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台灣府城教會報》中 ê語文教育書寫 

 

「白話字」tī十九世紀由英國長老教會傳教士引進入台灣，長老教會透過翻

譯聖經、編輯字典、印刷出版品，以及《台灣府城教會報》ê發行等文字事工頂

面，積極推sak白話字。目的是beh tī當時漢字bat字率真kē，

                                                

kan-nā少數人有機會接

受漢字教育，致使大多數人民是文盲ê台灣社會中，hȱ信徒藉著認bat白話字ē-tàng

家己來閱讀聖經，親近道理。《台灣府城教會報》˜-nā推行白話字教育，koh透過

白話字來紹介漢字kap外國語文，形成全方位ê語文教育。另外，除了教會報之外，

ùi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由長老教會所設立ê教會小學、中學、女學、大學，1以及

為著「晴瞑人」所設立ê盲人學校，chiah ê新式ê教育體制ē-tàng講是台灣近代教育

ê先驅，tī chit寡學校ê課程設計內底，白話字ê文字教育mā是真重要ê部分。因為長

老教會kap《台灣府城教會報》全面推sak白話字教育ê結果，tāu-tāu-á形成共同以

閱讀白話字、書寫白話字，以白話字作為吸收外界資訊ê台灣白話字社群。教會

報ê白話字教育mā發展成做白話字文學成熟ê重要基礎，白話字文學ê產生亦tī台灣

文學史上扮演重要ê角色。本章以《台灣府城教會報》中ê語文教育書寫為分析對

象，探討白話字ê傳入背景，以及白話字ê語文教育kap白話字文學ê展開，koh藉著

田野訪談ê紀錄來探討台灣ê白話字社群，進一步分析《台灣府城教會報》ê語文

教育書寫呈現ê文明觀點。 

 

第一節  台語白話字 ê傳入 kap教育 

一、台語白話字 ê傳入背景 

十九世紀ê 1865 年，英國長老教會ê醫療傳教士馬雅各醫生（Dr.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1921）來到台灣，成做基督長老教會tī台灣設教、生湠ê開始，這

mā是十七世紀以後，羅馬字koh再出現tī台灣ê開始。十七世紀，羅馬字是荷蘭傳

 
1 「大學」tō是台南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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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用來傳福音hȱ平埔族Siraya族，ē-tàng書寫平埔族語言ê文字系統，相對來講，

十九世紀ê教會羅馬字是由英國傳教士引進到台灣，ē-tàng書寫台灣ê原住民語、客

語kap台語ê書寫系統，亦號做「白話字」。有關白話字ê起源，ē-táng追溯到 1817

年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tī馬來西亞ê麻六甲（Malacca）kap新加坡從

事傳教活動ê時，因為接觸著講閩南語ê華人，為著beh協助當時大多數是文盲ê信

徒bat字，所以將閩南語羅馬字拼音成做文字化，tī 1820 年出刊一本「白話字小

字彙」。2後來tī1837 年，麥都思tī澳門koh出版「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這本字典主要參考馬禮遜所寫ê官話字

典以及＜十五音＞、＜康熙字典＞編成，3ē-tàng講是歐洲人研究福建語言ê開路先

鋒，mā是siōng早用羅馬拼音表記閩南語ê字典。4

 

白話字傳入台灣ê歷史ē-tàng推sak到英國長老教會tī中國廈門ê傳教經驗，西方

ê傳教士ùi 1842 年開始進入中國傳教，為著hȱ信徒ē-tàng家己讀聖經來直接認bat

基督教，進一步普及教義，起頭in先將聖經以漢字翻譯做當地ê方言，˜-koh soah tú

著真大ê困難。無法度普及ê主要原因是：（1）有ê方言有音無字，無法度用漢字來

表達，翻譯真困難。（2）tō準講有字thang寫出來，˜-koh當時人民bat漢字ê能力真

kē，

                                                

所以猶原無法度hȱ基督教普及到大多數ê人民。5傳教士發覺著若用羅馬拼音，

人民只要kúi禮拜ê時間tō學ē-hiáu，所以ùi 1850 年開始正式推行廈門話教會羅馬

字，koh號做「閩南白話字」或者「話音字」。6傳教士除了用閩南白話字來翻譯

聖經以外，mā出版白話字ê閩南語辭典kap工具書，親像 1852 年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ê《Tng ōe hoan jī chhȯ-hk》（唐話翻字初學）kap1894 年出版ê《廈

門音ê字典》，koh有 1853 年羅帝（Elihu Doty) ê《廈門話課本》kap杜嘉徳（Carstairs 

 
2 董芳苑，2004 年，〈台語羅馬字之歷史定位〉，《台灣文獻》第 55卷第 2期，頁 292-293。 
3 麥都思／洪惟仁，1933 年 2月，《福建方言字典》，台北：武陵出版社，頁 45-49， 
4 賴永祥， 1990 年 4月，《教會史話》第一輯，台南：人光出版社，頁 61。 
5 許長安、李熙泰編著，1999 年 8月，《廈門話文》，中國廈門：鷺江出版社，頁 65。 
6 Kâng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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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las )1873 年ê《廈英大辭典》等等，對閩南白話字ê推展帶來chiâⁿ大ê影響。另

外，tī廈門出版ê白話字刊物mā真豐富，除了宗教類ê聖經、聖詩，koh有詩歌、益

智ê小說、天文、地理、動物、植物、筆算、代數，以及幫贊人讀漢文ê「字類入

門」、「四書譯介」、「三字經譯介」等等，有chiâⁿ百款ê白話字冊。7因為閩南白話

字tī廈門ê推sak造成真好ê效果，所以廈門成做當時使用白話字ê中心，亦真緊tō傳

播到各所在，ùi廈門到閩南各地，ùi福建傳到台灣，mā ùi中國傳播到東南亞。8Tng

當 1865 年英國長老教會來到台灣傳教ê時，因為台灣當地ê需要，以及傳教士tī 廈

門ê白話字經驗，所以將白話字帶入來台灣。 

 

二、《台灣府城教會報》ê白話字教育 

Tī台灣，長老教會自 1870 年代 tō開始推行白話字，馬雅各醫生 kap醫生娘

tī 1870 年開始 tī「木柵」（chit-má高雄縣內門鄉）教白話字，開設白話字班，koh

開始進行翻譯台語白話字新約聖經 ê khang-khòe，初期 ê白話字教育亦有真好 ê

成果。總是，教會開始全面推行白話字運動，ài到巴克禮牧師創刊《台灣府城教

會報》以後，chiah透過正式 ê印刷、發行來推 sak白話字。《台灣府城教會報》

mā成做教會推行白話字教育 ê重要媒介。 

 

Ùi教會報創刊號第一張開始，巴克禮牧師tō提出推行白話字ê論述：（1）目的

是beh hȱ信徒˜-bián óa靠牧師，ē-hiáu家己讀聖經，認bat道理，看所印ê冊。（2）可

惜漢字真oh，chió-chió人看ē-hiáu，所以有設白話字，hȱ眾人看khah快bat。（3）Ǹg

望眾人出力學白話字，˜-thgan看輕伊，講是囝仔所讀ê。（4）白話字kap孔子字lóng

有路用，˜-koh白話字讀khah快khah明，所以著代先讀，chiah讀孔子字。（5）鼓舞

男女老幼，bat字ê ˜ bat字ê lóng著緊來學。9以上巴克禮tī第一張ê創刊詞，提出對

白話字kap漢字ê看法，以及希望白話字普羅大眾化ê主張，mā成做後來教會報推

                                                 
7 柯維思，1932 年 9月，＜白話字ê歷史＞，台灣教會公報第 570卷，頁 23-24。 
8 許長安、李熙泰編著，1999 年 8月，《廈門話文》，中國廈門：鷺江出版社，頁 68。 
9 巴克禮，光緒 11 年 6月（1885 年 7月），創刊號，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1張，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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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白話字教育ê主要論述。教會報第一張ê創刊號除了巴克禮牧師ê創刊詞直接鼓

舞白話字ê學習之外，koh刊載廈門ê牧師舉辦ê徵文比賽＜白話字ê利益＞第一名葉

漢章ê文章。後來tī第七張（1886 年 1月）koh soah刊第二名劉茂清ê文章。根據主

編所講，刊載chit二篇徵文比賽ê文章是為著「hȱ tk人欣慕讀白話字」。由此看見，

徵文比賽ê舉辦、獎賞kap刊載˜-nā有鼓勵大家手寫白話字ê目的，mā有鼓舞大家

讀白話字、學白話字ê用意。 

 

