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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時期教會人物檔案（二）

台灣改革宗教會的奠基者
——甘治士 牧師
甘治士牧師對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最重要的貢獻，無非是對西拉雅族人的
宣教工作，編寫祈禱文、教理問答和字典。
▋林昌華｜牧師，荷蘭萊登大學TANAP計畫第二期，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博士候選人 ▋

並不會覺得陌生，因為我已經熟習北美的印地

台灣最大湖「甘治士湖」
19世紀中葉，英國長老教會的牧師甘為霖
第一次拜訪埔里盆地，一行人由斗六往東北方

安人，但是我的兄弟並沒有，因而看起來極為
震驚。我認為他們不如北美洲的摩霍克、德拉
瓦族、或蘇族（或稱拉寇達族）印地安人。

向走，經過連串的山崙，最後走到一個地方，

一行人在原住民的引導之下前往他們所居

四周高山環繞，也看到一方開闊的湖泊，那是

住的湖邊，這是西方人第一次看到台灣的深山

台灣最大的淡水湖，湖邊有原住民居住，隨行

之中有這麼寬闊的湖泊，甘為霖牧師非常感

的同伴稱這些原住民為「水番」。參與這次旅

動，由於這是漢族未到達的蠻荒之地，所以決

行的馬偕牧師在他的日記當中記錄對這些原住

定將這個湖泊命名為「甘治士湖」，以紀念到

民的印象：

達台灣服務的第一位荷蘭宣教師─甘治士牧師

步行大約一個鐘頭之後，於傍晚時分遇
見大約20位原住民，他們被稱為「水番」，因

（Rev. Georgius Candidius）。這個湖就是現在
的「日月潭」。

為他們住在遠地湖

著弓和箭，額頭上

甘治士牧師在

綁花環，這是多麼

1597年生於德國的

怪異的組合啊！但

法爾資的居爾哈特

是，我對這些裝扮

（K u c h a r d t i n d e

原住民的肩膀上披

>> 甘治士湖
（即今日的日月潭）。
（圖．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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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著鹿皮，手上拿

荷蘭改革宗教
會來台的第一
位宣教師

泊的旁邊。在這些

>> 甘為霖牧師。
（圖．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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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年4月24日，庫恩
寫給甘治士的書信。
（圖．作者提供）

Pfalz），在三十年戰爭期間（1618~1648）因

萊登大學求學期

為躲避戰禍而離開祖國，1621年12月19日進

間，除了一般的

入萊頓大學的國立學院（Staten Collegie）就

神學課程以外，

讀。兩年後，1623年11月13日在阿姆斯特丹中

有關東印度風俗

會以〈約翰一書〉1章7節：「但是，如果我們

習慣的瞭解，都

生活在光明中，正如上帝在光明中，我們就彼

是來自丹卡慈所

此有團契，而他的兒子耶穌的血洗淨我們一切

撰寫《基督教在安汶地區教勢的歷史與完整

的罪，」進行牧師資格考試，獲得通過之後，

的故事》（Historische ende grondich verhael

接受同一中會封立成為牧師，前往東印度地區

vanden standt des Christendoms int quatier van

服務，在1625年7月到達巴達維亞（今印尼雅

Amboina）。本書詳細介紹摩鹿加群島中安汶

加達）。他原本有意願前往印度東岸的科羅

島民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雖然甘治士牧師

曼德（Choromandel）地區服事，但是當時的

日後所撰寫的《福爾摩沙島的對話與簡短的故

東印度公司總督卡本提（Gouverneur-Generaal

事》（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Pieter van Carpentier）並不認同他的想法，改

Formosa），或譯為《台灣略記》，是以台灣

派他前往提那特島（Ternate，是1619年以前東

島上西拉雅族人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為討論

印度公司總督所在地）擔任牧師，於是他成為

主軸；但是兩本人類學著作所介紹和探討的主

整個摩鹿加地區的首任牧師。

題極為類似。

在提那特島服務期間，甘治士牧師因為不
認同當地長官賈桂斯．樂．費布烈（Jac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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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治士的宣教理論

