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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座落在東門路上的新樓醫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下重建至今已發展成具有現

代性的基督教醫院。依舊不減新樓醫院在台傳教和西式醫療文化交集下傳教醫療

空間獨特性。19 世紀在工業革命擴張下，加速英國東進拓展殖民地，台灣在種種

因素下接觸到醫療傳教士帶來新文化促使台灣形成一個接觸場域，因政治體制、

社會文化不同，產生與本土族群甚至是與當地政府相互角力空間關係。 

本研究藉由跨領域文化提出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理論視角，探討傳教

醫療在台灣殖民場域建構傳教醫療空間組織型態關係，過程中需藉由文獻史料的

佐證，故從教會醫院的經營管理的史料、圖面照片，並以各時期醫院發展文字概

況繪出空間配置進行交叉比對分析，推敲形構出教會醫院空間組織配置型態，以

探究其在歷史定位上的價值性。 

關鍵詞：傳教醫療  空間型態  接觸地帶  文化交匯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s of Missionary Medical Space-Taking 

Shinlou Hospital as an Example 
Abstract 

Located on Dongmen Road, the Shinlou Hospital has been rebuilt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has developed into a modern Christian hospital. As a while, the 

Shinlou Hospital hospital ha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ssionary medical 

space under the intersection of Taiwan missionary and Western-style medical cul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under the expans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ain's eastward 

colonies was accelerated. Taiwan's exposure to medical missionaries brought new 

culture under various factors, which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contact field in Taiwan. 

Due to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social cultures, production and local ethnic groups 

and even local governments wrestl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act zone" theory proposed by cross-territorial 

cultu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organizational attitude of missionary medicine in 

Taiwan's colonial field. During the process, it needs to be supported by document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graphic photos of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church hospital, and cross-comparate the space 

configuration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hospital development text 

of each period to explore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hurch hospital's space organization 

to explore its value in historical positioning. 

Key words: missionary medicine, spatial pattern, contact zone, cultural inter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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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世紀的西方近代醫學隨著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環境背景擴展，使得大英

帝國成為早期醫學發展快速、專業化的強國之一，當時英國國內所提倡的 「福音

復興」宗教運動，鼓勵醫學生投入傳教工作，再加上當時歐美國內醫師人數已超

過飽和上限，與次同時1843年蘇格蘭自由教會脫離蘇格蘭國教會，積極擴張傳教

事業的版圖，於是便發起向殖民地方海外醫療傳教工作的發展機會1，其中福爾摩

沙的台灣島就是在文化交匯之下以醫療傳教交流而產生的新興文化為主要的代表

之一。 

台灣因1858年（清咸豐8年）天津條約，開港通商，原先因地理和歷史所分隔

的地區因武力戰爭因素被迫接觸西方異文化所形成的場所，不久1865年5月 ，來

自蘇格蘭自由教會的醫療傳道士馬雅各（James LaidlawMaxwell, 1836-1921）打狗

旗後登陸，轉向當時台灣歷史發展悠久、人口眾多的-台南府城，藉由西方醫療方

式傳遞福音，當時因科學醫療與本土醫療產生衝突、社會文化認知不同和矛盾，

相互交流、影響之下淡化其差異，所衍生出獨有的傳教性質醫療組織空間接觸地

帶。 

本研究以1865年迄今所發展的南部基督新樓醫院前身教會醫院過去成立建築

空間組織為對象，以文獻回顧以及田野調查、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並以接觸地

帶理論為分析視角，試圖探討以詮釋出傳教醫療在台灣殖民場域建構傳教醫療空

間組織型態，為找出其醫療空間組織型態變遷形成之要素。 

 

接觸地帶（contact zone）將兩個因其地理、歷史所隔閡的主體，因戰爭殖民

場域文化相遇、衝突、角力競逐的場域空間，兩者在共存的場域中相互交流、影

響下所產生的接觸地帶2。 

經由初步驗證來看，先以相關的時代背景、政治體制、社會文化、空間引入

等，四個層面在傳教醫療實質的發展歷程中，如何變動調適，以建構出新樓醫院

其獨特的傳教醫療空間組織配置型態關係。 

 