Tī徵文比賽得著第一名ê葉漢章，tī＜白話字ê利益＞一文中主要針對漢字

kap白話字ê差異來做比較。伊ê論點主要ē-sái歸納做下面四點：（1）白話字比孔子

字khah好學、好讀。白話字只用 23個字母kap 8個聲調tō ē-tàng寫出所有ê意思，

孔子字put-chí chē，樣式put-chí oh。（2）孔子字oh寫，淺學ê人bē-hiáu寫khah深ê字，

亦lóng bē-hiáu寫phoe。白話字容易寫，學一個月或者kúi個月，不論ta-pȯ人、婦仁

人kap囝仔lóng ē-hiáu寫phoe。（3）孔子字意思無明確，解釋mā bē一定，白話字tk

句分明bē錯誤。（4）孔子字有真chē無字thang寫，有時著借用別字來代替，白話

字tk字lóng有字thang寫。10Ùi頂面ê論述 thang知，葉漢章ê文章是以文字本身ê結構

kap書寫效率、學習效果來分析兩款文字，khiā tī khah實用性、效率性ê角度teh提

倡白話字。 

 

劉茂清ê文章進一步以社會性ê觀點分析白話字所產生ê利益。所提出ê觀點

包括：（1）白話字會幫贊教會興旺。（2）白話字會hȱ女人有智慧，「婦仁人ê才調

無khah輸ta-pȯ人，所以無學問，因為孔子字oh讀」。11（3）白話字會hȱ tk項做工ê

人ē-hiáu讀聖經，kap知chē chē項e tāi-chì。（4）白話字會hȱ人加添知識，mā khah快

bat孔子字。（5）白話字會hȱ sàn-hiong-人ê子弟有智慧，「sàn-hiong-人ê子弟才情無

                                                 
10 葉牧師，1885 年 7月，＜白話字ê利益＞，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2張，頁 6-7。 
11 劉茂清，1886 年 1月，＜白話字ê利益＞，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7張，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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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óng khah 輸好額人ê子弟，可惜in細漢無機會讀冊，所以˜-bat字」。12劉茂清提出ê

是白話字ê普羅大眾性，所服務ê對象無分階級、性別，雖然是無社會資源、地位

ê普羅百姓lóng thang透過白話字得著吸收知識，重新自我發展ê工具。1886 年，劉

茂清tō khiā tī弱勢者ê發言位置，分析女性、做工ê人、sàn-hiong人無機會接受（漢

字）教育背後ê社會背景，以及文字背後ê社會意義，chit款充滿著階級平等ê人權

觀念，tī百外冬後ê現今看起來，猶原是真進步ê觀點。另外，劉茂清ê chit篇文章tī

台灣文學史上亦有真特別ê意義，呂興昌教授bat指出「這是文獻記載台灣人有史

以來第一篇用白話字寫出ê完整作品，意義至為重大。」13

 

葉漢章 kap 劉茂清 ê文章 lóng真具體指出白話字 ê特色 kap學習白話字 ê 利

益。整體來講，這兩篇徵文比賽 ê作品以及教會報推行白話字 ê文章主要 ē-sái

分做「白話字 ê文字特色」、「學白話字 ê附加價值」kap「白話字教學法」che三 

ê方向。 

（一）白話字 ê文字特色 

相對漢字（孔子字）來講，白話字會好學、好讀ê原因，根據蔣為文ê分析，

因為白話字屬於音素（phoneme）文字，具備語言學頂面「語音hām符號一對一

對應」kap「線性排列」ê設計方式，所以真簡單學、記音koh準確。14雖然白話字

kan-nā利用 23個字母kap 8個聲調來組成，˜-koh因為簡單好學，所以學習效率比

漢字加真kôan。親像 1920 年刊載tī教會報ê＜白話字土想＞一文，tō透過趣味性ê

第一人稱筆法，來比較白話字kap漢字ê效率性： 

 

我出世tī台灣已經 50外年；人phah算老-lah，其實iáu-bōe。漢文兄in有數萬個

                                                 
12 劉茂清，1886 年 1月，＜白話字ê利益＞，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7張，頁 43。 
13 呂興昌，1995 年，〈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料〉，《台灣詩人研究論文集》，台南：市立文化中 

心，頁 443。 
14 蔣為文，2005 年 1月，〈白話字，囝仔人teh用ê文字？－台灣教會白話字ê社會語言學分析〉， 

《語言、認同與去殖民》，台南：成功大學，頁 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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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m-值阮數十個。人學漢文一年久，m-值來chhōe我四五日。有人無讀

漢文一年，á半月日：新舊約ē-hiáu讀，詩ē-hiáu吟，phoe ē-hiáu寫；這無˜是我

牽成--ê。15

 

作者李德章就兩種文字 ê文字特色，學習時間 kap學習效果來說明白話字比

漢字 khah好學。值得注意 ê是，教會報雖然大力鼓舞白話字，˜-koh並無排斥漢

字。巴克禮 tī教會報創刊號提起「白話字 kap孔子字 lóng有路用，˜-koh白話字

讀 khah快 khah明，所以著代先讀，chiah 讀孔子字」，強調 ê是文字學習 ê先後

順序。劉茂清亦 tī＜白話字 ê 利益＞lāi-té mā講著對白話字 kap漢字 ê態度： 

 

...我將白話字kap孔子字相比來論，̃ 是hiâm孔子字無路用，不過講白話字khah

快bat，hȱ人khah緊進步；˜-bián到久久tiaⁿ tiaⁿ hȱ字pk-teh。Iû-koh合tī男女老

幼，貧賤富貴tk téng ê人lóng讀ē起....，人若準bat孔子字到真深，若koh加bat

白話字，亦是加一項ê路用。16

 

Ùi chia ē-tàng知iáⁿ教會報ê白話字論述採取ê是一種雙文字共同學習ê文字態

度。根據調查，清國末期，漢字ê bat字率kan-nā百分之 10 niâ，17社會上大多數是

無機會接受漢字教育，˜-bat漢字ê青瞑牛。白話字雖然是相對漢字ê困難所形成，

總是，若ē-hiáu讀白話字，mā thang透過白話字來學習漢字。事實上，教會亦透過

出版《三字經新撰白話註解》、《六百字編》、《廈門音新字典》等等用白話字解說

漢文經典、漢字ê方式，實際達到白話字kap漢字互相對照學習ê效果。親像 1925

年 4月ê＜六百字編：羅馬字註解＞著講出出版《六百字編》ê目的： 

 

                                                 
15 李德章，1920 年 1月，＜白話字土想＞，台灣教會報第 418卷，頁 3。 
16 劉茂清，1886 年 1月，＜白話字ê利益＞，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7張，頁 43-44。 
17 The Messenger，May，1872.p.113，轉引自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會編著，1965 年 6 

月，《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百年史》，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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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kan-tāⁿ用teh教hit號知識bōe開ê囝仔，大部分是ài補助已經大漢失落漢文ê

人。...因為beh hȱ bat白話字ê人khah利便thang研究，所以將chit六百字印漢字，

sòa用羅馬字註明字音kap解說。18

 

作者講出使用 ê對象是「囝仔」，以及 bat白話字˜-koh「失落漢文 ê人」，可

見是為著幫贊白話字使用者學習漢文，作者 tī文章結尾 mā強調這本冊針對「bat

羅馬字 ê人 beh學漢文，a-是 bat漢文 ê人 beh學羅馬字，lóng有 sio幫贊。」呈

現出鼓舞讀者學習白話字、漢字 ê用心，mā說明白話字除了好學、好讀之外，

確實 mā是輔助學習漢文 ê工具。 

 

（二）學白話字 ê附加價值 

學白話字以後有真chē幫贊，˜-nā ē-hiáu讀聖經、聖詩，koh ē-tàng看教會報知

iáⁿ各種豐富ê知識。另外，無限定tī宗教ê領域，白話字mā是認bat其他知識ê重要媒

介。可比講ē-tàng讀「天文、地理、算學、歷代ê tāi-chì、tk國ê新聞」等等白話字

ê冊。19若就普及教育ê立場來看，白話字更加是符合台灣社會現實ê文字選擇。親

像tī 1911 年ê＜教育ê好法＞chit篇文章內底，作者強調普及教育ê重要性，認為實

踐ê方式是讀冊kap看新聞報。-koh新聞報若是用漢文，草地庄社ê人無讀漢字，

bē-hiáu看，買來看ê人亦是真少。若是用日文，已經有kúi nā間新聞社teh印，總是

若bē-hiáu日文mā bē-hiáu看。20若是beh hȱ眾百姓，cha-pȯ cha-b，

                                                

大人囝仔，lóng ē-hiáu

看新聞報，ē-hiáu內外ê消息，白話字是真好ê工具，因為白話字真快學，若bat白

話字，無論beh講siáⁿ-m…h tāi-chì lóng真利便。作者mā強調白話字ê使用對象無分教

會內外，所以「白話字˜是講有thàn道理ê人chiah thang用，無thàn道理ê人來學亦是

好，因為路用真開闊」。21學白話字ê路用mā表現tī書寫，因為ē-hiáu白話字tō是掌握

 
18 無具名，1925 年 4月，＜六百字編：羅馬字註解＞，台灣教會報第 481卷，頁 11。 
19 劉茂清，1886 年 1月，＜白話字ê利益＞，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7張，頁 42。 
20 無具名，1911 年 5月，＜教育ê好法＞，台南教會報第 314卷，頁 37。 
21 無具名，1911 年 5月，＜教育ê好法＞，台南教會報第 314卷，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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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ê文字工具，所以學白話字以後，mā ē-tàng自由來紀錄kap書寫所有ê tāi-chì，

