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台灣府城教會報》中新知識 ê 吸收 

 

《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siōng起頭ê目的是「勉勵人h白話字，thang看聖經、

報導教會消息hȱ眾人知，thang同心出力來鼓舞、mā hȱ讀者更加明白聖經ê教訓」。

1雖然這份報紙是以基督信仰ê宣揚kap教會消息ê報導作主體，˜-koh鼓吹現代教育

觀念ê長老教會mā講究信徒ê教育情形。除了tī新式教育體制ê推展、建立以外，為

著hȱ讀者、信徒ē-tàng直接接受著新式ê知識kap西方ê現代觀念，mā透過教會報來

成做平面教育ê重要管道。藉著教會報，˜-nā傳達信仰教育，koh傳播真chē信仰之

外ê通識教育。包含動物、植物、天文、地理、物理、化學、產業、數學、歷史、

語文、世界消息等等五花十色ê新知識。向望透過白話字教會報ê閱讀，來增加讀

者ê基礎教育。 

 

Chiah ê新知識 ê 來源 tī早期大部分是來自英、美等西方國家，後來到日治時

期，mā受著日本官方 ê影響，開始接受日本方面 ê知識。總是，早 ùi十九世紀

末期開始，教會報 tō將 chit寡對「新知識 ê吸收」以台語白話字書寫--落-來，對

讀者 kap一般民眾來講，教會報成作吸收、傳播新知識 ê媒介，扮演著真重要 ê

功能，chiah ê新知識 mā無形中為早期 ê台灣社會 phah開 1扇（sìⁿ）看向世界文

明 ê窗 á。本章主要 beh探討教會報 lāi-té以台語白話字所呈現 ê新知識 ê具體內

容，mā藉著 chiah ê內容進一步分析教會報 án-chóaⁿ透過台語白話字，來成做引進、

傳播西方新知識 ê媒介，hȱ一般普羅民眾 ē-sái藉著閱讀教會報來 phah開視野、

吸收新式 ê知識。下面將教會報 lāi-té有關新知識 ê文章以類型分別做「自然科技

知識」、「社會人文知識」、「世界新知」kap「台灣 ê生活知識」，這四個小節來論

述。 

 

                                                 
1 巴克禮，1926 年 11月，＜巴牧師ê來phoe＞，台灣教會報第 500卷，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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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自然科技知識 

一、生物知識 

生物 ē-tàng講是自然界 ê基本主體，生物學 mā是了解自然科學 ê基礎知識。

教會報中對自然科技知識 ê報導頭先 tō是 ùi生物知識開始 ê。Ùi《台灣府城教會

報》創刊初期 ê 1890 年開始，tō有 kùi nā篇有關生物 ê介紹性文章，親像＜白鸚

鵡＞、＜論獅＞、＜花斑馬＞、＜駝鳥＞、＜蜜蜂 ê 類＞、＜駱駝＞、＜海狗＞、

＜Kúi-nā款狗圖＞、＜刺蝟 ê圖＞等等。Chiah ê文章篇幅 khah短，1篇介紹 1款

生物。文章通常分做 2部分，tāi先描寫 chit款生物 ê外在體型 kap生產地，後來

koh紹介伊 ê習性，包含性地、食 m…h ê種類、群居 ê工作分配 kap對外 ê自我保

護，hȱ讀者對所紹介 ê生物有基礎性 ê知識。以＜論獅＞ 這篇來講，作者 tī文章

一開始 tō先紹介獅 ê原產地 kap伊 ê體型： 

 

論獅是出tī A-se-a（亞細亞），A-hui-li-ka（非洲），這兩洲。伊ê款是kap虎、

豹、貓，相類。對伊ê頭到尾約有八呎長，將近四呎kôan；牙kàu-chhah親

像chián刀；目chiu圓koh大，tông-chú thán-khi;面毛疏koh短；chang長sàm-sàm，

受氣ê時，展chang起chhàng，人kap野獸lóng驚伊。2

 

以上這段寫岀獅 tī生物學 ê分科，koh用科學性 ê 數據敘述獅 ê身長。另外，

對獅 ê牙、目 chiu 、面毛 kap chang（鬃毛）ê描寫 kap形容，特別生動。透過這

段文字，ē-tàng hȱ讀者真清楚了解獅 ê外型 kap性地。教會報除了用生物學 ê觀

點敘述生物外在 ê形體以外，mā對生物內部 ê構造有真詳細 ê描寫。親像＜蜜蜂

ê 類＞這篇文章中，將蜜蜂分做三種類，一種是公--ê，一種是母--ê，koh一種是

受差用--ê。作者具體描寫這三種蜜蜂 ê色 tī、形體，koh有 in tī 蜂 siū ê 數量 kap

分工。其中，對受差用--ê蜂有 án-ne ê描寫： 

                                                 
2 無具名，1890 年 7月，＜論獅＞，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63張，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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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差用ê蜂伊ê chhùi不止奇怪。有人用hián-bî-kià（n顯微鏡）kā伊看，前半keh

分五ê長齒，中間一齒khah大，雙pêng piⁿ有chē chē細-á齒，其中大齒會長會

短，不止利便thang採花心ê粉；近中間tī大齒ê所在，koh有兩支chhùi齒，伊ê

齒尾有刺，就是幫贊中間ê大齒；後半keh lóng有sok-á來sk hit ê五ê長chhùi

齒。後腿ê前keh中間空空親像細ê袋-á，雙pêng有刺親像毛，chhùi食花粉直

直吞到後腿蜜khang ê所在，來裝到滿滿，用雙pêng ê毛刺照顧。3

 

這段文字用微觀 ê方式具體描寫出蜜蜂 ê chhùi ê內部構造，包含 chhùi齒 ê

分布、大細 kap功能。Mā將蜜蜂後腿 ê形體 kap構造以及蜜蜂採蜜 ê過程做真詳

細 ê敘述。這款生動 ê筆法 hȱ讀者 ê目 chiu 若親像顯微鏡同款，tòe著作者 ê筆

深入到蜜蜂 ê chhùi kap後腿 n…h，觀察蜜蜂 ê內部構造。這篇出現 tī 1892 年《台

灣府城教會報》ê文章，對生物 ê紹介，bē輸現代 ê「Discovery頻道」，透過具體

koh詳細 ê描寫，傳達 siōng豐富 ê生物學知識。 

 

另外，值得提起 ê是，教會報中有關生物知識 ê文章，通常 lóng會附上所紹

介 ê生物 ê圖片，一方面透過精美 ê插圖來加強解說，增加讀者 ê 理解性，一方

面亦加添閱讀 ê多樣性 kap趣味性。親像＜刺蝟 ê圖＞一文，tō將刺蝟 ê圖片 khǹg 

tī短文 ê頂面，用簡單 koh詳實 ê文字紹介刺蝟： 

 

刺蝟亦有人號做河猪，伊 ê身軀黃色，一二呎長，皮有 mg-chhì（毛刺）

來親像 chhiūⁿ-to (樹刀），thang保護伊 ê身軀來抵擋對敵。人 á-是狗愛 beh

掠伊，伊就用毛刺直直刺來對敵，所以 beh 掠伊無快。這號刺蝟愛食田雞

以及蛇，伊 ch…t-ē咬著蛇就身軀 kiù-oa，來免 hȱ蛇反轉咬伊，等蛇 ê 力盡，

然後就食落-去。冬天 ê時 bih-khang無出來，伊將毛刺 chhiám樹葉來 khàm

身軀，人遇著只有看見樹葉 lóng無看見伊 ê身軀。 

                                                 
3 無具名，1892 年 6月，＜蜜蜂ê類＞，台南府城教會報第 82卷，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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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簡短 ê文字配合圖片，真具體來寫岀刺蝟身軀 ê特色，kap伊具備保

護色 ê防衛特質，文章 lāi-té無形中傳達出生態學 ê觀點。另外，「刺蝟」koh號

做「河豬」ê講法，亦保留著台灣生物 ê台灣話名稱，tī現今看起來特別珍貴。 

 

二、產業知識 

除了生物知識以外，教會報亦報導真 chē有關產業技術 ê文章，包括＜論甘

蔗＞、＜造紙 ê方法＞、＜土炭油＞、＜製鹽 ê機器＞、＜製鹽工業＞、＜肥皂

製作法＞等文章，lóng是 teh紹介製糖、製紙、製鹽、製麻、製造 sat-bûn（肥皂）

ê方法 kap技術。Chiah ê文章一方面將外國產業技術 ê進步紹介 hȱ讀者，傳播西

方技術 ê知識，一方面亦 ùi產業延伸出來其他 ê植物、礦物學 ê知識。 

 

