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단률활흐]
本文的主要目的， 在透過十九世紀來台傳敎士的紀錄， 없풍解傳敎士的海洋

經險， 及其對海洋的書寫， 由此說明西方傳敎士對環台灣海城的認知， slt經
由{뽕敎士的書寫물現十九世紀西方對東方的認、識。 文中꿇明十九世紀基督

敎來台宣敎的動機與背景， 介紹十九世紀來台的傳敎士及其相關史料 .slt 透
過{뽕敎士的書信， 日記，며憶錄等史料， 說明傳敎士從各地來台所遭遇的海

洋찜驗， 文中指出價敎士的海洋書寫 slt非只是被動承載， 反映所處環境的訊

息、，而是在預設關懷下， 加以王觀응全繹，理解，而其海洋書옳特色， 則是將海

上的風浪遭遇連結至 r뿔經」中的A物或場景， 由此做훌海上遭遇的依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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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前言

十九世紀來台的基督宗敎， 主要有프個服絡。~是→八六五年來台，

以台灣府城(今台南市)월中心的英國長老敎會(南部敎會);二是-八七

=年來台，以淡水(今新北市淡水區)篇中心的加拿大長老敎會(北部敎

會);르是→八五九年來台， 以打狗(今高雄市)용中心的天主敎道明會。

〕般所稱的基督宗敎， 大體上分흙舊敎(天主敎)與新敎(基督敎)，新，舊

敎 )jj(屬同-體系~五→七年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錫起宗敎改童

後，改華的新敎由舊敎分出， 而後隨著西方的興起， 新船路的發現，基督

敎1:f1同햄蘭商業貨易的東來，傳進台灣。햄蘭治台三十八年，隨著 1ij蘭的

離去，基督敎 1:f1中斷在台的傳布。-八五八年英法聯軍之投後， 簽訂天澤

條約，台灣開港通商-八六五年英國長老敎會再度將基督敎傳入台灣。

隨著西方的興起， 傳敎土也開始在東亞地區活動。 這些{專敎士轉轉於

各地宣敎，多數傳敎士都不只在}個固定的地點活動， 他們四處移動，穿

俊於台灣，大陸，日本，韓國等東亞地區，他們除了宣講福흩外，亦將西方

文化帶至亞洲。 透過考察傳敎士的移動歷程，或許我們也能對東亞地區

的歷史有更多不同的認識。 本文的主要目的， ~P希望透過十九世紀來台
傳敎士的紀錄， Dl용解{專敎士的海洋經驗，及其對海洋的書寫，田此說明西

方傳敎士對環台灣海城的認知， jjli經由傳敎士的書寫로現十九世紀西方

對東方的認識。

首先，本文說明十九世紀基督敎來台宣敎的動機與背景，~介紹十九

世紀來台的傳敎士及其相關史料. 其次，透過{홉敎士的書信，日記，回憶

錄等史料，說明傳敎士從各地來台所遭遇的海洋經驗。 最後，說明傳敎士

海洋書寫的意流。 文章中主要以馬借 (George Leslie Mackay) 及납쩔뚫

(William Campbell) 的著作용文本分析的主要資料， 再輔以其他來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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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士的相關海洋經驗與書寫。 這兩位傳敎士都於-八七=年前後來台，

-北-南，亦同時留有뿔富資料可進行討論。

1I. 十九世紀來台的傳敎士

1. 宣敎背景與廳況

十九世紀基督敎海外宣敎的熱湖，起源於十八世紀基督敎的靈性復興

運動，包括德國的敬慶連動 (pietism movementl ，英國的福홈復興運動

<Revivalism) ，美國的大覺醒運動 (great aw 하엉ning) 等。1) 敎會史家賴

德烈 (Kenneth S. Latourette) 稱十九世紀是「基督新敎的世紀 J(the pro

testant century) ，對基홈敎的歷史而言是 r偉大的世紀 J(the great

century)o2)

~八O七年馬禮退 <Robert Morrison) 受倫敎宣敎會 (Lcndon Missio

nary Socieity) 差派前往中國， Jtt:i용新敎在中國的第}位傳敎士。-八

四七年十一月 ，英國長老敎會所差派的흉威嚴放師 (William C. Burns)

批達香港。 →八四九年二月，흉威嚴與兩位當地信徒在廣東治海進行七

週的佈道活動，展開長老會在中國的傳敎事業。 →八五-年七月 ，흉威嚴

決定以屬門做월英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個傳敎中心。 3) -八六 O年九

1) Willston W머ker著，짧受짧，趙웠之詳 (1998). '基督敎會史，(홉港基훔敎文흉
出版社)，頁774-820

2) Kenneth S. Latourette(1941) ，A History 0/ the Expansion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vol. vi，p.33

3) Edward Band(1947)，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Tγ a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1847-1947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얹an Church of Eng!and)，p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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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長老會함度門的암嘉德썼師 (Carstairs Douglas) 與향뻐頭的金輔爾

敗師 (H. 1. Mackenzie) 與信徒黃嘉智，吳文水→同來台굶問淡水及歸牌

等地，考察傳敎的可能性。 tI:嘉德指出台灣「월福建障廣 帶來的移民，

讓福짧話，而全島也以福뽕話월普遍。 쩔7這個理由，且此地時有外國船
隻和當地 A民接觸，似乎應該田屬門 E햄建立的敎會來擔任傳道 I 作。

뽑過海映，仍通行훌同樣的語言， 覺得 1El不平常。在大陸隔 T- 百理，就

使我們覺得言語不通了。 因此，我們耳中似乎聽쫓 IJ-種彈烈的呼김 『到

這裡來寶助我們'.直到福훌在這裡發揚光大起來 J 0 4)

馬雅各醫生 (James 1. MaxweJI) 是十九世紀首位웰台宣敎士。 他在

-八六四年→月 느日•tJ:!ò~훌廣門後便努力學習福영話， 월來台宣敎 f故準
備。5) -八六四年十月五 日，馬雅各 .tI:嘉德與樓 A吳文水批達打狗，進

行두週的굶흉。 首先他們觀察天王敎道明會 (Dorninican) 所設立的打狗

前金天主堂， 然後步行到台灣府 ，停留→週後再退며打狗 .Jlfz拜굶 t앓頭
(今高雄市鳳山區)。馬雅各在這次探옮行程中， 對台灣府 A 口網密印象

深刻，응씬월沒有任何地方比台灣府更適合1故웰在台灣宣敎的起點。61

}八六五年五月，馬雅各在암嘉德暗同下與르名福建漢 A助手陳子路，

黃嘉智，吳文水在打狗登陸， 同行的還有英國聖經公會的偉烈亞力 (Ale~

xander Wylie) 及廣門會友李西옳， 王阿씻。 英國활打狗領事힘P和 (Ro~

beπ Swinboe) 建議馬雅各在打狗傳敎， 因쩔打狗有外國 A居住且領事

館可以就近保護。 但馬雅各考量府城 A口꿨多，而選擇以府城월傳敎中
心。7) 六月十六日，打狗海關脫務司官員馬威嚴 (William MaxwelJ) 頂讓

4) 1860年10月1B. 감嘉德在亞細亞鏡船上所寫的信。 引범賴7)(파 (1990). '敎會史
話'.第-輯(台南A光出版社).頁274

5) The English Presbytenan Messenger. April 1864，p.l23
6) “Letter From The Rev. Carstairs Douglas ，"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 essenger ，February 1865，pp.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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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府城大西門外看西街租借的房屋給馬雅各開設佈道所爾醫館，正式開

始在台灣효敎。 8) 英國長老敎會發現台灣與庫門語言相同， 居民也多是

福建障庫-帶來的移民， 因而應該由庫門 E經建立的敎會來擔任傳道土
作，M選定當時全台最大的市鎭 r府城 J，作월宣敎起點。 9)