無論是「國家ê tāi-chì，á是生理人beh報行情，或者是做小說、或是做論說，以及

phoe信來往等等」，22lóng thang用白話字來紀錄。 

 

學白話字除了ē-sái用來學習漢字、漢文以外，koh ē-sái透過白話字來學習外國

語文。1933 年 11月開始，教會報刊載＜新台灣話ê陳列館＞專欄，作者是林茂生。

Tī＜頭序＞lāi-té，有紹介chit ê專欄ê產生是因為潘道榮主筆提起有看報ê人希望教

會報ē-tàng設一個面來解說當時所teh通行ê新ê台灣話，兼註英語kap漢字，thang hȱ

人khah明白hit句話ê源頭。林茂生認為這是真心適亦真重要ê事業，所以ùi 1933 年

12月開始到 1935 年 3月連續 15期ê中間，23負責紹介新ê台灣話。Chit ê專欄每期

lóng紹介kúi nā ê新台灣話，先解釋意思，chiah koh說明chit ê語詞ê源頭，以及漢語、

日語kap英語ê對照。所以一個語詞充滿著台語白話字、漢字、日文、英文四種文

字ê紹介，ē-sái講是多文字ê具體呈現。下面舉kúi ê例來看māi： 

 

Àn-nāi（案內）：意思是 chhōa 路。Chit 句話純然是 tùi國語 ê”annai”來--ê，kap

英語 ê”guide”相通。亦會做複合名詞：親像案內者＝案內人（＝annaija，

annaijin）；＝a guide；案內所（＝annaisho＝the inquiry office） 

文例：你有kiò人kā你案內á無？（＝Dare ka annaija wo tanomimashita ka？＝Did 

you ask some one to show you the way？）24

 

Hoan-hō（番號）：就是號頭ê意思；用數字來記載ê號頭。Tùi國語ê”bango”來，

kap英語ê”number”（no.）相通。民國khah常kiò做”hō-bé”（號碼）。文例：你

bat伊ê房間ê番號á無？（＝Anohito no heya no ”bango” wo go-zonji desuka?＝Do 

                                                 
22 Kâng前註。 
23 1933 年 11月教會報tō刊出＜新台灣話ê陳列館＞專欄ê＜頭序＞，1933 年 12月開始chiah 
正式刊載「新台灣話」，期數是 ùi 第 584卷到第 600卷。 

24 林茂生，1933 年 12月，＜新台灣話ê陳列館＞，台灣教會公報第 585卷，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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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ȯu know the number of his room?＝I sī tòa tī tē-kúi hō pâng？）25

 

Bōng-óan-kiàⁿ（望遠鏡）：ch…t款有鏡ê器具，用做看肉眼所看bē tih ê 物，屬

千里鏡。Tùi國語ê boyenkyo來；kap英語ê telescope相通。民國猶原有teh通用；

ch…t名叫做kui-thian-kiàⁿ（窺天鏡）。26

 

林茂生認為台灣話ê變遷是受著日本帝國領台以來新文明ê影響，新ê文明造

成新ê生活、思想kap話語。所以台灣話tī內容ê變化、單語ê增加產生真大ê影響。

猶koh新ê台灣話大部分是對日語ê新字眼來ê，日本話tī古早受著漢字ê影響，chiah ê

新字眼原來是漢字，有ê語詞只要換讀音，˜-bián換字kap意思，就thang真緊通行

做台灣ê新話。27林茂生用語源研究法來察考chiah ê新話，＜新台灣話ê陳列館＞總

共收錄 133個新台灣話，內容包含法律、政治、商業、文化等範圍，28ē-sái講是

透過白話字呈現多語言、多文字ê語文教育。Chit ê專欄雖然是由林茂生執筆紹介，

˜-koh值得注意ê是教會報讀者ê主動性。新台灣話因為是受著日本帝國引進新文

明所產生ê，tī新ê話tú beh通行tī台灣ê時，mā bat有守舊派ê人反對阻止，總是，後

來猶原無法度阻擋大環境ê變化，新台灣話開始漸漸流通。根據＜頭序＞ê說明，

咱ē-sái知iáⁿ，

                                                

tī新台灣話tāu-tāu-á普遍流傳ê台灣社會上ê時，因為教會報ê讀者積

極、主動要求jīn-bat新台灣話，所以chiah有＜新台灣話ê陳列館＞專欄ê產生。專

欄刊出以後，˜-nā受著讀者熱烈ê歡迎，tī專欄刊出一年後，林茂生koh鼓勵讀者

主動提出新語詞，thang刊載tī教會報kap大家分享、學習： 

 

自設chit ê”新台灣話”ê欄，已經將近一年。聽講有受列位ê歡迎，kì-chiá put-chí

滿足。Ài請列位若有聽見新ê話，ài kì-chiá解釋hit ê意思hȱ lín聽，請lín poah-kang

 
25 林茂生，1934 年 2月，＜新台灣話ê陳列館＞，台灣教會公報第 587卷，頁 6。 
26 林茂生，1934 年 5月，＜新台灣話ê陳列館＞，台灣教會公報第 590卷，頁 9。 
27 林茂生，1933 年 11月，＜頭序＞，台灣教會公報第 584卷，頁 10-11。 
28 張妙娟，2004 年，〈《台灣教會公報》─林茂生作品介紹〉，《台灣風物》54卷 2期，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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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phoe，寄親像下面ê住所，來到kì-chiá本身，就beh將lín所問ê話解明，sòa出

tī chit報n…h，請大家˜-bián sè-jī。台南市開山町二丁目林茂生29

 

Ùi chia一方面表現出林茂生 kap 讀者 tī教會報 ê學習互動，一方面 mā感受著

讀者求知 ê主動性。透過教會報 ê 讀者積極學習、理解新台灣話，hȱ chiah ê外來

語詞轉化作在地化 ê使用，mā hȱ新語詞成做台灣人語文文化 ê一部分。換話來

講，因為台灣讀者 ê主動性，chiah thang吸收外來 ê語文知識，落實成做台灣在

地化 ê語文肥底。 

 

除了＜新台灣話ê陳列館＞以外，林茂生tī 1934 年 11月koh開設「新台灣話」

欄ê「附錄」：＜英台俗語＞專欄，紹介英國kap台灣意思sio kâng ê俗語。林茂生認

為「一句話chhián-chhián hiān-hiān tàu-kù tàu-kù來講破人情事理ê奧妙，這叫做俗語，

不論tó一國，tó一所在，to有俗語teh流通。siōng心適ê，就是英國俗語ê中間亦有chē 

chē kap台灣ê俗語相同--ê，...這是teh證明這兩所在ê人情事理猶原有saⁿ-tâng ê所

在」。30林茂生透過俗語ê比較來探討兩個國家ê文化類似ê所在，亦將伊所比較ê俗

語呈現tī教會報n…h。＜英台俗語＞專欄ùi 1934 年 11月到 1935 年 1月連續刊載 3

期（第 596卷到第 598卷），總共收錄 44個英語、台語俗語。Soah落來舉kúi ê例

來看： 

 

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這句俗語是對Shakespeare ê一個戲齣ê名來--ê。意

思是講，soah尾若好，就萬事lóng好）。好頭不如好尾。31

 

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大意：oe-á beh笑tê-k ȯ)。龜笑鱉無尾。32

                                                 
29 林茂生，1934 年 6月，＜新台灣話ê陳列館＞，台灣教會公報第 591卷，頁 9。 
30 林茂生，1934 年 11月，＜附錄：英台俗語對照＞，台灣教會公報第 596卷，頁 10。 
31 Kâng前註。 
32 Kâng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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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dog has his day：（大意：不論siáⁿ-m…h狗to有伊ê日；意思是，khah歹運

有時亦有會tú-tih好運ê日）。有時星光，有時月光。33

 

While there’s life there’s hope：（意思是，若有活命就有希望）。一枝草一點

露。34

 

To sell the bear’s skin before the bear has been cought：（意思是，iáu bōe 

lih-tih hîm，就代先約beh買人hîm ê皮）。Bōe seⁿ kiáⁿ，seng hō miâⁿ（未生子，

先號名）。35

 

林茂生透過英語 kap台語 ê俗語對照，將台灣俗語國際化，mā hȱ台灣讀者熟

sāi英國俗語，˜-nā形成真趣味 ê雙語對照，對台灣民間文學 ê保存來講，mā有

真大 ê貢獻。教會報 ê 讀者只要 e-hiáu白話字，tō ē-tàng透過白話字來學英語，認

bat英國俗語，增加台灣本土 kap外國 ê語文知識。 

 

