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基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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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蘇澳各天主教教堂沿革
天主教又稱基督舊教，早期以道明會為主，1880 年代進入北部，但直到 1950 年代始有修
會至宜蘭地區設教 120。以下為蘇澳天主教各教會簡述。

壹、耶穌會
耶穌會於 1534 年始於羅耀拉與沙勿略等七位巴黎大學同學於巴黎致命山誓許三願，並且
為捍衛傳揚信德而效力，此則為耶穌會之雛形，且該會修士於中國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其修
士曾擔任清庭的欽天監一職，而後 1773 年耶穌會解散，直到 1814 年恢復，1844 年（道光 24
年）後皆在中國發展，直至 1949 年被逐出中國。1951 年（民國 40 年）牧育才神父至臺大任教，

捌

耶穌會士亦跟隨開始在新竹傳教，1950 年代起始在宜蘭地區傳教 121。

宗教篇

現今耶穌會於蘇澳地區之教堂與教會相關組織如下表：
【表 8-3-1】蘇澳地區耶穌會組織概況

單位

地址

聖三堂

蘇澳鎮中正路 40 號

南方澳聖伯多祿堂

蘇澳鎮天主巷 1 號

聖母聖心堂

蘇澳鎮東澳天主堂

仁愛幼稚園

蘇澳鎮天主巷 1 號

海星幼稚園

蘇澳鎮大同路 126 號

天主教主徒會蘇澳會院

蘇澳鎮中正路 40 號

天主教聖經及教義函授中心

蘇澳鎮東澳天主堂

蘇澳聖三堂是耶穌會於蘇澳地區的教堂，創立於 1953 年（民國 42 年），1990 代駐堂者
為栗金聲，信徒約有 60 人。1950 年代，有 5、6 位加拿大籍的修女，在現今蘇澳市場一帶租
屋，一邊為社區提供簡單的醫療服務，一邊傳播教義，傳教範圍不久後便拓展到白米橋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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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63。
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64。

甚至還提供接生服務。1953 年（民國 42 年）加拿大籍的邰主教與冉神父到蘇澳牧道，並開始
建設教堂，是為天主教在蘇澳之肇基。1960 年代中期，中國籍鞏德謙神父到蘇澳牧道，還特
別開闢了一門英文課程，讓許多蘇澳的莘莘學子受惠。1980 年（民國 69 年）2 月 1 日北迴鐵
路全線通車後，原本熱鬧的蘇澳市區，人口也逐漸外移，現除聖誕有大型慶典外，平日的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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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晚課，亦已不復盛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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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1】聖三堂（溫宗翰拍攝）

而聖伯多祿堂則創立於 1958 年（民國 47 年）123，位於南方澳，1990 年代駐堂者為栗金聲，
信徒數約為 20、30 人。耶穌會教區在蘇澳及南澳兩地，1950 年代起先後在蘇澳鎮內設立四堂，
但其中兩堂因教勢衰微，且近來交通發達，因此皆合於聖三堂或者聖伯多錄堂望彌撒，且蘇
澳也是耶穌會往南澳及花蓮地區傳教的門戶。124

貳、改革宗長老會
法國人約翰加爾文 1536 年在日內瓦也進行宗教改革，他所帶領的宗教改革更加澈底。是
加爾文盡量遠離天主教的崇拜儀式，他只實行聖經所吩咐的事，以致於人稱他為「改革者」，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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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自廖大慶，〈南方澳的宗教概況〉，《宜蘭文獻雜誌》，卷：65，2003 年 9 月，頁 101-102。
參照廖大慶，〈南方澳的宗教概況〉，《宜蘭文獻雜誌》，卷：65，2003 年 9 月，頁 101。
參酌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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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教會就被稱為「改革宗教會」。而「改革宗長老會教會」是由美國改革宗教會、美國
信正長老會及韓國長老會，在戰後傳到臺灣。因有「改革宗」和「長老會」兩種不同的差會
背景，故起名為「改革宗長老會教會」。所以「改革宗長老會教會」並非從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分出來的。甚至說起來，這兩個教會都是一樣的，都是加爾文改革宗教會的後代，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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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告白和行政。到今天為止，有 30 間「改革宗長老會教會」分佈在臺灣全省各地 125。現
今改革宗長老會於蘇澳地區之教堂與教會相關組織如下表：
【表 8-3-2】蘇澳地區長老教會組織概況