佈道所開設後約有十天連續佈道， 分發륨理單。 醫館最初病뿔、非常觸

體，每天約有五， 六十 A。馬雅各每天上午九點應該直쫓 Ij下午兩， 프點，

有時到며點。 m奇的洋敎與神奇的醫術 1~快在府城傳開。 1이 由於馬雅各

使用奎寧，~進行白內障和切除뽑結石的手術， 速效的治標方式吸引全

島各地病뿔、前來，f묘也引起本地醫生的敵意。 城裡開始散佈諸言說外國

A 是在殺害漢 À，取出腦짧和眼 B줌來製造碼片。11) 街上傳言洋醫生投目

眼， IfJAi면做藥，城 H옮뿔上貼出馬雅各殺 À~훌융於佈道所뽑內， 殺病惠，

投훌取륭體來入藥， 所以짧效才會特別好的佈告。 這些응용言激起群聚的

짧動，來醫館看쓸的病惠， ;쪼漸減少휠j十五至二十名。 七月六日，馬雅各

散步時遭필 j群覆以石頭攻擊。 七月九 日，街上聚滿群聚要折佈道所， 吳文

水進城報官。 兩個小時後台灣縣知縣張傳敬動馬雅各體開府城，르天後

馬雅各離開台灣府， 前往打狗。121 首次在府城的傳敎工作沒有成功。

7) “Letter from Dr. Maxwell (Amoy，October 31，1864)，"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February 1865，pp.52-54

8) 흉武東，徐議{듬샘(1959)，'台홉基용長老敎會歷史年짧，(台南A光出版社)，頁4.
9) 台빽基흉長老敎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1965). r台灣훌督長老敎會百年史J(台南
台灣基협長老敎會)，頁7-8

10) 윷않聊 (1988)，r台灣흉홈長老敎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敎會九十年史 (1865
1955)，(台南台빽基홈長老敎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敎會)，頁29-30

11) W. A. Pickering(l898)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0/
Adventures αnong Mandarins，Wreckers，&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p.78

12) 옳皮聊 (1988)，'台빽흉督長老敎會太'l"境馬雅各紀念敎슐九十年史 (1865
1955)J，頁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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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雅各自入府城至敵退-共二十四天， 傳敎 I 作 j)fi不順 ;f11. 馬雅各認

買나坐折也有上帝的美意 J，更指出「居民約二千之海邊小村(打狗)， 뾰不

是傳道部 (Mission) 的選擇。 íN自然地，島Z首都有七萬居民的台灣府城
才是훌正目標， {專敎士也就受派前往該地。 J131 馬雅各被追體開後， 轉往

1JJt後(今高雄市 1JJtì뿔區)發展。-八六五年十〕月， 屋主呂웰收足水租銀

五百五+元， 將 1JJt後街 f子內大竹里뽑屋 r永遠租給英醫生馬雅各代耶蘇

聖敎」，r其廣屋內所有， 聽떻英醫生馬雅各微改， 隨便起蓋禮拜堂뽑， 傳

道理居住 J.141 -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首位활台救師李 !fl'(Hugh Rit

-ehie) 與夫 A짧達打狗。 151 →八六八年「安平뼈짧事件」後， 16) 英國領事

吉必勳 (John Gibson) 的武力政策， 便得基督敎的傳敎權겨得到地方官

的背書 .171 -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馬雅各重退府城， 在느老口(今

台南市衛民街， 北門路口)租屋做鳥傳敎根據地。 他將打狗的醫擔工作交

給萬 ô1훌훌훌生(Patriek Manson) ， 將博敎工作交給주 !fl'，再度回到府

城，18) 展開傳敎 I 作。

十九世紀來華的英國長老敎會，當時的傳敎方式是先設立-個中心地

(Organised Station) ，再由這個中心向外 (Unorganised Station) 據散。

也就是先選定-個中心， 田此將傳出福훌， 然後漸漸據大傳敎範圍與活

131 賴永햄 (1992)，r敎會史話 J，第二輯(台南A光出版社)，頁11-12
14) ，水훌租給約據字J，收入台햄銀行댐濟쩌짧室編 (1963)，r台뺑私앉物樓篇(第八
冊IJ，台홈文厭했刊第 150種(台北台灣銀行)，頁 1388-1389

15) 옳武東，徐讓信編 (1959)，，台홉基용長老敎會歷史年諸J，頁7
16) 安平뼈擊事件起因於棒腦事件及→八八六年間-逢뿜的敎案及其間的交涉經過
~짧解。쫓振輝，安 Zf'-Oll뽕事件前 7的地方交涉" 收入國교成功大學歷史*~댐
(19901，r台홉史llff究용史題維홈뻐討會論文集 J(台南 台南市政府)，頁221-242

17)茶節群 (2때0)，r敎案 淸季台灣的傳敎與外交 J( 台北 1흉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246-250

18) 黃武東，徐談{릉編(19591，r台흉基督長老敎會앓史年諸 J，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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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但不超過此中心的影響範圍。 像是-八四느年選擇在度門做웰長老

敎會宣敎中心， 因홈附近有障， 果兩個重要城市 ，→八五八年選擇在 i山

頭設立中心，然後往附近的達豪補， 생중海，慶春，념쩍洲等地據張 -八六

五年選擇在台灣府建立中心準備向外據張。 19) 但是傳敎的結果是邊緣比

中心好-八七五年六月來台的巴克禮 (Thomas Barclay) 指出，在他來

到台灣府城敎會前 r直힘j那時홈止府城以北敎會所 1휠的信徒全部都是平
補族，其中沒有)個{쫓A.20) r當時在府城以北， 沒有→個漢 A 的敎會會

員。信徒全部是平補族 A，嘉義也設立→間佈道所， 可是沒有漢 A的信徒
。21) 這樣的情形引起總會的質疑。 當 -j:tJ!혹옳的宣敎I 作越來越有進展時，

總會 1ìP開始質疑他， 뭘什輕都是在偏짧的原住民小村落， 쩔什摩不힘 IJA

口密集的漢 A城鎭傳敎， âP選擇偏遠的地方。 22) 願然傳敎事 IE.多數集
中在平補村落，在府城附近及府城以北的敎會幾乎都位於山地。 這也開

始引起平地漢 A 的懷疑， 漢A認鳥傳敎士輕視漢 A 而故意週避他們， 因

此傳敎士計畵在嘉義傳敎，其部分的理田就是希望能狗解除這種誤會

。23) 進而在漢 A 村落中， 1:tL能建立起更多敎會。

19) Jas Johnston(1897)，C1linaand Formosa: The Story afπleMission af 7ñe
Presbyterian Church 0/ Engllα，d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1)，
pp.195-200 賴英澤在 r台灣基督長老敎會百年史j中，將這種偶敎的方式稱之찔r
遠心 j宣敎方法。參見台홉基홈長老敎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r台홉基홈長老敎會
百年史"頁7

20) 巴克禮(1935)，'台짧南部設敎七十年的며顧j，r台빽敎會公報"第 f1J7짧，1935
年10月，頁1

21) Thomas Barc!ay(1997)，'初代敎會的信徒"收入井川直衛編，邱信典끓，모克
禮的ι、靈世界 J(台北雅歌出版社)，頁70

22) Williarn Campbell(1915)，SketehRs From Formosa (1ρndon: Marsh머1)，pp
81-82 該書有中譯版本，見William Campbell풍，林宣弘，許雅珞，陳Jll\형훌응훌
(2009)，'素짧福爾摩沙J(台北前衛出版社)

23) 台홈基督長老敎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1965)，r台灣基용長老敎會百年史J，頁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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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二年三月 ，↑皆없理放師受加拿大長老敎會差派， 以淡水薦中心

