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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圣战：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与新教的竞争与矛盾
王晓云１，雷阿勇２
（１．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福州３０５１０８１２．闽江学院．福州３０５１０８）

摘要：历史上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伴着枪炮传到了台湾．现今学术界对台湾基督教新教的研究已
经形成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却忽视了同时来台的天主教的研究，特别对两教在台关系基本没

有涉及。文章通过对比日据时期两者发展及相互竞争的状况，寻找矛盾冲突的深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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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与新教是基督宗教的两大宗派．天主教（罗马天

从信徒人数的增长来看．新教（长老会）重返台岛比天

主教）早在明嘉靖３１年（１５５２年）就传人中国大陆。而迟至清

主教（多明我会）迟了近十年．但教务进展却比天主教快得

嘉庆１２年（１８０７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才来到中国．髓着传

多．１８９５年日本据台时，全岛新教（英、加长老会）的信徒已

教的扩张．两教的矛盾日益显现．日据时期。两者在台的矛

超过４ Ｏｏｏ人（据黄六点主编‘北部教会大观＞及大仪见报告

盾和摩擦也是日渐频繁．

（‘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整理而成）．而天主教仅为ｌ

１殖民地背景下新的角逐

２９０

人．【１】１８９８年基督教长老会的信徒则猛增至１０ １４８人．【。】日
．

１５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马丁·路德在威丁堡教堂门前贴出
了＜九十五条论纲），由此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此后
一个多世纪。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血雨腥风地席卷了整个欧

洲．风骤雨狂之后．迎来的却是跨入近代西方资本经济的迅
速发展。随之便是二百多年的沉寂．１９世纪这对。冤家”在
古老的东方才又找到了新的演练战场．于是在台湾．这个位

据时期．基督教每年信徒数已远远超过天主教．

．

从图‘１可看出．１９０３—１９４２年问．天主教和长老会信徒
增长均呈现上升趋势ｌ天主教在１９４２年的信徒总数是１９０３
年的近４倍。基督教的则达到５倍多．说明天主教和基督教
在日据时期都得到相当的发展．同时表明，长老会信徒的增
长速度明显快于天主教．从图ｌ中两曲线之间的距离逐渐拉

大可以看出．为更加清楚地体现两教的信徒增长速度，根据

于太平洋一隅的美丽之岛，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随着近代

图１．以每３年增长的信徒数镧成增长速度变化对照图如

的殖民扩张．再度掀起一场无声的圣战．

图２．

１．１

差距：相生不相长

图２清楚地体现了基督教每年增长的信徒数变化比较

日据之前．台湾只有天主教多明我会和新教长老会．日

大．天主教则较平稳．不过．除了个别的年份外．基本上基督

据之后虽然有传人日本的基督教教派．但在台湾还是以道明

教长老会每年增长的信徒数远比天主教来得多．可见．日据

会和长老会为主导．从这两教发展的形势，就可以看出两者

时期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无论在信徒的总散上还是在信徒增

势力的消长．

长的速度上均超过在台天主教教会．

收疆日期：２００７—０４—２４
作者筒介：王晓云（１９７８一）．女．博士．主要从事目台宗教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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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天主教与长老会之问的争斗。并没有因为台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湾更易新主而停止．随着传教区的拓展，两教的矛盾有加尉
的趋势．特别是在日据前期和中期．矛盾尤为明显．不过日
据中期以后，由于殖民攻府加絮对岛内各宗教的控镧．天主
敦和基督教也颇受影响．另外．台湾天主教除了与长老教会

