漠中來 kiâⁿ 走、介紹胃 ê功能，kap

牛、羊仝款攏有四個胃；koh 講著駱駝對人類 ê貢獻、習性 kap 性情。 

 

(3)品德教育 

 

體貼 cheng-si
n：任何人 ê作品攏 bô愛別人破壞伊，上帝創造 cheng-si

n抑

m̄愛人 phái
n 款待伊，佇西方有設立法令禁止人 phái

n 款待，若有人違犯被定

罪刑罰是重 ê。可惜佇中國男女老帅濟濟 bat 做 phái
n 款待 cheng-si

n 
ê事，有人

綁縛豬 ê四隻腳做伙，吊佇 pùn 擔來扛抑是擔，有將一枝毛穿過雞鼻 hō
.伊

精神，有 ê用粗重 ê槌子 kòng 牛，有 ê用滾水 lâm 狗，囡仔拆鳥仔巢害鳥仔

                                                      
8《台南府城教會報》，光緒 19 年 11 月，第 104 張，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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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thiah 裂 hô
.
-sîn ê翅，吊蟋蟀 ê鬚 。屬教會 ê人不論大小攏 tio̍h 常常學習

好款待禽獸 ê模樣。9
   

 

Ù i 人對動物無好 ê行為，用家己 ê作品 bô 愛受著別人破壞來說明，以及用宗

教 ê角度來分析，koh 用西方對這種行為是用設立法令來防範 ùI chiah ê來教育民

眾。 

 

(4)譬喻 

 

交朋友 ê譬喻：人 tio̍h 重視朋友，koh tio̍h 分別朋友 ê好 pháiⁿ 謹慎來選

擇，交著 pháiⁿ 朋友，小 tio̍h 品行敗壞，大到 hō
.一個家庭破碎財產盡失。有

一個德國人伊 ê 查某子欲出去找一個朋友，老父認為彼位朋友 m̄好；查某

子認為「伊是伊，我是我，伊無法度影響我。」老父 the̍h 一塊火炭給伊 ê 查

某子，bô gōa 久，伊 ê手 kap 衫攏變黑，沒著火 ê火炭 bōe 燒著手，使人沒

警戒 ê心，總是猶原 bak 烏人 ê手，若開始 bô 謹慎，結局少有人 bô 受傷

害，古早人講：「kap 善人交，若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kap 惡人交，若

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是臭是香自己 bô感覺，因為是漸漸進入 ê。

ùi 這 ê譬喻 thang 學習，對小事看大事，對淺 ê認識深 ê，天 kha 下 bô好 ê，

攏 thang 看做是火炭。10
 

 

聖經「四福音」中耶穌 tiāⁿ-tiāⁿ 用譬喻來教導民眾，用簡單容易明白 ê故事 á

是事件來說明深奧 ê道理。Chit 個譬喻用火炭 hō
.人變烏，是漸漸 ê，來說明交朋

友對象 ê重要性。 

(5)風俗文化                                                                                   

①論婚事： 

 

嫁娶著好規矩：……娶某鬧新娘房，本是沒合道理 ê事…有 ê用淫亂話

教伊當講，有 ê用艱難 ê事教伊當行，甚至有放砲燒面，又 koh 吃酒過三更，…

通暝攪擾 bô息…講沒人敢聽 ê話做歡喜，…永永因為歡喜 soah 變成冤仇；

信主 ê人配世俗人是 bô合宜 ê；人來結尪某 ê約，tio̍h 絕斷到一世人才合理。

11
 

 

                                                      
9《台南府城教會報》，光緒 19 年 12 月，第 105 張，頁 143。 
10《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6 年 8 月，第 64 張，頁 66。 
11《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7 年 8 月，第 76 張，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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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記事指出當時婚姻嫁娶頂面一寡無合宜禮俗 ê問題，koh 對信仰 ê

角度來看，婚姻是神聖，nn̄g 人結合以後無應該分開，nn̄g 人亦應該有仝款 ê

信仰才好。 

 

②縛腳 ê要論： 

 

hō͘七尺 ê身軀，若親像百斤重，行踏艱難，振動 bē 會自然。…Bōe-bat

有罪，因何受選腳目 ê刑罰？查某--ê是 beh hō͘伊服事序大，教訓子兒，tī 內

面相幫贊來拖磨，因為 beh 盡伊振動做工 ê本分，的確著用腳手。查某囡仔

縛腳，是將大路用 ê身體歸 tī 無路用。歸身攏是父母所留 ê體。有一 tè仔傷

害，的確驚了醫治 bē 好，致到欠缺有孝 ê道理。獨獨腳就刁持來妝做，甘

願損壞，這是不孝。父母替查某子縛腳，就是引 chhōa 查某子做不孝。孝 ê

道理既然欠缺，其他 ê德行有甚物 thang 講 leh？設使有人傷害咱 ê子一手，

抑是一腳，是誰恬恬無話，甘願 hō͘人陷害 mah？Á n 怎獨獨縛腳 hit 個因端就

甘願家己傷害；又 koh 驚了傷害無夠額，致到 hō͘查某子疼痛艱苦 bē 會堪 tit，

啼啼哮哮勻仔縛。做父母 ê人 m̄-nā 無憐憫 ê心，反轉 kia̍h chhôe 仔 kā 扑。做

父母著有慈心，竟然到 hiah 殘忍，就是無慈心 lah。腳步行踏，若無端正，

實在是惹姦淫 ê款式，不止 thang 見笑。料理煮食，是查某人 ê本分，以及

採桑種麻，亦著勤謹幫贊丈夫，雖然富貴 ê家庭 m̄免替 in 拖磨，就是有 thang

飼奴僕女婢來扶來牽，行踏亦是無 khùi
n 活。教會內 ê人應該著脫離 hiah ê

歹 ê風俗，chám 然絕斷伊，來 hō͘人看樣。12
 

 

佇縛腳這 chân 事頂面亦對父母提出 in ê看法： 

 

kā 查某子縛腳實在是大錯誤，頂面違 ke̍h 上帝 ê命令，下面犯著國法，

因為有三個皇帝就是崇德、順治、康熙，出詔吩咐中國內面攏 m̄-thang kā 查

某囡仔縛腳。人縛腳是屈死查某囡仔 ê才調、學問。縛腳 ê流傳照人 teh 講，

是對妲己起，妲己是什麼號 ê人，有人講狐狸精，妲己既然是狐狸精，咱 kiám 

thang 學伊嗎?無縛腳 ê利益 1.有通入女學受教示。2.路遠、歹行、路 tâm bē-tit

阻擋伊。3.遇著火災、水災、患亂，bô  hō
.伊 ê腳阻擋。無路用 ê phái

n
-tāi 攏

總著洗除去，驚了 hō
.
 -sè掠做無要緊，安呢就驚了有損害著 sī -sè 。13

 

 

                                                      
12《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7 年 7 月，第 75 張，頁 52-55。 
13《台南府城教會報》，光緒 20 年 6 月，第 111 張，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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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上有一寡咱感覺奇怪 ê肢體裝 thā 文化，親像泰國北部 kap 缅甸交

界有為著欲防止野獸攻擊 ê長 ām 族、長耳族 tùi 小漢就 kā 耳仔 ê khang chhòng 

kah 真大，耳仔 ê khang lú 大，耳珠 lú 長，表示 lú 幸福長壽。佇中國縛腳 ê

風俗，深深影響中國人生活方式、生活習俗、兩性關係、家庭生活，甚至影

響到民族 ê發展，chiah ê風俗對人 ê身軀是真無健康 ê。傳教師說明為什麼

m̄-thang 縛腳 ê原因，koh 對父母提出無縛腳 ê好處，期待來改變這個風俗。 

③論喪事：1889 年教會報舉辦「論喪事」徵文活動，入選第一名是劉茂清傳

教師，佇伊索寫 ê文中詳細探討「搬舖」、「搬廳」、「打扮身屍」….等 kap 喪事有

關種種 ê風俗禮儀，對無合宜 ê作法提出伊 ê觀點，亦提供適當 ê做法。節錄重

點如下： 

 

病人 beh 過氣 ê時，搬搖攪擾是 hō͘伊 bē 安然。人死了無影會 chhek 著人、神

kap 逐項物。打扮死人身軀 hō͘伊清氣相好看是應該，總是著什麼人抑是著照打扮

ê規定、著另外乞水攏是異端。身屍著照合宜 ê法度來收埋，m̄-thang siu
n 簡省，

若用金銀財寶 kap 身屍去埋是 siu
n 奢華，致到歹人劫棺損害屍骸抑是 m̄著。母死

著報外家，有所在 ê風俗孝男到外家 ê門口著跪 teh，不論跪人，抑是 hō͘人跪，

攏 m̄著。chhu 草 tī 身屍 ê四邊來睏，到入木出葬正煞，有所在 ê冊講，百日內著

án-ni，行孝 ê道理，iáu 有別項比 che 較好較要緊 ê。有兩以紙尪仔一男一女號做

棺 kán，意思敢是 beh hō͘死人差用，的確 m̄-thang。 用聖冊 kap 養心詩 kap 身屍去

埋 thang 嗎？ …驚了愈久就愈變異端。活人爬去接死死 ê棺柴是無通無理。用紙

kô
.一以 lò-lò ê紙人，面貌兇惡 thang 驚，手舉利器，號做開路神，意思是 beh 趕

逐兇神惡煞，hō͘亡魂免驚，che 是異端。放紙是人提銀紙 tī 棺前，拆銀紙 hiat 落

塗，hō͘亡魂有記認 thang 倒--來厝--ni̍h，這是不通無理，因為風一下吹，銀紙就四

界飛、四散去。若因為人 bē 帄安，抑是財物 bē 興旺，來對付父公 ê骨頭，kā 伊

遷來徙去。m̄ -nā 異端，亦是大不孝。14
 

 

喪禮 kap 婚禮攏是人生中 ê大禮儀，佇傳統社會這 nn̄g 個禮儀攏有真濟愛遵

守 ê禮俗，喪禮中亦有種種 ê禁忌，甚至 hō
.人感覺驚惶，劉傳教師佇這篇文章中

詳細論述傳統禮儀，抑對 chiah 個禮儀提出伊 ê看法。 

④論分囝仔 ê風俗： 

 

父母 tio̍h 將上帝 ê命令教示 in ê囝仔，人 tio̍h 照一家一家 ê款來 khiā 起佇地

                                                      
14《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6 年 2 月，第 57 張，頁 11-13；閏 2 月，第 58 張，頁 18-20；3 月， 

  第 59 張，頁 26-28；4 月，第 60 張，頁 38-40；5 月，第 61 張，頁 46-48；6 月，第 62 張，頁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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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若父母將孩子給別人，囝仔欲如何?設使 in ê父母分 hō
.別人，in 欲 thái

n  
ē 知

疼惜 ê事，亦失落父母所當盡 ê意義。囝仔 m̄是親像家業，倘出在父母去買賣，

亦是 hō
.別人，in m̄是奴婢。人雖然是 sòng-hiong，iáu-kú m倘̄放離伊 ê某，倘為著

sòng-hiong 來放離伊 ê囝仔 mah? 若無生查甫 ê囝仔，伊 m̄-thang 對別人家內去得

著，當歡喜承受上帝 ê旨意。 囝仔 ê性情本合佇自己 ê父母，人 m̄-thang kā 伊 thiah

離開去。15
 

 

清領時期社會流行多子多福 ê觀念，社會有養子、養女 ê習俗， sàn 赤無法

度養飼囝仔 ê父母 ko
.不 chiong 出賣 in ê囝仔抑是將 in ê囡仔分人，hit 時亦流行養

媳 ê風氣，稱做「童養媳」，這篇文章愛人重視爸母 kap 囡仔 ê關係，重視爸母

應該盡 ê責任。 

⑤論用鴉片丸 ê危險： 

 

食鴉片丸比食薰是卡傷重。若 ài 改鴉片 ê人較要緊著照醫館 ê法度，就是著

來 tòa 醫館內面 21 日，攏無出門；人若無 thang 來醫館改，thang 對醫館買改鴉片

ê藥，家己 thang 改。有人用鴉片丸來止疼，講是第一好。亦有聽見講，做父母 ê

人若看見伊 ê子兒有嗽，抑是腹肚痛，就將鴉片丸 hō͘ 伊食，扑算會治伊 ê病。

今著知，這個攏無好勢，亦無穩當。16
  

 

鴉片，清朝普遍叫做「福壽膏」佇台灣稱做「阿片」，一八四○年 ê鴉片戰爭，

滿清戰敗 hō
.中國大開鴉片 ê門，台灣當時亦 kap 中國仝款公然買賣、食鴉片。清

朝時期，鴉片大量流入，嚴重影響人民健康，造成社會問題，這篇文章愛人重視

鴉片問題，亦提出改鴉片 ê建議。 

(6)故事 

①日本 ê怪事：內容主要是講一個 siáu 貪 ê旅館頭家去 hō͘一個假做老狐狸 ê

人客騙錢去 ê故事，假做老狐狸 ê人客，利用人貪心 ê弱點來騙錢。17
 

②恩義兩全：故事 ê內容是有一個希臘國王痛恨國內淫亂 ê風俗興盛，就嚴

令若有人犯著就欲打落伊兩 lúi 目 chiu，有一日太子犯著這個禁令，就教太子佇

眾人 ê面前跪 leh，切切責備伊講：論恩咱是父子，論義咱是君臣，法律實在 bē

逃避 tit，及時自己打一 lúi 目 chiu 起來，亦打太子一目，太子傷心到極反悔伊 ê

失錯，後來成做好人君。18
 

                                                      
15《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3 年 4 月，第 22 張，頁 26-27。 
16《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5 年 6 月，第 49 張，頁 46。 
17《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2 年 1 月，第 7 張，頁 46。 
18《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2 年 11 月，第 66 張，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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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Si̍t-tiān-má：Si̍t-tiān-má是一個畫家，神父託伊畫一幅耶穌釘十字架 ê圖，

對這幅圖伊自己以及濟濟人受感動，亦幫助一個散赤 ê查某囡仔佇臨終進前得

著福音。19
 

(7)詩 

新年 ê詩20：巴克禮所作 

 

主有恩典大慈悲，Hō͘ 阮安然過 chi̍t 年。阮今感謝用誠心，請主耶穌聽

阮吟。罪過濟濟交代你，是你 tiâu 來替阮死。過身代誌放 chi̍t pêng，ǹg 望榮

光直進前。Bōe 來代誌真烏暗，願主 chhōa 阮到路站；Tú 著對敵凶惡來，主

你贊阮 kap 伊 thâi。有時軟弱 kap 憂悶，求主堅固阮神魂；行到曠野大沙埔，

認主永活真 ê路。死失 ê路 thang 驚惶，今年是誰著先行？天父願你大降臨，

臨終安慰伊 ê 心。hō
.阮清心 kap 信實，Hō͘阮 kap 主 ná親密。贊阮氣力 gâu 溫

柔，堪戴應允 ê冕旒。Thang 受恩 tī 明宮內，大稱讚音韻和諧，O-ló主宰 tiàm 

天堂，萬主 ê主，王 ê王。 

 

這首詩後來有譜作詩歌，佇過年時教會新春禮拜常常吟唱。勉勵 tāi-ke

著心存感謝，koh 著用交託 ê心來過生活。 

(8)小說 

①引家當道：就是引 chhōa 家內歸道理。是 teh 講起一個人 án 怎樣引 chhōa全家信

道理，來降服救主。本是漢口外國 ê先生 Iûⁿ Kek-hui 所做--ê，用唐人字印。21
 

②班揚：烏面人 Pan-iâng，出世 tī 亞非利加州內地，伊 ê 祖先是生番，極

野，會食人。伊囡仔 ê 時 hō͘人掠去海邊，賣做奴才，後來得著福音，引 chhōa

濟濟人信主，伊盡忠宣揚福音一直到死。22
 

傳教師透過報紙媒體做有效 ê大眾教育工具，hō
.一般民眾佇智識、品德 ê造

就以及觀念 ê建立，透過討論 ê方式抑是文章刊載來學習。 

 第二節 階級教育 kap 全民教育 

階級教育 kap 全民教育是傳統 kap 西式教育差別 siōng-tōa ê 所在。全民教育

                                                      
19《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5 年 7 月，第 50 張，頁 52-54; 8 月，第 51 張，頁 61-63。 
20《台南府教會報》，1893 年 1 月第 94 張，第 94 張，頁 11。 
21《台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6 年 7 月，第 63 張，頁 60-63；光緒 16 年 8 月，第 64 張，頁 70-72； 

  光緒 16 年 9 月，第 65 張，頁 77-79；光緒 16 年 10 月，第 66 張，頁 86-87；光緒 16 年 11 月， 

  第 67 張，頁 94-95；光緒 16 年 12 月，第 68 張，頁 102-104；光緒 17 年 1 月，第 69 張，頁 

  5-7；光緒 17 年 2 月，第 70 張，頁 14-15；光緒 17 年 4 月，第 72 張，頁 30-31；光緒 17 年 5 

  月，第 73 張，頁 38-39；光緒 17 年 6 月，第 74 張，頁 46-47。 
22《台南府教會報》，光緒 18 年 11 月，第 92 張，頁 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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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欲掃除文盲，所以「識字」是重要 ê一個目標。西式教育通達到全民教育 ê理

