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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19 世紀後半，基督教第 2 度傳入台灣，先後於 1865 年由英國長老會傳

入台灣南部，1872 年由加拿大長老會傳入台灣北部，其所建立的教會延

續至今。雖然，開始傳教工作的時間有別，但都不約而同的使用了醫療

傳道的方式，本篇論文就當時兩長老會在台灣所設立的 3 個醫療傳道據

點－台南新樓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台北馬偕醫院－為中心來

說明英國與加拿大長老會，在台灣醫療傳道事業的發展。 英國長老會在

福建地區的宣教事業已有基礎，台灣同樣通行閩南語，天津條約促使台

灣開埠等有利條件，形成了一種拉力，加上太平天國之亂形成的推力，

促使英國長老會派遣台灣首任傳教士馬雅各醫生 (Dr. James Laidlaw 



Maxwell,sr.)來台。而加拿大長老會的首任海外傳教士馬偕博士(Dr. 

George Leslie Mackay)得英國長老會的幫助來台宣教。 在醫療傳道的過程

中，不僅是單向傳播教義，引人入信，而在傳教士、台灣人民、台灣醫

學發展、教會信徒間有許多雙向的互動。在傳道方式上，傳教士們有的

對醫療傳道與街頭佈道孰重，有不同的意見討論。教會與醫院在功能上

開始專業化，在建築上也逐漸分立，但仍於各自的內部結構中，保留了

一部份另外一方的功能。傳教士自身的學養與性格，也與醫療傳道事業

產生互動。如馬雅各醫生、馬偕博士對整個醫療傳道事業的發展，具有

極大的影響。另外差派傳教士的傳教差會發生變動，及宣教士自身的意

願，也造成南、北兩會間宣教士的流動。 醫療傳道將西式醫療引入台

灣，與台灣的醫學發展互動，造就了台灣醫學史上的「教會醫學時

代」，對台灣的醫學教育的發展、醫療人材的培育、公共衛生的改善，

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教會藉由醫療傳道得到信徒，信徒也與醫療傳道

事業產生互動，在信徒家族中可看出其影響。如在高長及吳葛家族中，

家族成員從事醫職(醫師、護士、醫技人員等)、牧職(牧師、傳道人等)的

人數較多，因著從事醫職而使家族的社會、經濟地位漸漸可以進入社會

上層。教會也因信徒家族的熱心投入而更加發展，形成一種良性的互

動。 英國長老會與加拿大長老會在台灣的醫療傳道工作，不僅對基督教

在台灣的發展有其影響，對於台灣醫學及社會的發展，亦有其影響力及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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