发生矛盾外，还与该时期传人的真耶稣教派发生摩擦．为了

．

簟代

明了台湾天主教与这两个教派的冲突经过．兹就几个事件简
圈１

日据时期在台天主教和长老会信徒增长趋势对黑圈

（ｔ井泰琢。根据霄台湾总ｆ府备年境计书材抖■制台湾省行
ｔ长官公暑境计室■，‘台湾省五十一年皋眈计提要＇．台北．１９４６
年．葛摹１３１５页．）

单转引如下．
与长老会的冲突ｔ
田中大新，。长老教徒事众侵入传道所．交相诽谤辱骂我
公教．经神父运一引出圣经之有关章节从容懈答．使长老教
徒等一干人元由逞能而悄然离去……甚至其中有一部分长
老教徒转奉我公教．神父的怀柔策略收莫大之效果．”Ｈ】３－

台中：。至大正５年（１９１６年）二月，洪罗肋初任本堂神父
起．招集来往之居民等．数个月之间连日盛开演讲会……求
道人数与日俱增盛况空前．目睹我教发扬之长老教徒．由于
嫉妒而每夜混人演讲会场．以诽言逆理攻击我教义之不当
圈２

日据时期在台天主教和长老会增长速度变化对黑圈

另外．从传教点拓展来看。一个教会的发展，除了表现
在信徒的增长，另外一个重要表现便是传教区的拓展．表现
于新的传教点或传教所的建立．
衰ｌ

……我教虽受恶徒频频打击．但我教友尚保持近百
之数．”【．］”¨“

与真耶稣教冲突：
民雄：。昭和７年（１９３２年）起．有一称为真耶稣教之怪教

１９１６一１９４２年台湾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所对照裹

派漉人该地．致力谗谤我公教．一面扩充其布教势力．对此

年份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１９２ｌ

１９２４

我教会当然不能漠视。于是派两位神父与两位传道师轮流至

天主教

３３

３２

３ｌ

３４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２

３２

该地．一连三日同放映电影及公开演讲会，彻底地反驳真耶

１４５

１４９

１５ｌ

１５ｌ

１４８

１４８

ｌＳｌ

１５２

锋教之谬论……求道者人数急尉增加。一【‘］３５“”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ｌ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基督教１４６
年份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

大林；。昭和４年（１９２９年）真耶稣教于大林等处，不但对
我公教仇视．甚至其它各派之宗教。悉遗该教之谬论所攻击
……（我教）开演讲大会据理将真耶稣教之谬论悖理逐一■
露。使其哑口无言．蚍‘】”４３
从以上引文所叙的各个事件。不难看出几个特点。
（１）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基本上发生在１９ｌＯ—１９３０年

女料未溽·‘台湾事情＇（日文）（大正四年一曙和１６年．印１９１５—
１９４１）ｔ（中啊方志丛书．台湾地区弟１９３号）．为了论述方便．这王的
传教所包括ｚ麓务所和说麓所（包括鬟堂和讲义所）．

代，且主要集中在台岛中部和南鄙的乡下农村地区．
（２）从当事者的身份来看．攻击一方往往是长老会或真
耶稣教。受攻击的是天主教．而长老会和真耶稣教一般是信

从表１．可见。１９１６—１９４２年问．台湾基督教长老会的传

徒或传道师为主要参与者。牧师或教中主要人物基本不出面

教所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在台的天主教会的传教所则徘徊

或不参与其中．而受到攻击的天主教常常是有神父携同传道

在２８—３３之间．对比上面两组数据。不难显见长老会和天

师一起出面抵抗．

主教会发展呈现出的差距．

（３）从冲突的过程来看．大多流于口舌之争。如诽谤、煽

冲突：同病不相怜

动、抨击、诬告等等．并常上升到教义的辩争。但基本没有诉

１．２

天主教与薪教在相继传人台湾伊始．由于传教空间十分

诸武力．并且在面对共同的对手时。往往产生一些教派联手

狭小．传教地区又彼此十分接近。于是两者之问不可避免地

对敌的现象。比如在大潮．几个教派便延请天主教代为出面

发生冲突。不过刚开始只是不正面地攻击诽谤对方．如

与真耶稣教对峙辩论。

１８６５年郭德剐神父嘲笑长老会所谓的在当地有成百上千信

（４）从冲突的结果来看．天主教传教受到一定的影响．但

徒不过徒有虚名．因为这些信徒把圣经的封面切下来做鞋底

在台湾中部天主教势力仍较其他教派为强。正因如此．大林

了．ｎ】５４而长老会信徒也不甘示弱．抨击天主教崇敬圣母行为

地区的天主教方被其他几个教派延请去对抗真耶稣教。

是偶像崇拜．并嘲笑天主教信徒拒绝去菜市场宣讲福音是一
种懦弱的表现．【３］１”１０’