＜論甘蔗＞這篇文章透過外國糖廍ê插圖，詳細紹介外國kheh蔗sk糖ê技術

kap流程，soah落來敘述台灣本地ê甘蔗有紅ê、白ê兩種，紅ê叫做紅蔗，白ê叫做竹

蔗，tk年lóng岀真chē糖。Ùi chia thang知iáⁿ當時台灣糖ê生產量確實真大，亦tú好說

明tī清國末期，糖kap茶、樟腦kâng款，是台灣重要ê三大出口品。除了紹介外國

製糖ê方法kap台灣甘蔗ê種類、生產量以外，作者亦說明「插甘蔗」有兩種方法：

「Chàm蔗尾chit節，將tiong ê兩bk先浸水，thèng-hāu園犁好，用蔗尾來插，就是

新栽。甘蔗chhò了，猶原留hia ê舊蔗頭hȱ伊發，˜-bián koh再插，號做二年（jī-nî）

ê。4」這款插甘蔗ê方法，tō是咱現今所講ê「插枝法」，透過作者ê解說，無形中增

加讀者對農業技術ê常識。另外，為著khah詳細紹介甘蔗ê各種知識，tī文章後半

部亦記錄著台灣製糖ê過程：  

 

論本地人kheh甘蔗，in廍內ê石車頂下有兩塊板，車內有兩隻心，一隻loh

車kô hȱ水牛teh tioh。若直直轉，這粒tòe hit粒，甘蔗tùi石車tiong-ng會kheh

                                                 
4 無具名，1890 年 5月，＜論甘蔗＞，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61張，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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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蔗phoh會tùi hiùⁿ-pêng j…h-出--來。Án-ni kheh三擺，hȱ蔗phoh ta-ta-ta,

蔗汁就lóng tùi下底竹管內流落糖鼎。因為tú-á流落ê時，這號汁是真驚-人，

所以著chham灰hu落去la,亦著iúⁿ落se-thai來過濾tī大桶，koh,著piàⁿ過糖鼎hȱ

伊滾，這鼎過hit鼎；後來糖pheh khioh料理，就會變做糖。5

 

以上這段台灣本地kheh蔗ê描寫，tō是清國末期台灣tī舊式糖廍時期，利用石

磨kap煮糖來製糖e方法。總是，台灣ê製糖方法kap當時代外國ê技術比起來，是khah

落伍ê。亦因為製糖技術ê落伍，致使後來台糖ê競爭力ùi 1886 年開始下降ê原因。6相

對台灣用石磨來kheh甘蔗，外國使用ê是鐵磨。鐵磨ê成本比石磨khah低，效率亦

khah kôan，品質亦khah好。研究滿清台灣歷史ê林滿紅根據海關報告kap領事報告ê

文獻指出，「若用外國ê鐵磨來kheh蔗，比石磨kheh蔗會hȱ台灣tk冬ê糖出口量至少

加岀三分之一來。」7說明外國製糖技術ê進步。作者亦tī文章中講著台灣kap外國

製糖技術ê差別： 

 

可惜咱chit-pêng chhòng-phȱ sk糖ê器具無好，kài糖ê功夫無夠，˜值得外國ê

器具khiáu-sit，kài糖ê法度真ph，ná ˜採用外國ê器具來án-ni做leh?8

 

 

事實上，台灣bat引進西式ê鐵磨，˜-koh因為驚採用鐵磨致使石磨工人失業，

koh有真chē非經濟ê國民性因素，親像民性ê念舊、排外kap安於現狀等等原因，致

使tī採用新技術ê方面soah表現了真保守。9雖然tī十九世紀末期，台灣無人採用西

方鐵磨ê方式kheh蔗，總是，透過教會報ê報導，直接將西方先進ê技術chah入台灣，

                                                 
5 無具名，1890 年 5月，＜論甘蔗＞，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61張，頁 44。 
6 林滿紅，1978 年 5月，＜茶、糖、樟腦業與晚清台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25。 
7 Kâng前註，頁 35。 
8 無具名，1890 年 5月，＜論甘蔗＞，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61張，頁 44。 
 
 
9 林滿紅，1978 年 5月，＜茶、糖、樟腦業與晚清台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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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ȱ讀者知iáⁿ kheh糖ê方式˜-nā一種，ē-tàng了解外國kheh糖技術ê進步性，亦累積台

灣人tī產業、技術方面ê知識。 

 

除了專業性 ê紹介以外，教會報亦會將趣味性 ê消息 khǹg tī文章 lāi-té，親像

＜論甘蔗＞文章 ê siōng尾，作者講起「甘蔗有子」ê消息，這 ê消息是 ùi英國一

ê先生所發現 ê： 

 

甘蔗有子，hit ê子是結tī甘蔗尾n…h，細細粒á，愛chhōe著用hàm鏡來看。先生

本身kàu-khàm了，將kúi粒種落土腳hȱ伊緊緊發起來。伊亦teh打算若是做sit

人tk所在gâu tùi重這號事，無lōa久糖會khah chē，

                                                

koh會têng-pōe khah便宜。10

 

甘蔗有子 ê代誌 kiám-chhái tī現代亦真少人知 iáⁿ，總是，tī 1890 年 ê教會報 tō

有 hiah-nih珍奇 koh趣味 ê消息 á。作者將來自英國有關甘蔗有子 ê新知識，kap

西方 kheh蔗 ê產業技術做夥傳達 hȱ讀者，hȱ讀者 teh閱讀文章 ê過程中，˜-nā

有專業性、論說性 ê知識，亦吸收著趣味性 ê常識。  

 

三、科技知識 

十九世紀以來是西方工業革命 ê時代，mā是現代科技起 pông ê時代，各種

影響世界 ê新發明，親像：飛機、自動車、汽船、火車，lóng tī chit ê時代產生。

Tòe著世界 ê趨勢 kap現代科學 ê傳入，教會報亦將現代科技 ê知識刊載出來，

hȱ讀者了解世界科技 ê大進步。＜論火煙車路＞、＜火車 ê起因＞、＜飛行機＞、

＜自動車＞chit寡文章 tō是針對現代科技 ê紹介。 

 

1896 年ê＜論火煙車路＞是《台灣府城教會報》siōng早討論現代科技ê文章。

因為火車、自動車、飛機chiah ê現代科技lóng是ùi歐美國家發明ê，所以教會報對

 
10 無具名，1890 年 5月，＜論甘蔗＞，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61張，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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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科技知識ê報導，通常亦先紹介西方國家使用新發明ê情形。＜論火煙車路＞

這篇文章tō是將英國火煙車ê情形，紹介hȱ讀者。文章敘述英國ê火煙車「lóng是百

姓tê來做ê，˜是屬tī官府ê。本錢總共有 90萬萬銀，每年載人客，10萬萬人。百

姓合股來chiâⁿ這號事叫做公司」11，ùi chia thang知當時英國ê火煙車是由民間經營

ê，˜是國有ê。英國經營火煙車ê公司有百外間，其中四間khah大，作者koh將經

營火煙車siōng大間ê公司ê情形，包括公司ê本錢、鐵路ê長度、車廂ê數量、工人ê

數量，每日ê收入kap所費，lóng清楚紹介tī文章。 

 

＜自動車＞這篇短篇ê文章亦是紹介一間美國製作自動車ê大工廠。作者敘述

工廠ê頭家名叫Henry Ford，12伊所做ê自動車全天下tk國lóng總有teh用。文章koh將

工廠ê本金、所請工人ê工錢、做自動車ê開銷，一一紹介。最後亦實際舉例說明

自動車tī美國ê情形：「Tī美國，人用自動車真chē；有時勞動者去做工亦坐家己 ê

自動車。有所在平均來算，每十人ê中間chit人有chit張」13證明美國人使用自動車ê

普遍程度。 

 

教會報除了報導西方國家使用新發明 ê情形，mā注重 chiah ê新發明「án-chóaⁿ 

hông發明」ê原因，隱含有探討現代科技根本起源 ê精神。1900 年 ê＜火車 ê起

因＞，作者 ùi坐台灣 ê火煙車感覺著火車 ê 利便，思考著火煙車 ê源頭，認為「論

tk項 ê 大 tāi-chì khah常有 sió-khóa ê起因，火煙車亦是 án-ni」，所以紹介火車 tī

英國 hông發明 ê原因。Beh 說明火車發明 ê原因代先愛 ùi英國 ê煙 tâng講起。英

國 tk間厝 lóng有煙 tâng thang hȱ灶腳 ê火煙透岀，煙 tâng內有一枝鐵連接垂落

灶腳 ê鐵鍊 á，鐵鍊 á頂面綁吊勾，灶腳 teh使用 ê 茶 k、

                                                

oe-á、鼎各種器具 tō綁

tī吊勾 n…h。故事 tō是 ùi chia開始 ê： 

 

 
11 無具名，1896 年 4月，＜論火煙車路＞，台南府城教會報第 133卷，頁 27。 
12 「Henry Ford」tō是「福特汽車」ê頭家。 
13 無具名，1922 年 5月，＜自動車＞，台灣教會報第 446卷，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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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日有一ê ta-pȯ囝仔teh具辦滾水beh kā伊ê老母泡茶。水大滾hit時chhèng