在北部從事宣敎 I 作。 從-八七二年到-八八二年止， 馬{皆主要的傳敎

對象是北部漢 A社會。-八八三年到-八八八年間， 馬f皆的宣敎重心幾
乎全部放在團陽平原的 q홈理蘭平t협族A上，七年問在띠짧馬蘭成立二十八

所敎會，施洗信徒達兩千三百八十 t名。24) 同樣的，→八五九年五月十

八日，來台的西班牙道明會神父郭德剛 (Fernando Sainz) ，最初也是以

漢A 薦傳敬對象， 從打狗쫓Ij府城，最後앙P在平補族的村落萬金莊生根發

展。25) 顯然，基督敎在平쳐휩族中有顯著的發展。

從十九世紀基督敎在世界各地的宣敎事工中，我們發現-個有趣的現

象，~n基督敎킨E世界各地原住民部落的宣敎都比同時期在較具文明規模

的社會來的成功。 在十九世紀的非洲與-八六 O年後的中國，這個現象都

相當明願，%)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台灣。

基督敎在漢 A 買主的城市或村莊中不容易發展， 但是在邊睡社會中 iìP

有恨大的進展。 在北部↑專敎的馬借也遇꽃l相同的狀況。 →七九六年漢 A

j쫓漸運入蘭陽平原， í.쫓A與띠훌碼蘭A接觸後， 띠훌理蘭A開始接受漢 AB~
民問信 νn。→八七二年十月 ，馬↑皆首度造등M홉f馬蘭，至→八八二年止共

六度造굶. 在這六次行程中， 馬f皆雖造등M옮碼陽平t협村落，但漢 A的村

落如頭城，蘇뺏，南方뺏，羅東，두結仔(今효蘭縣宜園市)，龜山島，잉)是

24) 陳宏文，馬f홉1홍士略傳" 收入George Leslie Mackay著，陳'Ii;文끓(1996)，r馬
階1홍士 B記，(台南 A光出版社)，頁20

25) Pablo Femandez(1959)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0859-1958)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Sto. Tomas ，1959; Taipei
SMC Publishing 1nc. Reprinted，1994)，pp.29-40

26) Andrew F. Walls(2002)，ηle Cross-αûtural Process in Chrí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Faith
(Maryknoll，New York: Orbis Books)，pp.85-173

27) George Leslie Ma야ay著，北部台홈基용長老敎슐大會， 北部台뼈基용長老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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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f皆的造굶重點， 但在這些漢 A 村落中， 馬↑皆遭휩1J:tE*色和Jfù、笑，28) 一八

八두年馬 f皆再度來到띠윌馬商， 轉以平補族홈傳敎對象. 馬 f皆首先到武樓
社(今宜蘭縣碼짧椰光武村)， 但當地 A沒見過外國 A，遇到馬↑皆都逃離
避開， 他後來꽃 IJ짧社頭(今宜閒縣뾰圍뼈)， 遇見嘴碼蘭族的「夏휴練 J，정)

「烏面」，「八寶龍」르A，르 A表示「平補族뼈漢 A及官方報復， 所以不敢

接待他們 .J當 H었遭請馬{皆몇j村裡 B免餐，吹海媒왔 O니全村的 A 出來聽馬↑皆

議道， 自此-村傳-村。 30) →八八프年便建立起十-所禮拜堂-八八
四年再建三所-八八六年至-八八七年又建九所-八八八年再增加

五所， 到-八八八年止}共建立二十八所禮拜堂。 31) 根據-八九六年台

灣總督府的調흉， ~홉碼蘭A 口有二千八百二十七 A，而從→八八프年到
-八九 O年間， 歷年受洗的信徒達=千八百 O四 A ，32) 顯然띠훌碼蘭 A 幾

會史짧委員會策 ltJJ짧譯 (2012)， r馬借B記 i :1871-1883J(台北 玉山社)，頁141，
216，278，334，352，526

28) George Leslie Mackay，ed. J A. Macdonald(1895)，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Its People and Missio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895. Repri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1991.)，p.220該書有
두個中끓版本，見 George iιeslie Mackay著，林짧南譯 (1959)，r台홉흉寄 J(台北
台灣省文없委員會)，George Leslie Mackay좋，周學普譯 (1960)，r台흩六記 J(台
北 台灣銀行)，George Leslie Mackay著，ttÐ免生譯(2007)，r福爾摩沙記事 馬階

台흉回憶錄 J(台北 前衛버版社)
29) 夏介練훌효團揚仔城的平챔族， 改운基용敎前是個「風流才子" 善唱管뾰曲，演
木偶없。-八八四年曾到淡水혜神學，後從事傳道工作.홉六點主꿇 (1972)，r台灣
옳용長老敎會北部敎會大觀→北部設敎百週年紀念꿰 J(台北 台빼基홈長老敎會)，
頁652

30) 北部台햄흉흉長老敎會史題委員會著， 陳宏文譯 (1997)，r北部台빽基홈長老敎會
的歷史 J(台南 A光出版社)，頁39-41

3Il 台홉基督長老敎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 (1965)， r台뺑基협長老敎會百年史 J，頁
89-90

32) 田代安定 (1896)，'효뼈흉內調흉錄」，r台灣總용府民政局행훌部報文 J(台北 台
t쭉總督府)，頁323→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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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全部改宗基督敎。

2. 來台傳敎士及其相關史料

關於十九世紀來台傳敎士的쩌究， 主要可以透過下面史料來進行討論.

~ 敎會樓案:(-)，~鍵於倫敎大學亞非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英格蘭長老敎會海外宣敎

播，(The Presbyterian Church 0/ England Foreign Missions

Archives ，1847-1950l ，收入會諸紀錄， 傳敎士書信， 著作，敎會傳敎單

張，手冊等。않)(二)，~鍵於加拿大長老會觸案事務所的 『加拿大長老敎

會樓案 J(The Presbyterian αlurch in Canada Archives) ，台灣神學

院藏有其中有關台灣部分的相關微據。 341 (三)，1t 篇흉編的 『台南敎士

會諸출錄，(H，αldbook 0/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 留下許多十九世紀南部敎會的相關紀錄。 35)
二 書報雜誌~八八五年田巴克禮創辦的 r台灣府城敎會報」。→八九

二年更名몹『台南府敎會報 J，→八九두年更名용『台南府城敎會報 J，

九 O六年更名옳 r台南敎會報 J，乃至-九르二年的『台灣敎會公報 J，是

33) The Presbyterian αlurch af Engi，α，d Foreign Missions Archives，
1847-1950. r英格圖長老敎會海外효敎혐J(PCEFMA)( 中體中頂大學宗敎R究
所藏).參見鏡外揚，英國長老會海外효敎챔案中台빽部分之評介h 收入林治平

王編 (1998). r台홉基용敎史 史t!f.여f뮤究回願國P쌍學術i1I討會論文集J(台北宇옮
光傳播中心)， 頁153-170

34) Kim M. Arnold， 'Hand in Hand: An Analysis 01 the Archival
Documentation P앙taining to Taiwan as Held by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Archives and Records Office. 1875-1998，.收入林治平主編 (1998)，
r台뺑基용敎史 史t!f與 i1I究며顧國際學術i1I討會論文集J. 頁171-193

35) William CampbelH191O).Handbook af the English Presbyten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잉 (Has미19s: F. J Parsons ，LTD. 1910: Reprinted 台南 敎會

公報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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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까究台햄훌뺑敎史不可獲缺 sgílf料 .36) 其中保存當時때敎士及敎徒對台

짧的記戰 時핍批評， 回1흉，敬會장 l팅‘，敎獲，靈修及{릉때生活等흉料. 뭉

外 r敎務雜앓 J(Chinese Recorder)Yl) r中國續했J<1꺼e Chinese Re-

pository) ，38) r.使信月 뀌I]J(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39) 中