在交匯過程中影響較大的因素: 

時代背景:因戰爭殖民促成醫療傳教士以醫療征服殖民地區所產生的接觸地帶。 

政治體制:在不同政治體制之下對於傳教醫療的態度、政策與法令如何調適。 

社會文化:施予對象本土文化與外來異文化認知接觸產生衝突與矛盾影響。 

空間引入:政治體制與社會文化交流、衝擊下實質的空間引入醫療傳教組織關係。 

圖一‧本圖筆者繪製 

                                                 
1 宗教與醫療:李尚仁，展示、說服與謠言:19世纪傳教醫療在中國，P365 
2 探訪「接觸地帶」：需喚起此物件同時載有的殖民掙扎歷程，史前館電子報第 2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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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內容 

本研究以下，以前述有關跨領域文化的視角接觸地帶四個相關要項，包含時

代背景、政治體制、社會文化、空間引入四個層面近一步探究傳教醫療在接觸台

灣殖民地區文化匯流中歷程與調適，反映不同文化在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傳教醫

療空間組織型態過程: 

 

2.1  時空背景 

19世紀開始，受過去思想主義的英國快速發展。英國對內的「福音復興」宗

教改革運動，1843年蘇格蘭自由教會脫離蘇格蘭國教會，積極擴張傳教事業的版

圖，提倡醫學生投入傳教工作。此外，當時歐美國家都面臨國內醫師人數過剩的

情況，醫學生在國內市場競爭激烈情形下，紛紛向海外尋找工作機會，有投入軍

旅或殖民醫官…其中也包括投入傳教工作的醫療傳教士 3。 

 

表一‧英國對內外醫療傳教之因素 

對內 對外 

基督教在英國的「福音復興」宗教運動 

基督教政策改變 

歐美國家國內醫師人數過剩 

提倡投入傳教工作 

海外殖民工作 

 

同時工業革命後對外殖民風潮興盛，大英帝國藉由帝國主義的行徑與大清中

國引發英法聯軍之役，逼迫開放五口通商開啟在中國各地區傳教，台灣在1858年

天津條約下通商口岸，促使台灣殖民地區形成一個接觸地帶的場域，1865年（清

同治四年）5月來自英國長老教會的醫療傳教士─馬雅各醫生（James 

LaidlawMaxwell, 1836-1921）打狗旗後登陸，轉向當時台灣歷史文化悠久、人口

眾多─台南府城看西街傳教醫療。 

 

表2‧中英法戰爭條約對傳教醫療之變動 

戰爭簽訂條約 傳教變動 

1843 年南京條約 五口通商 開啟在中國各地區傳教 

1858 年天津條約 
增加對台灣基隆、淡水、安平、打狗通商口岸 

傳教士可在內地傳教 

1860 年北京條約 傳教士可以在中國土地租買以及興建教堂 

1868 年樟腦條約 承認傳教士在台灣傳教的自由 

 

為將福音傳入台灣地區，以醫療資源不足、落後的台灣地區為由傳入本土社會，

醫療傳教士主張效仿聖經耶穌醫治各樣殘疾以「有醫無類」精神作為典範，為幫

助本地人在肉體層面和精神層面上都能受到良好的照護，不僅體現治療病人的本

質同時也象徵救贖的宗教意涵。 

 

2.2  政治體制 

台灣因戰爭殖民不平等背景下接觸傳教醫療，歷經三種不同的政治體制對於

傳教醫療政策、法令有不同主張，因此面對中國政府、日本政府的體制、中華民

                                                 
3 宗教與醫療:李尚仁，展示、說服與謠言:19世纪傳教醫療在中國，P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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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對其政策、法令激盪下調整其意識形態 

 

 
圖一‧政治體制圖 

 

中國政府體制時期 

1858年天津條約，促使醫療傳教士在傳教醫療上，並未受到限制，在此階段

傳教形式相當自由，醫療傳教士以科學醫療名義同時對外傳教佈道，理應是順利

的，但因與台灣人傳統醫療與宗教文化立場上的不同，以及當時本地人多帶有排

洋心態、他人造謠加上中國政府放任管理以致傳教醫療的初期相當不易，甚至危

及傳教士生命安全，直到1868年樟腦條約協議中承認傳教士傳教自由4，稍稍免除

傳教士在台傳教的恐懼不安。 

 