煙，茶k為著滾水煙ê力震動híⁿ，就iô來iô去，鐵鍊亦tòe伊teh iô。Hit ê囝仔ná

看，就ná想，hit ê茶k若有輪穩當會行。就去chit ê賣口鐵ê店，問店主，看lân-san

鐵歡喜hȱ伊khioh來用á無？店主應伊歡喜；̃ -nā lân-san鐵hȱ伊，烘爐，kap ka-si

亦beh借伊。伊卻˜知hit ê囝仔心內teh想beh做其他ê m…h。停kúi日á久看囝仔

勤勤teh做，˜-nā lân-san鐵kap ke-si hȱ伊，sòa本身chān伊hōaⁿ-ih將hia ê鐵kā伊

連做夥。無lōa久chē chē人去hit庄看伊做出chit張車á tī路n…h teh行來行去；

tk-ke無˜ gōng-ngih。14

 

Chit ê囝仔 tō是後來 tī 1814 年發明蒸氣火車 ê英國人史蒂文生（George 

Stephenson，1803-1859）。伊後來入大學，˜-koh無 bē記 tit細漢 ê興趣，專心研

究 ê結果，發明著世界第一台 ê蒸氣火車，自 án-ne，chhōa 領世界 ê物質文明行

入另外 chit ê新 ê階段。教會報將細漢囝仔 ùi生活中所引起 ê思考，後來成做火

車 hông發明 ê起因，論證有時專心 tī細項 tāi-chì，tō ē-tàng成就大項 ê成果。藉著

chit篇文章，˜-nā hȱ讀者了解火車被發明 ê原因，透過 chit ê故事，mā有刺激讀

者思考 ê啟示作用。 

 

除了火車、自動車以外，飛行機 mā是十九到二 0世紀世界 ê重大發明之一。

教會報以飛行機做專題來討論 ê文章有兩篇，篇名 lóng號做＜飛行機＞，一篇出

現 tī 1911 年，另外一篇刊載 tī 1917 年。飛行機是 tī 1903 年由美國 ê萊特兄弟（Wilbur 

Wright，1867-1912，Orvi1le Wright，1871-1948）所發明 ê，所以教會報中這兩

篇有關飛行機 ê文章，lóng是 tī飛行機發明過無 kúi冬所寫 ê，tú好是對 chit ê新

發明感覺 siōng新奇 ê時 chūn。1911 年 ê＜飛行機＞開頭 tō ùi飛機 ê發明講出科學

界 ê進步： 

 
                                                 
14 萬姑娘，1900 年 12月，＜火車ê起因＞，台南府城教會報第 189卷，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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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tī chit二 0世紀，科學界ê大進步，實在是hȱ人聽著會驚，看著會chhoah。

自古以來，人類是tiàm tī地球ê活m…h，若是對知識ê增進，理論加添，實用

發現，就人˜-nā會tit做魚tiàm-bī tī水內，亦會h鳥飛tī半空中。

Chiâm-không-théng（就是海內ê船）久久就teh實用；飛行機（就是飛船）是

近來chiàⁿ發明。Tī日本雖bōe lōa大成功，tī歐美是已經岀tùi試用界入tī實用

界lah。15

 

人類 ê知識 hȱ人 ē-tàng 若魚 tī水內、若鳥 tī空中，ùi潛水艇、飛行機 ê發明，

作者用「聽著會驚，看著會 chhoah」來形容世界科技 ê進步。文章後半段作者亦

報導日本 ê消息，講起 tī日本 ê大阪朝日新聞社，有聘請三名美國飛行家 kap 兩

張飛行機來大阪練兵場飛行，共飛行三擺。過程是 án-ne: 

 

第一擺是普通飛行。第二擺有chiūⁿ到 2350英呎。第三擺chiūⁿ到 200呎ê時就

展伊ê本事，運轉停止，放hȱ伊穩穩á tūi-落--來，lóng無損害。16

 

這是飛行機 tī日本 ê第一 kái飛行，入場參觀 ê人 óa 80萬，飛行 ê表演 mā

受著眾人 ê o-ló。透過作者趣味 ê形容，hȱ讀者若親身看見飛行機 tī空中「展本事」

ê精采，mā體驗著當時代 ê人對新科技 ê驚喜氣氛。 

 

頂面是飛行機 tī日本 ê第一 kái飛行，án-ne台灣是 siáⁿ-m…h時 chūn開始有飛

行機 tī空中飛行？咱 ùi另外一篇 1917 年 ê＜飛行機＞這篇文章 thang知 iáⁿ，至少

tī 1917 年 chit冬，台灣 tō已經有飛行機 á。作者回想 1917 年 chìn前 kap現代，更加

對飛行機 ê發明感覺著神奇： 

 

                                                 
15 T.Th.Ts，1911 年 6月，＜飛行機＞，台南教會報第 315卷，頁 54。 
16 Kâng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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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來咱有看人teh poe飛行機，不止心適。Kúi nā年前，若有人對咱講，tī 1917

年，咱beh看人poe khah kôan雲，亦對台南到台北kan-tāⁿ三四點鐘久hian-n…h

緊就會到位，人若講án-n…h，咱就愛應講咱實在夠額憨，˜-kú無hiah-n…h憨

beh信這話。...地球ê吸力猶原hian-n…h大，總是人有chhōe出方法，hȱ in會tit

贏過吸力來poe飛行機，若親像大隻田嬰。17

 

Ùi以上ê文字thang知，1917 年˜-nā台灣已經有飛行機，而且當時ê飛行機真有

可能已經成做交通ê路用。作者ùi飛行機kap chiâm-chúi-théng，18koh有其他科技產物

ê發明，體驗著以早bē相信ê、做bē到ê，lóng因為科學ê進步變成會相信ê、做會到ê。

作者mā將飛機機器ê力kap翅比喻做上帝，說明人若信靠上帝，tō做bē到ê tāi-chì亦

會變做做會到ê。將自然科技kap信仰結合來論說，表達作者認為tī科技之外，mā

愛保存信仰ê深刻意涵。  

 

除了兩篇專門討論飛機 ê文章之外，ùi 第 278卷開始 ê教會報專欄＜台島 ê

消息＞亦 tī其中 ê一期，討論著飛行機。文章將飛行機、輕氣球 kap風船這三項

飛行工具，做比較 ê報導： 

飛行機kap輕氣球、風船有各樣。因為清氣球kap風船是會chiūⁿ kôan，˜-kú

駕駛ê人bē-ē自由轉sh。飛行機就˜是an-ni，thang at來at去chhut-chāi駕駛ê

人主意。飛行機現時大概有 3款。1款是親像鳥á，雙邊各 1翅，號做單葉

式。Koh 1款親像田嬰，雙邊各 2翅，號做複葉式。猶koh 1款tk pêng各 3

翅，號做 3 葉式。19

 

這篇報導將飛行機 kap輕氣球、風船無 kâng款 ê所在，ē-tàng自由轉 sh ê

特質傳達出來，koh將飛行機 ê種類紹介 hȱ讀者。另外，用「鳥 á」、「田嬰」來

                                                 
17  無具名，1917 年 9月，＜飛行機＞，台灣教會報第 390卷，頁 1。 
18 「chiâm-chúi-théng」tō是「潛水艇」。 
19 無具名，1914 年 4月，＜台島ê消息＞，台灣教會報第 349卷，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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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飛行機 ê「單葉式」kap「複葉式」，˜-nā形容 kah真貼切，mā因為趣味性來

增加讀者 ê 理解力 kap吸收力。 

 

教會報中有關自然科技知識 ê文章，tī本文中除了依照所傳達 ê知識來分類

做「生物知識」、「產業知識」kap「科技知識」這三種類以外，koh有真 chē無法

度完全分類 ê豐富知識。其中值得提起 ê是，早期 ê《台灣府城教會報》中，mā

有透過論說性 ê文章內容，呈現背後希望讀者珍惜自然界 ê環保意識。 

 

＜樹木 ê 利益＞ùi美洲 ê「樹林」講起，認為樹林對人類有真大 ê好處，因

為有樹林 ê所在常常有水，亦 khah ē tùi hia 落雨。作者講出其中 ê道理： 

    

因為樹林是屬tī高山嶺尾ê中間；若是伊常常茂盛，是tùi khah有tà雲 tī hia，

就快快ē落雨；平洋ê所在百項草木亦tòe伊興起。koh，樹ê根chhóan入tī 深

深ê土，食hit內面ê水氣，亦soà-ē吸hit-ê水，hȱ伊khah phû起--來，就對khah

低ê溪溝流出--來。常常有樹蔭teh tì-ìm--伊，無論是曠-hān á-是年尾時tiāⁿ-tih

有活活teh流出；hȱ人平安來享受--伊。20

  茂盛 ê樹林造成雨水 ê充分，樹林 ê根 koh chhóan入土壤吸 tiâu雨水，造成

良性 ê循環。作者認為上帝所造 ê m…h無不是 beh做咱人 ê 利益，所以應該好好

寶惜自然界。Mā舉「柑 á 林」chit ê所在「常常 tī年尾有欠缺水 ê艱苦，這是因

為無樹林 thang tì-ìm」，原因 tō是人為著 sió-khóa財利 chhò樹木來賣錢，結果造成

根本 ê損害。Koh舉「香港」ê 例，早期若死地，mā無雨水，草木 mā bē發，尾

--á改變 ê原因是： 

    