念，siōng 重要 ê工具是白話字，白話字因為簡單好學通增加學習 ê闊度 kap 深度。 

一、清代台灣社會 

(一)渡台移民 

清領初期，消極治理台灣，為著防止人民渡台，頒布「渡台禁令」(移民三

禁)，其中規定渡台者一律 m̄准 chhōa 家眷，已經渡台 ê亦 m̄准搬眷來台。這個禁

令一直到 1875 年(光緒元年)才廢止。但是台灣一大片通開墾 ê土地，對閩粵沿海

ê人有真大 ê吸引力，偷渡風氣盛行，福建移民以漳州人 kap 泉州人為主，廣東

移民主要 ùi 嘉應州、惠州 kap 潮州來，諸些移民產生濟濟 ê社會問題：1.分類械

鬥：ùi 無仝地區來 ê移民，因為身分認同、生活習慣 ê差別、生存空間 ê競爭、

經濟利益 ê衝突，常常發生集體爭鬥。2.人口結構：男女人口無成比例，婦女身

價高，重聘金、童養媳現象普遍，影響社會風氣；濟濟羅漢腳仔亦影響社會治安。 

(二)土地開墾 

來到台灣 ê移民從事土地開拓 kap 耕作，開始興水利，將「旱田」變作「水

田」；「ui 南到北，先西後東」ê順序來開發台灣 ê土地。但是清朝政府為著支配

土地造成封建姓、殖民地性 ê土地所有關係，亦是阻礙台灣發展 ê一個因素。清

政府將 iáu-bē 開墾 ê原林曠野，攏收歸政府直接管制，將「墾照」發 hō
.「特定人」，

亦就是有權有勢 ê人，用政府 ê權勢來決定一切。 

(三)社會風俗 

佇彼時無好 ê社會風俗親像食鴉片:清末鴉片是輸入台灣主要 ê商品，民間吃

鴉片 ê風俗普遍，造成社會不安；縛腳：清末臺灣多數福佬女性攏縛腳，當時社

會認為腳 sè是 súi ê，對異性才有吸引力；跋-kiáu：跋-kiáu 風俗流行，沈葆楨講：

家家戶戶作伙跋-kiáu，情形若親像生理人去市場，作息人落田一般樣 ê平常。 

二、清代台灣婦女 

(一) 學習家務 

清代漢人是一個「男主外、女主內」ê社會，家庭是婦女上主要 ê活動場所，

自細漢就愛參與厝內一切 ê家務，親像劈柴、e 磨、ta
n 水、洗衫、補衫、pià

n 掃…..，

通佇將來出嫁時，有照顧全家生活 ê能力。 

(二)戶外工作 

清代台灣是一個移墾 ê社會，bē 少婦女抑著參與開墾 ê khang-khoeh，親像 iā

種、種菜、so
.草、ak 肥 chiah-ê卡粗重 ê事務。 

(三) 家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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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四德」，「未嫁從父」iáu 未出嫁 tio̍h 聽趁老父 ê話，無違父命。「嫁了

從夫」出嫁以後事事順從尪婿，bē-tàng 違背丈夫 ê命令，tio̍h 侍奉公婆日常 ê生

活。「尪死從子」寡婦 tio̍h 要守節無閣再嫁，遵趁成做一家之長 ê子兒，由子兒

決定重大代誌。婦女亦著愛有四種修養「德」（德行）、「容」（容貌、態度）、「言」

（言辭）、「功」（技藝）。23
 

(四)社會 phái
n 風俗 

1.縛腳風俗―唐代已經有縛腳 ê風俗，但是是什麼時陣開始 ê不可考。古早

不論男性抑是女性，攏認為腳細是 súi ê。女性 ùi 幼兒時期就用布將伊 ê雙跤纏

ân -ân，hō
.骨頭變形、跤變做尖尖、細細，走路 ê時 kan-ta

n
 e-tàng 用腳後 te

n 走。

一直到 20 世紀初這 ê風俗才漸漸被廢除。清末臺灣多數閩籍女性攏縛腳，普及

佇一般階層婦女，只有地位卑賤 ê，親像女婢等無縛腳。 

2.賤視女子―清代社會因為棄嫌生查某子，sòng-hiong koh 查某子濟 ê家庭，

有時有「溺女」「典女」「賣女」ê情事，「溺女」是殺嬰 ê一種行為，是將 tú-tú

出世 ê嬰仔 khǹg 佇面桶內面將伊淹死，「典女」是用女子來換取目的物，契約

期滿贖回，「賣女」農家稅重賣女子來維持家計 ê代誌亦時有所聞。 

三、傳統教育 ê對象 

清代傳統教育 ê對象主要是男性，女子受教育機會少 

(一)早期台灣女子教育 

荷蘭時期開設學校 m̄-nā 招收男性，也招收 60 名女性。隨佔領區漸漸擴大，

女性受教者亦不斷增加。佇中南部 20 個莊頭內，逐個教會學校攏有女性參與，

親像貓兒干、阿束社分別有 128、96 名女性能回答教理，能祈禱或是讀冊寫字等，

具備相當學力 ê女性也分別有 64、38 人。1659 年，殖民當局派員視察原住民 ê教

育成果時，統計當時對基督教理有熟 ê女性有 2,746 人，男性有 2,592 人，女性成

績比男性卡好。1662 年，鄭成功攻佔臺灣，趕走荷蘭人，此後，漢人大量渡海來

臺，儒學教育 tùi 此時取代了原本 ê基督教教育，無性別限制 ê教育文化，抑佇

此時結束。 

(二)清代 ê台灣女子教育 

佇明鄭 kap 清領時期，正式 ê教育主要開放 hō
.男性，少數有機會去書房接受

教育 ê女性多數是富紳階級出身，而且佇 12、13 歲起就著停止學習；佇厝裡接受

家庭教育，所讀限 tiā
n 佇《女論語》、《女孝經》之類 ê女教書籍，學習 ê是三從

四德 kap 安怎相夫教子。清代民學(私塾)(書房)，是私人性質教育場所，抑是上普

遍 ê教育機構，但是查某囡仔就學 ê kan-ta
n 百分之一，大部分是中上階層 ê家庭，

                                                      
23

 卓意雯，《清代台灣婦女的生活》，自立晚報，1992 年，頁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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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 ê亦是粗淺文字而已，教育女子 ê目的並 m̄是傳授知識，期待 in 有成就，

主要是欲教 in 學習婦德。24
 

四、西式教育 ê對象  

清代西式教育 ê對象是無分性別、階層 ê教育： 

(一)女性教育 

清代大部分 ê婦女攏是文盲，這種情形一直到 1884 年，加拿大基督長老教會

傳教師馬偕創立「淡水女學堂」以及 1887 年英國長老教會設立「新樓女學校」以

後，才有所改變，這兩間學校成做臺灣 siōng 早 ê新式女學校。雖然傳教師不斷

透過講道，或是報紙媒體鼓勵女性就學，甚至提供免費膳食 kap 宿舍、學費等等

優惠條件，卻因為漢人社會女性讀書風氣未開，願意入學 ê多數是平埔族女性。

雖然安呢，查某囡仔佇學校中接受漢文 kap 白話字 ê讀寫訓練，以及學習聖經、

算術、地理、教義問答和女紅技藝等，比傳統書房教育所學習 ê閣卡闊。另外，

畢業以後 iáu ē-tàng 加入教會服務，成做本地傳道師 ê有力 ê助手，或是留佇學校

教書。對安呢看來新式教育不 nā 為臺灣女性帶來 kap 以往傳統無教育知識 kap

生活空間 ê改變，抑豐富 in ê生命，佇臺灣女子教育發展史頂面，實在有相當重

要 ê意義。 

1.女學堂 ê設立 

(1)臺灣第一間新式女子學校─淡水女學堂 

淡水女學堂是台灣北部上早 ê女子教育設施，亦是台灣第一間新式女子學校。

1884 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傳教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因為臺灣無重視女

子教育，並且亦為著訓練臺灣女性傳道人員，ùi 加拿大長老教會「婦女國外傳道

會」爭取捐助，創辦淡水女學堂。創校彼時，因為當時女子就學風氣未開，招生

相當困難，為著吸引學生來就讀，m̄-nā 學雜費攏免，校方 iáu 免費提供食 kap 住，

總是，願意就讀 ê人 iáu 是真少，馬偕雖然努力奔波，iáu-kú kan-na 招著三、四十

名學生，大多數是宜蘭平埔族 ê信徒；後來經過傳道人員濟濟 ê苦勸，入學者 bat

招到 80 名，因為當時並無限制入學年齡，學生年齡差別真大。除了學生招生無

容易以外，師資 kap 設備亦常常因為經費無夠，真簡單不足，教師是義務授課，

閣用宗教課程為主。雖然安呢，學堂 ê創辦，表明女子已經 ē-tàng kap 男性相 kāng，

透過教育來提升伊 ê能力 kap 社會地位。  

1901 年，女學堂因為馬偕離世一度停辦，1905 年加拿大母會女宣道會派兩名

女宣教師，金仁禮姑娘 kap 高哈拿姑娘來臺灣，佇女學堂舊地增建圍牆後，1907

                                                      
24〈教育〉，《台灣女人》，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http://women.nmth.gov.tw/zh-tw/Content/Content.aspx?para=115&Class=38&page=0&type=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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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復校，改名「淡水女學校」，金姑娘是頭一任校長。學校改制了後，課程 kap

經營方針亦隨 leh 改變，ùi 彼時開始，按照規定 kan-na 招 12 到 15 歲 ê女童就學；

並且另外佇女學校邊仔增設「婦學堂」，教授中、日文 kap 聖經，提供成人 kap

已經結婚 ê婦女接受教育 ê機會。1915 年，學校方面因為入學者愈來愈增加，校

舍無夠使用，所以重新改建成做今仔日所看著 ê四合院式校舍。仝時，增設高等

女子部，改名做「淡水高等女學校」。1922 年，配合「私立學校令」ê頒布，koh

改名做「私立淡水女學院」。1945 年以後曾 kap 淡水中學合併，成做淡水中學女

子部，後來 koh 分開，改名做「私立純德女子中學」，1956 年 kap 淡江中學合併。  

這間全台女子百年首學，見證了台灣女性受教育 ê歷史。臺灣第一位女醫師

蔡阿信，就是淡水女學校畢業 ê傑出校友。 

(2)台灣南部第一間新式女學校─新樓女學校 

1867 年英國長老教會駐臺第一位宣教師李庥 kap 李庥夫人（伊萊沙）來臺灣，

李庥牧師和牧師娘深深同情台灣婦女卑微、受束縛社會地位，認為信仰若欲健全

發展，一定著重視婦女教育，因為婦女是家庭信仰 ê中心，in 積極提倡女子教育，

佇李庥夫人提議下面，1879 年正式 ǹg 臺南教士會議申請設置女學。李庥夫人捐

出 300 鎊作興建校舍費用，並且擔任第一位女宣教師，是新樓女學校 ê開拓者。   

李庥牧師幾若遍染著 malalia，身體 ná來 ná虛弱，1879 年 9 月 30 日 39 歲蒙主恩召。

李庥牧師娘了解丈夫遺志，雖然遭遇這呢大 ê打擊，iáu-kú 決意完成女學 ê創校，

繼續為婦女服務，因為事務無閒，過度勞碌，1880 年 11 月破病回國。1885 年，朱

約安（Miss Joan Stuart）、文安（Miss Annie E. Bulter）兩位女教士，接替李庥夫人

興辦女學。佇 in ê努力之下，說服家長 hō
.查某囡仔讀冊，縛腳當 tháu 開是唯一 ê

入學條件。1887 年，新樓女學校正式開學，頭一屆學生多數是無縛腳 ê平埔族女

子，親像潘阿金等 19 位學生。佇兩位姑娘 kap 萬真珠（Miss Margaret Barnett）輪

流主持校務下，當時 ê課程包括白話字、寫字、算數、女紅等，當然，siōng 重要

ê iáu 是研讀聖經。  

    1904 年，盧仁愛（Miss Jeanie Lloyd）教士，擔任女學校第一位女校長，koh

佇 1923 年遷入新校舍，改稱做「長老教女學校」。但是，此時統治臺灣 ê日本政

府，不斷干涉教會學校，一直到 1937年成功派任日籍牧師番匠鐵雄做第四任校長，

結束英國人 50 年 ê治校歷史。Tùi 彼時以後，校內一切宗教事攏著使用日語。1939

年，佇番匠校長以及全體師生共同努力下面，正式得著政府承認，成做四年制女

子中學，改名做「長榮高等女學校」。戰後，m̄-nā 校名改做「臺南市私立長榮

女子中學」，番匠校長 kap 全部日籍老師攏被遣散回國，結束日本人治校時期，

改由校內任教 ê臺南人劉主安擔任校長。1979 年，閣出現第一位女學校校友陳來

治擔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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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灣第一間女學校新樓女學校，今仔日 ê長榮女子高級中學，kap 淡水女

學堂 kāng 款攏佇台灣女子教育上經過百年歷史，佇台灣教育史上有真重大 ê意

義。 

(二)盲人教育 

1.特殊教育 ê起源 

  世界學校教育雖然起源真早，已經有 2000 年以上 ê歷史，但是特殊學校 ê

存在，不過是近 200 年間 ê代誌。因為民主思想、人道精神 kap 教育機會平等 ê

理念，hō
.人漸漸注意到有特殊學習需要 ê人。西方特殊教育 ê發展，佇基督教興

起進前，不但漠視特殊兒童 ê權益，甚至虐待、棄 sak in，佇基督教擴展以後，

因為宗教 ê情操開始憐憫、保護 in，社會對特殊兒童所抱 ê態度，ùi「棄 sak」、

「漠視」、「救濟」，最後才有今仔日 ê「教育」，特殊教育 ê發展是佇特殊兒

童 ê教育權利受重視 ê時才實現。世界各國特殊教育 ê發展，攏是 ùi 盲、聾教育

開始。歷史上第一間聾啞學校是列士貝(Charles-Michel Lespée)佇 1760 年設佇巴黎，

第一間盲校是霍維(Valentin Haüy,1745―1822)佇 1785 年抑是設佇巴黎25。  

 2.台灣 ê盲人教育  

身障者因為生理上 ê缺憾，影響著伊 ê工作能力，佇社會上 oh kap 目金 ê人

相競爭，教育上除了生活重建亦著注重心理重建，幫助 in ùi 自卑建立適應社會 ê

信心，建立自尊 kap 自信，筆者 bat 從事 2 年 ê盲人教育，學校 ê課程除了學習

一般科目以外，iáu 有生活教育，培養學生日常生活以及佇團體生活 ê適應能力，

siōng 要緊 ê是謀生技能 ê訓練，hō
.
 In 佇畢業了 ē-tàng 成做生產者，通過教育過

ē-tàng 獨立自立 ê生活。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佔總人口數 3.8％，其中四萬 gōa 名

盲人佔身障人口數約 5.33％ ê比例，視障人口約佔台灣總人口數的 0.24%。根據

內政部統計台灣視障人口呈現逐年增加 ê趨勢。英國長老教會派駐臺灣 ê宣教師

甘為霖，細漢時 bat 有眼睛差一點仔青瞑 ê經驗，所以對弱勢者有特別關懷之心，

佇台灣開設第一間盲人學校，是台灣盲人教育 ê開始。 

表 8  

表 3-5  最近五年內政部台灣盲胞人口統計   

 總   計 男 女 

97 年 55,569  29,232  26,337  

98 年 56,928  29,984  26,944  

99 年 55,603  29,365  26,238  

100 年 56,373  29,748  26,625  

101 年 56,582  29,644  26,938 

                                                      
25

 郭為藩，《特殊教育》，開山書店，1973 年 8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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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表 9  

表 3-6  最近五年內政部台灣人口統計   

 總   計 男 女 

97 年 23,037,031  11,626,351  11,410,680  

98 年 23,119,772  11,636,734  11,483,038  

99 年 23,162,123  11,635,225  11,526,898  

100 年 23,224,912  11,645,674  11,579,238  

101 年 23,315,822  11,673,319  11,642,503  

資料來源：內政部網站 

             

依照頂面內政部ê統計，最近五年來台灣盲胞人數大約占台灣總人口0.24%，

男性盲胞人數大約占男性總人數 0.25%，女性盲胞人數大約占女性總人數 0.23%。 

3.台灣第一間盲校----訓瞽堂  

甘為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1841～1921 年）佇 1871 年受著英國基督長老教

會聘請來臺灣宣教，是英國長老教會派駐臺灣 ê第二任宣教師。甘為霖傳教期間

遇著真濟用分食或是低賤勞力維生 ê盲人，tùi 心底生出同情，他開始有從事盲人

教育 ê念頭。根據甘為霖牧師 ê估計，當時臺灣地區 ê盲人，大約有一萬七千外

名。這 ê盲人大多數淪落做乞丐，或是從事相命 ê工作。有些做苦工，將稻 á cheng

碎、佇田裡踏水車，以及製做籃仔修理籃仔等工作；光緒 13 年（1887 年）伊利用

轉去英國度假 ê機會，ǹg 格拉斯哥 ê宣導會募著資金五百英鎊，光緒 15 年（1889

年）11 月 9 日返臺了後，積極展開創設盲校 ê工作。光緒 17 年（1891 年）10 月佇

臺南府城洪公祠（現今臺南市衛民街北門路口附近）開設盲人學校－訓瞽堂，這

是臺灣盲人教育 ê先驅者。訓瞽堂 ê課程內容在佇教導學生利用點字閱讀書籍，

並且教授算術、謀生手藝，以及刻膨字 ê技巧；教材除了《聖經》福音外，iáu

包括《三字經》，以及《四書》《五經》等儒家典籍。 

(三)社會教育 

孫邦正教授說：「狹義 ê社會教育是指正式學校教育以外 ê教育，以全體國

民做施教 ê對象，以提高一般國民文化水準做目標。」26德國女性社會教育學家

波伊默(Gertrud Bäumer)認為社會教育就是「教育照顧」，當家庭教育因素佇低價

值，超出家庭所 ē-tàng 負擔 ê責任抑是能力，或者是家庭經濟狀況無法度負擔，

是實施社會教育 ê原因。27學習 kap 發展關係密切，人需要透過學習來增加智慧。

                                                      
26

 黃松浪，《社會教育與人力資源發展》，新聞經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1 月，頁 15。 
27

 詹棟樑，《現代社會教育思潮》，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7 月，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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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 ê對象是全民 ê，無分年齡、職業 kap 程度。 

巴克禮牧師創辦 ê《台灣府城教會報》m̄ kan-nā 是宗教信仰教導 ê媒介，亦

有真濟提升信徒知識 ê報導，親像「皇帝登基」「台灣欲改做行省」ê新聞報導，

亦有佇風俗文化頂面做探討，引導民眾佇是非、價值等方面來做思考，抑是佇民

眾生活 ê知識、品格、價值觀、常識逐方面 ê教導，宣教士利用這份報紙來做社

會教育真有利 ê工具。 

 第三節 道德教化 kap 全人教育 

傳統教育 kap 西式教育佇教育內涵 ê差別，就教育 ê本質來看，in 亦有真大

ê無仝。 

一、 傳統教育 ê本質 

清帝國時期台灣傳統教育是用儒家學說做中心，儒家 ê開創者是孔子，儒家

學說 ê特質在佇倫理道德，儒家 ê經典，是中國道德主要思想 ê來源亦是歷代中

國社會道德觀 ê根據。 

(一)儒家學說 ê特質 

儒家學說強調「以德治國」。儒家一向提倡道德為主，刑罰做輔助，因為道

德教化通事先預防，比嚴法 koh khah 有利益佇統治；M̄-nā ē-sái 麻痺人民 ê鬥志，

而且有利益佇 hō
.統治階級 ê思想成做整個社會 ê統治思想。儒家重義輕利，特別

是宋明理學鼓吹「存天理，滅人慾」，將人民爭取生存權利 ê鬥爭講做是「人慾」，

嚴重壓制人 ê權利觀念。統治者一方面為著自己 ê利益為所欲為，另外一方面卻

要求人民「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大義滅親」，就算犧牲生命 á是殘殺

親人亦 ài 遵守符合統治者利益 ê仁義道德。 

(二)儒家教育所產生 ê性格 

1.順從：中國古早社會 ê道德特點是將宗法觀點 kap 皇權至上合做一個，亦

就是 hō
.皇權統治 kap 家長制統治互相呼應，強調子女必須 ài 嚴守「孝道」，絕

對服從家長 ê命令，中國古早 ê君臣觀念：「天造萬物，是萬物 ê父母，人類亦

是天創造，但是天無法度直接支配萬民，所以選君王來治理，做君王 ê tio̍h 遵趁

天意來支配萬民，人臣對君主服從就是服從天命。」將皇帝看做是全國 ê君父，

全國 ê人攏著絕對服從伊。孝親目的就是在佇培養忠君 ê感情，通「移孝作忠」。

忠孝 bē tàng 兩全 ê時，tio̍h 以忠君為上，必要時 tio̍h「大義滅親」。儒家封建倫

理道德規範造成順從性格 ê特質。中國家族權威有真久長 ê源流，家就是國，國

家就是放大的家族，家族中族長權威 ná親像君主佇政治上 ê權威一樣。儒家理

想人格所提倡 ê道德規範，伊 ê重要內容就是 ài 極力維持家族中族長權威以及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E%B6%E5%AD%B8%E8%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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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員之間 ê嚴格輩份關係。順從 ê對象是有權威 ê角色或是權勢者，並 m̄是權