le Fèbre） 納妾的行為，因此勇敢的批判長

甘治士牧師於1627年6月份到達台灣，根

官。受到牧師批判的費布烈長官極為不悅。於

據荷蘭學者Ginsel的研究，東印度總督不願意

是，將甘治士牧師解職，並以不實的罪名寫信

因為過於強調宣教，而影響中國和日本統治

給東印度總督提出指控。東印度總督發現提那

者對荷蘭人的態度，所以在東印度地區所採取

特長官的指控沒有事實根據，就恢復甘治士牧

的方法便是派遣「疾病慰問使」（註）駐在村

師的名譽。並隨即改派他前往台灣。

落，而牧師則是留在荷蘭人的教會服務。但是
初到台灣的甘治士牧師卻採取“Verbi Divini

丹卡慈牧師（Sebastiaan
Danckaerts）對甘治士的影響

inter gentes praeco”（對異教徒宣揚上帝的
話）的立場，所以在到達台灣不久之後，就進

甘治士牧師的首度東印度之旅與另外三

入原住民的部落，一方面學習當地的語言，同

位牧師同行，其中丹卡慈牧師（S e b a s t i a a n

時也開始盡情傳揚福音的工作，這種宣教的方

Danckaserts）對甘治士的影響很大，因為他在

法應該是師法1606年起在安汶地區的傳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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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除此之外，甘治士牧師

居住的熱蘭遮城內擔任牧

也進一步開始思考在台灣設

師，但是宣教師的熱情引

立教會的理論與方法。

領他離開安全的荷蘭城

發表《福爾摩沙島的對

堡，進入西拉雅族原住民

話與簡短的故事》不久之

的新港社。他在那裡搭建

後，台灣長官努易茲即詢問

竹寮，向當地人學習語

甘治士，如何在台灣地區建

言，也在那裡觀察新港社

立基督教會，而甘治士也以

的風俗習慣，寫出《福爾

一封備忘錄回答台灣長官，提出他的宣教理

摩沙島的對話與簡短的故事》，同時編輯西拉

論：第一，宣教師必須一生在當地服務，或者

雅語字典，也翻譯編輯教理問答，作為西拉雅

至少12年以上；第二，宣教師必須整個家庭駐

人新信徒接受洗禮前的基督教信仰教育之用。

在當地服務，以基督徒的生活作為榜樣來吸引

為什麼新港人願意讓甘治士牧師居住在他

當地人信主；第三，至少要有10到12位荷蘭的

們當中？這純粹是新港社人政治上的考量。因

牧師同時駐在當地；第四，台灣長官必須隨時

為在當時西拉雅的部落之間經常有戰爭，特別

監督或敦促當地的荷蘭人，不可在當地成為醜

是北方的麻豆社宿敵，不管是在人數或是武力

聞的來源。

上都讓新港社人倍感威脅，因此處於弱勢的新

在四個條目中有2條是和基督徒的生活有

港社人認為，如果能有一、二個荷蘭人住在他

關，可見在甘治士的心中，一個良好的基督徒

們當中，那麼擁有強大武力的荷蘭政府自然會

品格是傳揚福音極端重要的條件。這種看法並

因為保護荷蘭人的緣故而保護新港社。
瞭解新港社人需求的甘治士牧師，請求台

或是同時和甘治士牧師前往東印度的猶士都．

灣長官努易茲（Pieter Nuyts, 1627~1629）拜

賀黎鈕斯（Justus Heurinius）都對東印度公司

訪新港社。甘治士提出請求的最主要因素，在

提出類似的請求，筆者以為這是敬虔主義影響

於對新港社人的宣教成果，在經歷初期順利的

所致。根據一般人的看法，基督教的敬虔主義

發展之後，卻因某些原因停頓下來。事實上，

出現於德國，並且時間要稍晚於甘治士的時

教勢不振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傳統宗教的影

代，因此荷蘭的敬虔主義應當是早於德國的敬

響。這些因素不是靠宣教師單方面的努力就可

虔主義，不過這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以改變的，所以希望透過荷蘭在台灣的最高行
政長官，以政府力量的干預改變教會的頹勢。

涉外政治事件的紛擾和
傳統宗教的阻撓
甘治士牧師到達台灣之後，先在荷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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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特例，因為甘治士的神學院教授華留士、

台灣教會人物檔案
Profile

>> 17世紀在圖書館的荷蘭神學生。
（圖．作者提供）

一封1628年8月20日寫給東印度總督楊．彼得
生．庫恩（Jan Pietersz. Coen）的書信中，甘治

12/1/2008 12:48: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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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年2月1日甘治士牧師寫給庫恩
總督的書信。（圖．作者提供）