也有許多來台때敎土뽑下的-手報짧及뼈察.天主敎方面也有郭德剛짧

理道明會 I밍敎士的報告與웹{름얘)
三，때敎士著作與回憶錄:十九世紀때敎士與外國 A來台遊記， 8記，考

횡報告等相찮월홉. 짧凡馬 f홉，it~~ 똥，모克햄， ~H￥，梅앓務 (Campbell

N.Mo 여y)等傳敎士都짧下大짧 日記，휩信，回憶乃至 Jilf究作品.41) ~可

햄以짧時西方 A土對台햄的拖述記짧， 著作，或來台遊記， 日記 .42) 遺얻

36) 훌見없佳흠 (990) ，'훌훌f台홉府城敢1l:~，介짧J，r台뼈史田몽fõJI~illi!l\" 第 17
期0990íf.12Jl) ，Ã47-49; 윷횡明"台빽府城 mt1t~ ，及其lef-f없filr" 收入윷
횡8져(2α)6)，'台빽흉혐용老敢1l:õJ1究，(台北추짧光)，J<187-21O. iJ!l妙뼈 (2005)，
'00양心 IIJV台i\llJff城敢1!t~，찢*~mt1!t~~t;I;훌徒mt'ff，(台南A光 iJjl없i!t).

37) 훌見후金행，뾰 'mt務雅1&(Chinese Recorderl 휩뼈季台빼흉협敎的꿇展" 收
入후金행(때06). '뿔값짜來近代中國앓땀敎史之 ÕJI究，(台~t 추숨1t)，J{87-99

38) 랬秀흥빼 (2Q08)，'A Chronol앵y of 19th Century Writings on Fonnos3J( 台
北�띤永fD:文mtt;l;:ß:tt)

39) ，使{용全앓，(台南台뼈敗*公행 i!t，2α)6). 台빽썼흉公쨌빠於 2006íf.lIìflí~印훗
圍~老敎f홈 ~ 1850íf.;E1947年的 '1잊fil:Jl 'fIJ，(πle A1essenger 千j名在不{허1f-ft有
不同名햄)，全출75웬，定名t\，'使fil:全훌j

40) Pablo Femandez(959)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 ，∞n Apostolate in
Formoso (J859-19!.였')(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Sto. Tomas，1959; Taipei
SMC Publishing [nc. Reprinted，1994); Pablo Fαnandez 짝，하쩔g짧 (991) ，
r天호放효台閒었 g~-ill 明융土的百1f-t!f~，(台北光향出版社)

4]) 훌見짧外짧 r來台짧 f암mtJ1i:~士{lIj~~zõJI~" Jjj(入林治lf主짧 (20021，'從險짱
到1JJl!j.\二 00- 年海뺏兩뿜三 l1!!~1한leõJI~햇ð/.õJItttt~읍文J/!，(台北추íÎi光出
1:IiU>，Ã587-603

42) $見~lf!!lIHDouglas Fix)，짧었德빼짧 (2006)，'엄見+九世紀台빼-十四位西
方旅行*~~，홉없If.tJ;‘;\l($，(台北如밍出 l:Iiiil:l. 쨌德llU뼈:i6에'Jjj(!씬ffi1암용Ji有뼈
+九1!!:~來台外園/\所댐下的紀짧，$J!http://academic.' ，않d.ed띠'fonn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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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敎士們的著作與며憶錄中， 保存許多對台灣的拖述與紀錄。

四，官方觸案記載.主要有 r敎務敎案播』쩌 『훌훌辦훗務始末.11，44) [r'總理

各國事務衛門植案 J.45) r法軍탤台樓 46) 等，而光짧年間淸政府多次下令

淸흉淡水廳及新竹縣境的敎堂， 因而在 r淡新構案， rp留下許多文廠及敎

堂地圖， 敎堂建葉續圖， 成월珍貴記錄。 471 몽外，田中國第 歷史播案館

與 1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的『淸末敎案 J. 收集的資料包括第-歷史챔

案館所保存的 j좁政府播案， 英國會諸文件， 美國對外關係文件史料， 法國

外交文件及 rf햇信月刊』中關於敎案的史料。 48)

統計文厭中十九世紀來台的傳敎士~八六五年至}八九五年英國長

老會共派遺二十位傳敎士來台，其中七位醫生， 八位收師及五位女傳敎

士。491 못有兩位救師-位醫生於-八九五年來台。 至 八九五年止， 英

43) 中央冊究院近代史冊究所編 0974-1977). '敎務敎案혐'.第=至五輯(台北中央
m究院近代史m究所)

44) 台빽銀行經濟돼究줄編 (1964). '흉辦奏務始末앓輯"台灣文없뽑刊第 203種(三
冊)(台北台홉銀行);台흉銀行經濟m究숱編 (967) ， '警辦훗務始末앓輯補編J.
台灣文厭짧刊第 236種(台北台홉銀行);寶훌等修，흉외양쫓務始末(同治朝)"收
入沈쫓龍王編 (1971)，'近代中國史料짧刊J. 第62짧(台北文海出版社)

45) ，總理各國事務찜門협案，(台北中央m究院近代史 m究所혐案館앓);呂寶꿇
(977). '總理衝門협案中有關台灣之史料j，『台灣A文" 創刊號 0977 年10月).
頁51-58

46) 台灣銀行經濟m究올編 (1964). '法重품台播J，第}至四冊(台햄文없했刊第192
種，台北台홉銀行)

47) ，淡新혐案，(台北國立台灣*學圖홉館藏);淡新짧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淡
新樓案(二)J. 第→編 行政(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95); 했 ØH중，陳1J\:'k，曾쩔珍
(1950)，'有關台햄基뽑敎兩件資科」，r台灣文化'.第6卷2期(1950年5月)，頁61-72

48) 中國第→歷史짧案館，福建 lffi範大뿔g훈史系合編(996). ，;줌末敎案j 中國近代史
史料廳刊，第-冊 中文播案0842-1871)( 北京 中華홉局).中國第 歷史*양훗館，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 (2006)，'淸末敎案』中國近代史史料옳千'1. 第六冊英國
諸會文件앓譯(北京中훌흩書局)

49) Campbell. Handbook 0/ the English Presbyteri ，α1 M ission Ín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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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長老會共在台灣成立三十七個敎會， 受洗的成 A信徒達}四四五 Å ，

領洗的兒童 A數월-느九七 Å."iJ) 加拿大長老敎會自→八七二年至-八

九五年， 共派遺五位{뽕敎士來台， 其中包括→位醫生和四位敗師。 5)) -

八九-年的統計指出， 加拿大長老敎會在台灣北部共計有禮拜호五十所，

本地偶道師五十二名， f형道學生三十名，聖經宣道歸 (Bible women) 二十

며名，漢Af 言徒七八四名，平補族信徒-八二-名， 信徒共計二六 O五名，

學풀男女兒童計-五 O名。52) 英國及加拿大長老敎會향台傳敎士， 分別

如下表-和表二

表 英國長老敎룡앓음f형敎土(1865-1895 年)

양名 lIi\ili 양台g양間 ’홉註

)1;雅各 James L. Maxwell 정生 1864-1885
주JWHugh Ritchie %:RiIí 1867-1879 장El'E台i홉
f.~.~太Matthew Dîckson %:RiIí 1871-1879
111혹흉William Campbell %:RiIí 1871-1918
巴克댐 Thomas Barclay %:RiIí 1875-1935 死在台빽

l1í*ImDavid Smith %:ßiIí 1876-1882
安彼得 Peter Anderson 똥§김는 1879-1910
'l'iW%:Rilíli!Mrs.Hugh Ritchie 敎CiIí 1880-1884
Iiî'I동영~Williar끼 Thow %:CiIí 1않0-1894 死在台灣