Taⁿ有明理ê人去hia開墾栽種樹木，後來樹木茂盛，就khah有雨水以及良風

活氣。對ań-ne就無koh做曠野，sòa並成極熱鬧ê所在。Án-ni-siⁿ若地獄變作

                                                 
20 卓進德，1892 年 10月，＜樹木ê利益＞，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91張，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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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21

 

  這篇文章論述「樹林」、「樹木」造成「水源不斷」kap「充分 ê雨水」對人

類產生 ê 利益，hȱ人深入了解樹木 kap水源 ê重要性，有教育 tk-ê著愛知「水土

保持」kap「環境保護」ê意義，kap人類若迫害自然界，mā會受著自然「反撲」

ê印證。Chit款愛惜自然生態 ê環保概念 tī台灣社會 1980 年代開始 ê「環保運動」

推動下，tāu-tāu-á受著重視，到 taⁿ mā猶原 teh呼籲、teh推 sak，1892 年 ê《台灣

府城教會報》tō已經出現保護環境 ê自然觀，ē-tàng講是 chiâⁿ進步 ê 理念。 

   

第二節 社會人文知識 

教會報中對新知識 ê吸收˜-nā有「自然科技」ê知識，mā包括「社會人文」

類型 ê知識。內容有台灣俗語 ê解說，親像 1899 年 6月 ê＜俗語 ê告白＞，1918 年

2月 ê＜俗語干証天＞；mā有外國語文 ê紹介，包括：1896 年 3月 ê＜日本話 ê根

底＞、1915 年 5月 ê＜英國俗語＞。koh有時間觀念 ê呈現，親像 1888 年 9月 ê＜

對時鐘 ê法＞，mā有法律知識 ê報導，親像 1928 年 6月 ê＜憲法出版＞。另外，

有 1886 年 2月 ê＜羅馬國帳目 ê碼子＞，來紹介羅馬國數字 ê寫法，koh有 1923

年 9月 ê＜羅馬字電報簡編法＞，傳授使用羅馬字來 kòng電報 ê方法。-nā án-ne，

koh有世界歷史 ê故事，親像 1917 年 ê＜Lȱ-tek Má-teng>（路德馬丁）、1920 年 ê＜

Kun-sū-tàn-teng>（君士坦丁），lóng是 teh紹介世界人物 kap宗教改革 ê 歷史。Chiah 

ê文章所傳達 ê社會人文知識 ē-tàng講真豐富多元。 

 

台灣siōng早有使用阿拉伯數字ê觀念，是tī荷蘭時期經過荷蘭人傳入來hȱ平埔

族人開始ê。根據平埔族人kap漢人訂ê土地契約「新港文書」ê顯示，十七世紀ê

平埔族人已經ē-tàng真熟手、真普遍來運用阿拉伯數字。若án-ne，親像「I、II、

                                                 
21 卓進德，1892 年 10月，＜樹木ê利益＞，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91張，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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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I、X、IX」chit款羅馬國數字ê標記iû koh是tâng時開始tī台灣普遍化ê？這kap

十九世紀白話字聖經ê翻譯有chiâⁿ大ê關係。刊載tī 1886 年《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8

張ê＜羅馬國帳目ê碼子＞，tō是一篇專門紹介羅馬國數字標記法ê文章。照作者所

講，當時tú翻譯好ê白話字舊約聖經，22 lóng是用羅馬國數字ê形式來標記內底第kúi

章ê數字。˜-koh，因為當時「chē chē人看bē-hiáu tit,驚了beh chhōe khah oh」，為著hȱ

讀者方便，所以將伊ê標記方式透過文章詳細紹介：  

 

若是beh寫一，是記一khiā，親像Ι；二，著記二khiā，親像Π，三，著記

三khiā，親像III，五，著記án-ni，V；咱這pêng ê白話無hit ê字，因為無hit ê

音。四，著用一ê五字，加一khiā tī tò手pêng，親像IV，就是五ê減一ê ê意思。

六，猶原著用chit ê五字，加chit khiā tī正手pêng，親像VI，就是五ê加一ê ê

意思。七，著用五字加二khiā tī正手pêng，親像VI。23

 

像 án-ne，一 ê一 ê kā羅馬國 ê 數字符號，用 siōng簡單、淺白 ê話語紹介 tī

文章，hȱ人真緊 tō ē-tàng 了解數字所代表 ê「碼子」（bé-chí）。教會報紹介 chit ê

知識 ê目的，是為著 hȱ信徒讀聖經 ê時 chūn，thang增加閱讀 ê 利便，有實用性 ê

具體效果。總是，透過教會報 ê紹介 kap 讀者 ê使用，亦 ē-tàng知 iáⁿ tī十九世紀

後期，使用羅馬國數字 ê標記方法 tō已經 tī台灣 tāu-tāu-á普遍化 á。 

 

另外，教會報 tī teh引進新式知識 ê時 chūn，亦真用心 teh注重讀者吸收 ê情

形 kap效果。譬論講 tī文章 ê後壁，設計一寡簡單、清楚 ê圖表，形成視覺頂面

ê變化，來 hȱ讀者除了文字 ê吸收以外，koh ē-tàng藉著圖表來 khah好理解。或

者是透過簡短問答 ê方式，測驗讀者實際吸收 ê程度。＜羅馬國帳目 ê碼子＞亦

                                                 
22 這本＜Kū-iok ê Sèng-keng>（舊約ê聖經）是 1884 年，tī馬雅各ê監督下，由英國聖經公會出版ê，

是頭一本廈門腔ê舊約聖經。參考賴永祥，1990 年 4月，《教會史話》第一輯，台南：人光，頁

73-74。 
23 無具名，1886 年 2月，＜羅馬國帳目ê碼子＞，台灣府城教會報 第 8張，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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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án-ne，將文字所敘述 ê碼子寫法，排列作一張清楚 ê圖表，tī文章 ê結尾，作

者 koh出十條題目 hȱ看報 ê 讀者思考： 

 

Taⁿ問看XVII是lōa chē？XXIV是lōa chē？LVI是lōa chē？LXVII是lōa chē？XCII

是lōa chē？LXXIX是lōa chē？CI是lōa chē？CX是lōa chē？CL是lōa chē？

CXXXVIII是lōa chē？24

 

Chit款出考題 ê設計，hȱ讀者達到隨 h tō隨練習 ê效果，ē-tàng siōng確實來

吸收新式 ê知識，題目 ê心適感 mā增加教會報 kap 讀者 ê互動性。 

 

除了羅馬國數字寫法 ê學習，有關外國 ê語言、俗語等語文知識，mā e-tàng 

tī教會報 lāi-té看著。1895 年，tòe著台灣日治時期 ê開展，台灣人 mā開始重新學

習新 ê語言－日語。教會報 tī 1896 年 3月刊載＜日本話 ê根底＞一文，tú好是日

本政府來台灣一冬後 ê時 chūn。Ùi chit ê時間點來看，日本政府 ê「國語」教育

雖然 iáu-bōe透過教育體制正式進行，總是，教會報 kiam-chhái已經 ti覺著時代 ê

氣氛 kap趨勢。所以，將台灣人所 beh面對 ê新語言 ê字母、寫法、音調，kap

簡單 ê對話等基本語文知識，tī第一時間 tō紹介 tī 報紙 n…h。值得注意 ê是，chit

篇文章是用教會報讀者慣 sì ê文字－「白話字」ê角度來切入新語言 ê。換一句

話來講，tō是透過台語白話字來學習第二語言，tī白話字 ê基礎頂面學新 ê日語： 

 

咱屬 tī台南教會 ê兄弟姊妹 chē-chē--ê已經 bat h白話字。Tī日本國亦有

人 ài用 chit號 ê字，總是 in加用 kúi-nā ê各樣 ê字，就是，－－ 

z，是屬 tī s--字 ê聲類。 

d，是屬 tī t--字 ê聲類。 

f，是屬 tī h--（ph--）字 ê聲類。 

                                                 
24 無具名，1886 年 2月，＜羅馬國帳目ê Bé-chí＞，台灣府城教會報 第 8張，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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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是屬 tī ji--字 ê聲類。 

w，是屬tī u--，o--字ê聲類。25

 

對台灣人來講，日語是 chheⁿ-hūn ê語言，教會報藉著讀者熟手 ê白話字，

來進入日語 ê世界。Koh將日語字母 ê發音對照台語 ê音韻，用 chit款語言對比

ê方式來學習新語言，ē-táng講是真進步 ê教學觀念。文章 soah 落來 koh紹介日

語 ê五十音，包括清音 kap濁音 ê分別，以及數字 ê教學： 

 