（三）白話字教學法 

教會報對白話字ê推行除了鼓舞白話字ê學習利益以外，mā透過白話字來進行

漢字、英語ê語文教育，tī教會報提供多元化ê語文知識。另外，教會報mā刊載白

話字教學法，針對教白話字、學白話字ê方法來進行討論。當時tī教會ê主日學n…h，

白話字ê教育是真重要ê部分，ùi囝仔細漢tō教白話字，一方面培養囝仔ê信仰教育，

一方面mā對囝仔透過白話字學習其他ê知識真有幫贊。因為án-ne，有主日學白話

字教學經驗ê人tō將家己ê教學方法kap經驗分享hȱ教會報ê讀者參考。親像 1916 年

10月ê＜學白話字＞，作者「宋牧師娘」認為tī主日學教白話字是beh hȱ學生應用

                                                 
33 Kâng前註。 
34 林茂生，1934 年 12月，＜英台俗語＞，台灣教會公報第 597卷，頁 9。 
35 林茂生，1934 年 12月，＜英台俗語＞，台灣教會公報第 597卷，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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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ī讀聖經，所以制定好ê白話字教學法真重要。文章詳細寫出白話字教學ê每一個

步驟、目的kap教法，以及教學現場ài注意ê tāi-chì，具體呈現出白話字ê教學方法，

是一篇完整ê白話字教案。另外，1925 年 6月ê＜教白話字ê方法＞mā是針對教學

法ê討論，作者因為有教主日學白話字ê經驗，所以將本身所想出來ê教學方法紀

錄落來，提供hȱ讀者參考。所使用ê教學法有四ê層面，分別是先讀字母，接續讀

白話字讀本，加強學生ê認字kap呼音，最後chiah koh讀聖詩 30首詩，以及約翰福

音傳、使徒行傳，若讀了che kúi項tō算是白話字卒業，ē-tàng入聖經科。36基本上，

教會主日學白話字ê教學分做三階段，順序是字母、聖詩、聖經，老師亦thang照

程度調整學生ê學習階段。 

 

另外，mā有針對白話字教學所設計ê語文課本、教材，透過教會報ê刊載，提

供hȱ從事白話字教學kap學習白話字ê人。1885 年 12月ê＜分別八音＞是一篇特別

用來練習標記白話字聲調ê文章。作者列出三篇短文，第一篇是聖經內容ê＜馬太

5章 1-10節＞，另外兩篇是取自《初學階梯》中ê＜小兒答＞kap＜辯倒孔子＞，

描述孔子kap囝仔ê對話故事。三篇文章lóng無標聲調，作者希望讀者先看一遍了

解意思以後，chiah theh筆來標記，成做白話字聲調ê練習。為著增加白話字教學ê

豐富，教材kap課本mā是真重要ê關鍵。1927 年 2月ê＜白話字讀本＞kap 1927 年

4月ê＜字母遊戲＞兩篇文章，lóng是teh紹介當時台南新樓冊房所出版ê白話字教

材。《白話字讀本》是針對主日學學生設計ê課本，是照教育法kap囝仔心理所準

備ê，內容照教學順序分做（1）字母：母音、子音、切音、鼻音、八音，（2）句

tàu ê練習，（3）唱歌練習：雞仔歌、耶穌疼我、主ê祈禱文、十條戒、八條ê問答，

（4）算術ê碼子kap點句ê方法。37這本冊注重tī字母、聖詩ê學習階段，亦有簡單ê

經文練習，因為內容豐富，mā成做真chē主日學運用tī白話字教學ê教材。另外，《字

母遊戲》ê出版是為著hȱ學白話字ê囝仔感覺khah心適，khah愛讀，進一步引發學

                                                 
36 Lîm An，1925 年 6月，＜教白話字ê方法＞，台灣教會報第 483卷，頁 11。 
37 無具名，1927 年 2月，＜白話字讀本＞，台灣教會報第 503卷，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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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ê動機。內容是運用硬紙版kap 八張圖片，hȱ人練習八音kap認字、tàu字。文章

提起chit款趣味ê學習方法親像遊戲（iû-hì），tī英國叫做”Word Making and Word 

Taking”，38教材˜-nā真心適，對白話字ê學習mā真有幫贊。除了教材kap課本以外，

教會報koh透過歌詩ê文學方式來提倡白話字ê學習。1933 年 6、7月ê＜學字歌＞

是柯維思所創作。內容有運用白話字字母編成ê「字母歌」，mā有以囝仔歌形式呈

現ê白話字練習： 

 

A-ch tiām-tiām teh khòaⁿ chheh,             阿祖 tiām-tiām teh看冊 

A-kong ku-ku teh bong hê，                 阿公 ku-ku teh摸蝦 

A-má siông-siông teh chhe ké，               阿嬤常常 teh炊粿 

A-pa j…t-j…t teh pháu-bé.39                    阿爸日日teh跑馬 

 

 

Chhun,hē,chhiu,tang,hun sù-kùi，             春、夏、秋、冬，分四季 

Tang,sai,lâm,pak,chòe sì-ūi，                 東、西、南、北，做四位， 

Nî，gh，j…t，sî，kì lk-kui,                年、月、日、時，記曆規 

Jîn-bîn tōng-bt bô siāng lūi.40                人民動物無siāng類。 

 

另外，kâng-khóan是柯維思創作 ê，刊載 tī 1939 年 3月 ê＜鼓舞人學字＞，

mā是透過白話字歌詩 ê形式來推展白話字： 

 

Kóa-kín bat jī h jī-bó,                       趕緊 bat字學字母， 

Seng thk a,i,o,e,ȯ,                          先讀 a,i,o,e,ȯ； 

Í-āu ka-kī koh kè hô,                         以後家己 koh過和， 

                                                 
38 無具名，1927 年 4月，＜字母遊戲＞，台灣教會報第 505卷，頁 4。 
39 柯維思，1933 年 7月，＜學字歌＞，台灣教會公報第 580卷，頁 24。 
40 柯維思，1933 年 7月，＜學字歌＞，台灣教會公報第 580卷，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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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 pái ngȱ-jī chin tú-hó.                      ch…t擺五字真 tú-hó。 

 

I ū lâ-á lí ū ô,                               伊有蜊仔 lí有蚵， 

In ū e-á lín ū ,                              In有鍋仔 lín有壺，  

I chèng hiuⁿ-kȯ lín chèng ȱ,                    伊種香菇 lín種芋， 

Góa ài chhī l kiam phah h.41                  我愛養鱸兼打虎。 

 

＜學字歌＞kap＜鼓舞人學字＞兩首歌 lóng字句簡省、押運 tàu 句，每句 lóng

是七個字組成 ê，是民間七字仔歌 ê款式，唸起來心適輕鬆，kan-nā唱歌，真適

合囝仔 ê學習，mā hȱ囝仔 tī趣味 ê學習氣氛中間，達成白話字字母 ê教育。 

 

整體來講，教會報 ê白話字教學書寫真豐富，˜-nā有實際從事白話字教學 ê

主日學老師制定白話字教學法，或者提供教學 ê經驗 kap方法 hȱ讀者參考，教會

報 ē-tàng講成做白話字教學法互相分享、交流 ê管道。Tī教材、課本 ê製作、設

計方面，教會報 mā提供充足 ê資訊 kap紹介，koh加上文學性 ê詩歌來幫贊白話

字字母 ê 練習，ē-tàng看出 tī白話字教學頂面，盡力設計簡單、趣味 koh有效率 ê

輔助教材 ê用心，亦由此可見教會對白話字教育 ê重視。 

 

教會報對白話字ê推行、教學，除了台語白話字以外，值得注意ê是，1922 年

10月mā開始討論「客語白話字」。根據劉阿秀＜客話白話字＞一文ê說明，因為教

會機構kap客家父老常常掛慮無客話ê白話字，所以tī 1912 年有派鍾牧師去廣東省

汕頭研究hit位所用ê白話字，˜-koh因為in hit邊ê腔口kap台灣ê客話真chē無kâng，致

到無合用。後來tī 1922 年 8月，傳道局派作者劉阿秀kap鍾傳道做夥合作設計客話

ê白話字，in用一個月ê時間來完成，koh將福建音ê真道問答、新約問答、舊約問

答，翻譯做台灣四縣客話。所設計ê客話白話字有 27個字母，分別是「A E I O U Ṳ 

                                                 
41 柯維思，1939 年 3月，＜鼓舞人學字＞，台灣教會公報第 648卷，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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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H K L N P S T V Y NG SH CH KW NG TS CHH TSH KHW KH TH 」。聲調有六音，

是「上平、下平、上聲、去聲、上入、下入」，若用客話讀音來實際舉例，tō親

像「Fu(夫）、Fû（乎）、Fú（府）、Fù（富）、Fk（服）、Fuk(福）」。42劉阿秀ê＜客

話白話字＞chit篇文章˜-nā紀錄著客語白話字tī台灣產生ê重要過程，mā說明透過

白話字ē-tàng hȱ台灣本土母語ê客語成做文字書寫系統，進一步保留客家語言文化

ê歷史意義。 

 