>> 丹卡慈，《基督教在安汶地區
教勢的歷史與完整的故事》，
1621年。 （圖．作者提供）

像，以及墮胎的習
俗。儘管甘牧師已
經訓練部分的信
徒，讓他們學會祈
禱以及熟習洗禮前
的教理問答，但是
傳統宗教根深蒂固影響這些新信徒，以致於他
們在接受基督教教育的同時，仍跑到神廟（稱
為公廨）去獻祭。雖然這些新港社眾擁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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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牧師說明阻撓基督教宣教發展的因素有三：

基督教的知識，有資格接受洗禮，但是尚未同

其一，荷蘭人和日本人為了徵稅的問題引

意完全棄絕偶像的崇拜，使得甘治士不敢貿然

發的糾紛，牽扯上新港社原住民。日本商人為

舉行洗禮。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就算這些

了反制荷蘭政府的徵稅權，煽惑以迪加為首的

信徒願意放棄偶像的崇拜，但是他們也不願意

新港社原住民前往日本，拜訪幕府將軍德川家

放棄墮胎的風俗習慣（此風俗將於下期文章中

光，表達輸誠、捐輸土地並接受日本統治。獲

討論），儘管甘治士牧師極力的勸誡這些新信

此情報的台灣長官下令，截捕由日本返台的新

徒，但是獲得的回答是：「我們的風俗是經過

港社眾，並沒收他們由日本政府獲贈的禮物。

許多世代傳下來的，不可輕言廢止，」「我們

遭此待遇的新港社民，除了表達對荷蘭人的不

的女祭司每天都和天上的神溝通，因此知道什

滿之外，也威脅駐在新港社中甘牧師的人身安

麼是對的，而教導我們遵循，」「如果我們不

全。而日本商人濱田彌兵衛為了解救遭荷蘭人

尊重女祭司，天上的神將會震怒，不降甘霖，

監禁的新港社民，進攻荷蘭長官公署，挾持努

反派敵人來毀滅我們。」

易茲長官和小兒做為人質。最後雙方達成協

其三，由於部落沒有統轄的酋長，所以每

議，被捕的新港社民獲得自由，而遭到荷蘭政

個人都各行其是。有些人到甘治士的居所接受

府沒收的財物歸返訪日的新港社眾。雖然雙方

一天的教導之後，可能就很長一段時間看不到

的衝突最後獲得解決，但是新港社民已經開始

人，以致於先前的教導全部付諸流水。而有些

顯示出對甘治士牧師的不信任。自然沒有人願

人雖然聽了甘牧師的教導覺得有趣，但是受到

意繼續到甘治士牧師的居所，接受基督教教義

身邊朋友誤導，使得先前的教育完全失效。

和教育。

分析阻撓基督教宣教發展的因素之後，甘

其二，是西拉雅人傳統宗教和女祭司的影

治士認為，如果能夠讓台灣長官出面，以荷蘭

響。甘治士在書信中說明，這些稱為Inibs 的

政府的力量影響新港社眾，那麼停滯不前的基

女祭司影響西拉雅族人，讓他們不敢放棄拜偶

督教宣教工作一定會有發展的空間。於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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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離開之後，這裡的居民都很認真的

的瓶頸告知努易茲長官，並且請求長官能夠撥

來聽我的教導，以致於我沒有什麼休息的時

空拜訪新港社，勸誡村民不要聽女祭司，而只

間，不管是白天或黑夜，總是有許多人來找

要聽甘治士牧師的教導。同時提議將所有村民

我，出外工作的人在夜裡接受教育，那些不

分成14個教區，所有村民依照性別和年紀的差

需要下田的人就白天來，但是我的力氣實在

異，分時段到甘治士的住家接受基督教教育。

沒有辦法應付如此繁重的工作，於是找些較

甘牧師同時告知長官提醒新港社民，新近發生

為聰敏的本島人以及稍受教育的我的僕人來

麻豆社聯合目加溜灣社攻擊新港社，荷蘭人如

協助，這是在1628年聖誕節前的情況。

何協助他們退敵；攻擊事件之後，新港社就

但是，到了1629年 1月初，整個情況有了

受到荷蘭軍隊的保護，因此只要村民願意接受

變化。努易茲長官帶了一群武裝的兵士要逮捕

基督教，荷蘭人就會繼續保護新港社民；他也

新港社的人，包括迪加（Dika）和他的十五位

建言，針對新港社民盛傳，由於濱田彌兵衛事

同伴。當時甘治士牧師正好奉命返回熱蘭遮城

件的關係，荷蘭人打算趕逐新港社民到別處，

（今安平）兩星期，主持荷蘭人的聖誕節聖餐

或是停止保護新港社一事，如果長官拜訪新港

禮拜。根據努易茲的說法，迪加和他的伙伴在

社，不管是對荷蘭政府或基督教會都只會有好

一年前前往日本，晉見當時的日本將軍，並將

處，而沒有傷害。

台灣的主權交給日本人，這個舉動動搖了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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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日前往台灣長官公署，將目前教會發展