（５）从冲突的影响来看．往往会扩大胜方的声势，从而促
使更多的民众入信．甚至一些教派的信徒会改宗转信取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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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云．臀阿勇；无声的圣战ｔ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与新教的竞争与矛盾

’１３·

教会，天主教在这几次辩论中也获得不少的慕道者．

认为。人人应当寻求真宗敖”．虽然屡屡提刭真假宗教．但并

２天主教与新教冲突之根源

没有真正说清楚辨别真宗教与假宗教的标准是什么．也没指

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的矛盾由来已久．而日据时期两者的

明什么是真神、假神．为什么真神一定就是。天主。．因此．这

冲突·是不是单纯由。旧恨”引起．或是有别的原因，孰轻孰

一番真假宗敖用释未免缺乏确实的理据，落下一堆凭空的说

重呢？

教而已．涂氏在第二部分主要说明。天主教是什么宗教”的

２．１

历史原因
１６世纪欧洲天生教内部反对教皇封建统治的宗教改革

运动。陆续分化出一些脱离天主教会的新宗教（即耶稣敖或
更正教）。新产生的宗教与天主教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敖

同题．并对新敖进行批驳ｔ。耶稣基督给我们人类立了一个真
宗教，所以耶稣基督的宗教，也可以简称为‘基ｆ敖’……只
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们往往不明了其真相．把从耶稣基督都
里所设唯一的真教．混合于１６世纪，路得马丁叛乱所设的