教堂名

地址

改革宗長老會永春教會

蘇澳鎮昆明路 1 號

參、聖母聖衣會
1251 年在英國的隱修院院長聖西滿思鐸神父和各會士日夕熱切祈禱。因此聖母特別顯現
捌

於聖西滿思鐸神父，頒授棕色的聖衣；並許諾：「凡佩戴而考愛聖母的人，能得到善終，死

宗教篇

後在煉獄，聖母要迅速救他升天堂」。以後該會稱聖衣會 126。目前蘇澳地區屬聖母聖衣會組織
為下表：
【表 8-3-3】蘇澳地區聖母聖衣會組織概況

單位

地址

仁愛聖母聖衣會

蘇澳鎮中正路 44 號

博愛幼稚園

蘇澳鎮中正路 44 號

仁愛重建中心

蘇澳鎮中正路 44 號

第二節、基督新教
壹、加拿大長老教會
加拿大長老教會最早出現於蘇澳地區與馬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馬偕生於 1844 年，畢業
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神學院。1871 年（同治 10 年）起在臺灣北部傳教，1883 年（光緒 9 年）
之後至宜蘭地區對該地平埔族傳教。127 馬偕在臺灣傳教事業也有許多漢人傳教師共同參與，雖
大部分資料已不可考，但少部分有留存的人物中仍有二人曾被記載與馬偕共同至南方澳傳教。

125

參考改革宗長老會網站沿革，網址：「http://rchc.fhl.net/history.htm」，2013.11.7。

126

參考聖母聖衣堂，堂區歷史表。網址「http://www.ourladyofmc-church.org.hk/home/chi/ourlady.php」，2013.11.7。

127

750

參酌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8。

一是陳和，陳和又名陳清和，生於 1865 年（同治 4 年），18 歲時就讀牛津學院，20 歲畢業為
該校第一屆畢業生，在學生時代曾與馬偕在南方澳的牛欄過夜，時間大約為 1885 年（光緒 11
年）前後 128。而另一人則是高用，高用又有別名高振、高霞，1882 年（光緒 8 年）入牛津學
院為第一屆畢業生，時年四十九歲。馬偕到宜蘭傳教時，高振曾隨行，在南方澳曾馬偕在牛
督教。但《漢文日日新報》則認為「宜蘭廳轄區耶穌教。初設于明治 19 年。」130 但大抵上差
異不大。
蘇澳地區能夠甚早傳入基督教的原因與其地理環境有關，當時宜蘭地區陸上交通不便，
陸路傳教有其侷限性，因此，較為便利的海路勢必成為傳教的路線之一，而海路交通相當便
利的蘇澳地區自然成為據點之一。據載，馬偕師徒於 1881 年（光緒 7 年）就以曾至南方澳，
南方澳時稱南風澳，具體位於現今蘇澳鎮南正里一帶，當時馬偕主要交通工具是小舟，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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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過夜 129。由上述兩則記載可知最晚於 1885 年（光緒 11 年）左右蘇澳地區就已經開始傳入基

為舟船可抵之地，海路交通便利自然是南方澳早早傳教之原由。
但以馬偕為代表的加拿大長老教會在臺灣的傳教事業於馬偕逝世後開始逐漸衰落，1901
召開中會，當時宜蘭地區共有 2 堂會下轄 16 所教會，但是比起 1893 年（光緒 19 年）的 24 所
教會已經減少了 9 所教會，1910 年（明治 43 年）又減少奇立丹教會，可見長老教會大體是呈
或可推論在此二地教徒人數是不減反增的 131。1911 年（大正元年）5 月 27 日發行的日日新報
曾報導當時宜蘭地區基督教徒的數量「在宜蘭廳者。佛教（真言宗大谷派）280 人。基督教（長

