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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台史課程(樹林延伸) 2.5 學分 郭明璋牧師 每周三晚 7:00-9:30  

 

【課程簡介】 

本課程涵蓋的範圍將近四百年：從 17 世紀荷蘭統治時期的改革宗教會，到 19 世紀基督

長老教會入台，日據時期的台灣教會，1945 年光復以後的台灣教會。課程重心放在 1945

年以後台灣三大系統教會-原住民教會、長老會、國語教會的發展。除了植堂事工，同時

兼重台灣神學思潮的探討以及機構事工的發展。從普世教會史、中國教會史看台灣教會，

也從國際局勢、中國近現代史、台灣史切入探討教會與時局的互動關係。另外也安排一

兩次的教會歷史之旅。 

 

【課程目標】 

（一）對台灣教會約四百年的歷史能有一個全面性的認識。 

（二）將台灣教會帶入普世教會史以及中國教會史脈絡中。 

（三）從歷史、局勢、教勢發展、神學屬靈觀分析台灣教會的優缺點。 

（四）探討台灣教會的岀路以及宣教的前景。 

 

【指定書目／參考書目】 

（一）指定閱讀 

  李政隆：《台灣基督教史》。台北：天恩出版社，2001。 

  郭明璋：〈台灣國民黨戒嚴底下的教會〉。張慧嫈編：《仄徑舛途：全權統治下的教會》。香

港：德慧文化，2015。 

 

（二）主要參考書目 

1、董顯光：《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台北：聖屋社，1970。 

2、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老會百年史》。台南：台灣教會公報

社，1965。 

3、賴永祥：《教會史話》，一～五輯。台南：人光出版社。 

4、酋卡爾等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史》。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1998。 

5、史文森著、盧樹珠譯：《台灣教會面面觀：1980 的回顧與前瞻》。台北：中國主日學協

會 1981。 

6、瞿海源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宗教篇，第一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7、馬偕博士原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台

北：前衛出版社，2007。（原《台灣遙寄》）。 

8、《天主教在台灣》上、下冊。善導週刊社，1992。 

9、林治平：《基督教與台灣》。台北：宇宙光，1996。 

10、鄭仰恩：《定根本土的台灣基督教》。台南：人光出版社，2005。 

11、林金水主編：《台灣基督教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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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研究部編著：《當代華人教會（第一冊：中華民國）》。香港：

基道書樓，1986。/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研究部編著：《當代華人教會（第六冊：華

人神學院與福音機構）》。香港：基道書樓，1986。 

13、陳漁主編：《台灣宣教五十年》（《中國與福音》第二卷第一期（2002 年 1-6 月）。台北：

中國福音會 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 

14、《台灣基督教會 1993 年教勢報告》。台北：中華基督教協進會，1995。 

 

【課程要求／作業要求】 

  （一）一份成人主日學課程大綱 

  （二）兩篇讀書報告（指定書目和參考書目皆可）或撰寫一篇學期論文。 

  （三）上課心得或摘要 

  （四）參與課堂討論 

  （五）期末考試 

 

【評分標準】 

   上課參與 

   讀書報告 

   課堂筆記 

 

【課程進度】（期間：2019 年 9 月 12 日～12 月 13 日） 

※改革宗神學院溫書週：11 月 4 日～11 月 8 日 

（一） 課程介紹，台灣教會史概論 

（二） 荷蘭統治時期的改革宗教會 

（三） 台灣長老會入台（南部地區） 

（四） 台灣長老會入台（北部地區） 

（五） 日據時期的台灣教會 

（六） 光復以後的台灣教會 

（七） 光復以後的台灣教會 

（八） 光復以後的台灣教會 

（九） 台灣教會的神學 

（十） 福音機構在台灣 

（十一）福音機構在台灣 

（十二）教會歷史之旅 

 

【教師簡介】 

郭明璋牧師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社會系、國立政治大學邊疆行政研究所碩士、香港中 

國神學研究 院道學碩士。 經歷：曾任號角公司業務經理、橄欖基金會總幹事、中華基督 教



 

P. 886-2-2718-1110  F. 886-2-2713-1124  crts@crts.edu  www.crts.edu  www.crtslive.net 

No. 30, Lane 75, Nan-Jing East Road Section 4, Taipei, Taiwan (10580)  

10580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75 巷 30 號 

禮賢會主任牧師、中華信 義神學院兼任講師、關渡基督書院專任和兼任講師、華神信仰 與

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中 國福音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顧問和義務研究員。 現任： 中

華基督教禮賢會台北堂顧問牧師；本院教師，主授教會歷史、基督教在華史、基督 教在 台

史、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學生福音運動在中國；四季紙品禮品有限公司公關與顧問； 與 一