日本政府體制時期 

殖民日本政府時期，在宗教政策以1915年西來庵事件以及1931年 九一八事變

劃分三個時期5。日治初期同樣以科學醫療方式傳教的傳教士與日本政府關係良

好，宗教信仰有助於良好秩序與品德的建立加上部分日本政府官員信仰相同，因

此教會前期依舊以自由型態進行傳教工作，根據日本明治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日本臣民在不妨礙安寧序及違背臣民義務的範圍内有信教的自由」只要不牴觸

到「臣民義務」或「妨礙安寧秩序」就不會受到限制。 

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與歐美政治關係緊張，為增加戰事人力補給將台

灣人進行思想信仰的改造為日本工作，進入皇民化運動後宗教信仰從過去的多元

自由轉變專制的一元神道教發，台灣長老基督教會也因此頓時無法對外進行傳教

工作，後期為尋求自保加入台灣基督教奉工團(由日本基督教團台灣教會、台灣基

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婦女矯風會台灣部會等七團成)以便於台灣總督府動用教會的

力量，進行政策的宣傳工具6。 

 

2.3 社會文化 

過去中國地區一直被視為福音最難傳入的地區，屬於歷史戰敗的中國因種種

的戰爭衝突，導致當時社會動盪不安、文化秩序受到衝擊影響，深受中國影響與

之有著相似的文化立場¬―祭祖、偶像崇拜台灣族群與西方基督教完全對立，這

些西方宗教猶如西方列強般的侵略，因此對這些醫療傳教士帶有敵意，以致醫療

傳教士在初期傳道的福音中屢屢遭受挫折，為了宣揚教意加上西方科學醫療技

術，本該是順利並無阻礙的，但因本地社會長久的生活風俗以及文化信仰，加上

語言隔閡，進而產生反向的效果7。 

 

 

 

                                                 
4 湯惠婷(2004)，日治時期新樓醫院之醫療與傳教事業研究，2-3 
5 蔡錦堂， <日本治台時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宜蘭文獻雜誌》第 50期，民國 90年 3月，p.9 

  同註 4，3-12 
6 同註 4，3-14 
7 張予宣(2012)，從醫政關係看臺灣的宣教醫療事業（1865_1945），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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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異文化與本土文化衝突矛盾 

中英法戰爭 中國戰敗 被迫開港 基督教傳入 

施予對象 台灣人信仰基督教 

 基督教 台灣族群 

信仰 耶穌基督 佛、道教 

生活/習俗 不下跪祭祖、偶像崇拜 祭祖、偶像崇拜 

語言 英語、廈門話 閩南語、地方語言 

醫療認知 科學醫療 
民俗治療、傳統迷信 

中醫 

 

西方醫療傳教士為了能夠順利傳教，以科學醫療來改變台灣族群對於本土信

仰及傳統醫療的迷信，從而建立新西方科學與信仰上的認知。初期在台南府城傳

教失敗回到旗後的馬雅各醫重新調整傳教醫療的策略8，替當地住民醫療逐漸在台

打開傳教醫療之路，1868年再次重返台南傳教選擇二老口建醫館，憑藉過去在旗

後傳教醫療的經驗及流利的台語，逐漸取得民眾的信任，除了對內傳教外，同時

對外到他處做醫療巡迴將將傳教擴及府城、旗東方內山之間以及嘉南平原一代9。 

1900新樓醫院不論是醫館對內提供更完善醫療服務的運作方式，或是對外的

醫療巡迴都相當的成熟，甚至醫院內部也有培養本地醫生助手協助外籍醫生院內

醫療事務，藉由本地醫生可以協助解釋迷信、謠言同時吸引法則、有利於傳教更

進一步融入當地社會10。 

 