Formosa ，p.xxxÎ
50)- 八九五年짧뿔홈者용-二五六A，못有-八九A被禁領聖용.'A數單 1895"

r台灣府城敎會報J，第 131卷，1896 年2月，頁15
5]) 台灣基督長老敎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1965)，'台灣基용長老敎會百年史J，頁

473
52) ，中國海關十年행"1893年。引自賴水따，r新賢，張美惠簽修 (1960)，r台뺑省通
志챔"卷三「政事志外事篇，(台北台灣省文厭會)，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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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ð 娘 E. Murray 1880-1잃3

買雅各 James Main 생(C폐 1882-1잃4

fg;lS，영중W. R. Thompson !I!t師 1883-1887

""~홍理George Ede 敎師 188.3-1896

3R꺼짧 John Lang 醫生 1885-1893

文安뼈娘 Annie E. But1er 敎 Cffl 1885-1924

朱 j.í安 lð娘 ]oan Stuart 敎 Cffl 1885← 1918

E힘 il<llKlðlJlMargaret Bamett 敎 Cffl 1888-1933

lJH용敏Gavin Russell 뽑生 1888- 1892 ’E在台 R혐

宋영、堅 Duncan Ferguson !l!tCiIi 1889-1923

金뽑生 Murray Caims 쩔生 1892-1895

섞흥it 顆CampbeJl N. Moody !l!tCffl 1895-1931

蘭大짧 David Landsborough 똥용生 1895-1939

!ll<1홍烈A B. Nielson 'ttCiIi 1895-1928

￥U4*i 原 찢1'4來 i原 台뺑 11i혐 f중老敎용%뺑會ffi!史委員왈編 09651 ，'台앵基혐長老敎會百
年잊 J( 台南 台뺑基용長老敎會 1，頁469-476. Ed‘N'ard Band(l947l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ιesbyterian Mission，1847-1947
(1ρndon: Publishing 0κÎCe of 버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pp. 588-594
W따am CampbeIH2004I，Handbc찌‘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În Sou벼
Formosa.1910.( 台南 왔총公報社 1，)'l85-86。

表二 EO拿大長老敎룡양台傳敎土 (1872-1895 年)

양名 JIlU종 향台&용問 ’웅註

↑양용X理George Leslie Mackay 'ttCíIí 1872-1901 死在台뼈

옹홉雅各 J B. Fraser 뽑生 1875-1877

閔C중益K. F. Junor 'ttCíIí 1878-1882

~*，'J~John Jamieson 석tC며 1883-1891 1E在台 R형

吳威慶Wìlli잉n Gauld 식tC며 1892-1923 1E在台흉

'1<*4來 i댐 쫓料來 i原 台뺑흉 1>'長老敎엽總會 8훈史쫓 Jl 會編 09651 ，'台홈基흉長 1';敎會百
"F-史 J( 台南 台뺑흉용長%혔(會 1，頁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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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傳敎士的海洋經驗

1. 船海經驗

十九世紀由母會 (Mission)差派來台的傳敎土， 必然經歷從母國쫓 j台

灣的海上經歷， 在傳敎期間亦透過船隻作鳥交通土具， 期間往退母國， 或

東亞各地， 他f門在台灣附近海域有什歷樣的海洋經歷， 透過這些經歷我

f門可以觀察휩j什摩 ?當傳敎士與海洋相遇時， 特別是到了東亞海城或環

台灣海域時， fJ專敎士在具體地與海洋接觸的過程中， 如何去經驗海洋， 書

寫 j흉洋 ?又是透過 ;'t、樣的文化機힘l去認識海洋 ?這裡我們透過傳敎士的

統海路線， 海上生活及其在뚫台灣海域遭遇的風浪經驗， 來探討傳敎士

的海洋經驗。

→八四二年香港開放通商之後，東西往來更加頻緊。 →八五八至-八

六 O年中英法簽訂天律和北京條約， 台灣開放淡水， 難龍(今基隆市)，台

灣府，打狗四個港口與外國通商。 台灣成월쫓 Ij達朝蘇，日本的中途站，開

始有汽船在台灣海域빠行， 船隻願位介於)百願到三百懶之間， f!!多數

無法{흥뚫於港口。由於淡水和安平훌沙뿜， 港口염積嚴重， 難홉흩港可停

兩，르體여명位大的船隻，f!!打狗只能容納輕型船隻。 53)
多數的傳敎士是轉轉經由第르地來到台灣，香港是當時東西方船隻來

往的主要港口， 馬f홉，납篇흉都是先 tJ!;達香港，然後在廣東， 福建治海活

動，觀摩，學習語言，再由屬門來꽃 Ij台灣。 iH홍옳由利物浦 (LiverpooD搭
船往香港，由香港쫓IJ盧門，再由盧門到台灣。 馬借則是由多倫多坐火車到

舊金山，由舊金山搭船途中停罪橫價， 再 tJ!;達香港，之後再由香港 ~i비頭

。在 j미頭與施줌士 (George Smith)救師 l司工-段時間後，再搭船至度門，

53) 白尙德著，鄭}I명德譯(1999)，'十九世紀歐뻐A1E台뺑J(台北南天홈局)，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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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至台灣。 傳敎士由加拿大或英國前往台灣的途中， 除T路上交通工具，
汽車，火車外，大部分時間要在海上짧過。-八七-年十-月-日， 馬f皆
在舊金山乘 r美國號」汽輪前往香港， 他橫述當時的心情 「我終於乘j下孤

單-A. 這種經驗現在 !Ji.l옳常，但是當時，我的感覺 1iP是 f良新健，!Ji.l奇↑쪼。
됐llÉ不좀↑á，也不覺得↑몇悔或高興。54)漫長的海上生活 J {J專敎士除T負責

主領船上的챔拜和講道， llÉ且會與同船將前往中國， 日本，退羅的傳敎士

-起짧行鏡告會， 分發福륨小冊。 55) 馬f얄紀錄他在船上閔讀大量相關中
國的書籍，以i度過海上生活，包括衛三흉 (William)C 中國歲月 J(Years in

China)，C中國總論 .(MiddZe Kingdom) ，史密斯 (N. L. S. Smith) 所著

的『對中國與中國A的觀察•Wbservation on China and the Chinese) ，

남古樂收師 (Rev. ]ustus Doolittle)C 中國A的社용生活 .(50αàZ Life of

the Chinese) ，史比爾 (S야er)的 r中國與美國.(China and the United

5tates)CJ3)

十九世紀從廣門到台灣， llÉ沒有汽船可搭， 橫i度i每映的主要交通 I 具

是빼船。 ft훌쩌t來台的船隻通常相當簡限， 船上的衛生條件不佳。 1t월홍뚱

從屬門 j훌台時搖述:r那條又破 'ñ'i又難聞的船隻 J.57) 馬f皆從盧門 i度台，~n
使船長將房間借給馬 f皆，那房間仍然是「昊휩t子!윷擔子!윷外套111煙草可

伯的味道。58)

船隻到達台灣後， 通常無 j뾰直接뿔뿔。 1호買흉在뚫近打狗時， 船隻停
在港外，再乘竹짧轉接뚫 t융。從뻐船至竹홉， 必須 ìfì著編索往下볍， 再「

54) Mackay，From Far Fonnosa，p.28.
55) Mackay，r馬借日記 1:1871-1883J，頁19
56) Mackay，r馬借B記 I‘1871-1883" 頁16-20
57) Campbell，Sketehes From Fonno잉.p.2
58) Mackay，r馬f양日記 1:1871-1잃3" 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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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力跳至竹짧， 拉緊竹條上的程子 J，行李則是用뼈接的方式， 從뻐船上

종至竹짧。 兩個船夫在前後체榮 r밟急的波浪所激起的浪花， 훌不留情

的往됐們身上飛戰過來 J.59) 馬{皆搭乘雙植빠L船金陸號，셨￡達打狗時，亦

再轉搭小뻐飯登품。 60)

十九世紀台灣島內的路上交通仍然不方便， ìiiì每城市間的交通經常훌

透過 ra~율的船行。-八七-年十=月 十日，1:t買옳從 1T狗登뿔，쩔日由水

路到達安平。61) -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馬借從打狗登뿜， 三月七日，

田李R救師뼈同搭「海龍號」從打狗出發至淡水， 쯤日停뚫安平， 德馬太

醫生加入同行， 르月九日批達淡水。 62) 從打狗至淡水統行時間約兩天.