第二節  白話字時代－白話字社群 ê形成 kap白話字文學 ê展開 

一、白話字社群 ê形成 

長老教會對白話字ê推行˜-nā呈現tī教會報，mā全面實踐tī教會ê醫療事工、教

育事工頂面。清國末期開始，教會開始tī台灣南北創設西式ê教育體制，ùi教會小

學到中學、女學、大學體制ê神學院，koh有針對盲人教育所設立ê「訓瞽堂」， ē-sái

講ùi兒童教育、中等普通教育、傳道師養成教育，到特殊教育，已經建構一個完

整ê教育體制。43有關清國時期長老教會所設立ê現代化學校列tī下底： 

 

（1） 大學（今台南神學校）－1876 年巴克禮牧師創設。 

（2） 理學堂大書院（牛津學堂）－1882 年馬偕博士 tī淡水創設。 

（3） 淡水「女學堂」－1884 年馬偕博士創設，是台灣第一間女子學校。 

（4） 中學（今長榮中學）－1885 年余饒理創設。 

（5） 女學（今長榮女中）－1887 年朱約安 kap文安姑娘創設。 

（6） 訓瞽堂－1891 年甘為霖博士專為盲人開辦ê學校。44 

 
                                                 
42 劉阿秀，1922 年 10月，＜客話白話字＞，台灣教會報第 451卷，頁 6。 
43 張妙娟，2005 年 8月，《開啟心眼：《台灣府城教會報》與長老教會的基督徒教育》，台南人 

光出版社，頁 269。  
44 資料來源：董芳苑，1995 年，〈論長老教會與台灣的近代化〉，《台灣近百年史論文集》， 

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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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教會所設立ê學校一方面有培養教會傳道人才ê作用，一方面mā tī清國時

期ê台灣社會，扮演hȱ教育普及化ê重要角色。尤其是tī清國時期，台灣iáu是保守、

重男輕女ê封建社會，教會設立「女學」，hȯ女性有接受現代化教育ê機會，ē-sái

講是chiâⁿ大ê突破。甚至tī當時社會要求女性綁腳ê風氣下面，「女學」訂定入學ê

條件tō是「˜-thang有綁腳，若已經綁了--ê tāi先tih kā伊tháu」。45若就女權ê觀點來

看，「女學」ê設立有真大ê意義，一方面hȱ女性ê知識kap心理得著開展，另外一方

面，「˜-thang綁腳」ê入學條件mā成做解放女性身體束縛ê重要標記，教會女學確

實tō是「不纏足運動的先鋒」。46除了女性，教會對著當時社會邊緣、弱勢ê盲人，

mā設立盲人學校「訓瞽堂」，以實際ê教育來達成盲人ê福利，更加是人權教育ê

具體呈現。 

值得注意ê是，chiah ê西式教育體制˜-nā是台灣現代教育ê先驅，mā是台灣本

土語文－白話字教育ê重要搖籃。Tī光緒 11 年 6月《台灣府城教會報》ê創刊號n…h，

tō刊出設立「中學」ê消息，內容提起beh tī府城設立一間中學，hȱ人thang受tk項ê

教示，親像「聖冊ê道理、讀白話字、唐人字，寫字，地理，tk國ê紀錄，算帳

（sǹg-siàu），天文」。47可見中學tī提供hȱ學生完整、豐富ê一般教育ê時，白話字ê

語文教育亦是其中重要ê課程設計。另外tī光緒 12 年 1月（教會報第 17張）mā

刊載「開設女學」ê消息，內容提起所beh學習ê課程是「白話字，寫字，算帳，chham 

tk項ê女工，親像做衫，chhih-beh」。48Tī盲人學校「訓瞽堂」方面，創辦者甘為

霖研究歐洲kap美洲地區盲人使用ê無kâng套點字法，認為羅馬拼音點字是盲人初

學siōng簡單ê一種，大部分ê點字為著簡化，hȱ盲人thang khah簡單透過摸字來認bat

知識，lóng是運用羅馬字字母來印成。49所以甘為霖引進西方盲人使用ê凸型字母，

hȱ晴暝人用手摸凸字來認識白話字字母，50 ē-hiáu讀冊、點字了後chiah讀聖經。透

                                                 
45 無著名，光緒 12 年 11月，＜開設女學＞，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17 張，頁 12。 
46 賴永祥，1998 年 2月，《教會史話》第四輯，台南：人光出版社，頁 79。 
47 無著名，光緒 11 年 6月（1885 年 7月），＜論設立中學＞，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1張，頁 3。 
48 無著名，光緒 12 年 11月，＜開設女學＞，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17張，頁 12。 
49 潘稀祺，2004 年 6月，《台灣盲人教育之父－甘為霖博士傳》，台南：人光出版社，頁 71、72。 
50 無著名，光緒 16 年 3月，＜晴暝人讀冊＞，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59張，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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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白話字ê點字教育，˜-nā引chhōa 晴暝人行入閱讀ê知識世界，mā改善in ê生活。

另外，最高學府ê「大學」－神學校，tī課程設計中mā有白話字ê語文課程。除了

課程設計，整個ê教學思考體系kap書寫系統mā lóng是用白話字。鄭兒玉針對台南

神學院ê教育提出下面ê觀點： 

 

台南神學院不但是台灣神學教育 ê起步，而且具備西歐概念之現代台灣 

高等教育ê雛型，亦是建設現代化新台灣文化ê開路先鋒。...其課程體制ê

基礎教學語言kap訓練學生學術思考ê語言，是照台灣人ê白話母語，就

是用羅馬字表達ê台灣白話。換話來講，巴牧師beh培養台灣人ē-hiáu用家

己ê母話思考kap書寫。51

 

由此可見，十九世紀末期教會所建立 ê西式教育學校，包括中學、女學、大

學、盲人教育 ê「訓瞽堂」，˜-nā phah開台灣現代化教育 ê門窗，tī台灣行入現代

文明 ê過程中，扮演關鍵性 ê先驅者角色。另外，包含白話字教育 ê近代教育課

程設計，以及以白話母語作為主要思考體系 kap教學語言 ê做法，更加是本土化

語言教育 ê具體實踐。 

 

包含《台灣府城教會報》ê白話字語文教育，以及教育體制ê白話字課程設計

kap台灣母語ê教學語言，加上教會本身tī主日學、教會小學等所在實行ê白話字教

育，chit寡對白話字語文教育ê推動，˜-nā豐富chē chē 信徒、讀者ê信仰教育，mā hȱ

真chē原本無機會接受教育ê社會普羅百姓，透過白話字得著了解外國資訊、認bat

知識ê機會。Tī歷史ê過程中，「白話字」mā成做長老教會真重要ê本土特徵。Ùi十

九世紀ê 1885 年到二十世紀ê 1960 年代，雖然經過日治時代kap戰後國民黨政府

強勢ê國語政策，˜-koh chit段將近 85冬 ê時間猶原是白話字tī教會hông普遍使用ê

                                                 
51  鄭兒玉，2004 年 10月 9-10日，〈最有台灣意識的長老教會出著歹子孫？〉，「2004台灣羅馬 

字國際研討會」，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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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52。Tī chit段台灣ê「白話字時代」lāi-té，以閱讀白話字、書寫白話字、透過

白話字吸收外界資訊kap知識、藉著白話字聯絡感情等等使用白話字ê人，tāu-tāu-á

形成以白話字成做主要文字媒介ê文字社群，亦tō是台灣ê白話字社群。 

 

Chiah ê tī台灣 ê白話字時代以白話字成做文化 kap知識養成 ê白話字社群，tī

殘酷 ê語言政策下面，透過 ē-tàng完整表達台灣母語 ê白話字，成做 in書寫、閱

讀 kap思考 ê文字系統，tng當台灣人 hông剝削使用母語權利 ê時，in進行 ê是

一項 chhàng-bih tī歷史底層，透過使用白話字 tī民間保存台灣民族母語 ê本土語文

活動，意義真大。總是，目前白話字 ê使用一方面 tòe著國民黨國語教育 ê強勢

來消失，甚至 tī教會內部 mā kan-nā chhūn少數老一輩 ê信徒 iáu koh有 teh使用。

另外一方面，tōe著老一輩信徒 ê凋零，mā hȱ白話字 ê使用 tī歷史漸漸消失。筆

者透過田野調查 ê訪談，希望 ē-tàng khah具體了解台灣 ê白話字社群，進一步走

chhōe白話字社群 ê時代 kap記 tî。 

 

Chit ê田野訪談 ê受訪者大多數是長老教會第三、四代 ê信徒，年歲 ùi 71歲

到 90歲 lóng有，平均年歲是 80歲。In lóng tī日治時代出世，經歷日治時代到戰

後 ê時代背景。雖然 chit ê訪談 ê時間點超出本論文 1885 年到 1942 年 ê研究範

圍。-koh，咱 ē-sai ùi chit寡戰後 ê白話字使用者所形成 ê白話字社群，來知 iáⁿ

戰前亦有 kâng-khóan ê情形，mā thang看出白話字社群 ùi戰前到戰後 ê延續性。

另外，因為 chiah ê受訪者所經歷 ê kap回憶 ê亦是日治時代，或者 koh khah早以

前 ê時代背景。Ùi in ê回憶所呈現 ê記錄，亦 ē-sái成做 1885到 1942 年間研究範

圍 ê外圍論證。針對訪談「白話字社群」ê紀錄，ē-sái歸納做下面三點： 

 