表四‧傳教醫療策略調整 

教會醫院 傳教醫療經營策略 影響效益 

看西街 

醫館 

對

內 

西方醫療技術 

宣揚教義 

高長一名基督教信徒 

旗後醫館 

對

內 

西方醫療技術 

宣揚教義、禮拜活動 

藉由患者傳遞福音 

傳教工作擴展埤頭 

對

外 

內地宣教(平埔族) 

醫療巡迴 

二老口 

醫館 

對

內 

西方醫療技術 

宣揚教義、禮拜活動 

培育本地醫生 

藉由患者傳遞福音、培育醫療傳道者 

傳教工作擴展府城、府城東方內山之

間、嘉南平原地區 

成立南部的 Siraya 族中部的 Hoannya

族、北的 Pazeheh 教區 

中部教會建立 

對

外 

內地宣教 

醫療巡迴 

新樓醫院 

對

內 

西方醫療技術 

禮拜活動 

成立基督徒醫學會 

藉由患者傳遞福音 

提升基督徒醫療工作倫理與禮儀服務 

增進教會醫院與地方教會互動 

地區教會建立 

培育醫療傳道者 

對

外 

內地宣教 

醫療巡迴 

                                                 
8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二輯》，（臺南：人光出版社，1992年）106話 
9 同註 1 
10 呂佩穎、 賴淑芳，十九世紀福爾摩沙醫學教育溯源：打狗慕德醫院及其附設醫學校，科技醫療與社會 ； 26期 (2018 

/ 04 / 01) ， P17 



                     第十九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2.4  空間引入 

台灣府地區 

1865年6月馬雅各醫生從打狗登台抵達台南府城後，在海關吏引薦下租到大西

門外看西街(編號一)，初期傳教規模小，醫館配置上以傳教與醫療為空間分配，

前半主要空間做佈道所，後為醫館及藥局使用，讓進來看病或候診的病人，在動

線上都會經過主要傳教空間後才會到醫療空間進行醫療行為，日常也藉由代診空

間簡易傳遞福音11。  

1868年，樟腦事件後簽訂協議中保障西方傳教士在台宣教的自由安全，馬雅

各醫生藉此契機重返台灣府，並將旗後醫館及禮拜堂轉交給海關的萬醫生(Dr. 

Patrick Manson)以及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負責，1868年11月25日由海路重

返台灣府，在府城內二老口街府東巷尾租得一大厝，當時厝是一座老式平房，有

三進。前進做為醫館、藥房、外科房、病房，第二進有禮拜堂，後進有僕人房、

客房、倉庫等。隔年二老口醫館因空間不足加上醫館與禮拜堂的機能不同，於是

在他處亭仔腳街旁建立禮拜堂，與二老口醫館空間個別獨立12 

1900年因二老口醫館空間設備老舊遷移至環境、設備較為完善的醫院建築並

取名為新樓，提升完好的醫療服務，同時也持續傳教的事務。醫院當時不同於宣

教初期「醫療兼禮拜堂」的形式安排，將兩者功能獨立的劃分於空間內部，隨醫

院經營規模不斷擴張，內部空間因培育本土醫生助手、看護婦增設的學習、宿舍

空間更加多元，同時傳教事工在各地區建立教會獨立發展，醫院內部傳教空間依

舊僅維持禮拜堂空間。 

 

表五‧南部府城教會醫院 

編號 教會醫院空間描述 空間組織類型 

1. 

1865 年 6 月 看西街醫館(街屋) 

前後融合 

2. 

1868 年 11 月 二老口醫館(三進厝) 

前後區隔 

                                                 
11 湯惠婷(2004)，日治時期新樓醫院之醫療與傳教事業研究 
12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二輯》，（臺南：人光出版社，1992年）140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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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 年 7-8 月二老口醫館(三進厝)、亭仔腳禮拜堂 

獨立分開 

3. 