在台灣的統治基礎，於是他前來逮捕迪加和他

曇花一現的教勢發展

同伴加以審判。
聽見長官帶著和兵士要來逮捕他們，迪加

給東印度總督庫恩，就基督教後續的發展狀

和他的伙伴早已聞風躲藏，努易茲長官威脅新

況向總督提出報告。努易茲長官接受甘治士的

港人，如果六天之內不交出迪加和他的伙伴，

建議，果然在不久之後親自拜訪新港社，長官

荷蘭人將要向新港社宣戰；六天之後，努易茲

告訴新港社民，如果他們接受甘治士牧師傳給

果真帶著更多的兵士來到新港社，但新港社民

他們的教義，荷蘭人將會保護新港社不受宿敵

早已攜家帶眷藏到森林中，只留下一些老人仍

的攻擊。同時他也以甘治士牧師的名義贈送新

留在社中。眼見無法逮捕到迪加和他的伙伴，

港社的「頭人」肉、飲料、以及三十匹康甘布

於是努易茲改變計劃，對那些留下來的老人宣

（Cangangs）。

佈，要依照新港社人的習俗懲罰新港社民，新

正如甘治士牧師所預期的，長官的拜訪果

港社要賠償荷蘭人三十頭豬、每一家交出十包

然讓停滯不前的基督教宣教和教育工作有了截

米，並且要為荷蘭人蓋一座屋舍。在摧毀迪加

然不同的局面出現，甘治士牧師描述之後繁忙

和他同伴的房舍之後，長官和兵士離開了新港

工作的情景：

社。同年 1月26日，當甘治士牧師得到長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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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年2月1日，甘治士牧師寫另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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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台灣教會 人物檔案
>> 荷蘭萊登大學最早的校舍（1575至今）。
（圖．作者提供）

同意回到新港社，發現一切都已改變，許多逃
跑的居民不再回來。而其他尚留住村中的人，
也不再拜訪甘治士牧師的居所，因為他們不再
信任甘治士牧師。由於這個事件，使得甘治士
牧師在新港社的宣教工作，遇到他到台灣以來
最大的困境，隨後又發生六十幾名荷蘭士兵被

總督書信隻字不提努易茲長官，想必庫恩

麻豆社民誘殺的慘劇，甚至連荷蘭人是否有能

和東印度評議會對於努易茲長官處理荷蘭與日

力保護新港社民都受到懷疑。

本關係的不當，以致於造成公司和教會的損

一封來自東印度總督的鼓勵信

失，感到相當不悅。果然寫信給甘治士牧師這
封信之前，總督就已經決定以在中國沿岸巡邏

遭此巨變的甘治士牧師心灰意冷，在寫給

的指揮官普茲曼取代努易茲，成為新任長官。

東印度總督書信的最後，表達回國的期望，收

換句話說，此時的甘治士牧師可以擺脫努

到這封書信的楊．彼得生．庫恩總督想必是對

易茲長官的陰影，在新任長官普茲曼以及尤羅

於台灣的政治和教會陷入低潮感到震驚， 所

伯牧師的合作之下，教會的發展指日可待。果

以在收到甘治士牧師的第二封信的兩個月之後

然在整個荷蘭統治台灣期間，教會和政府間關

的4月24日，就立刻回信給甘治士牧師。

係最為密切的時期就是普茲曼在台期間。雖然

這封信同時回答先前甘治士牧師所寫的兩

1631~33年間甘治士離開台灣，但是在這段期

封信，書信首先對於教會在新港社的發展受到

間三人算是合作得相當愉快。這也是基督教會

阻礙表達遺憾之意。第二段則是肯定甘治士牧

擴展最為快速的時期，有關這些發展將會在日

師先前所做的，持續的教導新港社人祈禱以及

後介紹尤羅伯牧師時討論，此處不再贅述。

教理問答的努力，並且希望藉著新到任的台灣
長官普茲曼的協助以及上帝恩典的同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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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如願的台灣女婿

