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宣教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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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外來移植篇 

1972年初，英國長老會宣教師彌迪理被國民黨政府限 48小時逐出境 

｢多人想盡辦法欲對台灣出去，無愛住在這裡。我莫明其妙，本想欲活在台

灣到死，死也葬在這裡。但國民黨政府不肯，愛我受趕出去。」 

一、南北部不同方式 

南部：馬雅各／醫生     1865 年來台 

宣教的大機會／門大開 

診療所受阻後，機會平平 

往診 ｢出張／出差」機會大開 

嘆：不是牧師，不能執行洗禮聖餐 

＊醫生（有正牌），但限制的傳道師（密牧） 

北部：馬偕／牧師     1872 年在淡水 

密醫(無牌)開牙醫診所、在野外拔牙齒、傳教、醫治並行 

二、南北部得人（門徒）方式 

南部：廈門派甘為霖來施洗／聖餐 

北部：施洗、教育、神學教育、設立牧師 

三、巴克禮、李庥、甘威霖 

1875 年，巴克禮年來台 



到台灣（10 年後），寫信回去英國：｢我人到我的家（home）
了。」 

台灣是他的家鄉，也是他的土地 

1885 年，受大的侮辱（humiliation） 

二崙事件 

1895 年，承接引導日本軍入台灣府城的任務 

已設：府城教會公報 

神學院—教神學 

翻譯聖經 

成立大會: 第一任「會正」 

李庥於 1867 年來台，甘為霖於 1871 年來台 

甘為霖出版｢甘字典」   

帶羅馬字｢聖經」 

廈門之恩典 

四、移植民主制度，民主政體的教會 

逐漸設立聘牧制度（專制時代過了） 

1898 年 4 月封牧（原則就自立自給） 

設立大學、中學、女學 

設女神學院：女宣的延伸 

五、二十世紀初期 

1900～1935 充滿、充實教會（教會會員及會友）的時期 



1935～1940 結束時期，看見宣教的黃昏 

1942～ 女宣教師離台灣到新加坡，不及走，因為戰爭爆發，留在那裡，

入｢女性的集中營」，關到 1945 年終戰時……………，死於囚犯

時期 

來台的宣教師有以下的背景，特色： 

1. 蘇格蘭人異於英格蘭人，本有自己的語言，受英格蘭統一，Lē 屬大英帝

國。 
2. 蘇格蘭的「國教」是改革宗的基督教會，是屬於從瑞士日內瓦的發詳的約

翰‧喀爾文的門徒約翰‧諾克斯傳授而來的「長老會」。 

選擇來台的源由是： 

1. 駐在清國福建厦門的宣教師杜嘉德，視察台灣的語言，文化漳州，泉州類

似，因而通告英格蘭長老教會海外宣道委員會，考慮派遣宣教師來台。 
2. 在台灣的英國人已經設立公司，圖謀貿易，通商，而且英國政府已經於打

狗設立領事館，掌理商事，人事，外交等事宜。 

第一位受派來台的是醫生，馬雅各。 
他於 1865 抵達打狗，先計劃於府城設醫舘傳道醫療，他是醫生，但

是「密牧」無牧師牌。 

第一位來台灣南部（打狗）的牧師，李庥。 
他是 1868 年到達。他是隨地，隨環境，疼台灣，熱心傳道的宣教師，

也是在台灣逝世的第一位宣教師。 

1871 年，來了兩位：甘威霖與      。 

1872 年，是馬偕牧師來台的年。 

他是加拿大人，由蘇格蘭移民加拿大的二世，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

也是頭一個來亞洲的宣教師。 



他是牧師，但他是無牌的密醫，從事齒科的，拔牙的達人，也是「教

授」一生，傳道以外，拔一萬多棵的牙齒。 

1875 年，對於南部台灣宣教是最受恩的一年。 

來了三位工作成果最輝煌的牧師：巴克禮（8 月）、梅監霧、醫生蘭大

衛。 

巴克禮於 16 歲看到東方有一棵星，邀請而感受上主的恩召，決心往東

洋，寫了「獻身書」，每年於生日，都重新簽名獻身。26 歲來台，在

台 60 年，於 1935 年於台南逝世。 

梅監霧與蘭大衛是以彰化為基地。 

梅牧師在彰化，台中，以南投一帶巡迴做街路邊的佈道與建設教會。 

蘭大衛在彰化設醫院行醫，並向病患及家屬傳道。 

五、結語 

成功的宣教師  Work themselves out of job｢做到家已失去頭路」。 

成功的宣教事工是將寶貝的「福音樹」顧到釘根，關心互伊成長、開花、

結果子 

 