 
 

1900 年 新樓醫院(西竹圍空地) 

 

前後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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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1928 新樓醫院(西竹圍空地)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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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後地區 

1865年退回旗後的馬雅各醫生重新的佈署，先是在打狗通山街租一屋居住，

利用前廳，作為當時「醫療兼禮拜堂」空間組織的延續，直至1866年6月馬雅各醫

生在別處旗後山腰（高雄燈塔下的台灣機械廠修船塢處）租得一座兩進的厝，從

地契上來看可任意改造起蓋，於是馬醫生先是建立一座禮拜堂後，隔年在其對面

開設一所可容8名患者的醫館，改變過去以往的「醫療兼禮拜堂」空間形式13。從

馬雅各醫生向母會宣道會理事Matheson氏寫信略云： 

「打狗雖然不能說比台灣的其他任何所在清潔，但至少尚適合宣教之推行及

同工健康之維持。助手們感覺新厝舒服多，而我本人也常與前租用月50元租的厝

來作比較。房間也廣闊，最近下午的聚會有時有50人出入，但仍可使眾注意聽道。

可見當時醫療事工也已經順利地進展……」14 (底線為本文筆者所加) 

於旗後的醫館與禮拜堂發展相當得順利，常有一些來自埤頭的人前來求醫和做禮

拜後，引起馬醫生考慮在埤頭開設醫館傳教的想法，於1867年7月7日在埤頭北門

外購買一所房屋作藥房兼禮拜堂的空間，擴展醫療傳道的事業。 

 

表六‧南部旗後教會醫院 

編號 教會醫院空間描述 空間組織類型 

1. 

 
1865 年 7 月 打狗通山街醫館 

前後融合 

2. 

 
1866 年 9 月 打狗醫館(兩進厝) 

獨立分開 

3. 

1867 年 7 月 7 日擴展埤頭北門外藥房兼禮拜堂 

前後融合 

 

 

                                                 
13 湯惠婷(2004)，日治時期新樓醫院之醫療與傳教事業研究，P.3-2 
14 Jas. Johnston, China and Formosa,p.170-l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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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19世紀在工業革命擴張下，加速英國東進拓展殖民地，台灣在戰爭條約、醫療傳

教士種種因素下接觸到西方新文化與本土文化交流，醫療傳教士帶來新文化促使

台灣形成一個接觸場域，因政治體制、社會文化不同，產生與本土族群甚至是與

當地政府相互角力空間關係，以致影響傳教醫療在醫院空間引入時空間組織的分

配關係。其中當異文化受到政治權力的牽制下，直接影響傳教醫療整體運作模式，

其次會因社會文化的差異調整傳教策略。 

 

傳教醫療初期基礎尚未成熟、規模小與政治體制未受限，加上並不了解對本土文

化的差異程度，以致空間組成策略，醫療同時也需考量傳教的目的，因此大多都

以「醫療兼禮拜堂」前後融合緊密的模式進行傳教醫療的事工，空間安排傳教空

間設置在主要空間或節點上，讓前來看病或待診的患者行徑動線上需經過傳教空

間後才到醫療空間。 

 

在傳教事工成熟，本土社會文化逐漸接受新文化後，原先傳教、醫療前後融合緊

密的模式會因兩者功能性質不同、敷地面積、建築空間不足時，與教會醫院附屬

一起的傳教部門就獨立出來向外各地區擴散，像是早期旗後醫館時期初步進展便

將傳教醫療的事工擴至埤頭、二老口時期醫館與亭仔腳教會、1900新樓醫院對外

醫療巡迴、內地宣教。  

 

進入日治時期的新樓醫院，與日本政府主張科學醫療方式，加上對於宗教政策並

無過多限制，反而加速傳教醫療向外擴展醫療巡迴、內地宣教甚至醫院與各地區

教會的互動。醫療與傳教相互關係不再只針對內部模式而是提升對外各地區的相

互關係，使醫療與傳教空間互動關係更緊密黏著，醫院內部原先的禮拜空間依舊

維持，醫療空間著重於醫療設備、病房空間的提升，持續藉由傳教醫療排解隔閡

融入當地社會，此外，在醫院內部空間擴展過程中除原先傳教與醫療的空間，為

培養本地醫生助手、看護婦協助外籍醫生院內醫療事務，而增設的的學習、宿舍

空間，直至日治後期，因政治戰爭緊張關係，連帶影響對台宗教政策以致後期傳

教事工中斷與醫療日漸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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