                                                 
52  根據鄭兒玉牧師ê資料，台灣教會、神學院一直到 1960 年代iáu koh有使用台語白話字，後 

來受著中文潮流 ê影響，台語 kap白話字 ê使用 chiah 開始減少。另外，教會報一直到 1969
年 3月以後，tī國民黨強勢 ê國語教育政策下，chiah全面改做中文版。所以教會主要使用白
話字 ê時代 ē-tàng講是 ùi 1885 年到 1960 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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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話字 ê學習背景 kap經驗 

目前 80歲以上 ē-hiáu白話字 ê人，大部分 lóng是細漢 7、8歲以後進入「主

日學」ê時開始接觸白話字 ê教育。早期主日學 ê白話字教材是一張紙，頂面印

有子音、母音 kap聲調，後來 chiah有白話字課本，課本 mā增加呼音 ê 練習。囝

仔一開始 lóng先入字母班，讀熟以後 ē-tàng進入聖詩班，最後是聖經班。三 ê階

段完成以後，chiah算是完成白話字教育。除了主日學 ê學習管道以外，mā有 ùi

厝內親人 hia學著白話字 ê。厝內人 tī教學過程中會用糖 á鼓勵或者唸趣味 ê口訣

來增加學習效果。親像張先生回憶阿嬤 teh教白話字 ê時 tiāⁿ tiāⁿ會唸：「一 kái學

乖、二 kái學巧，三次 iā bē-hiáu，一生去了了」，hȱ伊印象真深。 

Tī學習速度頂面，通常認為 ùi細漢入主日學開始，一禮拜學一 kái，差不多

2冬 ê時間 tō lóng完全 ē-hiáu。有 ê雖然細漢受過白話字訓練，總是後來因為生

活 ê關係離開白話字 ê學習環境，˜-koh，tng當 in後來有機會 koh再重學 ê時，

lóng真緊 tō ē-hiáu白話字。比如講楊女士一直到 40歲 chiah因為 khang-khòe ê關係 

koh再接觸白話字，kan-nā 3 kang ê時間 tō學 ē-hiáu ah。另外，白話字 ê簡單好學

hām囝仔 mā ē-tàng做老師，鍾女士講起伊 ê阿公學白話字 ê經驗真特別，原來阿

公少年 ê時 bat有一 kái hȱ叔伯兄弟 kā伊 phah，後來到台南新樓病院醫治，開始

接受福音，因為無讀冊，無受過教育，所以 ùi白話字開始讀，當時 tō是一個囝

仔教伊讀 ê。「囝仔 tō ē-hiáu教白話字」ê故事 ùi阿公時代流傳落來，成做 in後代

子孫學白話字 ê家族記 tî。 

 

（二）白話字 ê使用情形 

不管是tī主日學或者厝內學白話字，主要目的lóng是beh ē-hiáu讀聖經，認bat

道理。總是除了宗教領域之外，白話字mā hông普遍運用tī各領域。Tī教會內，白

話字成做主要ê通行文字，親像教會報、牧師ê講道稿、教會憲法、法規、教會各

種正式會議ê會議記錄lóng用白話字來書寫。除了公領域ê文書紀錄以外，白話字

mā運用tī私領域ê phoe信書寫頂面。教會報lāi-té，tō刊載真chē用白話字書寫ê p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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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比如講 1917 年 3月＜甘為霖ê phoe＞、1916 年 2月＜馬醫生ê phoe＞、1919

年 2月＜文姑娘ê phoe＞等等。用白話字寫phoe ē-tàng講是白話字社群共同ê經驗，

受訪者中tk位lóng bat用白話字寫phoe hȱ親人kap朋友，主要是因為用白話字寫

phoe ē-tàng siōng親切來傳達口語ê感情，˜-bián經過翻譯kap解釋tō ē-tàng kā心所想

ê、chhùi所講ê自由書寫落來。想beh用家己ê母語寫phoe，mā成做真chē人開始學白

話字ê動機。親像李女士tī讀長榮女中ê時代開始用白話字寫phoe，為著beh kap媽媽

通phoe，所以利用暑假 2個月ê時間專工教媽媽白話字，後來母子開始透過白話

字來通phoe。日治時代ê政治、文化運動家蔡培火mā是因為 13、14歲ê時beh kā阿

兄通phoe chiah開始接觸白話字，kan-nā 3 kang ê時間tō學ē-hiáu，以後tī日文kap漢文

ê學習頂面，lóng得著白話字真大ê幫贊53，甚至因為本身ê學習經驗，提倡台灣白

話字運動，成做蔡培火一生重要ê社會實踐。54

 

Tī白話字社群中，用白話字寫phoe mā bat發生趣味ê tāi-chì，張先生回憶戰爭

時期，老pē離開台灣，後來用白話字寫phoe寄tǹg去厝，日本警察因為看無koh特

別來查問，等待伊用台語唸出內容以後chiah離開。Koh親像柯先生tī做兵ê時接著

厝內親人寄來ê白話字phoe，班長lih-chún是英語phoe，經過解說了chiah知iáⁿ原來

是白話字。白話字tī早期因為主要流傳tī教會內部，外界ê人khah無了解，所以時

常產生kā白話字當做英語ê類似情形，˜-koh mā因為án-ne，白話字成做一種「我

族」內部ê識別象徵，kan-nā tī共同「文字脈落」下面ê人chiah會互相了解對方ê意

思。致使白話字ê書寫tī語言、文字所代表ê社會意識téng-kôan，形成區別「我族」

kap「他族」ê民族意義。十七世紀荷蘭人引進羅馬字，提供當時ê平埔族書寫本

身語言ê文字系統，荷蘭人離開台灣以後 150外冬，Siraya平埔族猶原繼續使用羅

馬字來kap漢人定訂土地契約，產生新港文書。以羅馬字來書寫土地契約˜-nā是

                                                 
53  蔡培火，1969 年 10月，＜本人對台語注音符號工作的經過＞，《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
台北：正中書局，頁 1。 

54  請參考林佩蓉，2005 年，《抵抗的年代‧交戰的思維－蔡培火的文化活動及其思想研究（以

日治時期為主）》，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16



平埔族相對漢人ê自我認同，新港文書mā成做in對抗漢人ê區別性象徵記號。55Tī

白話字社群ê訪談中，mā有將白話字當作thang「秘密通phoe」或者是書寫個人私

密tāi-chì ê文字工具ê情形。 

 

除了寫 phoe以外，白話字 mā用來書寫日記、寫家庭紀錄、速記上課筆記、

用來編寫教會特別節目 ê迷猜、劇本，mā用 tī書寫履歷書、祝賀新婚詞、告別式

紀念冊等等，ē-tàng講被充分運用 tī每一個階段，使用範圍真闊。值得提起 ê是，

白話字 mā成做書寫、創作 ê 利便工具。親像劉女士因為家境 ê關係，一生˜-bat

受過漢字教育。總是，接觸白話字以後，伊開始將家己人生 ê經歷，包含家庭背

景、親子關係，婚姻生活等等生命歷程，用唯一熟 sāi ê白話字書寫落來。透過女

性 ê觀點 kap生活化 ê台語，真精采呈現出所生長 ê 年代 kap時代氣氛，hȱ呂興

昌教授 kā評論做台灣 ê「素人作家」。-nā án-ne，伊 ê作品 mā ē-tàng講是用台灣

母語創作 ê「女性生命家族史」，不論就女性文學 á是台語文學 ê角度來看，lóng

有真大 ê意義。Ùi chia mā thang 說明白話字 ê 利便性 kap好學 ê特質。對無法度接

受體制內漢文教育 ê 女性、弱勢民眾來講，白話字成做 in發揮思想、靈感 ê唯一

媒介，白話字書寫亦因為 án-ne成做民間心聲 ê重要呈現。 

 

（三）對白話字 ê看法 

早期教會內 bat 流傳「bat字 bat道理」這句話，意思是「若 bat白話字 tō bat

聖經道理、做人道理 kap bat知識」。另外，早期 tī社會上 mā流傳「基督徒有三

樣好處：不纏足、不迷信、而且都讀過書、認識字（白話字）」ê講法，顯示出

教會 kap白話字 ê密切關係，mā表達學白話字對各種知識 ê進步真有幫助。真

chē受訪者 mā確實透過白話字來得著進入知識世界 ê só-sî，親像柯先生 tō認為學

白話字對伊 siōng大 ê影響就是 thang透過「甘字典」來認 bat漢字，伊 ê pē母原

                                                 
55  賀安娟，1998 年 9月，〈荷蘭統治之下的台灣教會語言學－荷蘭語言政策與原住民識字能力 

的引進（1624-1662）〉，《台北文獻》第 125期，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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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漢字 ê文盲，總是因為 ē-hiáu 讀白話字，所以 ē-tàng學習漢字。Koh像鍾女