第二篇 在地人本土化篇 

一、1866 年宣威霖從廈門受英長老會派遣，7月來台，留約 5 週之久。於

1866 年 8 月 12 日，在旗後的新禮拜堂給以下 4 位施洗：陳齊、陳清和、

高丈、陳圍。當天下午在旗後禮拜堂，歷史上在台灣的漢人守首次的聖

餐。 

第二次是翌年 1867年 3 月 10 日，RCA（美國歸正教會）駐廈門的宣教師

汲澧瀾（Leonard William Kip）在旗後施洗 2名成人：莊清風（淡水人）



及葉清（埤頭人）。莊清風只做見証 44 天，1867 年 4 月 24 日被暴徒打

死。是台灣長老教會第一位殉教徒。 

第三次是 1867 年 4月 19日，汲牧師在旗後施洗 3 名。汲牧師在台灣協

助馬醫生 50多天。 

北部：1873年 2 月 9 日，偕叡理牧師施洗 5 名：嚴清華、吳益裕、王長

水、林孽、林杯。 

2 月 16 日，首次舉行聖餐。 

二、嚴清華與陳榮輝是於 1885 年 5 月 17 日受封牧做巡迴牧師，是台灣人頭

二人做牧師。 

南部遲了北部 13 年，到 1898 年 4 月才產生 2 位台灣人的牧師：潘明珠

與劉茂坤。南部大會堅持牧師須有教會（合作）支給薪金，牧師館所費

等，才得聘並封立牧師。 

南部：1885年有：黃能傑由道士改宗信真道 

楊欕由宋以利沙伯女醫(宋忠堅師母）習得助產技術 

林赤馬擔「福音書」遍走台灣販賣傳道 

1895年有：林赤馬 

｢我要回去澎湖−傳道理」 

賺｢月薪 5 元」 

三、在大清帝國下 30 年（1865﹣1895） 

1988的傳道師與牧師 

四、在日本帝國管下 50年（1895﹣1945） 

五、日本化的考驗 

黃俟命：不做醫生 

林茂生：不得受承認 

黃彰輝：去見証台灣人的信仰， 



實行本土的信仰與信念 

六、台灣的本土化 

發現實況的神學 

宣教師時代的結束 

教會尚未出有經驗、熟練的領導者 

台灣本土化的時代萠芽 

只有本土，台灣是咱信仰、道，成為我的血、肉、靈性、生命的故鄉。 

七、結語 

為戰後新的試煉，備辦有經濟的恐慌，為政者的腐敗不公、不義，以致

牧師關監，受困遂，但無被剿滅，反而得走堅固信仰的腳步。 

本土的開導: 

台灣的本土意識的種子萌芽、成長及達成果子的事工，從起始是上帝耕作、

栽培、經營，而至於收穫的。 

1967 年有四位受洗禮歸於基督。清國人看不慣，造謠、毁謗，甚至加以暴力。

第一位傳道是四位頭Ｃhúi 果子中之一，叫高丈，他在埤頭傳道理。1868

年 4 月 11、12 兩日，埤頭官員率群眾毁教會。4 月 11 日，高丈先被眾拍，

也受押關牢，人加迫害，掠天主教會的財物，燒禮拜的所在，侮辱信徒。高

丈見証耶穌聖教是導人追求真理。眾人圍伊，拍他，伊去求牙衛保護。牙衛

將他關禁監獄，一共 50日。福音種子，落土不容易，經過時日，且重重的

阻礙，才得進入台灣的土底。 

1968年 4 月 23日受拍死。淡水莊清風在厦門聽到人講基督的教示，回台後

聽見在打狗有英國人傳道理，專專落到旗後，聽道理。他於  月 日受洗

禮，就已經是萌芽的基督徒。  月 日，他去保護一位女信徒，眾人就加

伊圍起來，葝、拍、摃，幾百傷，致到死於路上，甚至有人控他的心肝去做

補。人將他的屍體 hiat 落坑溝、埋屍。死了，無人「Khaù哭」。他的血流



在地上，他的肉體歸土，那日，那時，就是表明台灣本土有新的血、新的土

壤。 

巴克禮 1885 年 6 月 19 日於近杜君英，客庄的二崙，受最大的 lêng 辱。一

陣台灣人來著禮拜的場所撥屎，他鼻到台灣最 chhàu 的屎味，全身，對頭

頂到脚尖 kō 最 la sam 的屎棵（Ko）。他變成做是台灣本土的秧（稻仔秧）

的象徵。他講：「肥加我 ak 無效、無採。」「我未大欕、成長。」「恁浪

費。」台灣豈有人比伊更較本土？去浸 bak 於臭且髒的屎內，備辦肥互菜蔬

五穀成長？ 

馬偕叡理 1878 年 5月 27日娶張聰明做某，馬偕家一人變 2 人，後來倍加生

3 兒女，馬偕家就在台灣本土化。 

林赤馬、讀福音學院畢業，擔福音書，台灣遍遍行。認識土地也分通過福音

傳單，報人福音。1895 年日軍先佔澎湖，遇赤馬在 hia做傳道。日軍得知他

台灣成識閣是漢文學者，迫他導日軍去台灣佔領。他導了，日軍滿意愛留他

為日軍日本政府服務。赤馬拒絕，日軍莫明其妙，想欲大大報償、提拔他。

問講：「你欲做舍？」他講：「我欲回去澎湖。」「做舍？」「傳耶穌的道

理。」「你若好康，賺若多？」「每月 10元。」「騼！」林赤馬就如此互

真理本土化，以台灣好要，愛本土、愛台灣，也成做南台灣第四位本土彥牧

師。 

李春生，清國商人，於 1887 年受日本、台灣的新總督樺山邀請，導三個孫

子去日本觀看。他與跟從他的孫子都是綁牛尾辮子的髮型。到神戶，日本人

看清國仕紳不慣，就給他們投石頭。 

到東京，經過沒幾天，李春生播然到孫子去理髮，到服裝公司買西裝、皮鞋，

煥然一新，變日本式的西化仕紳。他而後不再做清國人，而做了日本管轄下

的台灣人，他台灣化、本土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