基督教

現衰減的。值得觀察的地方是在普遍呈現衰退的情形下卻新增了南方澳與羅東等教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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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治 34 年）馬偕因喉癌病逝，宜蘭地區教勢急速衰落，1904 年（明治 37 年）長老教會

老教會）732 人」132。1913 年（大正 2 年）之後，加拿大長老教會在宜蘭地區的教會數量急速
減少，教勢衰頹，至 1931 年（昭和 6 年）時僅剩 8 所教會。但蘇澳地區原有的南方澳教會非
但沒有消失，反而延續成為蘇澳教會，並於 1931 年（昭和 6 年）在當時的蘇澳郡領內又新增
了一所大南澳教會，可見當地加拿大長老教會的信徒仍然存在並且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 133。但
日治末期的皇民化運動對基督教在臺傳播造成了相當強烈的衝擊，如加拿大長老教會被迫放
棄對淡水中學及女學院的經營權，並有教會神職人員被徵召去參加「護國挺身隊」在蘇澳服
勞役三個月 134，其他關於皇民化之手段就不詳述，要而言之，此時是各基督教勢力的衰退期。
戰後，基督教逐漸恢復在臺灣的傳教工作，各教派皆有其傳教手段，但多有興建福利設
施與教育設施的方式，加拿大長老教會不但恢復神學院、淡江中學、馬偕醫院的經營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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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10。
參酌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10。
引自《漢文日日新報》1907/6/7 日，版次 4，宜蘭通信∕基督教始末之狀況，網址：「http://twhan.lib.pu.edu.tw.libsw.lib.
pu.edu.tw:2048/twhannews/user/query_detail.php?dno=34183&no=1&tp=qadv」，2013.11.7
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頁 41。
引自：《漢文日日新報》1911/5/27 日，版次 3，宜蘭通信∕基督教始末之狀況，網址「http://twhan.lib.pu.edu.tw.libsw.lib.
pu.edu.tw:2048/twhannews/user/query_detail.php?dno=34183&no=1&tp=qadv」，2013.11.7。
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44。
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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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陸續設立了新竹聖經書院、淡水工商等，雖戰後長老教會於宜蘭僅新設教會所，但結合醫
療、教育，仍是加拿大長老教會於臺灣的主要傳教方式。
加拿大長老教會戰後於蘇澳地區僅新增南方澳一堂，為蘇澳教會的延續，成立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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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民國 43 年），地址為蘇澳鎮民生路 43 號，1990 年代駐堂者為陳清白牧師，信徒數
量約為 50-60 人 135。現今加拿大長老教會於蘇澳地區教會相關組織如下表：
【表 8-3-4】蘇澳地區加拿大長老教會組織概況 136

教堂名

地址

南方澳長老教會

蘇澳鎮漁港路 93 號

蘇澳長老教會

蘇澳鎮文聖路 109 號

永春長老教會

蘇澳鎮昆明路 96-5 號

南方澳幼稚園

蘇澳鎮民生路 42 號

捌
宗教篇

一、蘇澳長老教會
1918 年（大正 7 年）始租屋設教，因原傳道師李順一家於此定居，1938 年（昭和 13 年）
購地建堂，1986 年（民國 75 年）遷建現址。此教會之設教，可說是南方澳教會之延長，當時
咸認為既然能在大南澳設教，又何妨多設據點，再加以李氏家族之支援，因此得以設立。現
每星期有 100 多人做禮拜，90% 以上為講閩南語者（是否有平埔族人不明），有 5、6 為外省籍，
亦有山地人在此聚會，各年齡層皆有，1990 年代駐堂者為陳慶中牧師 137。