馬↑皆在回憶錄裡搖寫道:r從淡水港的汽船甲板上初次看到北台灣確寶 f良
美。我們都站著!疑視，印象深刻。없)

風行 j)t不只是空間上的移動， t!1代表著魚慮的流動。 不安與魚慮伴隨

著傳敎士遠 j홍重洋，JlÎL向-個末知的「黑暗」國度.這會有兩個層面的探

討-是對於般行的不安， 這點在傳敎士遇힘 j海上風浪時， 會更明願流

露 ;:'ïj-是對於船向「未來」和「未知」國度的不安。{뽕敎士f門帶著十九世
紀西方對東方的많有印象， 將r1&達一個「落後」，「蠻흉」之地，必然在記錄

中顯示出不安。 有趣的훌，西方A帶著西方中心，西方優越的世界觀， 向

世界據展， 而傳敎士又央雜著基督敎救觸的觀念，所以到東方傳敎的前

提往往帶著 r至黑暗世界헬救世 AJ 的械念없行。

59) Campbell，SketehesFrom Formosα p.3
60) Mackay，r馬땀日記 1:1871-1883J，頁26
61) CampbelI，SketchesFrom Formosa，p.16
62) Mackay，From Far Formosa，p.32
63) Mackay，From Far Formosa，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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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浪짧驗
這個小節主要探討， 十九世紀來台傳敎士的回憶錄，文敵中關於海洋

空間的「風浪， i§難書寫」묻現出:&樣的特質?如何再現 ?傳敎士如何去

回應這個特흉的經驗?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的東緣外海，是東亞海上交通的要衝。在氣候及海

流的影響下，環台灣附近的海域時常發生海짧。 台灣附近海象受季風及

洋流影響，쪽季有彈烈東北季風， 夏季則有廳風。 而黑湖流經台灣東部，

進入東海， 然後轉向東北， 經혜球流向 日本。 黑뼈中有-支流經巴士 j每

l뺏，西流進入台灣海映， ?감j每映北1::，出台灣北部海面在東海與黑漸王流

睡合。 洋流對氣候之影響，主要쩔氣溫與降水。 然台灣夏季盛行西南季

風，對黑漸而言↑잠쩔離품1회，故黑뼈上方之 H쫓i뭘~氣無法進入台灣。 反而

是땀由東部海面 f훗흉흉台灣的嚴風，;tE黑뼈流經海域， 吸取大量水汽與能

量，因而꿇度大월增彈， 훌台灣帶來之 iX害更寫嚴重。64)
除了季風外， 台灣附近海城沙洲， 碼石，暗流密佈，特 lilJ是평湖附近海

域 r各島星羅훌布， 遠近錯列，港道行週，碼 j띠隱f:Ii:.水中 J，中外船隻願經

iW湖海域 r每視뭘뽑途 Jo 65) 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 全世界不少的海員

在接近台灣時都曾有慘痛的經驗。 首先是附近海域經常有願風 ;其次，

附近海域有危險的 ?1、洲和險U않的岩石뼈。十九世紀關於台灣海域的짧言

甚多，有的傳言這裡大海狂愁， 能將所有船隻大口참下， 有的傳言不同國

籍的船員被島上原住民연 R去當쨌練， 在 j每難不斷下，製造 7 集體想像的
恐佈故事。66)

64)陳國彦，楊貴三編覆(1995)，'뚫修台빽省通志J，卷느 r土地氣候篇，(南投台홉省
文없會)，頁34

65)林豪 (1958)，'r.;湖廳志J，台홉文厭歲刊第51種(台北台홉銀行)，頁13
66) 白尙德(1999)，'+九世紀歐써A 在台홉 J，頁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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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六年十-月十日， 英國長老敎會宣道會派찢大關 (David Ma-
sson) 쨌師前往台灣， jj:!船隻在台灣附近海域遭彈浪打關， 慘遭不幸， 無

A生還。67) 成흙十九世紀來台傳敎士的第→宗海數。-八七}年 f납f용용s풍흉종
田”廣홉門종到IJ台x灣훌的途中遇上風i浪&훌&’
往東行時’握上7→體煥船。 tI용흉回憶 「我至今依m可以聽到，那얻可
憐的행水漢 A的q成 n니聲。68) →八七二年馬{皆由屬門搭 r金陸號」뼈船橫授

台灣，他回憶、道「這段海J映之旅，是自離開加拿大以來， 最後的旅程，也是

最難受的旅程。 8었t黑i짧→片，烈1회愁따L，海浪뼈濤。69) 馬f皆在日記中搖
述，他由廣門往台灣的械行中 r뺏!我的天，f十應樣的夜 B免。全能的上帝

阿1我能由這種前後願銀的景 i兄生還喝 ?整體船幾乎關↑힘l過來，而我也差
-點棒出去 .7이 -八七二年두月七日， 馬{皆與李JíjÇ由打狗格乘 r海龍號」

北J::，途經台灣府，與德馬太뽑師會合。 三月八 日，上午十-點出發， 行經

짧湖海域 r恐佈的天氣， 海洋狂暴，浪花i빼演。종홉船置的像狗-般。台灣
j每l映銀烈的빼鄭됐們可憐的『海龍號" 而강也確實向「海뾰」般的觀轉

。7J) 顯見環台灣海域的海象不佳， 特別是 J影it~與台灣之間的海域。
{專敎士的據台經驗，符合十七至十九世紀台灣地方史料中， 對於台灣

i每域洋流 r險惡」，r驚濤鼎佛」的孤行紀錄。72) 根據統計，從-七二九年至

-八三 A年間，伯計有八十六體軍方及官府的船隻失事。 失事地點以!影

湖附近 i每域옳主，失事時間以六， 七月最高，造成失事的最主쫓原因則是

67) Johnston，China and Formosa ，pp.l72-173.
68) Campbell ，Sketehes From Formosa ，p.16
69) Mackay ，From Far Formosa，pp.30-31
70) Mackay. '馬땀日記 1 :1871-1883J ，頁26

71) Mackay ，'!휠借日記 1 :1871-1883" 頁37
72) 吉尾寬좋， 願雅文譯 (2008)，'台홉海流考 굉§籍文찌t中記述的台빽周邊海流與黑

i챔遭遇」，r白t'Þ歷史地理學報" 第6期 (2008年 10月)，頁16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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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的顧風。73) 資料記載中， 外籍 !Wti每A 員船行於台灣海域 8총，經常指

出台灣 j每l映風浪對船隻的威齊。-八三二年美國傳敎士高理文 (Elijah

C. Bridgman) 在廣州發行的『中國輩報』中便指出船隻統行於台灣海映

的危險 074)

N. 傳敎士的海洋書寫

1. 東方印象
西方A如何看待東方是→個熱門的討論話題， 越來越多的 liff究指出這

個問題的複雜性 0
75) 十九世紀的傳敎土如何搖述台灣 ?而台灣 A如何搖

述外國 A與外國傳敎士?由於不同的生活背景， 使得外來者， 旅行者對

於不同群體間的文化差異， 具有敏銀的觀察力， 旅行者會特別留意他們

所認쩔奇特的事物， 遊記便是在文化刻板印象 (cultur 외 stereotype) 與個

A觀察 (personal observation) 間交織효動而成。76)