群主內同道創辦《獨者》論刊並參與獨者經院事工。 基督教晨曦會門徒訓練中心講師。 著

作：《耕耘青春：校園團契五十年來的軌跡》。台北：校園出版社，2007。 主要文集見： 《學

生福音運動在中國》。台北：中國福音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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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 董顯光，《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台北：聖屋社，1970。 

    (二) 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老會百年史》。台南：台灣教

會公報社，1965。 

(三) 賴永祥，《教會史話》，一～五輯。台南：人光出版社。 

(四) 楊士養，《信仰偉人列傳》。台南：人光出版社，1989。 

(五) 酋卡爾等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史》。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

1998。 

(六) 黃茂卿等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設教壹百貳拾年史》。

台南：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1985。 

(七) ，《台灣基督教會 1993 年教勢報告》。台北：中華基督教協進會，1995。 

(八) 中村孝治著，程大學譯，《巴達維雅城日記》。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91。 

(九) 台灣教會公報週刊編，《台灣古早教會巡禮》。台南：人光出版社，1997。 

(十) 黃武東、徐謙信合編，《台灣基督教會歷史年譜》增訂本。台南：教會公報社，

1995。 

* (十一) 史文森著、盧樹珠譯，《台灣教會面面觀：1980 的回顧與前瞻》。台北：中國主

日學協會 1981。 

*(十二) 瞿海源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宗教篇，第一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 

(十三) 1923 年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禧年紀念部編輯，陳宏文譯，《北部台灣基督長

老會的歷史》。台南：人光出版社，1997。 

(十四) 方豪，《台灣早期史綱》。台灣：學生書局，1994。 

(十五) 周聯華，《周聯華回憶錄》。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4。 

(十六)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 

(十七) 何荔璇，《心聲片片》。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2。 

(十八) 寇世遠，《被恩待與被憐憫的》。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2。 

(十九) 井上伊之助著，石井玲子譯，《上帝在編織》。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1997。 

(二十) 陳玲蓉，《日據時期神道統治下的台灣宗教政策》。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1992。 

(二十一)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1979。 

(二十二) 鄭仰恩，《歷史與信仰：從基督教觀點看台灣和世界》。台南：人光出版社， 1999。 

(二十三) 詹正義編譯，《巴克禮博士與台灣》。台北：長青文化，1976。 

(二十四) 潘稀祺，《為愛航向福爾摩沙-巴克禮博士傳》。台南：人光出版社，2003。 

(二十五) 阮若荷，《中國心宣教情-賈嘉美的一生》。台北：美國基督教效力會基督書院，

2001。 

(二十六) 高俊明，《高俊明牧師回憶錄-十字架之路》。台北：望春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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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梁玉芳，《羅慧夫台灣行醫四十年》。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二十八）馬偕博士原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台北：前衛出版社，2007。（原《台灣遙寄》）。 

（二十九）黃春生等編，《宣教心、台灣情—馬偕小傳》。台北：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資料

中心，1997。 

（三十）  郭和烈，《偕叡理牧師傳》。淡水:著者印行，1971. 

(三十一)  陳宏文，《馬偕博士在台灣》。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82。 

 (三十二) 李明輝，《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台北：正中書局，1995。 

  （三十三） 李黃臏，《台灣第一思想家：李春生》。桃園：聖環圖書公司，1997。 

(三十四) 王憲治編著，《台灣鄉土神學論文集》。台南：台南神學院，1988。 

(三十五) 黃伯和，《奔向出頭天的子民》。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 

(三十六) 宋泉盛，《第三眼神學》。台南：人光出版社，1989。 

(三十七) 宋泉盛，《孟姜女的眼淚》。台南：人光出版社。 

(三十八) 宋泉盛，《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人民》。嘉義：信福出版社，1992。 

（三十九）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  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 

（四十）  鍾啟安編：《台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四十年史》。台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1985。 

（四十一）《天主教在台灣》上、下冊。善導週刊社，1992。 

（四十二）林治平，《基督教與台灣》。台北：宇宙光，1996。 

（四十三）《台灣基督教會 1993 年教勢報告》。台北：中華基督教協進會，1995。 

（四十四）郭明璋：《耕耘青春：校園團契五十年來的歷史軌跡》。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

2007。 

（四十五）謝大立，《謝緯和他的時代》。台南：人光出版社，2001。 

（四十六）梅翰生，《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在台社教 50 週年》。台北：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2003。 

（四十七）中台神學院，《中台神學院五十週年慶刊》。台中：中台神學院，2002。 

（四十八）吳學明，《從倚賴到自立：終戰前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研究》。台南：人光出

版社，2003。 

（四十九）鄭仰恩，《定根本土的台灣基督教》。台南：人光出版社，2005。 

（五十）  鄭仰恩，《信仰的記憶與傳承-台灣教會人物檔案》。台南：人光出版社，2001。 

（五十一）吳勇口述，何曉東整理：《不滅的燈火－吳勇長老回憶錄》。台北：宇宙光，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