Taⁿ將日本 ê帳目印 tī下底 hȱ lin h。In日本人無分別八音，講話平平無

sím-m…h kôan低，總是˜-thang lóng 讀做頭音。 

ch…t-khȯ是 ih-chi-ian。Chiam是 sen。In無算角，ch…t角十 chiam,就是 jiu-sen,

（著講 jih-sen)。Khȯ-半是 ih-chi ian go-jiu-sen。三 khȯ九角二，是 san-ian 

ku-jiu-ni sen。 

In講 shi--字 kap咱 ê si--字差不多，講了 lih-lih-á親像泉州腔。In所講 

To-shia，To-shia，就是chit ê音。26

 

使用台語白話字來寫出日本話數字 ê發音，hȱ讀者 ē-tàng照白話字來正確

唸岀日語 ê 數字講法，達成新語言 ê學習，mā說明白話字 ê好學、好用。另外，

作者認為日語 ê「shi--字」kap咱 ê「si--字」差不多，只是「講了 lih-lih-á親像

泉州腔」，mā是一種心適 ê語言比較法。教會報 ê 讀者 kan-nā學一套白話字，tō 

ē-tàng學習其他 ê外國語，透過 chit篇文章，更加證明台語白話字具備吸收其他

外國語言 ê功能 kap特質。 

 

另外，《台灣府城教會報》對台灣民間文學 ê的「俗語」亦相當重視，1899

                                                 
25 余先生，1896 年 3月，＜日本話ê根底＞，台南府城教會報第 132卷，頁 22。 
26 余先生，1896 年 3月，＜日本話ê根底＞，台南府城教會報第 132卷，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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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開始，教會報 tō開始蒐集、採錄民間俗語，亦陸續刊載＜俗語 ê告白＞、＜俗

語干政天＞、＜俗語群珠彙集＞等紹介台灣俗語 ê文章。除了台灣俗語 ê蒐集、

呈現以外，mā kā外國（英國）ê俗語紹介 hȱ讀者。Tī chia先舉＜英國俗語＞ê 例： 

 

Chò iâu-giân ê lâng tī chng-tiong chhin-chhiūⁿ tk-chôa tī bîn-chhg tiong. 

做謠言的人 tī庄內，親像毒蛇 tī棉床中。 

 

Tsai-pôe thiàⁿ lâng ê tāi-chì sī ch…t-sì-lâng ê tōa kè-tt. 

  栽培疼人 ê tāi-chì是一世人 ê大價值。 

 

Lâng siông-siông chiàu-sî chò tāi-chì ch…t j…t chiū chhin-chhiūⁿ ng-j…t27

人常常照時做 tāi-chì，一日就親像兩日。 

 

Chit篇文章主要舉 kúi ê英國俗語 ê 例，翻譯做台語列出來 hȱ讀者 thk，無做

俗語 ê解說，雖然是極短篇 ê紹介性文章，̃ -koh mā充滿著人生 ê道理 kap啟示，

留 hȱ讀者家己思考 ê空間。 

 

1899 年 6月教會報第 171卷刊載＜俗語ê告白＞，展開對台灣民間俗語ê蒐集kap

討論。文章提起透過台灣俗語來講道理真趣味，因為「教會內外ê人lóng真愛聽」，

所以請看報ê讀者共同採集一百句俗語，寄來hȱ編輯。徵求ê標準是：（1）台灣常

用ê俗語，（2）平常人所ē-hiáu-tit ê俗語，（3）Tk句俗語tih記伊ê解說。28教會報koh

透過評選、賞金獎賞ê方式來鼓勵大家採錄俗語。後來ê＜俗語干証天＞kap＜俗

語群珠彙集＞等lóng是呈現、紹介台灣俗語ê文章。其中，＜俗語干証天＞將台灣

俗語中kap「天」有關係ê排列出來，親像：  

                                                 
27 無具名，1915 年 5月，＜英國俗語＞，台灣教會報第 362卷，頁 4。 
28 無具名，1899 年 6月，＜俗語ê告白＞，台南府城教會報第 171卷，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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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heng-sǹg bān sǹg,˜-tt thiⁿ ch…t sǹg. 

千算萬算，˜值天一算。 

 

Ū kiáⁿ ū kiáⁿ-miāⁿ,bô kiáⁿ thiⁿ chù-tiāⁿ. 

有子有子命，無子天注定。 

 

Lâng beh hāi lâng thiⁿ ˜-khéng,thiⁿ beh hāi lâng tī bk chêng. 

人 beh害人天˜肯，天 beh害人 tī 目前。 

 

Thiⁿ chhī lâng pûi lut-lut,lâng chhī lâng chhun ch…t ki kut.29

天飼人肥 lut-lut，人飼人 chhun一支骨。 

 

作者認為雖然無信主ê人服事ê是佛，˜-koh若是「對in ê俗語來研究，in實在

有認天做主」。30透過chiah ê kap天有關係ê俗語，有呈現世俗人mā見證天（上帝）

ê意涵。教會報對台灣俗語ê整理，除了是將「俗語」chit款民間ê社會人文知識呈

現出來以外，koh khah深層ê意義是透過俗語ê蒐集、保存、刊載，亦進一步將台

灣文化ê智慧、台灣語言ê精華流傳落來。若就台灣文學ê發展來看，這有chiâⁿ大ê

意義。呂興昌教授bat指出「《台灣府城教會報》有意識ê蒐集台灣俗語ê用心有非

凡ê意義，因為台灣新文學發展ê早期階段，雖然亦有kâng khóan蒐集民間文學ê舉

動，˜-koh he已經晚到 1930 年代，教會報soah早tī 1899 年tō已經率先chit ê活動，意

義值得肯定」。31

 

                                                 
29 陳添旺，1918 年 2月，＜俗語干証天＞，台灣教會報第 395卷，頁 8。 
30 陳添旺，1918 年 2月，＜俗語干証天＞，台灣教會報第 395卷，頁 8。 
31 呂興昌，2003 年 11月 8-9日，〈台灣府城教會報中的白話字論述〉，「文學傳媒與文化視 

界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中正大學，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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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對社會人文知識 ê傳達，˜-nā講究說理性 ê部分，koh注重新知識 ê

社會功能性。1923 年 ê＜羅馬字電報＞kap<羅馬字電報簡編法＞等文章是 siōng具

體 ê 例。Tī日治時代，台灣人若是 beh kòng電報，必須 ài透過日語 ê五十音。總

是，當時真 chē人對日語 iáu無真熟手，致使 in無法度家己 kòng電報，án-ne ê情

形 mā變 chiâⁿ生活上 ê 不便。<羅馬字電報簡編法＞tī文章一開始，tō講出 1920 年

代 hit chūn台灣社會普遍 ê情形： 

 

現時teh kòng電報khah常是用國語ê五十音（Ka-ná字）來kòng。總是真chē

人˜-bat國語，所以家己bē-hiáu kòng。雖然bat寡國語，若接著Ka-ná字 ê電

報，有時看了˜-chai是teh講sím-m…h，因為teh kòng電ê人愛省錢，就kòng khah

簡ê話，致到無明。Taⁿ有備辦ch…t樣ê羅馬字簡編ê法度，hȱ chhìn-chhái bat羅

馬字ê人快快thang用。32

 

Chit ê「羅馬字簡編法」ê發明者名叫「Bk chheng-kiat」（譯音：穆清潔），伊

亦將伊初初發明 ê想法寫 tī教會報中： 

 

Tī十外年前，我因為kòng Ka-ná字電報ê不明，來誤大事。採用漢文又為難

（就是oh-tit chhōe伊ê暗號），所以激出ch…t ê羅馬字電報ê簡編法，做家己ê路

用。到tī 1920 年間廉牧師去木柵巡教會，我就將chit ê法度講hȱ伊聽。依就kap

我koh斟酌khah chiâu備，講著發明hȱ眾人利便thang用。33

 

Ùi以上 ê文章 ē-tàng知 iáⁿ，tī 1910 年代 chìn前，tō有真 chē台灣人因為˜-bat

日語，無法度 kòng「カナ」ê電報，koh因為當時有機會接受漢字教育 ê人真 chió，

大多數是 ê人 lóng ˜-bat漢字，所以「採用漢文又為難」。Tī chit種情形下，白話

                                                 
32 廉德列，1923 年 9月，＜羅馬字電報簡編法＞，台灣教會報第 462卷，頁 8。 
33 穆清潔，1924 年 2月，＜羅馬字電報＞，台灣教會報第 467卷，頁 14。 

 84



字是學習資本 siōng低、效率 koh siōng kôan ê文字系統。「穆清潔」因為 ē-hiáu白

話字，koh因為家己 ê需要，所以 khiā tī實用性 ê角度，想岀一套適合多數˜-bat

日語 kap漢字 ê台灣人使用 ê簡編法，ē-tàng講是台灣人真有創意 ê新發明。 

 