威角色所作所為是正確 ê，卻是因為 in 有 koh khah koân ê權勢 á是權利。 

另外一方面，清代科舉是用道德文章取士，文人讀書識字是以背誦做主體，

對儒家經典絕對服從無容允懷疑，無容允創造，佇考場上被要求 ē-tàng 正確解 sòe

儒家觀點，所有超越儒家觀點 ê就將伊看做是異端；造成讀書人思維 bē 變 khiàu。

這種順從 ê個性大大限制創造能力。 

2.保守：八股取士將儒家封建思想體制發揚光大，m̄ nā bô 允准有獨立思考 ê

作為，致使成做離經叛道者，經典成做絕對 ê真理，保守是將過去 ê價值經驗成

做現今 ê價值準則，道德教育就是這種崇古作為，保守封閉是進步 ê一大傷害。

28
 

3.奴化：四維八德是儒家道德思想體系 ê柱支，是形而上 ê規範主義德目，

是一種統治階級倫理。「忠孝」是規定上下主從關係 ê德目，只有義務無權利 ê

服從思想。「仁愛」是對抗博愛倫理主觀 ê階級主義德目。「信義」是維持封建

體制君臣之間已經形成 ê秩序 kap 約束 ê倫理。「和平」是完全忽略存在無平等

ê社會現況，否定改革是變動，肯定支配榨取 ê永久化來維持現狀 ê思想。四維

八德以忠孝為首，是維持封建體制道德價值體系 ê柱支。忠孝並不是約束君臣主

從親子之間權利與義務關係，乃是規定臣對君、從對主、子對親，下對上單方面

絕對服從與侍奉 ê關係。只有義務無權利，只有服從無異議 ê單向倫理。29
 

(三)儒家 ê人倫關係 

孔子 ê道德思想是儒家學說 ê中心，對當時以及後來社會攏有極深 ê影響。

道德規範是 teh 處理人 kap 人之間言、行 ê準則。人 kap 人之間有多種 ê關係，

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長幼、男女、親戚….，儒家提出五倫，佇論

語顏淵篇記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0孟子．

滕文公上：「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帅有

序，朋友有信。」31
 

君臣有義，君使臣以禮，臣奉君以忠；父囝有親，老父著用仁慈教囝，囝兒

著孝順父母，父慈子孝，自然父子有親；夫妻有情，尪婿對待伊 ê牽手著盡責任，

某事奉尪婿當溫和，自然夫妻有情；兄弟有序，兄長愛疼小弟，小弟敬重兄長，

自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kap 朋友交往講話著講求信用。 

儒家 ê教育 ùi 家庭 ê關係開始種種 ê道德教化，所造成 ê性格，是為著實行

以道德治國 ê目的，來成就統治 ê目的。 

                                                      
28

 劉廣明，《中國傳統人格批判》，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年 6 月，頁 33。 
29

 黃文雄，《台灣人的價值觀》，前衛出版社，2007 年 7 月，頁 75。 
30

 朱熹，《四書集注》，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 3 月，頁 136。 
31朱熹，《四書集注》，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 3 月，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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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儒家互相矛盾 ê道德規範 

孔子重視「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里仁)，「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kāng 時亦重視「孝」，老父做了傷風敗俗不仁 ê代誌，子 mā-tio̍h 為著老父隱瞞」，    

佇這種情形下，是欲堅持「殺身成仁」抑是「子為父隱」?孔子既然提倡「節用」

「寧儉」，siāng 時 koh 提倡「久喪」「厚葬」。這二個是互相衝突 ê；既然主張孝

敬雙親，又 koh 講「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五)道德規範 ê變異性 

1.道德規範是佇歷史過程中來產生 ê，進步抑是保守、正確抑是無正確、實

際抑是無實際，歷史 teh 演變伊亦會 tòe leh 改變抑是滅無。親像「貞潔」ê觀念，

佇原始社會逐種形式 ê群婚制度存在條件下面，根本 m̄知「貞潔」是什麼。就是

佇春秋、戰國時代，婦女改嫁幾 lo̍h 擺，á被認為是自然 ê事，親像孔子 ê子孔鯉

早死，伊 ê某就改嫁去衛國 (禮記˙檀弓下)；祭之以禮 ê久喪厚葬；父母在不遠

遊；三年無改父之道：「父之道」是指老父親生前合理、正義行為，所以接受並

且 
koh kā 伊發揚；若老父道有無正、無合理 ê所在，雖然「朝死而夕改」mā 是

正確 ê，老父若是做 phái
n 

koh 一味來繼承，反轉生湠 phái
n
-tāi，變成不孝。准「役

使」m̄准「訕上」 

2. 道德規範 ê功能性：當道德規範所根據 ê社會因素 iáu 存在 ê時，對社會

iáu ē 發生作用 ê時，chiah ê道德規範才有存在 ê價值，譬如講：當浪費 ê現象 iáu

存在 ê時，節約 ê道德觀就 bē 消無；當背信 ê現象 iáu 存在 ê時，講求信用 ê道

德觀就 iáu 著存在。32就安呢來看，道德規範是佇時間轉移中間應該有適當 ê調

整。 

(六)過時 ê道德 

儒家 ê道德觀伸張君權父權夫權，壓制臣民、兒女、妻子，將 in khǹg 佇無

平等權利義務關係中，koh 特別強調家國等群體價值，但是所根據 ê理由，並無

夠額 hō
.人通信服，in kap 人所欲追求 ê平等、自由人權、尊重個體 ê觀念有真濟

違背 ê所在。柏楊講：「中國古典書籍有真濟攏 the 討論仁義 kap 道德，現實社會

中卻完全看 bē 著諸 ê行為。」 

   以儒家做主流 ê中國文化，佇台灣傳播 ê結果，影響台灣人 ê信仰、觀念、 

習俗。譬如講女子 ê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女性 ē-sái 講完全

無地位；「貞節牌坊」縛腳流風，塑造奴役個性；清朝力行綁頭鬃尾，台灣人亦

就乖乖就範，批判精神 kap 懷疑態度盡失。 

                                                      
32江憬編輯，《孔子教育思想論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85 年 1 月，頁 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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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式教育 ê本質 

傳教師將西方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內容帶入台灣，教育是 ǹg 全人教育 ê目標

來實施。全人教育中 ê「全人」是指「完整個人」，是用「學生」做主體，將學

生看做是一個完整ê個體，是以充分發展學生潛在能力kap培養完整個體做目標。

全人教育是 ē-tàng 提供一套有深度 kap 廣度 ê學習，通充分展現完整個人 ê教育，

注重德、智、體、群 ê教育 。 

西式教育透過討論刺激學生家己思考能力，老師亦接納學生自己做 ê決定，

koh 佇生活教育中來做群育 ê培養。 

(一)獨立思考 ê培育 

1.論文寫作：1888 年 2 月，余饒理校長收著一份 ùi 廈門寄來 ê論文〈論救少

年人〉，余校長用這個論文做題目 hō
.學生寫論文。33

 

2.為著提升教會內人士對兒童教育共識 kap 關懷，余校長 bat 佇 1888 年中提

出「論利益兒童」ê題目，希望 tāi-ke 踴躍投稿。消息公布了後，攏總收著 15 篇

論文，另外一篇是 ùi 廈門寄來，入選名單發表佇光緒 1889 年 5 月 ê教會報頂面。

34
 

(二)建立正確 ê觀念 

1.端正風俗：掃除縛腳、chia̍h 鴉片等無好 ê風俗。 

2.品德教育：宗教教育 ê感化，建立好品德。 

3.建立女權觀念：突破保守封閉社會觀念，用教育來提升婦女 ê素質以及社

會地位。 

(三)開闊 ê學習課程 

    西式教育 ê學習課程範圍包括天文、地理、科學、醫學……。巴克禮牧師希

望學生除了宗教以外，亦 ē-tàng 學習科學智識，伊 hō 學生明白這二種中間並無

衝突，攏是 teh 追求真理。伊教學生陽曆 kap 陰曆 ê差別，用中 tàu ê時間來對時，

以及海潮、風颱等實用智識，伊帶領學生觀察天文，做科學實驗，甚至 kap 學生

探討原子本質。長榮校友高金聲牧師回憶講：iáu 佇府東巷時代，課程有聖經(耶

穌傳略、馬可福音書)漢文(四書、瓊林字彙撰略)、算數、(四則、分數、求積、平

方開立)、代數、地理(萬國地理、中國十八省)、天文、習字(羅馬字、漢字)。35
 

李庥牧師佇神學校教授舊約概論、天文、地理等課程，他 hō
.學生 ùi 望遠鏡

看木星、土星 kap 地球 ê運轉。 
36佇長榮中學百年紀念史內面記載：本校是唯

                                                      
33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 3 日，頁 17。 
34江憬編輯，《孔子教育思想論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85 年 1 月，頁 19。 
35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 3 日，頁 32-33。 
36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日創社文化，2007 年.8 月，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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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且 siōng 早講授當時 siōng tòe 時行 ê科學智識 ê學校，譬如：教算術取代算

盤，講解地球是圓 ê，若 ùi 東 pêng 往西 pêng 行，iáu 會轉到原所在等等。對今

仔日 ê學生來講，這是極其平凡閣通俗，總是佇當時這是真先進 ê課程 。 

(四)以身作則，人格感化學生 

1.巴克禮佇神學院擔任校長 ê時，有一擺一個學生 bô 專心聽課，phak 佇桌仔

頂看小說，巴克禮牧師發現真無歡喜，就責備彼位學生講：「你 nā bô 想欲聽課，

你就應該出去，bô 應該佇遮看小說。」彼 ê學生就 kā-ki 轉去樓頂 ê房間。下課

了後，巴牧師去 chhōe 彼位學生，tāi-ke 攏想講巴牧師欲責備伊，總是巴牧師對伊

講：tú-chiah 真對不起你，我應該叫你 kā 小說收起來正經上課就好，無應該叫你

出去，真失禮，你 chit-má愛照常去上課。彼位學生聽了感覺真見 siàu，其他 ê學

生攏真感動講：「巴牧師實在是咱 ê好老師，天腳下哪有老師 kā 學生道歉 ê代誌

啊。」 

2.神學校 ê學生阮瓊，佇學因為小項事 kap 巴牧師起衝突，將桌仔椅仔 sak ǹg

巴牧師，桌仔、椅仔 lòng 著巴牧師身軀，當時 ê教士會知影這項歹誌了後，堅持

欲將阮瓊開除學籍，巴牧師認為這是少年人一時氣憤所犯 ê錯誤替伊求情，阮瓊

才免除 hông 開除學籍 ê命運。37
   

3.馬偕因為 nâ喉癌 sau 聲，連牛津學堂開學，他亦無法度教課，他知影上帝

召伊 ê時刻到了，趁厝裡 ê人 kap 輪流照顧 ê學生無注意 ê時，cháu 去學堂大聲

lòng 鐘，kā 學生集合起來，真 chia̍h 力 kā siōng 尾一節課上完。 

4.余饒理校長慈悲為懷，萬一有學生破病，不但愛伊吃藥仔歇睏， koh 送牛

奶燒湯來，照顧 kah 真周至。 

(五)生活教育 

注重培養 ê馬偕逐工攏有一個到二十個學生佇伊身邊。In tāi 先吟唱聖詩，天

氣好 ê時，就坐佇榕仔樹 á是竹林仔腳，誦讀、研究 á是查考聖經。暗時就佇通

避風雨 ê所在，馬偕解 sòe 一段經文 hō
.學生以及其他在場 ê人聽。佇旅行中，逐

暗無論佇什麼所在，伊一定 kā 學生講一寡上帝 ê道理，in 亦一定著做筆記，並

且研究，準備第二工 ê複習。馬偕 chhōa 學生佇雞籠（基隆）海邊仔石頭頂，tòa

一寡鍋 á、米、韭菜、芹菜等去舢板頂面，然後家己 kò 船 á去海邊有沙石、桌仔

á是柱仔 ê所在，中晝時逐人 chhōe 一寡柴草來煮飯，但是 in 往往無需要煮 chia̍h，

因為 in 通常有帶一條尖釘仔，通 kā 巖石頂黏 kah 真 tiâu ê蚵仔 thuh 落來生 chia̍h。

上課到下埔五點以後，koh 泅入去淺水中間，chhōe lê-á-khak、活珊瑚、海藻、海

膽做學習 kap 實驗 ê路用。有時用一點鐘 ê時間，用釣鉤 kap 線去釣魚，不但通

chia̍h，亦通當做研究用 ê標本。逐所在攏設有禮拜堂了後，in 佇每一個禮拜堂停

                                                      
37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 3 日，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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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工，一禮拜 á是一個月，逐工學習到下晡 4 點，訓練唱歌、講話辯論，然後

出去訪問附近信徒 kap 非信徒。學生 tiāⁿ-tiāⁿ 受邀請去 kap 朋友做伙吃飯，所以 in

就有宣傳上帝真理 ê機會，佇 in 所住 ê教堂，逐暗攏著舉行公開 ê禮拜。馬偕 chhōa

學生去旅行 ê時所用 ê，也是非常有利益訓練。In 佇路 nih 討論一切 ê問題，譬如

講福音、民眾、傳授真理 ê方法 á是創造萬物 ê主等等，佇路 nih 大家總是逐工

蒐集植物、花草、種子、昆蟲、泥土等逐種標本，佇後一個 hioh-khùn 站就將這 ê

來研究。38
 

 (六)群體教育 

傳教士所開設 ê中學、女學，學生著 tòa 佇學校，佇社會風氣非常保守 ê年

代，這是一種革命性 ê開創，學生佇團體 ê生活中體驗「生活就是教育」。長榮

校友高金聲牧師回憶講：學生宿舍 ê生活相當自由，通講是自治制度 ê共同生活。

衫家己洗，頭毛互相剃。暗時自修時間了後，肚子枵 a，就炒飯 tai-ke 一面吃一

面讀不止快樂。39
 

 (七)獎懲辦法 

長榮校友回憶：當時無筆記簿，使用石盤做紀錄。對學生獎懲辦法通講是當

時 siōng 進步 ê方式，輕者罰寫字，hō
.伊寫一下夠額，無體罰，siōng 加是罰 khiā。

獎勵 ê方式非常奇特，佇結業或是畢業 ê時將獎品攏擺列佇禮堂，依照成績(名次)

高低，hō
.領獎自由選取，往往有料想 bē 到 ê反效果出現，這通講本校除了物質 ê

獎勵之外，亦注重精神上鼓勵。40
 

 

西式教育佇課程設計學習範圍是寬闊 ê，透過獨立思考來引 chhōa 學生學習，

培養學生判斷 ê能力，用好模樣來影響、教育學生，注重生活以及群體教育， 教

育 ê重要任務是欲 hō
.個人完整來發展，傳教師所帶入來 ê西式教育，已經注入現

代教育 ê本質 kap 精神。  

                                                      
38《台灣教會公報》，2673 期，2003 年 5 月 25 日，頁 13。 
39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頁 33。 
40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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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式教育帶來 ê衝擊 

西式 ê教育工具是白話字，突破傳統教育使用漢字學習頂面 ê困難，hō
.學習

成做是簡單 ê，koh 卡重要 ê是廣闊學習 ê範圍，通吸收多方面 ê智識，這亦是建

立文明觀、進入現代化 ê根源。本章欲 ùi 西式教育佇教育工具、理念、精神等方

面對傳統教育所帶來 ê衝擊來探討。 

 第一節 母語教育 

一、文明觀 ê建立 

文字 ê發明 kap 使用，hō
.教育範圍大大擴展，智識技能 ê傳授 kap 學習 ē-tàng

用別人 ê經驗成做自己 ê經驗，經驗 ê集合就 hō
.智識 ê內容 kap 範圍變做卡大卡

深。文字 iáu-bē 發明進前，頂一代 ê經驗不容易保存落來 hō
.後一代，就大大影響

文化、文明 ê發展。葉石濤佇《台灣文學史綱》中講，「台灣新文學運動是改革

舊語文，採用口語化白話文，hō
.民眾透過好學好寫 ê白話文，去接受 kap 吸收世

界新思潮」。宣教師利用白話字做工具將西文、中文 ê冊翻譯做白話文來做教育

ê材料，hō
.受教育 ê人通接受 khóng 闊 ê智識。 

 (一)漢字 

漢字 ê學習，書寫 kap 記憶方面 ê艱難，佇中小學學習中佔去真長 ê時間，

因為愛學習 ê文字真濟，中學、大學畢業了後，真濟人猶原 tiāⁿ-tiāⁿ 讀 m̄ tio̍h 字、

寫 m̄ tio̍h 字，用 m̄ tio̍h 字，因為漢字一直存在「字濟 oh 記」、「形濟 oh 寫」以及

「音濟 oh 讀」三大問題，咱通 chhōe 著真濟關係漢字錯別字分析 ê冊，就通表明

學習漢字上 ê困擾 kap 艱難；字形、字義、字音中間 ê連繫不足，漢字 iáu 有一

字多音、多義，同音字，形近字等等，造成記憶 ê困難，親像外國人學習中文一

段時間 liáu 後，ē-hiáu 講、ē-hiáu 讀，但是無一定 ē-hiáu 寫，á是 ē-hiáu 講，總是讀

寫 á是大問題。 

(二)白話字 

白話字是外國宣教師為著 beh 教人 bat 字所創設 ê一套拼音文字，本底是 19

世紀基督教長老教會佇福建廈門創設、推行 ê拼音文字，所以亦稱做「教會白話

字」á是「教會羅馬字」。台灣因為基督教傳入，亦將白話字 ê書寫方式帶入台灣。

當西方國家向外擴展勢力 ê時，傳教師為著學習當地 ê語言來達成宣教 ê目的，

有 ê是當地 ê語言無書寫 ê系統，有 ê雖然已經有書寫 ê文字系統，總是學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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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真困難，傳教師就為著當地語言創造一套書寫系統。17 世紀佇台灣，荷蘭人將