义存在分歧．天主教除了把＜圣经）奉为经典外。其教义的来

‘蕾反派’与‘长老教弦’等，藉耶稣基督的圣名．混而为

源还包括。圣教”（古代先知、使徒口传下来的。上帝的启示”）

一．眦哪７这些话活脱地拷贝了天主教会攻击其他基量教会

和教皇的决定ｌ而新教只承认‘圣经＇．强调其绝对的权戚。反

原有一贯说辞．为证明罗马天主教是唯一基督真教．他迸一

对把。圣教”作为教义的来源．其次。圣事”的区别．天主教

步提出了天主教的四大标记．即ｔ统一、圣善、大公、从使徒继

有七种圣事：洗礼、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婚配．新教

续传来．这一举证也是沿用天主教会的一贯说法．第三部

一般主张两种圣事ｔ洗礼和圣餐．少数的宗派甚至反对举行

分。对天主教的几种误会”。涂氏用明耶稣的真理、救义、圣经

任何的仪式．第三．．组织不同．天主教组织严密，各修会都

是永久不变的．无所谓。新”和。旧”之分．他再次把天主教与

在罗马教廷的管理之下．共同奉教皇为宗主．因此天主教权

。长老教会”做对比．指陈长老会。是十六世纪天主教叛徒路

力的运作是由上面下的．基督教各差会是各自独立的，互不

得马丁等创设的”，而。不是使徒传下来的”，以此认为长老会

统属．不过各差会内部自己也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天主教和

的。新”．。不但不能保证是真教，反而证明它是假教呱５Ｍ．

新教这些不同．往往引起两教派的门户之见．之间互争正统，

从以上一番介绍分析可以看出，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信

各不相让．这种成见和争斗自然也随着殖民的扩张带到新

徒接受的基本上是教会十分传统的宗教观及神学观念．涂

的传教地区．可惜的是清季和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无论是

氏在论述中几次有意提刭长老教会，把长老会斥为。假敖”．

神父还是信徒．基本没有专门宗教论说的著作．因此后人很

并使用了。叛乱”叛徒”等字眼，这固然是天主教传统观念所

难窥及当时台湾天主教教会人士特别是本籍的人士瞢遗的

致，不过也反映其对长老教会的成见之深，这也是其早年（日

或特别的宗教思想和人生观。不免给这一时期天主教的研究

据时期）受到天主教和长老会之问摩擦影响的缘故．从涂氏

留下不少的遗憾．光复后个别几个从日据时期走过来的天

的教会观念．我们了解到了日据时期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之

主教本籍人士在撰写回忆录或传教史时，透露了些许日据时

争的历史根源．当然．两者之争并不仅仅出于这一历史渊

期留下的思想印痕．其中首推台湾第一位本地神父涂敏正．

谭．还有现实的因素．

涂敏正出生于１９０６年．他的一生可谓走过了日据时期

２．２现实原因

的大半部分。其思想特点在日据时期天主教会特别是本地的

从冲突整个过程来看．日据时期的天主教和新教长老会

信徒中应该是十分有代表性的．１９５３年涂应云林县文献委

及真耶觫教的矛盾引发，实际上还有以下这些重要的现实

员会之邀．担任‘云林县志＞人民志宗教篇的主笔时．作‘天主

原因．

教史’一文．详细介绍了其对宗教及天主教的看法．虽然此

（１）教势发展的失街．这一点天主教与基督敖长老发晨

文作于台湾光复后八年并受战后一些天主教新思想的影响．

相比尤为明显．这在本节前面对教势发展对比的分析中已

但由于涂是日据时期台湾重要天主教人物．并晨受当时教会

十分清楚了．两者发展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反差．主要有两点

的熏陶培养，因此从该文仍可以看出其旧有的天主教思想模

原因ｔ第一．国际政治因素．台湾道明会的母会所在国家西

式，也可反映出日据时期台湾广大信徒的宗教观．

班牙１９世纪时已失去往日殖民强国的势头．自然不如以当

涂氏在第一部分。宗教的意义”中阐述了他的。真假宗教

时世界霸主英国为背景的长老会了．另外台湾天主教是归

观”．。真宗教．应该是由真神来设立的．宗教既然是神与人

属于菲律宾遭明会省管辖．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菲律宾

的联系．既是为尊敬真神．来邀得真神的恩佑．自然应该由真

被让给主要信奉新教的美国，这对道明会的远东传教来说影

神（天主）来立教．如果由假神邪魔而来．不是真教……因为

响不小．而台湾长老会的一母国英国和加拿大，政治、经济

真神是一切真理的根源．所以真理绝对亦不能和科学有什么

均排在世界前列．这自然促进了在台英加两国长老会的发

冲突．绝对不会被任何真科学所推翻．一【ｓｊ“从整体上来说涂

展．第二．教会本地化的努力差异．日据时期．长老会积极

氏的神学观乃是依循天主教旧有的传统神学思想。然而他试

开展。三自”运动，极大促进了长老本地化的进程．而天主教

图圆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漉露出其受到近代神学影响的痕

神父对本地教会的成立并不热心，从对本地神父的培养上就

迹．不过涂的论说重心不在于求得宗教与科学的和谐，而在

可看出．直到日据后期台湾才出现了第一位本地神父涂敛

于宗教的真假之辩．因此在对宗教意义的一番阐述后．最后

正．第三．教会传教模式不同．长老会的传教活动带有浓厚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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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赍本主义色彩．而天主教却显得保守而更具封建性．日据