二、南方澳長老教會
南方澳長老教會坐落於蘇澳第一漁港北岸，建築挑高 5 層。1950 年代，原在基隆任教職
的林王椪，嫁到南方澳後領著家中成員接受洗禮，每逢主日，便率領家人到蘇澳教會參加禮
拜，但實有諸多不便，1954 年（民國 43 年）林王椪的繼子林泳泉，將開設米店的自宅作為教
友的聚會場所，並由陳耀宗牧師與曾添旺傳道師輪流主理，1955 年（民國 44 年）4 月 10 日，
林永泉在南安路 192 號自建房屋，提供教會做為禮拜堂，並舉行南方澳教會開設典禮，1955
年（民國 44 年）到 1964 年（民國 53 年）間，南方澳長老教會歷經劉德和、金秋能、郭明利、
盧文惠等傳道師牧會，1964 年（民國 53 年）至 1966 年（民國 55 年）間，教會並無專任牧者
牧會，每逢主日，教徒暫時又須回到蘇澳教會進行禮拜，1966 年（民國 55 年）經教友林廷麟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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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78。

136

參酌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153 以下各現今蘇澳地區之
教堂與教會組織表皆引自此頁。

137

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45。

等人的奔走下，教會購得了南成里民生路 43 號的一間平房，簡以修建後，是年 12 月 1 日做
為新的聚會場所，1973 年（民國 62 年）5 月，教會為回饋鄉里，成立了南方澳幼稚園，1976
年（民國 65 年）10 月 11 日，林正雄教師受封為牧師，也成為南方澳教會的首任牧師，1985
房全數捐獻給教會，1988 年（民國 77 年）2 月 14 日，教會成立漁民服務中心，提供受災漁民
諮商服務，1991 年（民國 80 年）9 月 8 日，陳清白就任南方澳教會第 2 任牧師，1996 年（民
國 85 年）陳清白牧師離任後，教會雖無人主事，但教友卻更加團結，在教友的集資下，教會
將林泳泉捐贈的兩棟 4 層樓房重新整建，合併為新的禮拜堂，1997 年（民國 86 年）9 月 28 日
舉行獻堂儀式，第 3 任牧師陳儀照也於此時就任，1999 年（民國 88 年）10 月 24 日陳儀照牧
師離任，2000 年（民國 89 年）8 月 1 日，王義雄牧師接任第 4 任牧師 138，2006 年（民國 95 年）
9 月離任，2009 年（民國 98 年）6 月穆信智牧師就任第 5 任牧師，2011 年（民國 100 年）9
月離任，2013 年（民國 102 年）8 月 1 日陳俊宏傳道師至教會服務，是年 9 月 8 日受封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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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民國 74 年）9 月 8 日，林泳泉舉家遷居，將名下南方澳漁港路 92 號、93 號的兩棟 4 層樓

主持教務。現教會年中重要記事為復活節與聖誕節的慶典活動，而教會每週六晚上 8 點 30 分
到 9 點 30 分有聖歌隊練習，也與南安國小合開生命教育課程，分享主愛。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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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2】南方澳長老教會（溫宗翰拍攝）

三、南方澳幼稚園
138
139

參照廖大慶，〈南方澳的宗教概況〉，《宜蘭文獻雜誌》，卷：65，2003 年 9 月，頁 98-100。
2013 年 11 月 5 日電訪南方澳長老教會陳俊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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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澳幼稚園創建於 1973 年（民國 62 年），2007 年（民國 96 年）曾因故停課，2008 年（民
國 97）年恢復開課，每年復活節與聖誕節時，南方澳幼稚園都會參與南方澳長老教會的遊行
報佳音活動，更會在聖誕晚會上帶來精湛的舞蹈與歌唱表演，會後由牧師祈福與祝禱結束。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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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基督教信義會
中國基督教信義會始於 1891 年挪威基督教徒於挪威成立總會，而後派弟子至中國傳教，
而後於老河口建立首座教堂，此時教會名稱為「豫鄂陜信義會」並在河南、湖北、陝西傳教，
而後國共內戰情勢危急，遂遷往港、澳發展，1950 年（民國 39 年）來臺傳教，後於 1964 年（民
國 53 年）在宜蘭建立福音堂 141。中國基督教信義會於戰後所興建的教堂僅有一所，是創立於
1981 年（民國 70 年）的蘇澳福音中心，地址是蘇澳鎮志成路 212 號，1990 年代駐堂者是沙德
福，信徒約有 10-17 人，該福音中心是羅東教會之延長組織 142。