平埔族 Siraya ê語言用羅馬字文字化，有留落「新港文書」亦號做「番仔契」。1865

年傳教師馬雅各醫生（James L. Maxwell，1836-1921）採用羅馬字拼音 ê台灣話，透

過母語來做宣教 ê工作，開始白話字 ê推行。另外佇台灣推動白話字極 ke̍k 有貢

獻 ê，是 ùi 蘇格蘭來 ê巴克禮牧師（Thomas Barclay，1849-1935），伊佇 1885 年創辦

《台灣府城教會報》就是用白話字做文字媒介。 

白話字這個名稱，是為著欲分別三種無仝 ê漢語書寫方式：第一種是文言 ê

漢詩、漢文等傳統 ê書寫方式，過去稱做「孔子字」；第二種是中國北京話白話

文書寫方式，稱做「唐人字」；第三種是 bân 南人日常使用 ê白話，因為這種語

文 m̄是高深 ê漢文，亦 m̄是母語以外 ê官話，伊是日常口語 ê書寫，所以稱做「白

話字」。 

(三)漢字 kap 白話字 ê比較 

《台灣府城教會報》有刊登二篇論〈白話字 ê利益〉ê文章，是《台灣府城

教會報》徵文活動頭二名 ê作品，tùi 漢字 kap 白話字有詳細 ê比較。第一篇是廈

門葉漢章牧師所寫。 

葉牧師佇這篇文章中論述白話字 

1.讀 ê方面：讀白話字較贏讀中國字，因為會讀就 m̄ 免另外解說；中國字不

但濟，解說亦難；康熙字典 ê字 bōe 算 tit，一字 koh 常常有幾若種解說。囡仔對

七、八歲入學，著讀七、八年，十人中聰明 ê kiám-chhái 有一、二人大概會 bat

較淺 ê字，只有 bat 字音 tiāⁿ-tiāⁿ，攏 bōe 曉 tit 解說；著 koh 讀十外年才會解說。

Kiám-chhái 所解有時亦會錯誤，oh tit 逐字逐句分明，che m̄是中國字 ê m̄ 好，是因

為學問 ê oh-tit 精工，koh 解說 bōe 一定 ê緣故。中國字不止 oh-tit 解說，所以才做

這個白話字 hō͘ 攏總 ê人 thang 學；koh 將聖冊 kap 逐號 ê冊翻譯白話字讀，家己

講究冊內 ê道理。設使無這號白話字，就不止少人會曉 tit 讀聖冊。Che 是顯明讀

白話字有較贏讀中國字。設使讀白話字若甘願親像讀中國字十份一份 ê 著磨，

的確會較贏讀中國字 ê 熟。 

2.寫 ê方面：寫白話字較贏寫中國字，就是會寫，koh 逐字有字 thang 寫，因

為中國字不止 oh 寫，淺學 ê人 bōe 曉 tit 寫較深 ê字，亦攏 bōe 曉 tit 寫批，m̄ 值

著寫白話字 ê批，逐句分明攏 bōe 錯誤，亦是會寫，人若學寫，kiám-chhái 一月日，

kiám-chhái 幾若月日，不論查甫人，婦仁人，以及囡仔，攏總會曉 tit 寫批，koh

所寫逐句分明，hō͘ 看批 ê人亦攏通了解，bōe tit 錯誤。記 siàu 亦是 án-ni，因為中

國字有濟濟無字 thang 寫，有時著借用別個字來替伊，譬喻人名，有 ê 無字 thang

寫，若借用別個字，獨獨寫 ê人家己知，別人看 bōe 曉 tit，m̄ 知是指什麼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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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白話字來寫，就 m̄免借用，因為攏有字 thang 寫，亦 hō͘ 看 ê人 bōe 錯誤。 

3. 白話字 ê實用性：白話字 ê路用，thang 講是真闊，親像杜嘉德先生有做

一本白話字典，是做西國人學習漳泉土音 ê路用，可見白話字通利益真濟國 ê人，

koh 近時打馬字先生有做字類便考，伊 ê 字音解說攏是用白話字做主，hō͘ 逐號 ê

人通 bat 中國字。白話字大利益 tī 有學問 ê人以及眾人，就是 hō͘ 有學問 ê人 thang

將聖冊翻譯土音做註，kap 翻譯逐號 ê勸世文，來教示逐號 ê人，總是 hit-ê有學

問 ê人 beh 教示人，要緊著照人所 bat ê淺深來教示伊。1
 

第二篇是台南傳教師劉茂清所寫： 

1.白話字簡單好學：白話字會 hō͘ 人較快 bat 孔子字。若先讀白話字到會寫，

tī 讀孔子字 ê時凡有 m̄ bat ê 字，kap bē 曉解說 ê意義；若問先生一擺，用白話字

注明，就會家己讀，m̄ 免驚 koh bē 記 tit；án-ni 是讀孔子字，也著兼用白話字。

白話字會 hō͘ m̄-bat 讀孔子字 ê人 bat 孔子字。 

2.白話字簡單寫：白話字若讀到會寫，就 m̄ 免驚會廢無去，因為有字母 thang

切音，一下呼，字就 tī-teh；看 beh 講甚物話，想來 tàu 就有字，m̄ 免親像孔子字

有讀著 ê bat，無讀著 ê就 m̄-bat。 

3.白話字會 hō ͘ 無受教化 ê人變做有學問：舊底無字變到有字。早日南洋濟

濟海嶼無受教化；m̄-bat 禮儀，甚至 thâi 死人續食肉。tùi 有牧師去傳道理，學習

伊 ê 土音創白話字； án-ni 風俗大變換，人漸漸有智慧，咱 ê皇帝知山--ni̍h ê 生

番 m̄-bat 禮儀，刁持設義學請先生來教，對設到今將近八年久；差不多無一個 bat

字。因為字 kap 話無 kāng，代先 kan-ta 讀字音攏 bē 曉甚物意思，讀了著 koh 解

說。Hiah-ê生番 ê囡仔 kan-ta 聽先生講，那親像鴨仔聽雷，聽一個聲 tiāⁿ-tiāⁿ。譬

喻若將白話字翻譯 in ê音，讀 in ê話，的確較有應效。2
 

(四)白話字 ê流傳 

1880 年代是白話字發展 ê高峰期，因為彼時白話字 ê推廣無受著打壓；台灣佇

清治末期，ē 曉白話字 ê人極興盛時期有數十萬人 ê讀者人口。白話字也開創了

台灣新文學創作 ê基礎，佇 1920 年代傳統漢字文人使用白話漢文書寫創作進前，

已經有 bē 少用白話字，亦就是羅馬字書寫 ê台灣新文學作品。    

白話字佇台灣，佇戰前戰後攏 bat 受官方禁止，親像台灣文化協會佇蔡培火

熱烈建議下面，1924 年將推廣白話字訂做協會重要 ê工作之一，並且決定出版白

話字相關書籍。但是蔡培火 ǹg 日本台灣總督府所申請設立 ê白話字研習班，並

無得著許可；而且用白話字書寫發行 ê《台灣教會公報》，也因為有礙著日本官

                                                      
1
 葉漢章，〈白話字 ê利益〉，《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2 張，光緒 11 年 7 月，頁 6-7。 

2
 劉茂清，〈白話字 ê利益〉，《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7 張，光緒 12 年 1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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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國語（日語）運動」ê推行，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迫停刊。戰後 1969 年，

國民政府下令禁止教會公報使用白話字；Embree 氏用白話字編纂 ê《台英辭典》

佇香港發行，抑佇 1973 年被禁止進口、沒收；天主教瑪利諾會 kap 基督教台灣長

老教會新譯 ê台語以及泰雅語聖經攏佇 1975 年被查禁；1984 年教育部進一步函請

內政部禁止教會使用羅馬拼音傳教；其他雜誌若刊登白話字抑隨時被查禁。 

雖然白話字長期受著壓制，卻佇一寡對台灣語言文化保存有熱誠 kap 使命感

者 ê努力之下，繼續用不仝款 ê面貌發揮伊 ê影響力。3
  

二、新舊文學論戰 

台灣佇鄭氏政權 kap 清帝國統治時期，用漢文建立傳統古典文學 ê傳統，久

久 ê時間台灣傳統文人用漢文來寫作；日本統治帶來新文化 kap 新世界觀，彼時

koh 受著中國五四運動影響，1920 年代台灣發生新舊文學論爭，主張新文學 ê認

為傳統文言文 ê書寫方式應該改變做白話文，新文學陣營批評舊文學受古典形式

ê拘束，作品無獨創性抑 kap 時代脫節，新文人希望藉新文學來普及文藝。 

新文學作家張我軍，將白話文學注入新文學運動，1924 年 4 月 21 日，發表〈致.

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呼籲台灣青年愛「改造社會」，仝年 11 月 21 日 koh 發表〈糟

糕的台灣文學界〉，強烈批評台灣 tùi 中國來 ê傳統舊文學是「壟中的骷髏」，隔

年 1 月 1 日，發表了〈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下的破敗殿堂〉，批判台灣 ê舊文學。

這篇文章，引起濟濟 ê回應，引起新舊文學論戰，一直到 1926 年 3 月才平息。1926

年 9 月，新文學支持者陳虛谷 koh 發起第二階段論戰，一直到 1932 年才截止，針

對舊文學文人支持台灣總督府無合時宜 ê做法行為。 

臺灣 ê新文學不只是文言 kap 白話 ê爭論，像張我軍、廖毓文等人主張用中

國白話文， Mā 有人主張用台灣話文，黃石輝〈怎麼不提倡鄉土文學〉以「用臺

灣話」做目標，郭秋生亦認為日文、漢文攏 m̄是文言合一，主張「臺語話文」；

iáu 有主張用羅馬字 ê，像蔡培火。蔡培火主張採用羅馬字以「普及台灣語文化」，

他想欲用「白話字」做教育 ê工具，hō
.民眾容易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來提高台

灣文化水準。1925 年蔡培火用白話字寫《Cha̍p-Hāng Kóan-Kiàn》，其中〈新台灣

kap 羅馬字 ê關係〉中，伊認為透過這個簡單好學 ê工具，非常容易吸收新思想

新文化，來提高臺灣文化 ê水準。換句話講，蔡培火提倡羅馬字，主要是欲做教

育 ê工具，因此當時有 bē 少人贊成，親像張洪南、葉榮鐘、韓石泉等，但是反

對者亦是佔大多數，一方面是日本當局 ê阻礙，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從事文化運

                                                      
3
 台灣白話字文獻館 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about-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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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人士較傾向普及漢文，尤其是中國白話文，認為羅馬字是外國文字，只適合教

會使用佮文盲學習，所以無法度得著社會普遍 ê認同。蔡培火雖然佇 1929 年創立

「羅馬式白話字研究會」，並且一再舉辦「羅馬白話字講習會」，佇《台灣民報》

等報章雜誌頂面投稿鼓吹，最後 hō
.總督府以影響「國語」來停止。呂興昌認為

蔡培火 ê努力佇日治時代雖然無算成功，但是 ùi 文學史 ê觀點來看，他提倡白話

字有伊 ê重要地位。蔡培火佇《Cha̍p-Hāng Kóan-Kiàn》第二章〈新台灣 kap 羅馬

字 ê關係〉伊說明推行羅馬字 ê理由：漢字傷 pháiⁿ 學，羅馬字簡單學習；漢文

kap 日本 ê國語攏 pháiⁿ 學，先學國語，普及教育無望；先學台灣話 ê羅馬字，會

使有自修 ê能力 koh 會 sái 幫贊國語 kap 漢文 ê學習；m̄-bat 國語 iah 是漢文 ê人，

ē-sái 透過羅馬字來得著智識；漢字標記台語有不足 ê所在（漢字無夠額紀錄台語，

koh 漢字標音功能有限）；羅馬字是普及教育 kap 學習其他語言 ê基礎。 

                                                              

三、母語教學觀 

(一)語言 ê效能 

西方語言學家沙皮爾（Sapir）kap 伊 ê學生沃夫(Whorf)指出，咱 ê思想過程，

以及咱所看著世界，攏是語言 ê文化結構所形塑出來 ê，所以語言所表達 ê意義、

反應以及再現意識型態，就界定了文化 ê形式 kap 內容。既然語言是文化 ê一種

表述，文化 koh 是 tùi 整個社會群體、階級生活方式 kap 價值觀 ê再現，所以語

言 ê實踐就 koh 負載了意識型態 ê運作。4
 

童貴珊 bat 引述向陽所講： 

 

若放 ē 落政治派系等意識型態 ê紛擾，使用拼音學習是推動母語教學

siōng 有利 ê方法，m̄-na 因為伊有數百年 ê書寫 kap 傳播系統，koh 卡因為伊

是合佇語言學原理，好教好學 ê拼音系統」。5
 

 

荷蘭時期尤羅伯 kap 甘治士用原住民母語教學，順序推展教育，後來 ê

傳教師無顧慮保存 kap 尊重殖民地住民 ê傳統，hō
.原住民 tùi 原來 ê接受到

無所適從甚至逃避，致使教化無什麼進展。6早期傳教師用白話字做教育 ê

                                                      
4
 林淇瀁，〈台語文學傳播的意識型態建構〉，《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麥田出版 

社，2001 年 10 月，頁 125-126。 
5
 童貴珊，〈殖民帝國下的語言與文字〉，《台灣教育 400 年》，經典雜誌編著，2006 年 5 月，頁

25。 
6
 蔡文村，〈「有字之初」的歷史新頁〉，《台灣教育 400 年》，經典雜誌編著，2006 年 5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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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除了教化 ê功能以外，iáu 有一項真要緊 ê功能就是保存了咱 ê母語。  

     

(二)報章記事 

佇 2012 年 10 月份 ê教會公報有一篇〈白話字是咱台灣人 ê寶貝〉，作者已

經 83 歲，住佇美國 30 gōa 年，他講：「有一項非常入我心 ê寶貝，就是台語白話

字」。這篇文章 ê內容講著：甘為霖牧師再版 ê廈門音字典佇伊年老欲寫批 ê時，

有真大 ê幫贊。伊 ê阿嬤 m̄-bat 半個漢字，甚至連筆嘛 m̄-bat kiah̍ 過，70gōa 歲 ê

時，為著思念阿姑，一面 ná看字母 tàu 字，一面 ná 呼音，竟然 kā 批寫好，二姑

看了 háu 幾 nā 工。伊去病院探訪一位病 kah 真傷重 ê長輩，這位長輩佇台灣做

過中學 ê校長，英語、日語、華語攏真好，但是臨終 ê時所講 ê話語是母語。7
 

(三)母語教學 ê工具 

英國傳教師佇台灣推行白話字教育，siōng 主要 ê原因就是羅馬字簡單好學，

第二是因為傳教 ê需要，初期傳教師人力嚴重不足，快速培養本地 ê傳教人員是

一個重要 ê工作。 

1.白話字 ê實用性：白話字 ê妙用佇台語無論什麼音攏 thang 正確標出。 

(1)特殊地方腔口：譬如講宜蘭腔：真美 chin-súi 講 chìn-súi；佇真濟母音是

ng ê時變做 uiⁿ ê 音，舉例如下： 

表 10  

表 4-1  特殊地方腔口宜蘭腔   

語     詞 一  般  腔 宜  蘭  腔 

開門   khui-mn̂g khui-mûi 

穿針 chhng-chiam chhui
n
- chiam 

不遠 bô-hn̄g bô-hūi
n
 

足光 chiok-kng chiok-kui
n
 

請問 chhiá
n
-mng chhiá

n
-mūi 

吃飯 chia̍h-pn̄g chia̍h-pūi
n
 

滷蛋 ló-nn̄g ló-nūi 

紅磚 âng-chng Â ng-chui
n
 

酸軟 Sng-nńg Suiⁿ-núi 

長袖 tn̂g-ńg tn̂g-úi
n
 

黃色 n̂g-sek ûi
n
-sek 

公園 kong-hn̂g kong-hûi
n
 

                                                      
7
 《台灣教會公報》，3162 期，2012 年 10 月 1 日-7 日，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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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詞 一  般  腔 宜  蘭  腔 

小捲 sió-kńg sió-kúi
n
 

笨桶 pn̄g-tháng pūi
n
- tháng 

獎券 Chióng-kǹg Chióng-kùi
n
 

 

白話字 tú 著特殊 ê地方腔攏有法度正確寫出伊 ê音。(2)鼻化音：佇鄭溪泮牧

師 ê作品《生死線》裡面有一段與 Ì
n
-o

.
-á對話 ê描寫，當咱將伊一字一字讀出來

ê時，ē-tàng 完全將原音重現。(3)一字多音 bē 混亂：阿香去香港買的香很香：A- hiang 

khìHiong-káng bé ê hiuⁿ chin phang. 