第２０卷

同的关系不由得紧张起来，传教竞争也就更加激烈了．

时期长老会的传教重心是在城镇．而天主教却主要在农村．

（３）教徒成分不纯．因教会定例以人教多寡为教士之功

另外．长老会还积极利用了医疗和教育两个清季延续下来的

过，所以与中国大陆一样．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重返台湾后。

传教方式，发展成一套较为完备的医疗设施和教育体系．不

就不遣余力地发展各自的信徒．由于两筏均有西方列强为

仅吸引了不少的信徒入救还为教会提供了可观的传教经费．

后盾．一些民众为寻求靠山或其他现实利益而加入教会．因

而天主教虽办有孤儿院，然孤儿院事业影响十分有限．至于

此不乏有不良信徒混迹其中．天主教就曾指责长老会信徒

教育．天主教创办的中学仅有静修女中一所。其他大多都是

。仍和异教徒一样家里到处是偶像，他们的‘神’是金钱且沉

规模很小的传道学校．因此天主教教会学校的影响远不如

浸在情欲中的巩３］５．．而民众对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的基

基督教长老会．传教的经费又主要由教廷和岛外教会提供，

蕾徒也十分不满，他们质问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

在本岛少有自筹经费的措施，所以传教工作常常受此束缚．

他们反而傲坏事？一［１】“２神父为此常感到十分地难堪．这些

此外．基督教长老会还积极利用发行教会报纸和书籍，并进

郝说明了教会中的确存在一些信徒行为不端的现象．

行圣经白话文本的翻译和编撰以扩大影响．与此相比．直刭

另外一些台民为对抗当地长老教会信徒势力．延请天主

日据结束。天主教都没有涉足出版事业．没有正式发行刊物

教前来传教．还有些信徒利用教会的势力各立门户．相互对

宣传自己．

立，经常发生摩擦甚至武力争斗．日本据台后．排斥欧美各

教势的失街往往会加剧两教之间的摩擦．日据时期看

国在台势力，传教±已失去了清季在台的种种特权．加上日

到基督敬的发展．相对处于弱势的天主教自然会极力拓展敖

本殖民政策的弹压。教会信徒之间的武力冲突较少发生．不

务，而一些地方的长老教徒以优势者自居，对后来的天主教

过矛盾并未消失．不少地方有势者出于一些世俗因素延请

极力排斥。于是造成两教信徒间的冲突．

教会前来传教，这便在地方形成新的势力．当两股依附于不

（２）传教空间的争夺．综观台湾教会冲突的情况．传教

同教会的势力为利益发生抵牾时．往往发展为冲突、互相攻

空间的争夺应是教会冲突的主要原因．天主教道明会和新

击，再加上一些品行不良的信徒从中搅浑．致使局面更为一

教长老会重返台湾伊始，因尚处初步传教的阶段，尚不能构

发不可收拾．前述的日据时期．台中天主教和基督教长老会

成冲突．随着教势的发展。天主教道明会神父听说长老会在

发生冲突时，长老会信徒中就有。品行不端之二三无赖者．受

台传教获得成功．也派人前往发展教务．而基督教也向高雄

其利用假装求道而再接近我教会学道．而数布流言大贬我教

一带扩展势力。于是为争夺信徒．两教的摩擦自然避免不了．

之价值观蚍‘】“．使天主教的传教备受影响．

台岛乃一弹丸之地．东都高山险壑，只剩西部狭长地带有利

由上文分析可见。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根

于传教．随着天主教和长老会亦步亦趋在相同或临近地方

源于历史留下的教义分歧与门派成见，并有现实利益的冲突

相继开教与发展。这种争夺传教空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

与传教空同的争夺．天主教与新教两者吵吵嚷嚷，你争我夺．

来．有时两者甚至为了抢夺传教市场．而有意在同一处设

在台湾历史和基督教的传教史中留下了一段段不和谐的声音．

教．从天主教在台湾北部开教便可显见．天主教见刭基督敖
长老会顺利展开传教活动并取得很大的成果．受到极大的■
动．先前一拖再拖的北部传教计划立即提上日程．１８８６年良
方济在当年的台湾教务报告表露了北部开教的原因和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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