士認為因為 ē-hiáu白話字，所以讀英語加真好讀，加 khah緊。由此可見白話字

mā是學習第二語言 ê重要工具。綜合來講，受訪者對白話字 ê看法有下面 kúi

點：（1）白話字 ē-tàng幫助文盲，無接受漢字教育 ê，mā ē-tàng bat字。（2）白話

字對學英語真有幫贊。（3）白話字 ē-tàng寫咱台灣話，ē-hiáu講 tō ē-hiáu寫，真方

便。（4）白話字會 hȱ教會形成和諧 ê氣氛，因為大家讀聖經、聖詩 ê時 lóng 讀

kâng音。（5）白話字 ē-tàng保存台灣文化。（6）白話字不但台語 ē-sái用，客語、

排灣語 mā ē-sái用，台灣現在無家己 ê官方語言，beh成做一個新 koh獨立 ē國家，

母語真要緊，有母語 chiah有家己 ê文化。Ùi頂面 ê歸納 ē-sái知 iáⁿ，白話字 ê實

用性 kap ē-tàng保留台灣文化 ê功能是受訪者對白話字主要 ê看法。 

 

以教會 ê白話字語文教育所形成 ê白話字社群，是相對華語漢字、日語使用

者 ê語文社群。雖然經過清國、日本、國民黨政府等無 kâng政權，in lóng用台灣

人 ê語言 kap文字 tiām tiām tī民間社會存活。白話字使用者用白話字讀聖經、吟

聖詩，看教會報，用白話字學習漢文 kap外國語文，用白話字 kap世界知識 chih

接，koh透過白話字來掌握文字權 kap書寫權，使用 tī個人 ê書寫 kap各項事務 ê

紀錄。以白話字為主所形成 ê白話字社群，teh進行 ê語文活動˜-nā發生 tī早期 ê

教會內部，現在 mā猶原 koh繼續 tī台灣民間社會發展，成做白話字時代 ê 歷史

見證。 

 

二、白話字文學 ê展開 

世界文學 ê產生大部分 lóng受著聖經 ê影響，台灣 mā無例外。1916 年巴克

禮出版白話字聖經，台語白話字聖經 ê出版 mā直接影響著台語文 ê使用，以及

台語白話文學、台灣文學 ê書寫。另外一方面，tòe著白話字語文教學 ê推行，以

及白話字社群 ê形成，mā漸漸建立白話字文學發展 ê基礎。1920 年代，正式出

版 ê賴仁聲小說集《阿娘 ê目屎》（1925 年）kap鄭溪泮小說集《出死線》（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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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兩本小說 ê產生 lóng是白話字文學行向成熟 ê具體表現。 

 

總是，tī 1920 年代白話字小說出世 chìn前，教會報 tō已經刊載真 chē短篇 ê

文學作品，chiah ê作品 ē-tàng講是台灣 siōng早期 ê白話文學。另外，in mā tī白話

字文學發展成做成熟 ê過程中，扮演重要 ê基礎角色。教會報 ê白話字文學作品

ùi 1885 年到 1942 年中間主要 ē-tàng分做六類： 

 

（一）小說 

教會報早期ê小說作品主要以短篇小說為主，篇幅khah短，情節mā khah簡單。

總是，chiah ê出現tī十九世紀ê白話字短篇小說soah tī台灣白話文學史上扮演phah頭

陣ê重要角色。其中，tī 1886 年 1月所刊載ê＜日本ê怪事＞是教會報siōng早ê一篇小

說，內容描寫tī日本ê庄腳，有一個旅館ê店主tú著一個假做老狐狸ê人客，hȱ人客

利用驚妖怪kap痟貪ê心理騙錢ê故事。Tī台灣文學史上，過去通常認為「追風」tī 

1922 年發表ê＜她要往何處去＞是第一篇小說，˜-koh蔣為文就台語白話字文學ê

角度來看，指出＜日本ê怪事＞˜-nā比「追風」ê＜她要往何處去＞khah早，甚至

mā比「賴和」1926 年ê第一篇小說＜鬥熱鬧＞早 40冬」。56由此可見，若將台語

白話字文學khǹg入台灣文學史再思考，會突破過去學術界忽略白話字文獻ê侷

限，開展新ê文學史詮釋。除了短篇小說以外，教會報tī日治時代末期mā開始刊載

長篇小說。1939 年 8月ê＜用ka-chiah ǹg上帝＞是第一篇tī教會報刊載ê小說，這篇

小說連載五期以後，教會報koh tī 1940 年繼續刊載＜只有一條路＞、＜伊是我ê

丈夫＞、＜兩款ê疼＞，以及＜兩極端ê教育(1)＞、＜兩極端ê教育(2)＞等五篇連

載小說。以上chit寡作品ê作者lóng是賴仁聲，伊是白話字文學作品量siōng豐富ê作

家。教會報刊載ê小說看起來雖然lóng是獨立ê篇章，˜-koh作者tī 1940 年 4月ê＜

                                                 
56 蔣為文，2004 年 10月 9-10日，〈羅馬字是台灣新文學ê開基祖〉，「2004台灣羅馬字國際研 

討會」，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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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條路＞中說明講，小說作品ê總題目是「疼ê勝利」，lāi-té包含：（1）＜用

ka-chiah ǹg上帝＞，（2）＜只有一條路＞，（3）＜黎明＞，（4）＜各各他ê路＞。

所以，1939 ê＜用ka-chiah ǹg上帝＞只是＜疼ê勝利＞chit篇小說ê「頭序」niâ，ùi chia 

ē-sái知iáⁿ作者tī 1920 年代ê白話字小說集出版之後，koh teh繼續進行寫一篇長篇ê

宗教小說。賴仁聲出版ê小說集包括：《阿娘ê目屎》（1925）、《刺仔內ê百合花》（1954

年）《可愛ê仇人》《1960 年》。 

 

（二）散文 kap報導文學 

散文體 ē-tàng講是教會報 lāi-té 數量 siōng kài chē ê文類。另外，真 chē人 lóng

認為台灣一直到二 0世紀 ê九 0 年代 chiah 正式有「報導文學」ê產生，其實早

tī十九世紀 ê八 0 年代，《台灣府城教會報》tō已經有真精采 ê報導文學 ah。Chiah 

ê文章˜-nā描寫出當時社會或者國外 ê重要時事報導，mā有文學手路 ê藝術性表

現。親像 1886 年 2月＜北港媽 ê新聞＞，是描寫清末嘉義城北 ê人迎北港媽祖，

soah kā媽祖 siak 落來 ê tāi-chì，引起北港 kap嘉義信徒衝突 ê社會新聞。另外，1887

年 4月＜迎佛冤家＞mā是描寫發生 tī府城，信徒因為迎媽祖「搶頭香」sio-phah ê

社會消息。除了漢人 ê社會報導以外，mā有原住民 ê新聞，1911 年 9月 ê＜生番

內地觀光＞一文，描寫日本總督府招待原住民 ê頭目去日本參觀軍方武器、工

廠、兵隊 kap珍貴文物 ê新聞，作者除了具體報導原住民參觀 ê情形，mā表達出

對 chit ê現象感覺感慨 kap同情 ê心理。Tī國外新聞方面，親像 1912 年 6月 ê＜

攻破大船＞描寫世界重大 ê船難事件「Titanic」（鐵達尼號）ê消息。Chiah ê散文

˜-nā是台灣文學 ê重要資料，文章所報導 ê早期台灣社會新聞 kap民間宗教情形，

mā是研究台灣社會史 ê重要文獻。 

 

（三）詩歌 

教會報中有真 chē詩歌體 ê文學作品，親像 1915 年 9月 ê＜浪蕩子歌＞、1917

年 2月 ê＜食薰歌＞、1930 年 2月 ê＜願主無放 sak>、1933 年 6月 ê＜學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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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年 5月 ê＜震災悲傷歌＞等等。Chiah ê作品大部分 lóng用民間文學流傳 ê七

字仔歌謠 ê形式來創作，主題方面真多元，除了有宗教信仰 ê歌誦、基督教義 ê

傳達以外，mā有針對社會時事來抒發，或者是勸善 ê主題呈現，親像＜食薰歌

＞，kùi首詩總共分做十二段，主要 teh勸人 mài食薰，下面舉其中二段： 

 

Kh-khǹg tông-pau chèng tāi-ke,        苦勸同胞眾大家， 

Bt-tit chih hun hāi sin-thé；          莫得食薰害身體； 

Ǹg-bāng sêng-khu ióng kiāⁿ-kiāⁿ，       向望身體勇健健， 

Chù-jiân chē-chē chih tg-miā          自然 chē-chē食長命。 

 

Hun ū tk-s kúi-nā chéng:             薰有毒素 kúi-nā種， 

Tē-it chiū sī Nî-k-teng.               第一就是尼古丁； 

Nî-k-teng tk chin lī-hāi,              尼古丁毒真利害， 

Saⁿ-tih lh âu sí chiū lâi.57              三滴落喉死就來。 

 