參、基督教協同會
捌

基督教協同會始於 1890 年范嵐生在紐約集合各地青年 50 人創立的「中國協同會」，該

宗教篇

會主要為協助在中國傳教之團體。1893 年（光緒 19 年）開始到中國傳教。1951 年（民國 40 年）
協同會由香港來臺傳教，先在花蓮設教，1950 年代即在宜蘭地區設教。該會主張聖經為唯一
信仰，信仰必須和生活聯結，政教必須分離，注重浸禮及主餐 143。
基督教協同會於戰後在蘇澳地區
興建的教堂有兩所，一所是位於蘇澳
鎮延平路 41 巷 32 號的蘇澳國語禮拜
堂，創立時間是 1956 年（民國 45 年），
由牧師聶藹德於蘇澳地區租用民房舉
行家庭禮拜，1990 年代駐堂者為劉三
傑， 信 徒 數 為 8-10 人， 現 約 有 30 名
信徒，並選任 6 名執事保管教會經費
及辦理主聚會等事宜。144 而另一所則
是位於蘇澳鎮嶺腳路 143 號的基督禮
拜堂，最早為 1961 年（民國 50 年），
一 位 美 國 蘭 安 樂（Carl W. Landahl）

140
141
142
143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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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3】基督教協同會港邊教會（溫宗翰拍攝）

2013 年 11 月 5 日電訪南方澳長老教會陳俊宏牧師。
參酌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61。
參酌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81。
參酌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62、63。
參見潘世隆主編，《起來，接棒！：基督教協同教會來華宣教 120 週年暨在臺宣教 60 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市：天恩出版，
2011 年，頁 249。

博士的母親（蘇澳教會聶藹德牧師之妹），捐資給蘇澳教會，使得 1962 年（民國 51 年）港
邊教會得以創建，並於 1963 年（民國 52 年）建成完工，由文海青擔任傳道。1990 年代駐堂
者為謝仕賢，信徒數約為 5-6 人。該兩處教堂面積都不算大。此會以羅東為據點傳教，然後向
鄰近的蘇澳等地散播，但因其傳教對象多為外省籍人士，因此隨著信徒的老衰而逐漸衰微 145。

力幫助，讓修復工程得以於一年內完工，現港邊教會主日上午 8 點都會舉行禮拜，亦有原住民、
外籍新住民協力同工。146

肆、教會聚會所
教會聚會所始於 1922 年（大正 11 年）倪拆聲受王載的獨立聚會所吸引，因此開始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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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民國 99 年）發生蘇澳水災，港邊教會嚴重淹水，損失慘重，所幸羅東協同會大

而後中共政權成立，倪被捕，因此遂推舉出新領導人李常受，1950 年（民國 40 年）代起開始
在臺發展。此會為獨立教會，無總會且彼此關連較少，神職人員只受一至二年訓練，即由 4
到 6 人組成一隊到新地區傳教，等教勢較穩即剩下 2 人傳教，1987 年（民國 76 年）以後在臺
其為 1987 年（民國 76 年）後下鄉運動時所創立的教會，創設於 1989 年（民國 78 年），1990
年代駐堂者為連晴陽，信徒數約有 17~18 人。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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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有下鄉運動，因此急速增加許多教會 147。聚會所如今於蘇澳鎮蘇東路 6 之 9 號 3 樓有一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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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82。
參見郭仕賢，〈港邊教會〉，《起來，接棒！：基督教協同教會來華宣教 120 週年暨在臺宣教 60 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市：
天恩出版，2011 年，頁 242-244。
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63。
陳梅卿著《宜蘭縣史系列，社會類 2，宜蘭縣基督教傳教史》宜蘭縣政府出版，2000 年，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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