初到台灣的傳敎士對於任何的事物都感到好奇。-八七二年馬땀越過

太平洋

73) 옳衛五 (1956). '台灣海映沈船事件之記錄j，r台南文化"第5卷2期 (1956年7月)，
頁78-85

74) 傷熙勇，ri줍代台뺑的外籍船짧與救助" 收入場핸勇主編 (1999)，'中國海洋發展
史論文集J，第七햄(台北中央j;)f究院中山A文社會科學j;)f究所)，頁547 않3

75) 相關돼究可以參見，Co비1 Mackerras(1999) ，Western lmages 01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周寧 (2006)，'天朝遺遠西方的中國形
象冊究J(上卷，下卷)(北흉北京大學)

76) Peter Burke(I997) ，“The Discreet Charm of Milan: English Travell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Peter Burke ， VarÎetÎes 0/ Cultural Historγ
(Cambridge:Polity Press) ，pp.99←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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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新蘇，恨有趣。꺼)-八七-年十二月，當it買舞在廣門搭船時， 船長

得知#월흉要到台灣時， 船長「擔心我會成월島上野蠻 A的→塊敏 l처Jo 781

而납용뚫初到台灣時搖述道「治途中， 幾乎每樣事物都能引起外來遊客

的注意。 路邊的 εDJtl며當悲慘，其 rp~多A都愚 T麻痛病。 .....走在路

上，常常可以遇到→副可憐虛弱模樣的佛敎和尙。 791 -八七二年拜굶補

社時，it헬형후拖寫高미原住民是「我深深同情的可憐 A/'!J) 馬{皆在며憶錄
中直接表達他對原住民， 特別是平補族的看法， 他認、월r越與他們相處就

越淸楚看出馬來 A種的 {~~081) 我們從這裡可以觀察出， {專敎士如同其

他東來的西方 A，會帶著西方優越的角度來看待東方。 馬{皆在海上搖述，

「我想、到將來到底會是什摩樣子。j훨恨大。遠處的地方，那裡有異敎黑暗

的夜 8免，那裡有↑홈恨的殘暴。없)

多數而言， 台灣"-不是傳敎士們心텀中的主要텀的地， 他們都知道十

九世紀的台灣生活條件簡限， 衛生，氣候都難以忍受， 身心還要受到嚴重

考驗。 甚至有傳敎士認월「在那裡住上六個月， 就會得病或變週 J。

在外國 A眼中，台灣讓A感到害뼈，是海짧，土많出沒的地方。 r但受到

上帝的양示， 월了행救島上居民的靈짧 J，傳敎士將福훌傳至台灣。 83)

有趣的是，西方在搖述東方的同時， 東方同時也在拖寫西方， {J흉敎士在

向外傳週台灣形象的同時， 台灣同時也在밸造對外部 i!t界的觀點。 隨著

77)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29
78) Campbell ，Sketehes From Formosa ，p.15
79) Campbell ，Sketehes From Formosa ，p.17
80) 羅效德編譯 (2006)，r看見十九世紀台빽 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 J，
頁 124

81) Mackay ，From Far Formosa，pp.205-208
82)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28
83) 白尙德(1999)，r十九世紀歐洲 A在台홉 J，頁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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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開港，商A，傳敎士，探險家，旅行者陸續進入台灣， 有些甚至在台灣

久居，開始對於台灣社會與文化塵生不同程度的騎解。 十九世紀台灣與

西方接觸是-個雙向的過程， 西方開始探索台灣， 同時룡、味著台灣也iE

在認識西方， 當台灣 A用驚異的眼光觀察外國 A時，外國 A也用好좀的

心態記錄下他{門所接觸的台灣。十九世紀來台的外國商 A，傳敎士，外交

官員或者是旅行記者， 透過不同身껴與角度， 觀察記錄台灣。;흘앞著作與

報훨資料， 成쩔當時西方世界對台灣認識的重要來 i原;쪼漸建立起西方

Aii中的台灣形象。 而相효觀看的過程中， 會有許多驚奇的發現， 原本習

以쩔常的事物， 風Jti習慣甚至身體長相都會被距細廢遺的拖述。 或許我

們應當意識到探險家乃至{횡敎士所搖述的台灣不옮률實， 也不是虛構，

所反應的是異文化觀看後的물現。

-般群聚對於外國 A的行動也感힘 j好奇。 台灣A對外國 A的統稱是「

養仔 J，初到淡水的馬 f皆認、용他獨自身處在→個f홉恨，慶視「훔仔J(bar

barian) 的處境中。84)在南部的巴克禮， 群聚看 3침j他，經常미해他'，f-J毛짧!紅

毛짧 !Jo85) 在-般 Aiø.中，戰爭，不平等條約，開港，外國商 A及傳敎士的

到來，훌-件前後相因的事。 86) 敎會-方面認篇戰爭與基督敎的精神背

道而짧，굉)方面섭piJ!.認훌這얻條約將使福흡廣播。 871 從民聚的角度來

看，台灣開港後外國勢力入台， 商A與傳敎士接鍾而至，를些外國 A都是

r洋鬼子 J，都是「짧仔j。事實上，來台的外國 A形形色色，身1分與目的各
不相同。 馬雅各認용民꼈所↑홈惡的不是傳敎士， 而是所有的 r洋鬼 J，因월

洋A的作쩔，導致{專敎士遭몇1群짧的誤解。88) 不論在中國或台灣， f황敎士

84) Mackay，From far Formosa ，p.37
85) 뺑;1.(1975)，'懷念巴克禮博士J，r台빽敎會公報J，1975年3月16日，第4版
86) 台灣基督長老敎會總율歷잊委員會編(1965)，'台灣基용長老敎會百年史J，頁9
87) Jo비lston，Chína and FormosQ ，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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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A看不起，因鳥他們受힘 j條約保護，89) 而希望뽑走這些不速之客。
台灣民問傳言「西 A 傳%敎，迷평 A.，G、，甚至흉小孩心 8훌或眼體去陳 f}

製藥出좀。90) r뽑仔快要來設敎， 想要露 1<'íA.們的像私，若要入敎加入他

們，必須破公碼牌，神祖牌，除偶像。 又說，A.們吃了他們的藥之後就會

加入他們的敎， 雖是짧，狗也會受迷평隨著他們去。 91) 聽起來폼등젖，f!HiP
是當時 A心理的反射，反應對 r짧仔」的懷疑，옵며視與恐健。這些對基督敎

的論述， 反映 TA.們對 r異己」身體的恐權， 說明了 A們對「異文化」的排

fF，更說明 TA.們對外來勢力的不安與뚫慮。 i'L漢思、(Hans Küng) 指出

十九世紀的 r傳敎士和所有的 白種A→樣相信 自E的種族優越-묘面
對他國本地傳統問題， 他們十有 A 九表現得不體說， 不變通 :<1t且榮驚不

剛。92) 雖然多數的台灣漢 A對於傳敎土是冷漢的， 甚至將基督敎看成是

虛構的，認!쩔「這些傳敎士到這裡不過是說故事而 EJo931 但是當 A.{fl開
始意識좋 IJ實際利益或없有社會 f9<序將遭到挑戰時， 敵不過洋 A 的他們，

只好轉以負面文宣끓없， 뼈弄基督敎。 짧5*벼뿜衛的重ι、是他們的社會地
位和知識系統， 而)般群꼈固然也隨 ll!Il*$ 뿜衛 r正道 J，1J3.他們更注重的

是保衛뼈土風 1t1'和 日常倫理的穩定性。 941 敎徒不燒香， 不拜佛，不察祖，

88) ]ames. L. Maxell，“Letter August 4，1868，"Messenger and Missionary
Record 0/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December 1868，p.264