簡單來講，chit ê「羅馬字簡編法」tō是將白話字ê字母用碼子做暗號ê方式。

Tùi「b」到「ng」lóng有代表ê碼子，親像「b」叫做「10」，「ch」叫「11」，「chh」

是「12」⋯。使用者只要將白話字所對照ê碼子kap hit ê字ê聲調記起來，tō ē-tàng 家

己kòng電報。親像以「sin（新）」字來講，「s」是「24」，「in」是「63」，koh因為

「sin」是頭音（第一聲），末尾ài寫「1」做記號。所以，「sin」代表ê電報暗號tō

是「24631」34。比起日語「カナ」ê電報使用法，chit ê「羅馬字簡編法」˜-nā簡單

好記，koh khah重要ê是，伊tah近台灣人ê生活ōe語，ē-tàng直接將chhùi講ê話kòng tiàm

電報，mā維持語意ê完整。 

 

＜羅馬字簡編法＞刊載tī教會報以後，作者為著beh ài知看報ê讀者thk了有了

解無，所以有岀題目，請讀者將碼子翻做白話，koh將一句話翻譯做碼子。Koh

用「有奬徵答」ê方式，請讀者kā答案寫tī lȱ-hong(Hagaki)35頂面，註明住所kap名姓

寄來報社，若是寫了lóng無˜-tih，tō送一本細本ê冊做獎勵。36

 

值得注意ê是，tī下一期ê教會報中，作者總共有接著 183人ê回phoe，其中有

152人lóng寫對，37正確率ē-tàng講是真kôan，mā證明羅馬字簡編法ê使用效果非常

好。教會報將chit款實際應用tī生活ê社會人文消息傳達hȱ讀者，˜-nā增加讀者ê知

識，koh有幫贊chē chē台灣民間百姓ê社會功能。 

 

                                                 
34 廉德列，1923 年 9月，＜羅馬字電報簡編法＞，台灣教會報第 462卷，頁 8。 
35 lȱ-hong：日語「はがき」（Hagaki），「明信片」ê意思。 
36 廉德列，1923 年 9月，＜羅馬字電報簡編法＞，台灣教會報第 462卷，頁 7。 
37 廉德列，1923 年 10月，＜羅馬字電報＞，台灣教會報第 463卷，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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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時間觀念」ê呈現mā是教會報中社會人文知識重要ê一部分。以＜對

時鐘ê法＞（1888 年 9月）這篇來講，tī台灣文學ê研究中，chiâⁿ chē人對日治時期

鐘錶ê進口kap新時間系統ê建立、傳播ań-chóaⁿ來影響台灣人ê生活規律提出研究。

38總是，對「時間」chit ê觀念ê提起、探討˜是kan-nā tī日治時期ê日語文獻中niâ，

ùi《台灣府城教會報》ê chit篇＜對時鐘ê法＞ē-tàng發覺，1888 年ê時chūn，「買時鐘」

kap「時間」ê觀念tō已經出現tī台灣人ê生活n…h ah。文章內容tō是因為看著有人買

時鐘，˜-koh「時鐘有時無準」所發展出來ê，一開始就講： 

   近來阮看kúi-nā ê教會kap兄弟有買時鐘；chit ê算是真好，hȱ人khah知tiāⁿ-tih 

ê時效。總是一項，時鐘有時無準，人亦˜知影thang chhiâu。Taⁿ阮有講究，

知日落日出tiāⁿ-tih siáⁿ-m…h時；所以設立chit張單 hȱ lín thang知，去對時鐘

看是khah緊，ah是khah慢，就thang chhiâu hȱ 伊準39。 

 

Chit張「chhiâu時鐘 ê單」附錄 tī文章 ê正手 pêng，tē一 chōa是「節氣 ê名」，

中央是「日出 ê時間」，尾--á是「日落 ê時間」。文章 mā舉例： 

 

親像立春hit時，日出tú-tú是 6點出 43分，日落是 5點出 46分。Hit tip日落，

lín ê時鐘若是 6點，就thang知是緊 14分。其餘ê lóng tih照án-ne thk.40

 

照作者所講，chit張單是根據「節氣」koh有「日出」、「日落」ê時間所觀察、 

紀錄、統計出來 ê規範。-koh ài tī「府城」使用 khah tú好，若離開「南北路 ná

遠」，像講到苑裡、大社 hia tō會有一寡 cheng-chha。＜對時鐘 ê法＞提供讀者有

效控制「時間」ê方便性，達到生活 ê效率之外，˜-nā有培養觀察能力 ê科學精

神，更加重要 ê是背後 koh有注重「時間觀念」ê教育意義。 

 

                                                 
38 請參考呂紹理，1998 年，《水鑼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遠流出版社。 
39 無具名，1888 年 9月，＜對時鐘ê法＞，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40張，頁 71。 
40 無具名，1888 年 9月，＜對時鐘ê法＞，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40張，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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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世界新知 

自然科技kap社會人文知識是屬tī khah專業性ê知識系統，教會報作為大眾媒

體ê報紙，mā將世界性ê消息刊載出來，增加閱讀者ê見聞。Chiah ê世界新聞大部分

是世界各國ê戰爭報導kap國家消息，親像 1904 年 7月ê＜日俄交戰ê消息＞、1910

年 12月ê＜葡萄牙設民主國＞、1912 年 11月ê ＜Au-lô-pa州ê交戰＞kap<朝鮮行刺

ê案件＞，教會報主要報導當地戰爭ê起因、情形，或者是「行刺案件」結案ê消

息。值得注意ê是，親像＜葡萄牙設民主國＞41chit篇文章，內容主要敘述天主教tī

葡萄牙ê情形，以及葡萄牙百姓˜願降服國王，所以phah倒皇室，歡喜建立民主國

ê tāi-chì。雖然文章是teh講葡萄牙ê國家建立，總是，無形中mā傳達hȱ讀者「民主」

ê意識，具備啟蒙現代民主思想ê意義。 

 

1914 年到 1918 年期間，是歷史上ê「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ê戰場tī歐洲，後

來mā延伸到海外ê殖民地，戰事ē-tàng講真激烈。為著hȱ讀者了解chit ê重要ê國際

戰爭ê消息，教會報ùi 1915 年 1月（358卷）刊載＜歐洲戰亂＞開始，後來mā陸陸

續續刊載歐洲戰爭ê情形，一直到 1918 年 1月（394卷）ê＜歐洲戰事＞為止。有關

chit寡歐洲ê戰爭報導，教會報主要以日期作記錄方式來報導，親像：「第 4號。

英國ê戰船有攻擊Bú-lih-se-ní北邊ê海岸。Tī chia有tú-á beh浸水ê海底船kap飛行機用

ê瓦斯工廠lóng損害。42」koh親像：「11號。南A-bí-lī-ka太平洋ê Hù-o-gû-lân-tó。英

國ê戰船有tú著德國ê戰船，兩邊交戰，德國kiōng 失落 4隻，亦 1隻大損害逃走。」

43用簡短ê報導方式，將戰爭ê地點、兵費ê開銷、死傷ê人數、武器ê使用，以及國

kap國之間ê輸贏等戰爭消息，照發生ê時間來呈現tī文章內底。另外，因為戰爭牽

涉著真chē國家，報紙亦系列報導chiah ê直接參予戰事，或者間接受著影響ê國家，

親像＜論義大利＞、＜論德國＞、＜論羅馬尼亞＞、＜論印度國＞等文章。Hȱ

                                                 
41 無具名，1910 年 12月，＜葡萄牙設民主國＞，台南教會報第 309卷，頁 37。 
42 無具名，1915 年 1月，＜歐洲戰亂＞，台灣教會報第 358卷，頁 12。 
43 Kâng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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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ē-tàng一方面知iáⁿ世界戰爭ê siōng新消息，一方面亦對世界國家ê情形有khah

深入ê理解。 

 

除了報導戰爭ê消息以外，mā有世界各所在ê重要新聞，親像 1920 年 6月ê＜

蘇伊士運河＞，是敘述「蘇伊士運河」經過辛苦ê興建工程，chiah hȱ歐洲kap亞細

亞ê交通thang利便ê故事。koh親像 1909 年 5月ê＜義大利地動＞，內容報導tī 1908

年 12月，義大利發生歷史上siōng傷重ê一kái地動，造成 15,0000人ê死亡。文章亦

透過地動ê事件，引用聖經ê道理，說明上帝ê旨意˜是人ē-sái理解。作者感嘆tk項

ê世事lóng無久長，tō若俗語講ê「今瞑chih飯˜-chai bîn-á-chài tāi」。44另外，1912 年

6月ê＜攻破大船＞，是報導歷史上有名ê英國船「Titanic」（鐵達尼號），khp著冰

山沉船ê tāi-chì。45作者除了將「Titanic」chit隻船ê形體、大小，以及事件發生ê過

程kap損失，lóng做詳細ê報導之外，mā特別將沉船ê時chūn，人kap人之間互相幫

助ê感動故事描寫出來： 

 

tāi-ke雖然tú著hiah-n…h危險ê事，iau-kú有照道理來行。就是tī西國基督ê道理

久久流通，所以tī船n…h hia ê人˜是kan-ta tì-ì家己ài得著救，反轉甘願saⁿ-niū，

hȱ婦人lâng kap囝仔先落船-á得著救，後來若有位就cha-pȯ-ê chiah入船。Án-ni

得著救ê人khah chē是婦人lâng kap囝仔。46

 