2.白話字 ê簡易性：白話字簡單好學，一下聽就通明白，學習是一層輕鬆 ê    

代誌，佇短短 ê時間就 ē-thang 得著好 ê學習效果， iáu-kú 男婦老幼攏有法度學

習，ē-tàng 普遍教育民眾，佇教育帶來真大 ê幫贊，有真大 ê貢獻。 

巴克禮牧師佇 1880 年做一個粗略 ê 統計，當時除了視力 bô 好、年紀 siuⁿ 大

ê信徒以外，台灣南部一半以上 ê基督徒攏 ē-hiáu 讀白話字 a，甚至亦有非基督徒

為著 bô 愛做文盲來教會學白話字。8馬偕博士夫人張聰明女士，是北部頭一位女

信徒陳塔嫂 ê養孫 sim-pū，12 歲 ê時，kap 她匹配 ê對象不幸破病過身，後來成做

馬偕夫人；聰明女士早年 m̄ bat 受過正式教育，但是她非常聰明，結婚了後認真

學習，ùi 伊學 ē-hiáu 白話字，也 ē-hiáu 講英語，佇牛津學堂開校 ê時，她是六位

老師中間唯一 ê女性教師，通講是北部台灣一位本地籍的女宣教師。9；聚珍堂

siōng 起初 ê khioh 字工人蘇沙，kan-na 學三暝三日就 ē-hiáu 讀白話字。伊真聰明亦

真伶俐，巴克禮牧師派伊去汕頭學習 khioh 字一個月，轉來了後佇聚珍堂工作。10

自由時報有一篇「百歲卓緞：上帝教我寫詩」ê文章報導，內容是講花蓮美崙有

一個 100 歲老阿媽卓緞 m̄-bat 學過漢字，伊 m̄-bat 受過體制內正式 ê教育，字看

無，唯一知影 ê漢字 kan-nā 自己 ê名，是伊學真久 chiah 學起來 ê， m-̄koh 伊用

白話字寫真 chē 歌詩，有 ê 是八十幾、九十幾歲時 ê作品。11
  

漢字造字原則相當複雜，學習過程艱難，早期傳教師使用羅馬拼音成為一種

方便學習方言 ê有效工具，克服了漢字學習 ê困難，另外一方面傳教師面對 ê是

大多數不識漢字 ê信徒，為著幫助信徒 thang 自己讀書，羅馬拼音就成做一種重

要 ê教育工具。 

3.Bat 白話字人數統計： 

                                                      
8
 Rev.Thomas Barclay《巴克禮作品集》，教會公報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36。 

9
《台灣教會公報》，2091 期，1992 年 3 月 29 日，第三版。 

10
Rev.Thomas Barclay《巴克禮作品集》，教會公報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188。 

11《自由時報》，2001 年 2 月 9 日，生活新聞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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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表 4-2  1898 年教會 bat 調查 ē-hiáu 白話字 ê人數 

教   會 男 女 總   共 

鳳山縣 213 116 329 

安平縣 339 179 518 

嘉義縣 140 82 222 

彰化縣 186 90 276 

後山 81 30 111 

澎湖 26 12 38 

總共 985 人 509 人 1494 人 

             資料來源： 《台南府城教會報》，174 卷，1899 年 

             9 月，頁 70。   

                                                     

頂面 ê統計以外，猶有十 gōa 間教會無回覆，佇彼幾 nā 間教會 siōng 少猶有

500 人 bat 白話字，所以佇台南屬 ê教會有差不多 2000 人 ē-hiáu 讀聖經。12
 

 

表 12  

表 4-3  1914 年長老教會教勢統計表   

 人口 信徒 禮拜上午出席 羅馬字讀者數 漢文讀者數 

北部 1,110,994 4,789 3,104 963 429 

南部 2,102,223 21,002 9.033 5,342 974 

總共 3,213,217 25,791 12,137 6,305 1,403 

資料來源13：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出版，1965 年 6 月，頁 490。 

 

Ù i 頂面 ê統計來看 15 年中間 ē-hiáu 白話字 ê人數就成長三倍，Tī 教會內底有

24.4%的人會曉白話字。 

4.白話字 ê出版品 

巴克禮牧師 chhui-sak 白話字，mā 培養出 bē chió ê 台文作家，親像賴仁聲、

鄭溪泮、蔡培火等。佇宗教界 ê文獻有：1873 年由馬雅各牧師編輯出版第一本白

話字 ê新約聖經《咱 ê救主耶穌基督 ê新約》（Lán ê kiù-chú Iâ-so
.
 Ki-tok ê Sin-iok）；

1884 年出版第一本白話字 ê舊約聖經《舊約的聖經》（Kū-iok ê Sèng-keng）；1885

年巴克禮（Thomas Barclay）牧師發行白話字報紙《台灣府城教會報》。 

                                                      
12《台南府城教會報》，174 卷，1899 年 9 月，頁 70。 
1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出版，1965 

  年 6 月，頁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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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非宗教界 ê文獻，除了頂面白話字字典 kap 辭典以外，佇文學、數學、醫

學、社會評論等方面亦攏有著作出版。親像 1897 年倪為林出版 ê數學書籍《筆算

ê初學》（Pit-sòan ê Chho  -ha̍k）；1917 年戴仁壽（G. Gushue-Taylor）出版 ê《內外

科看護學》（Lāi-Gōa-Kho Khàn-hō
.
-ha̍k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ursing）；1926

年鄭溪泮出版 ê小說《出死線》（Chhut Sí-Sòaⁿ）；1925 年蔡培火出版 ê社會評論

書籍《十項管見》（Cha̍p-hāng Kóan-kìian）等。 

  第二節 現代化教育理念 

一、教育 ê理念 

(一)傳統教育思想 ê束縛 

傳統教育 ùi 課程 ê安排，教育 ê方式以及教育 ê目的，hō
.思考受著濟濟 ê限

制，形成一套封建 ê思想。 

1.教育方式：私塾授課方式是用強記為主，逐日教學順序大概相 kāng，約略

六、七點起，學生先背頂一日所學 ê，到熟為止，老師才閣教授新課程，hō
.學生

出聲誦讀背熟，十到十一點練習作詩、作對、作文，下埔一點寫字，由老師批改，

二到三點暗唸當日新課，四到五點，老師講述古人嘉言善行。過十日抑是幾日，

學生著背完 kui 本冊，一日過一日，一年過一年攏相 kāng。讀完《四書》註解了，

老師會講解八股文作法，並且 hō
.學生練習。14

 

2.科舉貽害：明清時期科舉考試佇鄉試 kap 會試攏用四書 ê內容命題，要求

考生用古早人 ê口氣闡述經義，用八股文作答，致到思想漸漸 hō
.
ē-sè ê四書五經、

無變化 ê八股文所束縳；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攏受大大限制。周作

人認為八股文 kap「鴉片」、「縛腳」、「閹人」是殘害中國人四大害15。 

(二)西式教育理念 

傳教師將西方 ê教育體制引入台灣，佇教育課程、教育方式頂面突破傳統教

育 ê理念，帶入現代思想。佇中國傳統 ê社會內基督徒 ê生活真有伊 ê特殊性，

教徒用禮拜做主日，去教會聽道理。平常時從事逐種行業，亦攏注重品行，bô

趁迷信、bô 拜拜、bô chia̍h 鴉片煙、bô 娶細姨，音樂、體育、藝術、文化等活動，

這一切攏有利益佇現代化。16
 

                                                      
14鄭吳富〈普及文化，功力導向〉，《台灣教育四百年》，經典雜誌編著，2006 年 5 月，頁 52-53。 
15周作人，〈顏氏學記〉，《周作人先生文集夜讀抄》，里仁書局，1982 年，頁 39。 
16賴永祥，《台灣史研究—初級》，三民書局，1970 年 10 月，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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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hah 破種族歧視：漢人、原住民平平有受教育 ê機會。 

                2. phah 破性別歧視：宣教師除了設立男子學校，koh khah 重視女子 ê教育，

設立女子學堂、婦學堂，為著提升女子 ê社會地位付出真濟 ê努力。傳統學制，

kiám-chhái 亦有查某囡仔就學，總是只 kan-na 百中之一，到十二、三歲就停學，

根據日本人調查，1898 年就讀書房 ê查某囡仔有 65 名，占書房總人數 0.2%。17
 

3.phah 破傳統教育體制：一百 gōa 年前，台灣 iáu 佇未開發時期，長榮代先創

設「寄宿學校」(Boarding School)式 ê中學，是西式教育先鋒。18住宿制度 ê實施，

hō
.，學生亦得著團體生活種種 ê訓練、教育。 

女學 ê生活教育採取嚴格 ê管理，學生一律住校，koh 著遵守十條校規，親

像禁止 kap 男性交談，包括家己 ê兄弟，m̄准借別人 ê財物，抑是佇校外買 sì-siú-á，

日時 bē-tàng 隨便 tòa 寢室歇睏，儀容無端莊 bē-sái 入教室上課。19
 

4. phah 破課程學習限制 

(1) 音樂：1865 年起英國長老會開始佇南部宣教，佇南部推展西洋音樂 siōng

有貢獻 ê是施大闢牧師，伊是第一位佇台灣正式開課教西洋音樂 ê人。1872 年起

加拿大長老會佇北部開始宣教，佇北部推展西洋音樂 siōng 有貢獻 ê有馬偕牧師

將宣教 kap 聖詠合一，推動群眾唱聖詩；吳威廉牧師娘對聖樂有真大 ê恩賜，伊

有系統 te̍k 來教導教會 kap 社會人士西樂，培養了無數台灣早期 ê音樂人才。對

長老教會來講，音樂佇崇拜中扮演真重要 ê角色，西洋音樂因為學校 ê音樂課程

以及教會 ê積極傳教，速度真 kín koh 真普遍來發展，對後來音樂 ê發展有深深 ê

影響。 

(2)體育：長榮中學體育教育佇第一任校長余饒理時就開始實施，初期以「健

行」方式實施，1895 年日軍駐守，余校長 chhōa 學生去郊外散步，經過東門城受

看守城門 ê兵阻擋，余校長出面學生才順利出城門。20
 

(3)課外活動：長榮中學余饒理校長時代佇拜五、拜六，學生就將「春牛埔」

(現在光華女中校址)當作運動場，舉行包軍(cháu、搶奪目標物) 、走標、跳高、

跳遠、托下臍等。21
 

(4)醫學：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將台灣醫學發展史分做原始醫學、瘴氣

醫學、教會醫學、日治醫學、中華民國醫學等五時期，「教會醫學時期」主要是

                                                      
17卓意雯，《清代台灣婦女的生活》，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年 5 月，頁 102。 
18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頁 254。 
19卓意雯，《清代台灣婦女的生活》，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年 5 月， 1993 年 5 月，頁 102。 
20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頁 549。 
21趙天慈，〈長中體育運動 ê 回憶〉，《長中體育創刊號》，1982 年 6 月，長榮高級中學出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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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英國佮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佇台灣開創醫療工作時期，近代學者認定伊佇台

灣現代化過程扮演關鍵性 ê啟蒙角色。22
 

①馬雅各醫生 1866 年 6 月佇旗後建立台灣第一間長老教會禮拜堂，名「耶穌

聖教」，9 月佇禮拜堂對面起一間通容納 8 名病患 ê醫館，通講是台灣第一間西式

病院。 

②「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佇台灣期間研究痲瘋、瘧疾、橡皮病等，轉英國

了後，伊 ê小弟萬大衛接續來台灣行醫，不幸佇 1878 年客死佇福州，後來繼承者

梅爾醫生佇高雄山 kha 興建「萬大衛紀念醫院」(慕德醫院)，bat 開設醫學課程，

是台灣西式醫學教育 ê起頭。 

③馬雅各醫生佇台灣時間雖然短，iáu-kú 積極培育本地醫療人才，成做醫生

ê有黃嘉智、高輝等。 

④1879 年馬偕得著美國底特律一位 kāng 款姓馬偕船長 ê遺孀為著紀念伊 ê先

生捐款，買地並且建設全新「滬尾偕醫館」，是北台灣上早 ê西式病院。 

⑤馬偕雖然 m̄是正式醫生，但是伊卻是一位非常有率效醫療工作者，伊 bat

講「患者得著醫好，就是我 ê醫學文憑」，伊得著學生嚴清華等做助手。馬偕亦

教學生基本 ê西方醫學常識，並且佇開設 ê教會廣設藥局，提供簡單醫療服務。 

⑥馬偕注重公共衛生觀念推廣，實際關懷台灣人社區生活，伊佇各地區訪問

ê時，因為深知 báng 蟲是主要病媒，所以特別關心 khiā 家環境衛生，建議居民愛

常常除草、建造排水溝、使用大型窗仔、注重消滅 báng 蟲 ê工作。通講是開現

今北部地區「社區服務」ê先河。23
 

長老教會透過醫療 kap 教育來宣教，佇清領時代有設立幾若間醫館：1865 年

設立打狗長老教醫館二；1868 年創設台灣府舊樓醫館；1880 年創設馬偕醫院前身；

1890 年創設大社長老教醫館，培養出 bē 少本地醫師。 

(5)科學：巴克禮灌輸學生科學智識，除去宗教 kap 科學 ê衝突，逐禮拜攏有

科學課，伊教學生陽曆 kap 農曆 ê差別，án-chóaⁿ 對時、海潮、風颱等實用智識，

伊 chhōa 學生觀察天文，做科學實驗；甚至 kap 學生探討原子本質、無 kāng ê 進

化理論。24
 

(6)生物學：馬偕牧師講授聖經 ê教理、地理、城市、人物、歷史、比喻、動

物植物等。其中動物一項就講著哺乳類四十種、鳥類二十七種、爬蟲類七種、魚

類多種、無脊椎動物二十一種；植物一項就講著七十 gōa 種。25 

                                                      
22鄭仰恩，〈以醫療推動宣教〉，《台灣醫療 400 年》，經典雜誌編著，2006 年 5 月，頁 66。 
23鄭仰恩，〈以醫療推動宣教〉，《台灣醫療 400 年》，經典雜誌編著，2006 年 5 月，頁 68-71。 
24劉正玲博士，《再現台灣 NO.91》，莎士比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5 月，頁 28。 
25賴永祥，《台灣史研究----初集》，三民書局有限公司，1970 年 10 月，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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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女學課程：南部女校所授課程包括生理學、理家、家庭衛生、育兒法。26
 

(8)實習課程：巴克禮牧師注重學生 ê實際工作，操練講道，逐禮拜親自帶學

生到市內逐所在街頭佈道。 

5. phah 破傳統無合宜 ê風俗 

(1)chia̍h 鴉片：說明 chia̍h 鴉片 ê危險亦提供改鴉片 ê方法。 

(2)縛腳：提出縛腳種種 ê phái
n 處，hō

.父母明白著除去 chit ê風俗 ê理由。 

(3)分囝仔：ùi 聖經 ê教示來講明父母 kap kián 兒 ê關係，父母應該負起教導 ê

責任，將囝仔 kap 父母來拆散是無應該 ê。 

(4)poa̍h 筊：提出不良行為弊害，端正盛行 ê流風。 

(5)迷信：清朝時期 ê移民，ùi 原鄉帶來 in ê宗教信仰佮風俗習慣，中間有濟

濟迷信流傳佇民間，宣教師分析 chiah ê錯誤觀念來教育民眾。 

6. phah 破傳統教育設備 

(1)印刷機 ê引入：巴克禮博士引進西式印刷技術，創辦台灣第一份報紙成做

教育民眾重要 ê工具，用府城教會報來進行社會教育，無論男婦老幼攏通學習，

這是現代終身教育理念 ê實踐。 

(2)西式建築：1876 年 2 月 21 日施大闢牧師來台灣，伊佇台灣 ê時間雖然只有

短短 6 年，但是伊用西式建築技術建設第一間木柵教會，成做民眾宗教教育 ê場

所；吳威廉博士是一位傑出 ê西式建築大師，伊親自設計馬偕病院、台北神學校、

宣教師宿舍、淡江中學、濟南街、宜蘭、新竹、北投、基隆、鳳林等禮拜堂，這

ê建築物有 ê受政府列做古蹟保存。 

(3)教室設備 

巴克禮牧師佇府城創立神學院初期，上課固定佇舊樓中院，中院其他 ê房間

就做學生 ê宿舍，佇教室內有 o-pang、時鐘、地圖、新式科學儀器 ê教具。27
 

二、教育 ê出路 

  (一)傳統教育 ê出路 

    佇傳統教育下面，參加科舉是唯一 ê目的，總是台灣文教活動不如中國，歷

史上並無出現狀元。Kan-na 出現二名「會魁」，「會魁」是殿試中 11-20 名之間。

一位是淡水廳黃驤雲嘉慶 24 年(1819)年中舉，另外一位是台南府許南英(kiáⁿ 許地

山)光緒 16 年(1890)年及第。28佇科舉制度下面求取功名 ê路是漫長、辛苦、成名機

                                                      
26卓意雯，《清代台灣婦女的生活》，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年 5 月，頁 102。 
27劉正玲博士，《再現台灣 NO.91》莎士比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5 月，頁 28。 
28林玉体，《台灣教育史》，文景書局印行，2013 年 9 月，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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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又 koh 少數 ê。 

 

表 13  

表 4-4  清代台灣進士表   

年   代 姓   名 籍   貫 拔擢官職 備   註 

乾隆 22 年  王克捷  諸羅縣     第一位進士  

年   代 姓   名 籍   貫 拔擢官職 備   註 

乾隆 31 年  莊文進  鳳山縣        

道光 3 年  鄭用錫  淡水廳     號為開台進士  

道光 6 年  曾維禎  彰化縣     開彰進士  

道光 9 年  黃驤雲  淡水廳     第一位客家籍

進士  

道光 15 年  郭望安  嘉義縣        

道光 24 年  蔡廷蘭  澎湖廳     開澎進士  

道光 25 年  施瓊芳  台灣縣        

同治 7 年 
楊士芳  噶瑪蘭廳     開蘭進士  

蔡鴻章  彰化縣        

同治 10 年 
張維垣  台灣縣        

曾雲鏞  台灣縣        

同治 13 年 

蔡德芳  彰化縣        

陳望曾  台灣縣        

施炳修 

原名葆修  

彰化縣  授兵部員外

郎,調寧都州

知州  

   

光緒 2 年  施士洁  台灣縣        

光緒 6 年  丁壽泉  彰化縣  授廣東知縣     

光緒 6 年  葉題雁  台灣縣        

張覲光  嘉義縣      

光緒 9 年  江昶榮  台灣縣        

光緒 12 年  林啟東  嘉義縣        

徐德欽  嘉義縣      

蔡壽星  彰化縣      

光緒 16 年  許南英  安平縣      

黃玉書  彰化縣      

光緒 18 年  陳登元  淡水縣  即用知縣,籤

分山東  

   

光緒 20 年  施之東  彰化縣  (補殿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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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姓   名 籍   貫 拔擢官職 備   註 

光緒 20 年  李清琦  彰化縣        

   蕭逢源  鳳山縣        

光緒 24 年  黃彥鴻  淡水縣 

寄籍侯官  

由庶常授編

修  

   

光緒 29 年  汪春源  安平縣        

資料來源：http://distance.shu.edu.tw/taiwan/ch11/CH11_SEC04.HTM。 

 