不會讓先前的努力成果煙飛雲散。再來庫恩總

1629年2月1日，甘治士牧師寫下對繼任者

督告知如今派遣來台的尤羅伯牧師已經離開故

的期待，當中的第一條，就是一位願意娶新港

鄉，相信他的協助會讓甘治士已經建立起來的

社婦女，且願意一生留在這裡的人，他在信中

好的基礎得到進一步的擴展。接著，庫恩表示

寫道：「一位願意和新港社婦女結婚並永久留

日本人的騷擾也對公司造成很大的損害，最後

在此地的人，如不能的話，那麼這位兄弟至少

庫恩鼓勵甘治士牧師對已經有良好開始的工作

願意留在此地至少10年，而這種人可以在萊登

堅持下去，儘管日本人對宣教以及公司造成不

大學印度學院（Seminarium Indicum）找到，

好的影響，但是全能的上帝一定會賞賜恩典解

他必須擁有敬虔和正直的恩賜、性格和善、公

決這些問題。

正、不怕苦不厭煩，並且擁有好的記憶力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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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沒能當成台灣女婿，確切的原因為何，到

台灣教會人物檔案
Profile

>> 東印度總督楊．彼得生．庫恩在他的故鄉「荷恩」（Hoorn)
的紀念銅像照片。（圖．作者提供）

目前為止沒有相關的史料可以解釋。甘治士牧
師的第一次任期在1631年結束，於是前往巴達
維亞，在隔年與東印度代理總督賈桂斯．斯佩
克司（Jacques Specx, 1629~1632）的私生女莎
學習語言。」

拉．斯佩克司（Sara Specx）（她的母親為爪哇

和台灣本地人結婚是他對繼任者的期待，

人）結婚，婚後夫妻一起於1633年前來台灣，

還是他自己的期望？隔年（1630年2月24日）

第二任期的甘治士牧師比較沈潛，因此教會史

一封普茲曼長官寫給東印度總督庫恩的書信

料就少有關於甘治士的消息，1635年莎拉在台

（庫恩於1629年9月21日因病突然過世，但是

灣過世，1637年甘治士結束服務離開台灣。

普茲曼尚未被告知）表示：「我們也相信，他
同時打算和一位本地的婦女結婚，根據他自己

結語

的說明，如果這件事情不是受到努易茲長官勉

甘治士牧師在台灣的時間共有10年

強他離開新港，此事早就已經進行了，而我們

（1627~1631, 1633~1637），他對17世紀台灣

則認為，基督教的教勢會因為兩方民族的結合

教會歷史最重要的貢獻，無非是對西拉雅族人

而獲得很大的進展。」

的宣教工作，編寫祈禱文、教理問答和字典。
從無到有，建立了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台灣的基

原本計畫和西拉雅婦女結婚的時間，應該是

礎，使得繼任者尤羅伯牧師能夠在一個穩定的

1628年的聖誕節前後。因為普茲曼所說「受到

基礎上拓展教會的勢力。另外，他所撰寫的

努易茲長官勉強離開新港社」，應該是指甘治

《福爾摩沙島的對話與簡短的故事》則是有關

士必須返回熱蘭遮城兩個禮拜，主持荷蘭人教

17世紀台灣原住民最重要的觀察紀錄，引起

會聖誕節的聖餐禮拜，所以原本計畫的時間就

後來一百多年西方社會的討論，所以無論是對

在聖誕節前後；第二是普茲曼長官對於甘治士

教會或是學術界，甘治士牧師都有其不可磨滅

牧師的結婚計畫也是樂觀其成，顯示17世紀之

的重要地位。這應當是甘為霖牧師以「甘治士

時，西方人至上的觀念還沒有在白種人的身上

湖」來為台灣的最大湖泊命名的主要原因吧！

出現，除了甘治士的計畫以外，在台灣服務的
荷蘭學校教師和士兵中，也有一些人娶本地婦
女為妻，以致於荷蘭人離開之後的數百年間，

附 註
「疾病慰問使」（Krankbesoeker）是荷蘭改革宗教
會組織的重要功能，由於傳道人不足，所以教會訓

台灣社會中經常有某些人宣稱他們擁有荷蘭人

練平信徒通曉一些簡單的教義，之後進行探訪信徒

的血統。

慰問病患的工作。由於他們未受正式神學訓練，因

甘治士後來沒有和新港社的原住民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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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透露幾個訊息，首先是甘治士牧師

此不能主持聖餐和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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