Ùi「七字仔歌謠」ê書寫形式 kap「勸善」ê內容主題來看，表現出白話字文

學受著傳統民間文學 ê影響。Mā顯示出西式 ê基督宗教進入台灣，tī文學形式頂

面融合台灣社會背景 ê情形，以及土著化 ê過程。 

 

（四）戲齣 

林茂生 tī 1924 年 11月到 1925 年 2月，發表＜戲齣：路德改教＞，chit ê戲

齣 tī教會報連載四期，屬於短篇戲劇 ê形式，後來 koh tī 1925 年由「新樓冊房」

出版，冊名是《路德改教：歷史戲》。內容是以路德馬丁（Martin Luther,1483-1546）

進行宗教改革 ê故事做為題材，是文學史上真難得 ê劇本文類。另外，教會報 tī 

1930 年 12月刊載 ê＜對話戲＞kap1938 年 12月 ê＜クリスマス放送（聖劇）＞、

                                                 
57 鄭溪泮譯，1917 年 2月，＜食薰歌＞，台灣教會報第 383卷，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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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年 12月 ê＜クリスマス劇「伊是罪人 ê救主」＞三篇戲本 lóng是聖誕節 ê

時 beh tī教會演出 ê戲齣。＜對話戲＞是針對主日學 ê學生所寫 ê，所以對話加 khah

簡短。另外兩篇「クリスマス劇」內容主要以耶穌誕生 ê故事，以及基督宣教 ê

傳達做主題。 

  

（五）翻譯文學 kap寓言故事 

翻譯文學 ē-tàng講是教會報真有特色 ê文類。內容包含著世界名著、伊索寓

言、童話故事，koh有歐洲國家 ê文學作品等等。傳教士將 chiah ê作品 ùi英語翻

譯做台語白話字，mā hȱ台灣人 tī十九世紀 tō接觸著世界文學。Chit寡翻譯文學

tī教會報刊載 ê時，有時會配合解說文學作品 ê圖片，所附 ê插圖有時亦有歐洲

童話故事 ê氣味，透過台語 teh閱讀 ê過程，hȱ人會產生「異國情調」ê氣氛，這

kiam-chhái mā是台灣人 tī文學作品中體會著異國情調 siōng早 ê經驗。世界文學名

著 ê翻譯親像＜天路歷程＞的連載，koh親像 1896 年 11月 ê＜大石亦著石 á kēng>

是伊索寓言中「獅子 kap 老鼠」ê故事，1896 年 12月 ê＜貪字貧字殼＞是「貪心

的狗」ê故事，1915 年 9月 ê＜塗炭仔＞是格林童話中「灰姑娘」ê故事，另外

包括＜知防甜言蜜語＞等文章 lóng是 ùi西方 ê寓言故事翻譯過來 ê作品。 

 

（六）學術論述 

除了純文學ê作品以外，教會報mā刊載用白話字書寫ê學術論述，親像日本時

代台灣ê知識菁英林茂生tī 1932 年 6月到 1933 年 10月連載十四期ê＜基督教文明

史觀＞tō是一篇論述性chiāⁿ強ê長篇文章。林茂生tī＜基督教文明史觀＞一文中，

ùi兩方面來論述基督教文明ê特質，第一是基督教ê精神方面有五大要素siōng重

要，分別是：（1）上帝ê觀念，（2）罪惡ê觀念，（3）自我否定ê觀念，（4）積極ê

道德觀念，（5）人類愛ê觀念。第二是基督教精神所發展出來ê文明產物，包括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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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主義、向異邦傳福音、基督教文化ê普及性等等。58可惜chit篇具備歷史專業ê學

術論著，林茂生並無完成。另外，顏振聲醫生所寫ê＜南部教會醫療傳道史＞ùi 

1940 年 6月到 1941 年 8月連載tī教會報，內容詳細紀錄ūi 1865 年馬雅各醫生來

台醫療傳道開始，台灣南部西醫ê事跡kap醫館ê設立情形。是一篇兼備歷史kap醫

學專業ê學術論著，mā是「台灣第一部有系統記述西醫ê醫學史」。59除了頂面兩ê

長篇文章以外，koh有無刊載tī教會報lāi-té，˜-koh mā是白話字ê重要學術論著作

品，親像蔡培火tī 1925 年出版ê《十項管見》，̃ -nā是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本散文集，

mā是白話字ê社會文化評論集。另外，戴仁壽醫生tī 1917 年出版ê《內外科看護

學》，kui本lóng用白話字來書寫內外科護理ê專業知識，是訓練護理人員ê教科書，

mā是台灣重要ê醫療文獻。 

 

以上六種文類是教會報（1885-1942）ê白話字文學作品內容，chiah ê作品˜-nā

是白話字語文教育ê文學教材，mā證明白話字˜-nā ē-sái書寫純文學作品，亦ē-sái

書寫學術專業論著。另外，白話字文學 ê出現tī台灣文學史上mā充滿意義。呂興

昌教授tī 1995 年bat對台灣新文學ê起源提出重新解說ê觀點：「Tī新文學運動chìn

前ê 30 kúi冬，教會內流傳ê刊物tō已經登載真chē優秀ê作品，....台灣新文學ê萌芽期

ài提早 30 kúi冬，伊可能˜是出現tī二十世紀ê二 0 年代，應該是發生tī十九世紀ê

八 0 年代」。60Ùi chia mā thang看出白話字文學tī台灣文學史上ê先創性。 

 

Chiah ê以民族 ê母語來創作 ê白話字文學，˜-nā有填補 1920 年代台灣新文

學運動 chìn前空白期 ê意義，hȱ台灣文學史向前延伸，而且更加多元、豐富。另

外一方面，教會報中 ê語文書寫 mā提早實踐著 1930 年代台灣話文運動時期所提

                                                 
58 張妙娟，2004 年，〈《台灣教會公報》－林茂生作品介紹〉，《台灣風物》54卷 2期，頁 65-66。 
59 董芳苑，2004 年，〈台語羅馬字之歷史定位〉，《台灣文獻》55卷 2期，頁 312。 
60 呂興昌，1995 年，〈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料〉，《台灣詩人研究論文集》，台南：市立文化中 

心，頁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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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ê「chhùi舌 kap筆尖合一」ê觀點。Tī書寫內容方面，白話字文學雖然起源 ùi

教會系統，本質上有宣傳基督教信仰 ê目的。-koh tī「宗教」小說／作品以外

猶原相當有台灣在地特色，chit寡文本精采描寫出當時台灣 ê人物、思想、光景，

以及社會背景，tō若親像時代的見證。 

 

 

 

小結 

《台灣府城教會報》ê語文教育書寫 ē-sái ùi十九世紀白話字 ê傳入背景講起，

西方傳教士引進白話字，主要目的是 beh透過白話字簡單好學 ê文字特質來普及

教育，hȱ信徒 ē-hiáu家己讀聖經，接觸道理。根據蔣為文 ê分析，白話字因為是

屬於音素（phoneme)文字，具備語言學頂面「語音 hām符號一對一對應」kap「線

性排列」ê設計方式，所以真簡單學、記音 koh準確。信徒只要 ē-hiáu 23個字母

kap 8個聲調，tō ē-tàng認字、看冊，學習效率確實比漢字加真 kôan，所以不論男

女老幼，或者是「晴暝人」，lóng thang透過學習白話字來認 bat知識，達成「有

教無類」ê目的。因為 án-ne，教會全面來推行白話字，《台灣府城教會報》是真

重要 ê語文教育管道，另外，教會 tī台灣南北所創設 ê西式 ê教育機構，˜-nā phah

開台灣現代化教育 ê門窗，tī台灣行入現代文明 ê過程中，扮演關鍵性 ê先驅者

角色。其中，白話字教育 ê課程設計，以及以白話母語作為主要思考體系 kap教

學語言 ê做法，更加是推 sak本土化語言教育 ê具體實踐。 

 

因為教會對白話字 ê全方位推行，tāu-tāu-á形成以白話字做為主要文字媒介

ê文字社群。Chiah ê以白話字成做文化 kap知識養成 ê白話字社群，透過 ē-tàng

完整表達台灣母語 ê白話字，成做 in書寫、閱讀 kap思考 ê文字系統，tng當台

灣人 hông剝削使用母語權利 ê時，in進行 ê是一項 chhàng-bih tī歷史底層，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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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白話字 tī民間保存台灣民族母語 ê本土語文活動，意義真大。另外一方面，

tòe著白話字教育 ê推行 kap白話字社群 ê形成，mā成做白話字文學發展 ê基礎，

tī台灣文學史上，扮演先創性 ê意義。整體來講，白話字是普羅百姓接觸知識 ê 

só-sî，mā是文字權 kap書寫權 ê 落實，tī文字 ê改革 kap語文書寫 ê層面來講，lóng

有普及人權 ê進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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