(二) 西式教育 ê 出路 

1. 台灣頭一位留學哲學博士─林茂生 

   巴克禮牧師找二位富裕 ê地主 kap 兩位醫生(李仲義、劉瑞山、顏振聲、高再

得)，贊助林茂生留學日本所需要 ê生活費用。林茂生佇 1916 年佇東京帝國大學文

學部哲學科畢業，成做台灣人第一個日本 siōng 高學府文學士學位 ê人。伊 koh

佇 1929 年以優異 ê成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是台灣人第一個 the̍h

著美國哲學博士 ê人。29
 

   2. 英國傳教師中間有 bē 少醫療傳教師，真濟初代信徒 kap 後代因為擔任醫

療學徒，學習著醫術，後來開設西藥店並且替人看病，改善家庭經濟，又 koh 鼓

勵子弟學習醫學，m̄-nā 提升社會地位，經濟能力亦大大得著改善。30
 

  3. 社會菁英 

   長榮中學佇創校將近 40 年早期校友佇社會各階層有真好 ê成就：顏振聲(醫

生)、黃仁榮(醫生)、高再得(醫生)、林茂生(文學士，長中教頭)、吳秋微(醫師、

市議員) 、趙天慈(長中教師)、黃俟命(長中校長)、劉青雲(慶應大學經濟學士)、

劉主恩(汽車公司經理)。 

Iáu 佇日本有名學校就讀 ê林贊生(第三高等學校)、林安生(第八高等學校)、

戴耀舉(南滿州醫科大學)、吳永壽(愛知醫科大學)、林銳(醫學專門學校)、黃啟棠

(醫學專門學校) 、謝清連(齒科一學專門學校)、顏春耀(福州英華書院)、張仁癸(台

北第一中學)、黃介騫(第五高等學校)、嚴錫易、曾欽滌(商業專門學校)、張春興(愛

知醫科大學)、林澄藻(早稻田大學)、施金旺(醫學專門學校)、黃酉福(醫學士)、黃

酉喜(山口高等商業學校)、蔡愛仁、蔡愛義、蔡愛禮(攏是醫生)、陳鳩水(醫學專

門學校)、高滿生(第五高等學校)、許武森(愛知醫科大學)、日籍校友山崎源(台北

高等商業學校，學成了後返校擔任教師)。31
 

                                                      
29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日創社文化，2007 年 8 月，頁 104。 
30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日創社文化，2007 年 8 月，頁 155。 
31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91 年 7 月，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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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第一位哲學林茂生、烏腳病之父王金河，前長老會總會議長高俊明牧師

等，攏是長榮 ê畢業生。 

4.長女第一屆畢業生潘阿金、龔瑞珠等，m̄-na 從事教職，iáu 提倡南部成立

南部女宣道會 ê事工，龔瑞珠閣兼任女學 ê舍監 kap 護士等工作，有「長女之母」

ê稱號。32
 

5.佇西式教育下面學生本身得著造就，亦深深影響 in ê 後代。 

(1)胡肇基先生：1849 年出世佇台南廳曾文 ê胡厝寮，細漢 ê時父母早過身，

十歲就開始做幫傭，不久受洗入教，去李庥牧師 ê厝 tàu saⁿ-kāng，李牧師看伊老

實忠厚，助伊入去神學院深造，做傳道師，生二子、八女。長子後來亦做牧師，

第二子任職醫館。33
 

(2)吳葛： 高雄縣東港鹽埔仔人，1853 年出世，19 歲受洗，1875 年有四位青年

到旗後，佇李庥牧師 ê樓腳讀書，準備做主 ê工人，其中一位就是吳葛，後來 chit

三個人攏擔任傳道 ê職，吳葛先生因為忠勤盡職，到處受歡迎讚美。Bat 受聘擔

任台南長老教中學教師，伊攏總生十六個 kiáⁿ(九男七女)，伊 ê kiáⁿ 有四位醫生、

一位牧師、三位實業家、一位宗教家。伊 ê子孫生湠濟濟，孫 á中間有學士、博

士、牧師亦有擔任神學教授 ê，對教會 kap 社會有真大貢獻。34
 

(3)吳希榮：1882 年出世佇台南，伊是吳葛先生 ê第二後生。伊佇長老教中學

畢業了後，1898 年進入台南神學校就讀，伊有五男五女，其中有 nn̄g 位公子早稻

田大學畢業，三位千金亦 ùi 日本 ê學校畢業。35
  

(4)黃能傑：1853 年出世佇東港附近，1885 年入台南福音書院(神學校)研究二年

就出去牧會，第三 kiáⁿ 讀大阪醫科大學，子兒是教界傑出人物，伊 ê孫仔黃彰輝

牧師擔任台南神學院院長，有真濟建設。36
 

(5)彭士藏：祖籍福建泉州。老父佇嘉慶年間來台灣，1861 年出世，十六歲開

始做總舖，bat 為巴克禮牧師、李庥牧師娘、余饒理牧師、甘為霖牧師做過總舖，

二十二歲結婚，二十六歲進入台南神學校就讀，伊盡心培養子女，逐 ê攏真成功。

長子是牧師，第二後生台北醫專畢業自己開業，第三後生亦是一位名醫，第四後

生佇鳳山開業亦是醫生，第五後生亦佇鳳山做醫生。伊 ê孫 á中間有佇日本、美

國、英國、法國留學 ê，亦有幾若位得著博士學位。37
 

                                                      
32卓意雯，《清代台灣婦女的生活》，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年 5 月，頁 102。 
33楊士養編著林信堅修訂，《信仰偉人列傳》，人光出版社，1995 年 1 月，頁 45。 
34

Kāng 註 32，頁 49-50 
35

Kāng 註 32，頁 229-230 
36

Kāng 註 32，頁 53-54。 
37

Kāng 註 32，頁 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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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俊臣：1866 年出世佇屏東縣里港鄉，1883 年就讀佇台南神學校，真聰明

koh 有口才，畢業了 bat 佇教會牧會，亦 bat 受聘做長老教中學教員四年。劉牧師

牧會二十七年久，講道有力，感動人 ê心，治家、教育有方，長子是醫學士，第

二後生台南神學校畢業以後留學日本、美國研究神學；俊臣牧師有四個查某子攏

受過高等教育，佇國內外真活動。38
 

  (7)蔡得一：1870 年出世，自細漢就真聰明，佇學堂攻讀四書五經，彼時基督

教傳入台灣，得一先生十八歲，接受基督教 ê福音，後來進入基督教新樓醫館，

拜馬雅各醫生為師，精心研究西醫，一面幫助伊 ê姊夫行醫；到日本佔領台灣，

進入台灣總督府病院講習班，以優秀 ê成績畢業，開業 ê時，亦經營廣東店銷售

國內、外藥品，後來亦開設染布工廠。伊 ê大漢查某子嫁 hō
.牧師，伊 ê子亦做牧

師。39
 

(8)林紅：因為目睭 ê疾患求醫未得通復原，所以學習盲人點字，伊認真學習，

無久就真熟 ，教師會聘請伊任職盲啞學校，伊忠誠做事，利益真濟學生。1891

年黎姑娘聘請伊到泉州 設盲人學校，m̄-nā 教盲人學點字，亦傳授盲人 cha̍k phòng

字 ê技巧，通家己造冊。返台以後，教師會派伊到灣仔內做傳道，引導人歸主。

40
 

(9)楊福春：彰化二林人，1874 年出世，老父是糊紙 ê，福春自細漢就 kap 老

父學習糊紙 ê技藝，伊接受福音，老父極力反對，tiāⁿ- tiāⁿ 扑伊、限制行動。後來

伊離開家庭進入台南神學院深造，伊盡心傳福音，就是破病 tòa 院中間亦盡力 ǹg

院中病人傳福音。楊先生有五位子女，其中二位夭折。長女任教長榮女中，兩個

後生去日本分別學習牙醫、鐘錶。孫仔輩有牧師、兩位留美博士、工程師等。41
 

 (10)高篤行：台南人，1878 年出世，伊 ê老父高長(有五男三女)是台灣 siōng 早

領洗禮 ê，高牧師排第二。阿兄是牧師，三個弟弟攏是名醫，其中高再得長老就

是高俊明牧師 ê令尊。高牧師入台南長老教中學讀書，1898 年入台南神學校，伊

佇台灣督教界名聲真大。伊子兒有傳道、牧師、二位醫生、鋼琴家。42
 

(11)高再祝：1887 年出世佇台南。是高長先生第四公子。伊自細漢就真聰明，

身體勇壯，性情活潑。用優秀 ê成績 ùi 台南長老教中學畢業，後來進入台灣總督

府醫學校。畢業了後曾佇台南病院就職後來自己開業；對病人真親切，病人看著

伊，病就好三分，所以有「看三分」ê別號。育七男四女，有醫生、牧師、亦有

                                                      
38

Kāng 註 32，頁 125-126 
39楊士養編著林信堅修訂，《信仰偉人列傳》，人光出版社，1995 年 1 月，頁 147-148 
40

Kāng 註 38，頁 161-162。 
41

Kāng 註 38，頁 175-180。 
42

Kāng 註 38，頁 1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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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師。43
 

(12)陳老英：1859 年出世，辛苦勤儉過日，伊 kap 安彼得醫生學醫，有閒 ê時

自己學習漢文，開雜貨仔、賣藥仔。伊 lia̍h 教育子孫做資產，子孫中間從事醫務

ê，內外十人中有八個人。44
 

(13)歐萬得：1882 年出世佇左鎮，tòa 左鎮基督教會修學四年，然後進入台南

長老教中學，畢業以後 koh 進入台南神學校。 伊真 gâu 培育人才，當時教育 iáu-bē

普及，有真濟教會兼辦小學，伊佇永康教會牧會 ê時，鄭溪畔牧師就是伊 ê學生。

伊有三男三女，nn̄g 位公子開齒科病院，另外一位開理髮店。45
 

佇無 kāng 款 ê教育體制下面，教育所呈現出來 ê成果、出路亦有真濟 ê差異

性。 

 

第三節 宗教家教育精神 

一、清朝官員 ê殖民心態 

台灣佇中國政權下面期間，執政者並無心經營台灣。明鄭時期鄭成功佇台灣

ê目的是欲「反清復明」，將台灣當做恢復政權 ê一個根據地；清廷攻落台灣並無

將細細 ê台灣看在眼內，有 ê iáu 主張放棄台灣；清廷治理台灣消極又 koh 保守，

彼時 ê制度佇台灣 ê文官三年一調，來台灣兩年 gōa 就調升轉中國，「三年官兩年

滿，衫袋 té滿轉唐山」，就是眾官員將台灣看做暫時 ê過路站，當作剝削 ê所在

ê描寫。Ù i 教育面來看，清代 13 間儒學 ê設置，集中佇清廷統治台灣 ê前後期，

四間儒學集中佇統治之初 ê三年內，七間設佇 1872 年以後，二間設佇漫長 ê 185

年之間，46為著清廷消極 ê政策，所以民間 ê書院興起來彌補官學 ê不足。 

佇參加科舉頂面台灣人亦有種種 ê不便 kah 辛苦，建省進前台灣 ê教育行政

屬佇福建省 ê一個府。台灣人若欲進入科舉 ê階層，tio̍h 愛渡海到福建，kah 福建

讀冊人作伙競爭有限 ê舉人名額，19 世紀中葉有四名生員因為欲渡海參加考試，

tú 著風颱沈船喪失 sìⁿ 命47，除了科舉本身 ê難度以外，台灣讀冊人 koh 著面對交

                                                      
43

Kāng 註 38，頁 259-262。 
44

Kāng 註 38，頁 197。 
45楊士養編著林信堅修訂，《信仰偉人列傳》，人光出版社，1995 年 1 月，頁 236。 
46葉憲峻，〈清代台灣的儒學〉，《台灣教育史》，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2 月，頁 

 110。 
47

 鄭吳富，〈普及文化，功力導向〉，《台灣教育史》，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2 月，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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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上渡海以及長途跋涉 ê艱難；一直到 1885 年台灣建省，台灣 ê舉子才 ē-tàng 佇

台灣參加鄉試。Tùi chia 亦通反映出清廷佇教育上無積極作為 ê心態。  

二、宣教師 ê 獻身精神 

十九世紀中ùi英國kap加拿大來到台灣ê基督教長老會宣教師，in離鄉背井、

著克服水土 bē-ha̍h、語言 that 礙，koh 為著信仰 ê無仝，受著排斥，經歷種種 ê

迫害，佇彼時衛生條件極無好 ê環境中，有 ê因為 án 呢來喪失 sìⁿ 命，雖然面對

種種 ê困境，總是 in 無 lún-neh。信仰造就 in 無私 ê奉獻精神，來完成 chiah ê艱

難 ê任務。in 佇台灣設教會、病院、學校、出版刊物、教育兒童婦女，chiah ê宣

教師真濟一生貢獻佇台灣、死佇台灣、葬佇台灣 ê例，in 獻身佇台灣 ê精神，充

分表明 in 對台灣這塊土地 ê疼痛，亦對 in ê努力將西方文明帶入台灣，in ê貢獻

hō
.咱通敬佩。 

林宴臣(林燕臣)先生是早期長榮中學 ê教師，自細漢聰明又 koh 殷勤愛讀書，

童年考 tiâu 秀才，學問深，是府城有名 ê讀書人，ùi 1891 年開始佇中學教漢文 17

年久，伊受聘教英國宣教師漢文 kap 台語，彼時伊對聖經完全無了解，伊 kap 教

師接觸了後，發現宣教師攏是優秀 ê人才，若佇 in 本國一定有好 ê發展，in 卻願

意放棄世上 ê榮華名利，度洋來到偏僻 ê台灣，甘願犧牲一切來奉獻，hō
.伊大受

感動，亦對 án 呢深信這個「番仔教」一定有人所 m̄知 ê神奇力量，就開始研讀

聖經。48
  

宣教師留落濟濟 súi ê kha 跡， in 無私犧牲奉獻 ê精神亦佇教育上發揮 in ê影

響力。 

(一)馬偕 

1.致意女性教育：馬偕長期看著台灣婦女受輕視 kap 忽略，伊就決意欲娶一

位漢人婦女做伴，來為著這群無社會地位 ê婦女來工作。1878 年 5 月 27 日，來台

灣 ê第八年，伊 kap 北部頭一位女信徒陳塔嫂 ê孫 sim-pū 張聰明結婚。 

  2.m̄驚威脅：馬偕來台灣彼當時，淡水這所在大部分 ê人倚靠出海 liah̍ 魚 kap

作 si̍t 來生活，chiah ê行業攏 tio̍h 靠天 chia̍h 飯，有真 koân ê bô 確定性 kap 風險，

koh 加上傳統宗教信仰，hō
.
 in 對這位阿凸仔充滿厭惡 kap 排斥，尤其馬偕想欲愛

tāi 家改信西洋神，實在是忤 ge̍k，人對伊 phùi 嘴 nōa，甚至威脅欲害伊。有一擺

伊 kap 學生佇倚近艋舺 ê所在，眾人用石頭、lō
.
-ko-moâiⁿ

 
tàn，放 phái

n 狗來咬，佇

洲裡（今仔日 ê蘆洲），有一群人 tè佇後壁，有 ê人詈罵，有 ê人 tìm 石頭，也有

                                                      
48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71 年 7 月，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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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潑 sái，有 ê人甚至將豬 sái khàm 佇頭殼頂，koh 有一寡人 pè上厝尾頂 á是樹仔

頂，用穢物 tàn in。馬偕有一遍到「熟番」社新港，遐 ê人 m̄肯 hō
.
 in 借住，因 

為社民 tú-teh 準備欲祭祖靈。In ê風俗是 3 日內 m̄准外地人佇境內，頭人送一張

批來，愛 in 第二工就離開，á-sī 留佇厝內 3 工，馬偕 kap 學生無受威脅猶原去街

nih 傳福音，in 受罵、hō
.石頭擲傷。49

 經歷 chiah ê一般人所無法度忍受 ê侮辱，á

是威脅，伊吞忍到底。馬偕佇 1880 年頭一擺轉去加拿大述職前，當初 kā 伊潑糞、

關門 ê艋舺人，卻用轎 kng 馬偕 se̍h 街歡送伊。 

3.死佇台灣，葬佇台灣：1901 年 6 月 2 日，馬偕因為 nâ喉癌佇淡水過身。親

人遵照伊 ê遺囑將伊安葬佇台灣。伊一世人認同台灣留根佇台灣。伊有一句真有

名 ê話「寧願燒盡、m̄願朽壞(Rather burn than rust out)」，這亦 thang 講是馬偕博士

一生 ê描寫。 

    真理大學牧師吳英同講，馬偕用「對上帝 ê信心，實踐佇對人 ê情感、對土    

地 ê疼」，馬偕雖然已經離開，但是台灣猶原受著伊 ê祝福，2001 年淡水鎮特別

立他 ê石像，訂立每年 6 月初 2 做馬偕日，永遠懷念這位「台灣人」。50
 

4.獻身代代無息：馬偕牧師有 1 男 2 女，男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 

1882-1963）繼承老父 ê志願做宣教師佇台灣傳道。長女瑪蓮（Mary）嫁 hō
.陳清義

（老父陳榮輝是北部頭一擺被封立牧師 2 人中 ê一位，本人亦佇 1906 年受封牧），

次女以利（Helen）嫁 hō
.柯維思（原名玖，長老，管醫館真濟年；後生柯設偕是

長老） 偕叡理牧師 chhōa 本地婦女為妻，2 位女公子攏嫁 hō
.本地門徒，為著 hō

.

福音本土化，伊 ê後裔繼續伊 ê志業。 
51

 

有人形容馬偕「比台灣人猶 koh 卡愛台灣」，馬偕為著進入台灣人 ê生活 kap

文化，伊殷勤學台語，娶台灣某，為宣教走入蠻荒之境，面對生番亦攏無驚，伊

知影著 ùi 傳統 ê孝道出發，伊亦遵照 án 呢來行，得著本地人 ê認同。 

(二)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bell） 

1.膽智十足：甘牧師佇台灣宣教期間遇過種種 ê危險，伊用智慧來經過濟濟 ê

遭遇。伊 bat 佇欲害伊 ê原住民面前，飲用有波 ê kiⁿ 水，原住民感覺真奇異，m̄

敢傷害伊。1875 年，佇白河鎮外有一位土霸王吳志高，為著不欲 hō
.信徒佇白水溪

起禮拜堂，chhōe 人來攪擾，甘牧師知影了後，前往安慰信徒，bô 想到半暝 tú 著

偷襲。有一枝長茅刺過一支柴，差一呎就傷著甘牧師，厝 kap 禮拜堂亦攏 hō
.火

燒去，上帝保守甘牧師佇極其危險中逃出去。雖然甘牧師險險喪失性命，但是伊

                                                      
49《台灣教會公報》，2166 期，1993 年 9 月 5 日，第 3 版。 
50

http://tw.myblog.yahoo.com/renan-huang/article?mid=30440&amp;prev=30441&amp;next=30439。 
51《台灣教會公報》，2538 期，2000 年 10 月 22 日，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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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宣教 ê熱情 kap 勇氣並 bô 減少。 

2.致意盲人教育：甘牧師細漢 ê時眼睛差一點仔 chheⁿ 暝，所以對盲人有特

別 ê憐憫心。他發現台灣當時社會中盲人 bē 少，根據估計彼時全台盲人約略有

1 萬 7000 人。有先天 ê，有後天病症引起 ê，以及意外傷害所造成 ê，其中台南地

區 siōng 濟。Chiah ê盲人是以討食 á是算命來生活，有一寡是勞動者。有一擺伊

佇白河鎮岩前，遇著來問道理 ê盲胞溫旺，伊因為得罪吳志高，目睭 hō
.吳志高 ê

手下挖去。溫旺表示至少有上百 ê人 kap 伊有仝款 ê遭遇，此件歹誌 hō
.甘牧師真

gōng-ngia̍h，閣卡堅定伊幫助盲人 ê決心。1887 年甘牧師轉去英國休假，並且為著

台灣盲人教育 ê事工向英國教會籌募經費。1889 年轉來台灣就開始計畫建校，1891

年佇府城創設全台第一間盲人學校。 

3.研發盲人點字法：甘牧師為著台灣 ê盲人研究通用點字法，編寫盲人讀 ê

聖經 kap 冊。他鼓勵盲人受教育、讀聖經、學技能，甚至資助盲者到日本進修。

伊亦 tiāⁿ-tiāⁿ 佇《台灣府城教會報》刊登關懷盲人 ê消息，鼓勵教會、會友重視

這群弱勢者。林燕臣先生佇 1921 年 12 月 ê《台灣府城教會報》中，安呢描述甘牧

師：「早前佇台南洪公祠有教青瞑人摸 phòng 字。……這是甘牧師疼青瞑人……。

到今仔日政府有設盲啞學校攏 teh 數念甘博士 gâu 疼青瞑人。」訓瞽堂後來由日

本政府接手經營，關懷對象漸漸 tùi 盲人到 chhàu-hīⁿ、é-káu、智能不足 ê人士，

服務 ê範圍 lú 來 lú 大。甘牧師 ê愛心 kap 付出，扑開台灣特殊教育 ê大門，hō
.