教會報除了報導世界戰爭、國家消息 kap新聞事件等消息以外，mā有 khah

輕鬆 ê趣味性新知。親像 1897 年 11月 ê＜狗有知識＞，1928 年 4月 ê＜世界第 1大

間 ê Ho-the-lu(旅館）＞，koh有 1929 年 7月 ê＜這隻猴連累 25萬人＞，kap 1928 年

2月 ê＜死海＞、1935 年 2月 ê＜死海 ê奇怪＞等文章。 

                                                 
44 無具名，1909 年 5月，＜義大利地動＞，台南教會報第 290卷，頁 36。 
45 黃佳惠，2000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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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為文，2004 年，＜羅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開基祖＞，「2004台灣羅馬字國際研討會」。 
46 無具名，1912 年 6月，＜攻破大船＞，台南教會報第 327卷，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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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有知識＞這篇文章 ê內容主要論述狗 á tī真 chē tāi-chì頂面 lóng顯出知

識，所以作者將世界各國所 bat發生 ê，有關狗 á有知識 ê tāi-chì紹介 tī教會報 kap

讀者分享。其中一 ê 新聞 án-ne寫： 

 

有一隻狗聽見人teh講，Ah！就顯出驚hiâⁿ ê款。Hit一日人客到，主人kap伊

講話，sòa講起hit隻狗ê事，人客聽了，̃ 信；就tiâu-tî講出ah--字！卻無sím-m…h

大聲，總是狗已經親像有聽見，liâm-piⁿ無安然ê款sit。人客koh再講，Ah！

【狗】就˜-káⁿ倒，peh起來khiā。

                                                

人客第三擺koh講起，Ah！狗就iap尾出去，

親像不止kiàn-siàu。人客看án-ni，chiah問主人hit ê緣故。主人就kā伊講，前

日chit隻狗bat咬一隻ah去chih，hȱ人大聲hoah，hiàm伊，因為án-ni就無bē記

--tit；所以hōan-nà聽見人講起Ah！就gî-ngái人是teh hiàm伊，án-ni kiàn-siàu走

去邊-á。47

 

Koh有＜世界第 1大間 ê Ho-the-lu(旅館）＞，是 teh紹介美國 Si-ke-ko(Chicago)

市 ê一間世界第一大 ê Ho-the-lu。這間旅館地上有 45層，地下有 4層，總共有 3000

間房間。另外，旅館內面有 7000 tè椅 á、14萬 ê盤-á，hām chih-kin(餐巾）mā有

30萬條，koh有專屬 ê自動車 50隻。作者描寫這間旅館大間 ê程度亦真趣味： 

 

設使若有一人tk暗 tiàm一間房間，beh tòa到chiah ê房間了，著ài 八年久。

Koh再chhit玻璃ê做工人，tk日做八點鐘久ê工，chhit hiah ê玻璃到一遍清楚，

亦著五月日久。48

 

-nā án-ne，文章 mā報導講旅館內 koh有地下舞廳、動物園 kap醫館，

 
47 無具名，1987 年 11月，＜狗有知識＞，台南府城教會報第 152卷，頁 87。 
48 無具名，1928 年 4月，＜世界第 1大間ê Ho-the-lu（旅館）＞，台灣教會報第 517卷，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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ē-tàng講是當時 siōng大間 koh siōng高級 ê Ho-the-lu。 

 

1929 年 7月ê＜這隻猴連累 25萬人＞，是引用英國一本描寫歐洲大戰以後

歷史ê冊，其中一段真趣味ê消息。內容描寫 1920 年，希臘ê亞歷山大國王tī花園散

步ê時chūn，身軀邊tòe一隻狗，當時花園內有兩隻猴，一隻公ê一隻母ê，國王看in 

teh chhit-thô真心適。忽然間這隻狗起ok beh咬猴母，公 ê猴就攻擊王，咬王ê腳。

後來因為khang-chhùi siuⁿ嚴重，致到國王過身。新任ê國王soah換外交ê方針，kap

土耳其宣戰，形成兩國真大ê損害。所以，人認為因為hit隻猴咬王ê原因，致使有

25萬人失去性命。49Chit篇文章將世界歷史事件背後ê民間傳說，用趣味性ê筆法紹

介tī報紙，˜-nā hȱ人感覺真心適，koh透過án-ne來認bat世界ê歷史。 

另外，1928 年 2月 ê＜死海＞kap 1935 年 2月 ê＜死海 ê奇怪＞兩篇文章，lóng 

teh描寫「死海」ê地理、氣候、產物 kap水質，以及伊特別 ê所在。＜死海＞這

篇文章，作者 tī一開始 tō án-ne描寫： 

 

Phah算通世間無半ê海比死海khah奇怪，無半ê海比伊khah出名，無半ê海

大干涉tī歷史。死海照咱tk人所知，就是tī猶太國ê東南pêng。Chit ê海長

大約有 15 phò，擴有 3 phò半，深有 130長。死海親像鼎底，猶太國親像鼎，

怎樣講án-ni?因為比四圍ê所在khah kōe【kē：低】，伊ê水面iáu有比地中海

khah kōe 1600尺。通世間無ch…t所在比海khah kōe到án-ni。死海ê水到極鹹，

khah鹹海水有 9倍，所以tī伊ê內面攏無活物，水內˜-nā有鹽眞chē，以外

有pak項，其中就是kiⁿ khah chē。Chāi早人teh phah算死海無sím-m…h路用，

因為無活物tī-teh，連一尾魚iā無。50

 

Ùi以上 chit段描寫，hȱ人吸收著「死海」ê知識。包含「死海」ê地理位置、

                                                 
49 無具名，1929 年 7月，＜這隻猴連累 25萬人＞，台灣教會報第 532卷，頁 9。 
50 偕叡廉，1928 年 2月，＜死海＞，台灣教會報第 515卷，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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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ê外型，koh有水內 ê成分，以及伊 ê水質比起海水 ê鹹度。另外，「死海親像

鼎底，猶太國親像鼎」ê比喻，˜-nā真具體來形容出「死海」地形 khah低 ê地理

特質；用「鼎」來做形容，mā真貼近民間 ê生活 ōe語，hȱ人印象深刻。 

 

有關世界新知 ê消息，除了有長篇性質 ê文章以外，mā有簡短式 ê報導。教

會報 tī 1937 年 11月 kap 12月 ê專欄＜世界一週＞，tō是用簡短 ê ōe語來紹介世界

上 ê各種消息，tī chia舉三 ê 例來看： 

 

世界ê腔口有 5千款，咱ê聖冊有翻譯 991款ê腔口。51

 

咱人ê胃（胃袋）若chhòng hȱ伊phòng siōng大，是親像that腳球hit款球ê大；

若hȱ伊kiu到siōng細，是親像大ku母大án-ni。52

 

【khah】早，人流傳「トマト」（kam-á-b…t）有毒，˜-káⁿ食。第一tāi先冒險

試chih kam-á-b…t ê，就是美國人コルンsàng。人有kā 伊khiā銅像tī ロ-ドア

イランドêニユ-ボト來紀念--伊。53

 

綜合來講，教會報引進世界新知 ê知識真豐富，包括著世界重要戰爭 ê消息，

各國家 ê紹介 kap世界新聞事件，koh有趣味性 ê新知。Chiah ê文章 lóng是透過

「白話字」，將世界各國家 tú發生 ê重要新聞，或者是世界某所在 ê珍奇事物、

趣味 ê故事，kap知識性 ê觀點，來透過趣味性 ê比喻，或者是心適感 ê筆法描

寫，將讀者 chhōa出現有 ê環境，phah開眼界來欣賞世界 ê新知 kap奇妙。 

 

                                                 
51 無具名，1937 年 11月，＜世界一週＞，台灣教會公報第 632卷，頁 7。 
52 無具名，1937 年 11月，＜世界一週＞，台灣教會公報第 632卷，頁 7。 
53 無具名，1937 年 12月，＜世界一週＞，台灣教會公報第 633卷，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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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 ê生活知識 