89) 白尙德(999) ，'+九世紀歐뻐A在台灣 J，頁82
90) 주흉홉(979) ，'100年來 J(台南 A光出版社)，頁5
91) 北部台g基용長老敎會史짧委員會編(1997)，'北部台홉基쩔長老敎슐的歷史J，
頁35

92) 奏家짧，'fLi쫓思著，吳華譯o없0)，'中國宗敎與흉督敎J(北京‘三聯홉店)，頁209
93) Fernandez ，One Hundred Years 0/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

pA8

94) 程軟，張嗚 (995) ，r뼈淸椰村社會的洋敎觀-對敎案的種文化心理解繹」，r歷
史liIf究J，1995年第 5期，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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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堂男女雜處， 這對社會群聚而言 E經破壞了傳統與 A倫秋序。

2. 宗敎連結
當傳敎士在海上紙行時， 面對 ÆÆ 大海，時常懷疑來台灣的快擇。 當

馬f뽑由舊金山往香港的途中， 便懷疑「我還有機會며到我的故 Jl1ßq뽑 ?而

我的生命，Ê經得起這種可↑8的遭遇 q뚫 ?我會做7錯誤的快擇 Q뽕 ?95) 海

上的孤單與遭遇的風浪， 經常讓 f專敎士感到 f종復，這時宗敎{言f대在傳敎

士遭遇危險， 苦難時， JiU용最重要的依뚫。 傳敎士會將他們在海上的찜

歷，遭遇的風浪，經歷的寂훌與孤單， 連結至宗敎信 μp。馬借在 日記中便
寫道 「好OE!這就是生命之旅 n巴!如果黑暗之後就是光明， 那摩我在這恐

↑布的夜曉之後應該會有-個累高的末來 OE!96)
將海上的風浪遭遇連結至『뿔經』中的 A物或場景， 是傳敎土海洋書寫

的特色。 ití혹舞將他從庫門꽃Ij台灣，搭乘小뻐船橫뼈海映的經歷， t~쩨용

舊約中的約拿。 it용靈認훌.，我當時的體驗與約拿 flH象。97) 舊約 r聖經"

約拿書」中記載:'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 說.，꺼t起來往尼尼

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뼈， 因흙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 .98) 約拿不想、

接受這項委派，他朝著相反的方向逃뼈， 乘船往他施(可能是今日的西班

牙)去。途中約拿的船遇쫓 Ij大風浪，船上的水手都十分團伯，各 A哀求自

己的神 J，而約拿則在隨底睡著了。 水手們煥醒約拿後， 他們 同좋짧，

看看究竟是誰意來這場짜福，結果把約拿製出來。 此時約拿才表明自 E

95) Mackay ，From for Formoso ，p.28
96) Mackay ，'馬借日記1:1871-1잃3" 頁26
97) CampbelI，Sketehes From Formoso ，pp.15-16
98) r約拿書"第l章1，2節，뿔經，(홉港聯合뿔양公會，1996，新標點和合本)，頁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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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伯來 Å. 他표逃避上帝的委派。 覆A試圖將船뿔뿜，但無法成功。 約

拿請水手們把他뼈進海훌훌，水手們將約拿빼下海後， 海浪就平息 7。而約
拿被-條大魚흉 J. 他在魚題中三日두夜。 約拿在魚臨中線求耶和華 .ilí

說必↑賞還所許的願，於是大魚聽從耶和華的 n分附，把約拿 Itt在뭉地上，耶

和華向約拿重申他的 iiJtll#. 約拿不再逃避， 遭從前往尼尼微。 99) 1순뭘흉
將他的經驗對應힘 IjW聖經』中的約拿，顯然在 i每上遭遇風浪時， 心中經歷
7 →짧챔 }L。

馬f皆則將自E 的經驗比輸篇 r我們早 B免都會進入客西馬尼圍 J 0 1()()) 客

西馬尼圍是耶隊在被옳 J十字架前禮告的地方。 耶蘇禮告說 r我父 n阿，個

若可行，求껴，p냐這杯離開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끼:的意思

。101)耶蘇這句在客西馬尼圍禮詞， 常被基督徒引用在做重大快擇時。 當

耶蘇進入客西馬尼團禮告時， ↑터所做的決定훌出於g己的需要， 而忽、略
了上帝的달意，因此向上帝而求，希望上帝的답意能狗願明出來。 當馬 f얄

在열小的船隨，遇到風浪，不免훌生 r心神賴據」。信때是傳敎士遇到風浪

時的依罪，馬f皆經常讀 r詩篇」四十六篇 r這篇詩篇常常帶給됐許多的安

향和平安 1當海浪 'Æì좋時，我讀 '80 當暴風雨在太平洋激월最痛狂， 最無

情，最可伯的風浪時， 當異敎徒的 f홈恨和殘醒的海水升起時，聖經上 W上

帝是我的避鍵所， 是我們的力量 J這些話뺨開 7進到上帝眼前的大門。

那天在隨房裡， 我把這篇經文-遍又}遍的讀。 102)從上面論述觀察， 傳
敎士的海洋書寫中， 經常出現『뿔經』中的A物與場景. j뽕敎士將自己的

遭遇與『뿔經』中的故事相比擬 .ilí由此做흙海上遭遇的依옳 e

99) r約좋書，.第 1-3章 r聖찜J，頁1026-1027
100) Mackay ，From for Formosa ，pp.28-29
101) ，馬太福률，.第 26童39節 r聖經J，頁33
102)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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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結語
台灣四面環海，其文化之形成與海洋有密切之關係。 島上之居民源自

海洋的옮植， j)f(發展海洋쉴易，其風土民情，直接或間接受海洋及氣候之

影響。 台灣的各個族群， 都有{每洋活動的經驗，Zf-浦族A罵願뼈~寶板船，
配合洋流，季風淑行，東海품的뿜南族有海察， 團d與的達↑흩A 更是典型的

海洋民族。而從淸領時期到戰後台灣， i度過r黑水灌 J，便成용台灣 A民共

同的歷史記憶。

十九世紀來台的傳敎士，留下相當뿔富的資料。 這些資料不僅是敎會

史liff究的體材，更重要的是傳敎士的日記， 回憶錄，報훨等，記錄 7 許多

十九世紀台灣的風士民情及日常生活， 同時這些記錄也反應 T外國AiR
中的台灣。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十九世紀來台傳敎士的海

洋經驗與書寫， ~專敎士的海洋經驗符合十七至十九世紀地方志中， 對於

台灣海域洋流 r險惡」，「驚濤鼎佛」的風行紀錄。同時，傳敎士對海洋的搖

述經常連結到宗敎的意象中， 將越過大海，當成是}種挑戰。

同時我們也可以觀察꽃 11，無論傳敎土是透過實地觀察或閔讀行홈來認

識台灣或東亞，他們 j)f(非只是被動承載， 反映所處環境的訊息， 而是在基

於預設關懷下，加以主觀끓釋，理解東亞或台灣。 換言之，傳敎士不僅是

以歐美政治意識 基督敎文化價 f直觀끓釋亞洲， 同時也基於改變中西往
來模式，寶錢在華 f專敎目標的現實關懷來理解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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다필율딘

The Ocean W riting and Experience of the Missionaries

in 19th Century Taiwan

Wang，Cheng-Wen

Although researchers have given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19th
century Taiwan，but the historiograph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Taiwan during the 19 century is a realm that has been more or less
neglected to presen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research
through the records of the ninetænth-century missionary to Taiwan to
understand the ocean ex야mence of missionaries，and the writing of the
ocean. In an overall view，the ocean writing of missionaries provides us
a new look to observe Taiwan from an extemal perspective and helps
us to know，what is the westem knowledge of the O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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