身心障礙者通得發揮恩賜。 

4.研究台灣歷史：宣教工作之外，甘牧師亦致意研究台灣歷史，不但佇 1913

年編印《廈門音新字典》，koh 有真濟本關係「台灣史」ê著作。1915 年榮獲加拿

大多倫多諾克斯神學院（Knox College）頒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伊 ê著作有

(1)《福爾摩沙宣教之成功》：這本冊有分做兩部分，第一部份是荷蘭駐台第二任

牧師尤羅伯佇台灣傳教十四年，任內五千九百名原住民受洗 ê歷史，是翻譯 1650

年拉丁文書寫教會歷史。第二部分是附錄，包括甘為霖家己寫 ê《早期荷蘭在台

灣的宣教》、宣教史料選譯、原住民語主禱文等，是伊佇台灣宣教 ê歷史。(2)《荷

蘭統治下的台灣》：伊將大量 ê西班牙 kap 荷蘭文史料翻譯做英文。冊 ê內容介

紹十七世紀台灣 ê概要，包括台灣地誌、原住民概述；荷蘭貿易史、台灣 ê宗教、

荷蘭佇台灣傳教 ê工作概要，收集早期海外宣教 ê史料。《被遺忘的福爾摩沙》

是翻譯 tùi 荷蘭 siōng 尾一位統治者所寫 ê英譯，對鄭成功攻台有詳細 ê記錄。(3)

《福爾摩沙素描》：伊將《福爾摩沙宣教之成功》加入新資料編寫，目的是 beh hō
. 

koh 卡濟人認 bat 英國長老教會佇台灣傳教 ê歷史。(4)《台南教士會議事錄》：伊

整理台南教士會 ùi 1877 年 1 月初 10 召開以來一直到 1910 年之間總共 788 擺台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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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會 ê會議紀錄出版做書。(5)《廈門音新字典》：1913 年 7 月出版。(6)《中國的盲

人》：探討中國 ê盲人 kap 問題，充分展現伊對弱勢族群 ê關懷。52
 

甘牧師佇 1917 年退休，轉去英國 ê時，約有 40 位盲人前往送別，並且贈送一

台銀製 ê「竹排仔」hō
.甘牧師做紀念。Ù i 1871 到 1917 年，他佇台灣宣教總共 46 年。 

5.盡心 koh 盡力：高金聲牧師佇〈甘牧師〉文中講：「日本總督曾請博士（甘

牧師）去台北，講台灣過去 ê消息給人聽，入場費每人一元，他得著一千元，全

數送 hō
.台南盲人學校。為著慈善事業，他開真濟錢，甚至將他自己 ê厝賣掉，

致使到當伊年老回國，經費困難，……伊是安呢盡心辛勞……。」53
 

   M̄ kan-na 奉獻金錢，甘牧師夫婦 kap 二位查某子，攏參與佇台灣宣教。雖然

年老體力衰弱、孤單一身，kan-na 帶著滿滿 ê感恩 kap 祝福離開台灣，伊猶原無

後悔。54
 

(三)巴克禮博士 

1.獻身契：1865 年 11 月 21 日巴克禮牧師十六歲生日 ê時，bat 寫一份「獻身契」，

了後每年生日 ê時一定佇「獻身契」頂簽名，表示奉獻 ê心志。獻身契頂面安呢

寫「…..我確信一切權柄屬佇祢。今仔日我用最嚴肅 ê態度，誓約順服。我欲放

棄一切管轄我 ê。我欲 kā 我 kap 我所有，不論心思意念、四肢百體、財物、時間

或是一切力量，攏奉獻給你。….我將本身交託佇你，照你旨意，tùi 你無限 ê智

慧安排，hō
.我成做榮耀你 ê路用。…..」1893 年巴克禮牧師結婚，遇著巴牧師 ê

生日，就 kap 夫人(Elisabeth A. Barclay)佇「獻身契」頂面簽名。巴克禮牧師生前與

夫人佇「獻身契」上簽名 ê歹誌，無人知影，一直到 1935 年巴克禮牧師別世了後

才佇伊 ê遺物中發現這份獻身書，伊佇台灣傳教將近 60 年。 

2.盡全力推動白話字：巴牧師認為荷蘭佇臺灣宣教失敗 ê原因，是無將聖經

譯做本地 ê語言，致使無人看 bat 聖經。可惜 ê是，當 in 已經佇荷蘭印好本地方

言福音書 ê時，荷蘭政權已經 hông 趕出臺灣 a，in 離開臺灣，基督教也 tè leh 離

開。 

白話字推行是對臺灣教會前途影響足大 ê一層事，巴克禮牧師是 siōng 熱心

推動白話字 ê人。當時姊妹中差不多無人 ē 讀漢文，兄弟中讀了 ē 了解漢文 ê也

不過是十分之一。所以若欲 hō
.信徒 in 家己讀聖經、靈修 kap 查經，唯一 ê辦法

是推行白話字。巴牧師來到臺灣無偌久，就看出這個關鍵。伊 ê信念是一個健全

本地化 ê教會，是需要教會中 ê男婦老幼攏 ē-tàng 用 in 家己日常所講話語來讀聖

                                                      
52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日創社文化，2007 年.8 月，頁 71-73。 
53

 <台灣教會公報>，第 3113 期，2011 年 10 月 24 日-30 日，第 14-15 版。 
54潘稀祺，〈台灣盲人照護先驅—甘為霖博士〉，《醫宣史話》，期數:224-04，編號:777，20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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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白話字是達到這個目的 siōng 簡單 koh 便利 ê工具。因為白話字，只有幾個

月工夫就通學會曉。為著教會內迫切 ê需要伊努力推行白話字。 

    伊 ê回憶記載： 「ùi 我來到台灣, 就確信三項事, 到今仔日經過五十年, iáu-kú

堅信不移。第一：若欲有健全有活命 ê教會, 每一個信徒不分男女, 攏著愛研讀

聖經。第二： 這個目標, 使用漢字是達 bē 到 ê。第三： 使用羅馬拼音白話字, 通

達到這個目標。白話字真適合婦女、兒童 kap 未受教育 ê人使用； 士人只用漢

字, 就是對白話字 ê輕視。因此我決心以身作則, 用白話字來代替漢字。我一生

中間 kan-na 一擺使用漢字聖經講道, 為著彼擺我感覺遺憾。我當然知道, 只用白

話字, 會 hō
.人誤解做無智識, 但是想著可能帶來 ê利益, 我就 bē 致意啦。」1885

年 7 月, 巴克禮牧師創刊白話字刊 ── 《台灣府城教會報》。55
 

3.吞 lún 到底：1885 年 7 月 19 日上午，巴克禮牧師佇客庄二崙主持禮拜，看

著一群人扛 8 大桶 ê糞欲衝入來。兄弟隨時將大門關起來，匿去壁角。暴徒就用

石頭扑開門，用長 hia-á iúⁿ 糞，潑入去厝內，kā kui 間厝攏 chhòng lah-sap 去。In iúⁿ

出桶內 ê糞，tùi 我 ê頭殼頂 lâm 落去，………..我直直 khiā leh，出在 in lâm。我

án 呢做，koh 卡激起 in ê憤怒，就動手 khiú 兄弟 ê頭毛，bán in ê嘴鬚，裂破 in ê

衫，開始扑 in，到傷痕攏腫起來，iáu 不 m̄肯 soah。我為信徒求饒，in 就罵我，

將我 khiú 開，甚至用棍仔扑我。56
 

4.和平使者：1895 年 10 月 20 日，日軍佔領臺灣，圍攻臺南城，城中紳商因

為驚惶，懇求巴克禮牧師 kap 宋忠堅牧師 kap 日軍交涉，所以宋、巴牧師 kap 城

內十九名士紳出城陳情日方乃木將軍，保全府城人 ê性命，巴、宋兩位牧師亦因

為 án 呢受頒勳章，紳商 kap 市民對 in ê恩情非常感激。 

巴牧師性情溫柔容易親近，koh 有教政 ê能力。伊佇 86 歲高齡 iáu 受託擔任

太平境教會小會議長，1935 年 10 月初 5 因為腦充血離開世間，享年八十七歲，是

佇南部教會慶祝設教七十週年慶典前十天，南部大會佇太平境教會為巴克禮牧師

舉行「大會葬」，人數真濟，拜堂內無通 khiā ê 所在。 

5.夫人盡忠到死：巴牧師娘伊莉莎白(Elizabeth)bat 受過護理學訓練，1892 年結

婚以後 kap 巴牧師來台灣，一直是巴牧師賢慧 ê助手，亦是病患 ê好朋友，伊對

人親切又 koh 真有同情心，巴牧師去 chng 腳巡教會 ê時，常常準備藥仔通做臨時

需要 ê路用。當伊破病，醫生講伊 ê生命 chhun 無偌久，伊無 lún-neh，kap 巴牧

師 koh 轉來台灣欲繼續傳道事工，但是佇 iáu 未到台灣 ê路中舊病復發，soah 佇

                                                      
55
《台灣教會公報》，1894 期，1988 年 6 月 19 日，頁 2。 

56
《台灣教會公報》，2397 期，1998 年 2 月 8 日，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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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過身，佇教會人士內心留落深刻 ê印象 kap 永遠 ê siàu 念。57
 

(四)馬雅各醫生 

1.尊重異國文化：馬雅各醫生深入西拉雅每一個部落，kap 原住民共同生活，

對原住民 sīⁿ ê 真特別 ê食 mi̍h，m̄-nā 無排斥，koh 食 kah 津津有味，顯明伊對異

文化 ê尊重。 

2.超越 ê疼：1918 年 1 月 23 日馬雅各醫生痛失 sa
n 

kap 生活 50 年 ê馬醫生娘

(Mrs.Mary Anne Maxwell，1835-1918），大戰結束，馬醫生二世躊躇轉來台灣，因為

留 83 歲喪妻 ê老父孤單一個人心肝艱苦，但是反轉受著馬雅各醫生堅定 ê鼓勵

kap 祝福，送 in 一家來台灣58。馬雅各醫生兩個囝仔，長子馬約翰(Jhon Praston 

Maxwell，1871-1961)佇中國行醫，第二後生馬雅各二世(James La idlaw Maxwell Jr.，

1873-1951)來台灣接任新樓醫院院長之職。59
  

(五)李庥牧師 

捨身不悔：李庥牧師除了投入本地傳教人才培養以外，伊亦發現女子教育 ê

重要性，伊佇 1879 年 9 月患著 malaria 離開世間。李庥牧師娘佇 1880 年 2 月得著

女宣教會 ê接納，成做台灣頭一任 ê女性傳教師，完成李庥牧師 iáu 未完成 ê女

學創設；伊全心投入女學 ê創設，因為過度操勞，佇 1880 年 11 月帶病轉去英國一

年，了後 koh 來台灣，女學佇 1887 年 2 月開始招生。60
 

(六)吳威廉博士 

    1.安葬佇台灣：吳威廉博士受加拿大長老教會派來台灣kap偕牧師做伙工作，

伊有建築恩賜，佇台灣三十一年久，盡力服事有濟濟貢獻。1923 年春天吳牧師患

著心臟病，身體漸漸衰弱，佇六月十三日過身，六月十四日佇淡水舉行葬式，埋

葬佇砲台埔外國人墓地。 

2.疼 ê實踐：吳牧師娘是一位傑出 ê女性，伊有真高 ê音樂造就，亦有真豐

富 ê服務精神，伊真有毅力，三、四十年若一日 thàu 風落雨攏殷勤做工，伊逐工

早起佇淡江將伊所有一切 ê時間攏奉獻佇音樂指導 kap 教會 ê工作。伊佇中學男

女學堂 kap 神學院教風琴、鋼琴 kap 聲樂，暗時閣指導市內教會抑是信徒個人音

樂，一直到十點抑是十點半，所以北部 ê音樂佇早期就真進步 kap 普及。伊真關

心傳教師 ê家庭 kap 散赤 ê信徒，伊用心神物質幫助欠缺 ê人，自己過 ê生活卻

                                                      
57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1971 年 7 月，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頁 70。 
58黃茂卿，1988 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九十年史(1865—1855)》，頁

326-327。 
59郭至楨總編輯，《為台灣引進現代醫療的先驅》，馬雅各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出版，

2009 年，頁 9。 
60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日創社文化，2007 年.8 月，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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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簡單樸素。61
 

(七)宋忠堅牧師 

1.槍 chí穿胸：宋忠堅(Duncan Ferguson)牧師是蘇格蘭人，1860 年 12 月 30 日出

世，大學畢業進入神學院深造，1889 年神學院畢業了後，受英國基督長老教會宣

道會差派來到台灣。當年交通不便，宋牧師 tiāⁿ-tiāⁿ 騎馬巡視教會，1893 年 3 月 16

日，伊前往東部巡視教會，經過山路 tú 著原住民攻擊，槍 chí tōa
n 過伊 ê胸 khám，

等傷好身體恢復，伊猶原繼續宣教。1895 年日本兵到台南府，伊 kap 巴克禮博士

受地方仕紳重託，冒險代表出城迎日軍入台南府，無受砲火 ê攻擊，保全十 gōa

萬百姓 ê性命。 

宋忠堅牧師看見日軍佔台南府頭尾 ê經過，將伊所經歷 ê寄 hō
.《長老教會通

訊》月刊：「阮駐台宣教師扮演了重大 ê角色，引 chhōa 日軍和平進入首都台南

府，……佇台南府當日本軍隊第一擺出現佇安平海面時(1895 年 10 月 12 日)，城內

仕紳代表前來懇求宣教師調停，避免日軍砲轟府城。宣教師 bat 佇拯救全市無辜

生靈 ê事工頂盡一臂之助，如今回顧起來，滿心感恩。」62
 

2.夫唱婦隨：宋牧師娘是一位醫生，佇台灣行醫傳道，是第一位來台灣外國

女醫生，伊利沙白醫生有精湛醫術，無分晝夜為人接生，減少婦女因生產過程所

發生 ê危險。無論佇城市或是鄉間，深深得著人民所信任。有一擺前往木柵教會

巡視，感覺身體無爽快，後來就安呢離開世間，彼時伊才 34 歲，伊佇台灣 9 年

久刻苦耐勞、仁心仁術，救人無數。63
 

巴克禮牧師講：「伊安呢日夜工作，chi̍t-sut-á攏無嫌 thiám，得著府城內外眾

人對她醫德讚美。市民要求她 ê喪禮行列 bē-sái 直接 tùi 宣教會走 ǹg 墓地，著 sē

過內城幾仔條重要街道才 ē-sái。」近千人 ê送葬行列，人人悲傷無停，這夠額通

看見當年她所受著 ê歡迎 kap 愛戴。64
 

(八)余饒理先生 

1.殷勤做工：余饒理先生是英國長老教會派來台灣頭一任傳道教師，ùi 細漢

就立志獻身 hō
.上帝，12 歲 ê時讀李文斯頓《非洲探險宣教記》(The livingstones’Travels 

and mission work in Africa)真受感動，就決心獻身海外傳道事工，佇台灣任職攏總

21 年。伊滿心熱誠，擔任台南教會 ê中學校長，也兼任教士會附設鄉間小學 ê督

學，有真好 ê成績。因為余夫人患著惡性 ê台灣 malalia，不得不離開台灣，佇 1896

年調職到潮州府 ê五經富。當他感染風寒感真累 ê時，iáu-kú 去看五經富附近一

                                                      
61楊士養編著林信堅修訂，《信仰偉人列傳》，人光出版社，1995 年 1 月，頁 95-98。 
62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71 年 7 月，頁 26-29。 
63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71 年 7 月，頁 38。 
64潘稀祺，〈臺灣婦女的救星〉，《健康人生》，2007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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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學校，1905 年 1 月 7 日忽然間過身，伊佇世上 siōng 尾一工猶原無閒伊 ê工作，

離世彼工他所訪問 êsiōng 尾一間學校，離伊 tòa ê所在有一英哩，一點仔攏無結束

生命 ê兆頭。65余校長曾患半身不遂，佇英國調養，接受醫生治療，但並無完全

康復，因為伊疼東方人，所以賠命 koh 過來五經富教導學生。66
 

2.盡心教育：伊 tiāⁿ-tiāⁿ chhōe 找機會 kap 學生作伙佇餐廳吃飯，有一擺佇餐

廳 kan-na chhun 一個有破 khiah ê飯碗，其他完整 ê碗攏 hō 先到 ê學生搶 liáu 去。

校長雖然知影學生無禮讓 ê態度，亦無一點仔生氣，自己 té飯，怡然用餐。學生

看著校長謙遜行為，感覺慚愧，有人用完整 ê碗欲 kap 校長交換，但是校長猶原

歡歡喜喜繼續用餐，回答講：「無要緊，無要緊，án 呢顛倒卡方便，ē-tàng tùi 破

khiah ê所在吃飯。」留 hō
.學生深深 ê感化。67

 

 

2013年 11月 21日佇台南神學院舉行「巴克禮牧師獻身文返台典藏感恩禮拜」，

南神院長宣布「看啊!這是聖神透過巴克禮 ê愛 kap 獻身，改變台灣歷史 ê手稿 !」 

經過將近百年後，獻身文 tńg 來珍藏佇南神。68
 

一百 gōa 年前 chiah ê宣教師放棄家鄉 ê一切，千里迢迢來到台灣，佇生活條

件真無好 ê環境中，in 抱著基督對世人 ê愛 kap 關懷，將生命 kap 青春奉獻 hō
.