教會報對新知識 ê吸收，˜-nā注重世界性 ê報導，mā對台灣當地 ê生活知

識有真 chē詳細 ê紹介。其中 siōng主要 ê tō是＜台島 ê消息＞這 ê專欄。＜台島

ê消息＞ùi 1908 年 5月（278卷）到 1917 年 2月（383卷）為止，總共維持將近十冬

ê時間，是一 ê真固定性 iû-koh久長 ê專欄。Tī 1908 年 2月到 5月期間，教會報

tō有＜消息＞這 ê中篇 ê專欄，kap後來＜台島 ê消息＞ê 類型真 kāng款，所以，

＜消息＞ē-tàng講 tō是＜台島 ê消息＞ê前身。 

 

Chit ê專欄每一期lóng分做kúi nā ê主題，每一ê主題lóng是短篇ê報導。內容包括

全台各地ê消息，ùi國家大事到細項消息lóng有記載。其中，有社會新聞，親像「風

災水災」ê報導、koh有「冒名詐欺」54ê社會事件。Mā有產業報導， 

親像「蠶葉會社」、「栽培棉花」kap「鑄造會社」。有醫療報導，像講「驅除鼠疫」、

「預防腸病」。koh有各種新 ê政策通知，像「舊曆換新曆」kap「郵便規則」。另

外，mā有公共領域 ê統計，親像「全島的街庄」、「公共洗浴場」、「立像的記錄」

kap「廟宇統計」。亦有交通 ê消息報導，像講「火車路的經營」、「火車落價」、「阿

猴九曲堂通車」，報導 ê消息 ē-sái真多元。 

 

文章 ê 類型算是紹介性質 ê報導，通常 lóng會 tī文字簡介以後，koh附上數據

ê統計，亦有用附上圖表 ê方式，表示比較 kap對照。Chiah ê文章將台灣 ê各種

消息做真清楚 koh具體 ê統計，資料來源大部分是當時 ê日本官廳。總是，透過

教會報將 chit寡公共事務的消息、民生性質的介紹刊載出來，mā有幫助讀者將

知識應用 tī生活中 ê功能。 

 

另外，ùi 1941 年 4月（673卷）到 1941 年 10月（679卷）ê 連載文章＜小宇宙＞，

                                                 
54 當時有人假借馬雅各醫生ê學生名義，行醫騙錢。＜台島ê消息＞特別刊出這ê社會消息，提醒
tak-kē注意。無具名，＜台島ê消息＞，1914 年 6月，台南教會報第 351卷，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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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ā是教會報 ê專欄。＜小宇宙＞ê內容主要亦以台灣為主，主題 khah屬於基督

信仰，除了刊載台灣 ê生活消息以外，亦時常將生活結合信仰來報導。換話來講，

是一種生活性 ê信仰短篇專欄。下面舉 2 ê 例來看 māi： 

 

Hō-seng-séng，最近beh設tī人口局來造就人口ê強化。所以若 30歲以下ê男

子，25歲以下ê女子，若無錢thang結婚，beh借in結婚費，ch…t口對 5百khȯ

到 1千khȯ為止。十年分lp，hit ê中間若有khioh囝仔，ch…t ê囝仔會thang著減

四分之一ê in-tián，an-ni十年ê中間若有生 4 ê 囝仔，就hit千khȯ ˜-bián還。

這實在是獨身者ê福音。55

Tī苑裡庄，有掘著ch…t條大條番薯，長五呎三吋，大 2呎 1：這kiám-chhái

是世界一ê亦無的確，顯明造物主特別祝福咱台灣。tī咱教會中kiám bē thang

掘著信仰ê大條番薯mah？56

 

以上這篇短文將台灣實際發生「掘著 ch…t條大條番薯」ê新聞，來引起教會

中 mā-thang掘著「信仰 ê大條番薯」ê思考，是將真實生活 kap信仰結合 ê 例。 

以教會 ê觀點來講，因為宗教信仰是生活的（tek) ê，˜是死硬的，生活 tō是信仰

ê實踐，信仰 ê 見證。所以教會報˜-nā報導教會消息，亦有真 chē生活層面、知

識層面 ê文章。雖然 chiah-ê 文章 mā隱含宣傳基督教義 ê 理念，˜-koh宗教 ê色

彩 khah無 hiah重，除了教會 ê會友之外，mā真適合一般非教徒 ê 讀者來閱讀、

吸收。 

 

除了專欄性 ê報導之外，mā有其他單篇 ê文章 teh紹介台灣 ê生活知識。親

像 1914 年 8月 ê＜振替郵便＞（353卷），1928 年 1月 ê＜性命保險＞（514卷）ê文

章，lóng有將「保險」、「郵便」ê新知識，傳達 hȱ讀者，實際應用 tī生活 ê功能。 

                                                 
55 王守勇，1941 年 8月，＜小宇宙＞，台灣教會公報第 677卷，頁 5。 
56 王守勇，1941 年 8月，＜小宇宙＞，台灣教會公報第 677卷，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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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保險＞一文，主要 ê內容 teh教人 án-chóaⁿ保險，koh 說明保險費 ê 金

額 kap 理賠 ê情形。照作者所講，當時保險是中流以上 ê人 khah有加入，後來政

府設立簡易保險，hȱ本島人亦 ē-tàng加入。作者 mā將每年 lp lōa chē錢，死 ê時

chūn ē-tàng 領 lōa chē錢 ê對照數目，製作一張詳細 ê圖表，khǹg tī文章後壁，成做

讀者 ê 參考。除了將「保險」這 ê新觀念紹介 hȱ讀者以外，最後 mā鼓勵讀者加

入保險。 

 

另外，＜振替郵便＞這篇文章，內容是紹介「振替郵便」chit款新 ê匯銀辦法，

ē-sái取代去郵便局買匯單 ê傳統方式。作者除了詳細紹介振替郵便 ê使用辦法，

mā kā讀者宣傳，為著 hȱ tak-kē方便，新樓冊房亦有設立振替郵便，所以鼓舞讀

者買冊 ê時 chūn，ē-sái將「郵便」寄來冊房。除了冊房，koh thang用 tī其他用途： 

 

人用chit ê法度寄銀˜是kan-ta冊房ê錢thang寄--來；就不論sím-m…h錢，或是慈

善會，á-是中會，á-是學堂學生ê所費lóng thang用chit ê振替郵便寄--來；總是

tī hit張單n…h著寫明是beh做sím-m…h路用。57

 

透過文章 ê紹介，hȱ讀者知 iáⁿ chit種新款 ê匯錢方式，不管以後是 beh買冊、

匯生活費 hȯ囝仔，或者是送禮、奉獻，lóng ē-sái用 chit款「振替郵便」來處理，

是增加生活方便性 siōng實際 ê生活知識。 

 

小結 

綜合來講，教會報透過趣味性 ê筆法、生活性 ê譬喻，或者是圖片、表格

kap「有奬徵答」、「問答設計」各種方式，將 chiah-ê知識做真簡單好 bat、iû-koh

                                                 
57 無具名，1915 年 1月，＜振替郵便＞，台灣教會報第 358卷，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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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深入 ê紹介，這 mā 是將新知識 ùi引進到吸收、呈現 koh在地化 ê過程。

教會報對新知識 ê吸收 kap傳播，˜-nā突破地域 ê限制，hȱ讀者 ē-tàng藉著閱讀

來擴大心胸，了解所˜知 ê tāi-chì。Mā tī精神性 ê層次頂面，滿足人追求新知 ê本

能，形成知識 ê擴大。另外，tng當讀者透過白話字 teh吸收 chiah ê自然科技、社

會人文、世界新知，等等新知識 ê時 chūn，˜-nā增加個人 ê知識 kap 見聞，mā 

tāu-tāu-á開展著台灣 ê新視野。 

 

Ùi十九世紀末期開始，教會報 tō透過白話字將世界性 ê新知識，包括自然

科技、社會人文、世界新知 kap生活知識，等等豐富 ê知識內容刊載 tī教會報 n…h，

透過教會報對新知識 ê呈現、吸收，˜-nā證明白話字具備吸收現代知識 ê特質，

koh證明白話字 tī清國、日本時代，扮演著 tī民間傳播知識 ê先驅性角色。Tī清國

時期，台灣人無接受新知識 ê機會 kap管道，kan-nā教會報將 chit寡知識透過白

話字刊載出來。因為主要對象是一般 ê信徒或者是普通 ê chò-sit-人，˜是作官 ê

文人，所以白話字 ê特質 tú好 ē-tàng符合一般信徒 kap 讀者對現代知識 ê需求

kap ǹg望，透過白話字對新知識 ê吸收 mā成做 in建立基礎知識 ê 來源。到日本

時代，雖然開始施行學校教育，總是，教會報中「百科全書式」ê知識分科，kap

日本時代教育體制內教科書中「分科」ê觀念是 kāng款 ê。換一句話講，教會報

透過白話字所傳達 ê知識觀念，kap學校教育 ê方式 mā是 teh同步進行。另外一

方面，tòe著無進入正式 ê學校教育體制 ê台灣人來講，教會報成做 in吸收新知

識的媒介，tī民間社會 mā扮演著真重要 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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