這塊 iáu 未開發 ê土地，傳道中 tiāⁿ-tiāⁿ 遇著土霸、暴徒 tàn 石頭、潑水肥、kia̍h

刀 thâi、放火燒等 sìⁿ 命危險 kap 壓迫。In 認同這塊土地甚至長眠佇 chia，In ê犧

牲奉獻佇教育、醫療頂面受著歷史 ê肯定。 

 

                                                      
65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71 年 7 月，頁 53。 
66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71 年 7 月，頁 54。 
67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出版，1971 年 7 月，頁 643，(李崑峰校

友回憶)。 
68《台灣教會公報》，3222 期，2013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1 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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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19 世紀尾期台灣 ê教育 

本論文用《台灣府城教會報》這份史料，來了解 19 世紀尾期來到台灣 ê西方

宣教師，佇當時生活、衛生條件真無好，致使有人破病過身以外；koh 著克服語

言 ê that-gāi，辛苦來學習；因為文化 ê差異，經歷種種迫害、危險，雖然有 chiah 

ê艱難，in 佇台灣教育史上結出真好 ê果子，注入台灣現代教育 ê理念。ùi 傳統

教育 kap 西式教育比較中間 ê差異性，以及西式教育帶來 ê衝擊來了解傳教師佇

教育上帶來 ê影響。討論 ê方向以「功利導向 kap 知識充實」、「階級教育 kap 全

民教育」、「道德教育 kap 全人教育」、「母語教育」「現代化教育理念」「宗教家教

育精神」六個議題來進行。 

「功利導向 kap 知識充實」，是以教育 ê課程 kap 目的來做分析，傳統教育 ê

教授課程是儒家 ê思想，是道統 ê教化，傳統教育 ê目的是為著欲參加科舉，功

名追求是主要 ê目標，西式教育注重逐種智識 ê充實，有醫學、天文、地理等現

代智識 ê傳授。 

「階級教育 kap 全民教育」是以教育對象來討論，西式教育注重人人普遍通

受教育 ê權利，尤其女校、盲校開設是時代性 ê創舉，注重女性 kap 社會弱勢者

ê關懷，亦是人權主張 ê表現。 

「道德教育 kap 全人教育」是以教育內涵、本質來討論，傳統教育是以儒家

經典道德教育為主，西方教育注重獨立思考、生活、群體教育，學生住宿亦是一

個劃時代 ê教育理念。 

「母語教育」是以漢字 kap 白話字佇教育頂面所帶來不 kāng 效果來做分析，

傳統教育使用 ê文字艱難 pháiⁿ 學，學習費時無效率，白話字因為簡單好學，m̄-nā

縮短學習時間，學習亦 bē 成做重擔，學習 ê範圍亦大大擴展，通吸收逐方面 ê

知 bat，是吸收現代智識 ê重要工具，白話字教育亦是母語教育，佇保存母語頂

面有大 ê貢獻。 

「現代化教育理念」討論教育理念無 kāng 亦帶來教育無 kāng ê 出路，西式

教育突破傳統教育佇性別、種族、教育體制、教育課程限制，教育觀念 ê束縛，

學生出路亦有無 kāng ê 成果。 

「宗教家教育精神」是以教育者教育精神來論述，西方傳教師有真濟犧牲奉

獻 ê事蹟，留落真濟 súi ê 腳跡，in ê精神深深影響學生，亦久長 tiàm 佇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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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內，hō
.咱 siàu 念。 

佇遮特別欲 koh 提起用白話字來做母語教育這個議題，余饒理校長將三字經

翻譯做台語實施母語教育；有對咱 ê教育帶來什麼款 ê啟示?荷蘭時期台灣第一

擺用母語來書寫對原住民實施教育，有 bē-bái ê教育成果，佇日治時期皇民化政

策使用日語做教學語言，國民黨執政下面 ê黨化政策用「國語」做教學語言，母

語受著嚴重 ê打壓。吳晟佇 1970 年發表〈挫傷的語言〉，得著台灣社會輿論真大

ê迴響，伊指出台語是國民黨政府條故意打壓才受重傷。吳晟講語言壓制常常內

化做潛意識自卑，自我歧視；語言消失，是一個民族消失明顯 ê兆頭，消失 ê m̄ 

kan-na 是語言，真濟在地文化、生活價值、民族自信心也連帶 teh 消失。母語教

學 hō
. 受教者用家己 siōng 熟 ê語言做學習，通減少語言阻礙成做學習 ê困難，學

習自己國家 ê歷史、文化等 ē-tàng 正確來傳達信息，亦 ē-tàng 表現出對家己民族

文化 ê認同，發展家己 ê學術體系，有利益佇保存國家或是各族群 ê文化，保持

文化多樣性。 

 台灣存在多族群、多種語言，每一種語言有伊 ê優點 kap 特質，對互相尊重、

注重傳承，ē-tàng 豐富文化 ê內容。 

    

第二節 延伸思考 

台灣 ê教育經過荷蘭時代 37 年 (西班牙 17 年) 、鄭氏王朝 22 年、清朝時代

212 年、日本時代 50 年以及 1945 年以後國民黨時代。台灣數百年來經歷無 kāng

政權 ê統治，統治者為著達成緊閣有效 ê管理，強制實施統治者文化、語言、或

是宗教；並且禁止原本當地 ê生活型態。佇歷史洪流中，親像日本 ê「皇民化政

策」、國民黨 ê「中國化政策」，「台灣」久長 ê時間被忽略抑是隱形，台灣 ê學子

bē-tàng 用母語來著作、佇學校 bē-tàng 講母語，台灣人 m̄識家己 khiā 起 ê所在，m̄

識家己 ê歷史，甚至 bē-tàng 講家己 ê歷史，這是殖民教育所帶來 ê「成果」；進

入民主時代了後，咱來思考目前教育 ê現況。  

一、教育目標 

大學聯考制度 ùi1957 年實施到 2002 年廢除，過去多數 ê人認為聯考制度是台

灣教育病態 ê根源，數十年久考試一直領導教育，學習受著升學濟濟束縛。1990

年代以來教育部做教育改革措施，無論是法令、師資、課程、教學、教科書、財

政等方面，攏有種種 ê改革，但是實施到今仔日社會各界亦有無 kāng 款 ê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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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期待學生有「ē-tàng 帶 leh 走 ê能力」，hō
.所學習著 ê通運用佇生活中，

這是教育所著努力 ê方向，期待咱 ê教育通達成 chit ê目標，實踐「教育就是生

活」ê理念。 

二、母語教育 

國民中小學鄉土語言教學，國小部份 90 學年度 9 月起 ùi 一年級開始實施，

納入正式課程。91 學年度小一、小二、小四及國中一年級同步實施，但是排佇選

修課程，國小是必選，國中自由選修。實施 ê過程 kap 成效 iáu 有濟濟需要修正

kap 改進 ê所在，期待母語教學 ē-tàng 有 koh khah 積極 ê教育政策順勢來推展。 

三、教科書編選  

教育部 97 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分做四

階段，第三階段(第六學年)漸漸融入文言文，第四階段逐年調整文言文所佔比率，

第七學年 10%-20%，第八學年 20%-30%，第九學年 25%-35%；普通高級中學必修

科目「國文」課程綱要語體文 kap 文言文所占比率，第一學年 40％，第二學年

45％，第三學年 50％，範文選材：提供文言選文編選參考中，大部分是中國文學，

另外每一冊應該選一課文化經典教材，分別依次 ùi《論語》、《孟子》、《墨子》、《韓

非子》、《老子》、《莊子》選出。 

白話、文言教學 ê討論，中國化、去中國化 ê爭議，語文教育應該教學生什

麼?國語文編選 ê內容佇不斷調整中，期待 ē-tàng chhōe 出適應時代需求 ê方向。 

四、台灣主體性教育 

國民黨執政時期極力想欲消滅台灣意識，到處攏是中國思想。佇教育方面這

種封閉 ê情況一直到 1972 年鄉土文學論戰開始了後，雖然猶原 bē-tàng 突破大中

國架構，但是關懷本土，重新追尋台灣社會文化 ê意識漸漸 thòa
n 開。1993 年台灣

ê鄉土教育踏出歷史性 ê一步，當年新修訂 ê國小課程標準中，將「鄉土教學活

動」列入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中，成做國民小學正式課程 ê一部份。kāng 年六月，

教育部規定 ùi 八十五學年度起，「鄉土教學活動」納入小學課程；1994 年教育部

宣佈，國中課程增設「認識台灣」教材。台灣鄉土文化教育才成做正式教育 ê一

環。 

台灣教育長期以來受政治影響深 koh 大，為著台灣主體性 bē 成做政治口號，

著愛加強學術研究，近年來佇各大學有開設相關系所，是 m̄是 ē-tàng 落實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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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iáu 著觀察。台灣過去長期用中國歷史文化做核心，致使台灣研究成做邊緣

化，台灣有族群文化差異 ê存在，koh 長期受外來文化 ê宰制，一直無法度建立

有特色 ê主體性文化；建立「台灣主體意識」，提升國人 ê自信心，亦是咱著繼

續努力 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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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一  荷蘭時期駐台牧師簡表 

No 本        名 譯        名 駐  台  期  間 備     註 

1 Georgius Candidius 甘治士 1627-31；1633-37  

2 Robertus Junius 尤紐斯 1629-41；1641-43  

3 Assuerus Hoosgeteyn 荷吉丹 1636-37 病歿佇目加

溜灣 

4 Joannes Lindeborn 林禮文 1636-37  

5 Gerardus Leeuwius 利未士 1637-39 病歿佇熱蘭

遮 

6 Joannes Schotanus 蘇格搭拿斯 1638-39 被遣回 

7 Joannes Barius 巴維斯 1640-47 病歿佇熱蘭

遮 

8 N.Mirkinius 馬其紐斯 1641-?  

9 Simonvan Breen 范布鍊 1643-47  

10 Joannes Happartius 哈約翰 1644-46 病歿佇熱蘭

遮 

11 Daniel Gravius 倪但理 1647-51  

12 Jacobus Vertrecht 花德烈 1647-51  

13 Antonius Hambroek 范堡 1648-61 被刎 

14 Gilbertus Happartius 哈伯宜 1649-52；1653 再度來

台 

8 月病歿 

15 Joannes Cruyf 克利夫 1649-62  

16 Rutger Tesschemaker 鐵梅嘉 1651-53 病歿 

17 Joannes Ludgens 盧貢士 1651 同年十月在

澎湖病歿 

18 Gulielmus Brakel 普拉卡 1652-5?  

19 Joannes Bakker 白駕 1653-5?  

20 Abrahamus Dapper 達巴爾 1654-5?  

21 Robertus Sassenius 薩世紐斯 1654-5?  

22 Marcus Masius 馬修士 1655-61  

23 Petrus Mus 牟士 1655-62 被刎 

24 Joannes Campius 甘比宇 1655 同年十二月

病歿 

25 Hermanus Buschof 武小和 16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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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本        名 譯        名 駐  台  期  間 備     註 

26 Arnoldus A. 

Winsemius 

溫世繆 1655-62 被刎 

27 Joannes de Leonardis 列奧拿 1656-62  

28 Jacobus Ampzingius 安信紐 1656-57 病歿 

29 Gulielmus Vinderus 閔得烈 1657-59 病歿 

     

資料來源：整理自賴永祥，2000 年 1 月《教會史話》，第一輯，人光出版社，頁

115-116 
 

 

表二  西班牙人佔領台灣時期駐台神父簡表 

No 本 名 譯 名 駐台期間 備 註 

1 Bartolomè Martinez 馬地涅 1626-1629 首任臺灣教區

長。沉死佇淡水。 

2 Francisco Mola  1626-？   

3 Jeronimo Morer  1626-？  

3 Juan Elgüeta  1626？   

4 Tomas de San Jacinto 

Nishi Tomes Rocyyasemon 

西六左

衛門 

1626-1629 日人 

5 Santiago Somonaga 

Santiago de Santa Maria 

 1626-1628 日人 

6 Francisco de Acebedo  1626-1630 助修士 

7 Mateo Cobisa 馬竇˙哥

比沙 

1628.9-1630.

12 

病歿 

8 Angel Cocci de San Antonio 哥地 1628-1630   

9 Tomàs Sierra 施埃良 1628-1630   

10 Antonio de Viannr  1628-1636 葡人。助修士 

11 Francisco Vaez de Santo 

Domingo 

伐愛士 1629-1633.1 被土番殺死佇淡

水 

12 Jacinto Esquivel  1631-1633   

13 Francisco Bravo  1631-1632   

14 Tomàs de la Magdalena  1631？   

15 Antonio de Santo Maria  1632-？ 方濟各會 

16 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 

 1632-？ 方濟各會 

17 Domingo Femades  1632？ 死佇基隆 



 

86 

 

18 Lucas Garcia  1632-1636   

No 本 名 譯 名 駐台期間 備 註 

19 Theodoro Quiros de la Madre 

de Dios 

基洛斯 1633-1642   

20 Antonio Estrado   1633-1635 死佇馬尼拉航海

中 

21 Miguel Corona   1633-1635   

22 Francisco de Jesus   1633-1637？ 方濟各會 

23 Francisco Escarona  1633-1637？ 方濟各會 

24 Dominico de Jesus  1633-1637？ 方濟各會 

25 Gaspar Alenda  1633-1642 佇基隆遇難而死。 

方濟各會 

26 Maco de Jesus  1633-1637？ 方濟各會 

27 Juan de San Marcos  1633-1637 方濟各會。助修士 

28 Lorenzo Arnedo  1633-1635  

29 Juan Sanchez  1634-1635 死佇基隆 

30 Luis Muro 慕洛 1635-1636.3 被土番殺死佇淡

水 

31 Iuan Garcia  1634-1637   

32 Juan de los Angeles 安赫列

士 

1636-1642   

33 Francisco Diaz  1637？   

34 Anderès Jimènez  1637-？ 助修士 

35 Juan Arjona  1638-1641   

36 Basilio Cervantes  1638-1642 助修士 

37 Pedro Ruiz del Rosario  1639-1642 助修士。被荷人

所， 

死佇巴城 

38 Amador Acuna  1640-1642 傭人 

39 P. Pedro Chaves   1642 

  

4/21ùi 福州到淡水

航海中被荷人所

lia̍h 

40 Victorio Ricci 李科羅

(利畸) 

1664-1665   

                                 資料來源：賴永祥，《台灣史研究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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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生活常識篇章一覽表 (1885-1895) 

標        題 卷 數 出 版 日 期 頁 數 

羅馬國數目 ê碼子 8 1886 年 2 月 53-55  

蝕日 25 1887 年 6 月 55 

對時鐘 ê法 40 1888 年 9 月 71 

論甘蔗 61 1890 年 5 月 44-45 

中國歷代譜錄 66 1890 年 10 月 82-83 

日月圖 66 1890 年 10 月 86 

樹木 ê利益 91 1892 年 10 月 83 

做紙 ê方法 102 1893 年 9 月 106-107 

                                  資料來源：《台灣府城教會報》 

 

表四  動物篇章一覽表 (1885-1895) 

標     題 卷   數 出 版 日期 頁   數 

論獅 63 1890 年 7 月 60-61 

蜜蜂 ê類 86 1892 年 6 月 46-47 

駱駝 104 1893 年 11 月 130-131 

海狗 113 1894 年 8 月 84-85 

                         資料來源：《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895 

 

表五  品德教育篇章一覽表 (1885-1895) 

標        題 卷  數 出  版  日  期 頁   數 

講話合正理 68 1890 年 12 月 99 

財定人品 82 1892 年 8 月 13-15 

惡有惡報 98 1893 年 5 月 53-54 

體貼 chêng-si
n
 105 1893 年 12 月 143 

著行好 125 1895 年 12 月 77-78 

                                   資料來源：《台灣府城教會報》 

 

表六 譬喻篇章一覽表 (1885-1895) 

標        題 卷   數 出  版  日 期 頁數 

取善 ê寓言 17；18 1886 年 11 月；1887 年 1 月 99；7 

交朋友 ê譬喻 64 1890 年 8 月 66 

賣魚 m̄免錢 78 1891 年 10 月 75-76 

人若飛鳥 86 1892 年 6 月 42 

譬如仁愛 101 1893 年 8 月 92 

教會譬如船 113 1894 年 8 月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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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題 卷   數 出  版  日  期 頁數 

譬如喝酒 127 1895 年 9 月 95-96 

                                   資料來源：《台灣府城教會報》 

 

 

表七  風俗文化篇章一覽表 (1885-1895) 

標          題 卷 數 出 版 日 期 頁        數 

論領養小孩的風俗 22 1887 年 4 月 26-27 

論救食鴉片 ê 人 31 1887 年 12 月 100 

論用鴉片丸 ê危險 49 1889 年 6 月 46 

論喪事 57-62 1890 年 2-6 月 11-13；18-20(閏)；

26-28；38-40；

46-48；54-56 

縛腳 ê要論 75 1891 年 7 月 52-55 

嫁娶著好規矩 76 1891 年 8 月 58-59 

縛腳論 111 1894 年 6 月 63-64 

                                    資料來源：《台灣府城教會報》 

 

 

表八  故事篇章一覽表 (1885-1895) 

卷   數 出 版 日 期 標   題 頁   數 

7 1886 年 1 月 日本 ê 怪事 46 

15 1886 年 9 月 當惜光陰 109-110 

17 1886 年 11 月 恩義兩全 125-126 

50-51 1889 年 7-8 月 Si̍t-tián-má 52-54；61-64 

65 1890 年 9 月 庫力德 ê 小傳 76-77 

79 1891 年 11 月 奇巧 ê代誌 85-86 

                                    資料來源：《台灣府城教會報》 

 

 

表九  詩 ê篇章一覽表 (1885-1895) 

卷數 出版日期 標題 頁數 

76 1891 年 8 月 教會兄弟所做詩 kap 歌 62-63 

94 1893 年 1 月 新年 ê詩 11 

                                    資料來源：《台灣府城教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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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小說篇章一覽表(1885-1895) 

卷   數 出 版 日 期 標   題 頁   數 

65 1890 年 9 月 引家當道 77-79 

卷   數 出 版 日 期 標   題 頁   數 

92 1892 年 11 月 班揚 91-94 

                                    資料來源：《台灣府城教會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