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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after the 1980s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文化認同的轉變  
―論 1980 年代後興起的台灣文化觀  

 
CHENG MU-CHUN 

鄭睦群 . 

 
 
 

Abstract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is the largest Christian 
denomination in Taiwan and maintains a distinctive political stance 
on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shift of its self-identity from being 
proud of “the Greater China” to embracing “Taiwan” started around 
the 1990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hanges in the discourses of 
Taiwan Church News on Taiwanese culture, and studies how 
Taiwanese culture took the place of Chinese culture when the latter 
was viewed as hindering Taiwan from improvement.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seeks to analyze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transition. 

                                                                                                                                               

CHENG Mu-chun (ZHENG Muqun 鄭睦群) is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 and Center of Holistic Education, Mackay Medical 
College, Taiwan. 

本文曾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於2016年12月舉辦的
第八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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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目前台灣最龐大的基督宗派，在政治立場與
國家認同上有着鮮明的「台獨」色彩。事實上，其立場是在
1990 年代才開始從擁護「大中華」漸漸走向「台灣國」。本文
探討《台灣教會公報》對於台灣文化觀的論述轉變，研究當中國
文化被視為阻礙台灣進步之元兇時，台灣文化如何成為備受認同
的文化價值，並分析這些轉折中的意義。 

 
一、前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下簡稱長老教會）設教於 1865 年，是目前
台灣教勢最龐大的基督宗派，在政治立場與國家認同上也有着鮮明
的「台獨」色彩。1 雖然長老教會熱衷政治與台獨的形象始於 1970
年代晚期，該宗派在 1977 年已發表〈人權宣言〉，其中一句「新
而獨立的國家」被各界公認為宗教團體公開台獨立場之始，而這也
讓該宗派感到自豪─對台灣獨立的追求起源於尚未解嚴的 1970
年代。而國家認同的觀察則可分為「族群血緣關係」、「歷史文化
傳統」與「政治社會經濟制度」等三個面向，最後可化約為「族群
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2 儘管長老教會的台獨形
象在 1970 年代晚期大致成形，但不論是族群、文化，還是制度認
同方面，長老教會的官方立場或是論述並非所謂的「始終如一」，
而是有過一段從「大中華」走向「台灣國」的路程，直到 1990 年
代才開始呈現今日的樣貌。 

現在的長老教會在族群與文化認同上是以「台灣」作為論述
的主體，將所有認同台灣的漢人、原住民與新住民都包含在內，建
構不同以往的「新文化」。3 而制度認同則揭櫫訂立新憲與獨立建

                                                                                                                                               

1《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 41屆通常年會議事錄》，1994年 4月 5–8日，57。 
2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1998），15–

16。 
3 吳信如：〈喚醒人民參與與開創台灣前途 長老教會教社尾員會發表致全國人民呼
籲文〉，《台灣教會公報》，1991年 6月 3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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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筆者曾撰文分析長老教會的「族群」與「文化」認同之論述，
主要分析 1970至 2000年《台灣教會公報》（以下簡稱教會公報）
上「中國文化觀」的轉向，怎樣從以中國文化為「驕傲」到最後變
成了視之為「遺害台灣的外來文化」。4 本文則將延續探討《教會
公報》上有關「台灣文化觀」之論述的轉變，分析當過往引以為傲
的「中國文化」轉向負面形象之時，「台灣文化」是以何種情態替
代之，並探討其內涵與轉折的意義。5 

 
二、當「中國」成為負面 

 

長老教會的文化認同並非一開始就很「台灣」，例如 1970 年代的
《教會公報》散發出濃濃的「中國味」，除了在各種文章中表述自
己中國人的身分之外，不僅將許多生活習慣歸納在民族性的脈絡
下，也對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歷史與智慧引以為傲。簡單的說就是告
訴讀者「我是中國人」，除了血液之外也繼承了「中國文化」的諸
多「美德」與「生活習慣」。 

1972 年 9 月的《教會公報》應景刊載了〈中秋節的由來、傳
說、與應有的信仰〉，說明中秋自秦、唐、宋、清等朝代的變化，
並引《廣博物誌》的記載：「『秦始皇二年 8 月 15 日，大會對人
於武尻山，行酒命歌，眾皆欣喜。』這是我國史以來第一個中秋
節。」6 從歷史敘事中可以發現，文章是將中秋節置於中國史的脈

                                                                                                                                               

4 鄭睦群：〈文化認識與身分認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國家認同的轉變〉，載
《變局下的西潮─基督教與中國的現代性》，黃文江、張雲開、陳智衡編（香
港：建道神學院，2015），143–62。 

5《台灣教會公報》是由英國長老教會傳教士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牧
師在 1885年 7月創立於府城（今台南市），起初稱為《台南府城教會報》，以月
刊與羅馬白話字形式發行。1932年 5月換稱《台灣教會公報》，1971年 1月後易
為全中文版，1973 年改為週刊直至今天。《台灣教會公報》不僅是長老教會的機
關報，也是全台灣最早且仍持續發行的報紙，成為長老教會對內與對外最即時與
公開的新聞平台，目前每週發行量為兩萬份。 

6〈中秋節的由來、傳說、與應有的信仰〉，《台灣教會公報》，1971年 9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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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下來介紹，並將自我的身分認同安置其中。當然也有一些文章是
站在批判的立場，但依然以一個中國人的角度來審視中國文化中的
不足或是缺點，但整體來說還是正面遠大於負面。 

但是到了 1980 年代，《教會公報》上關於中國文化的論述逐
漸由「正」轉「負」，批判多於肯定，文化認同開始出現交錯，並
且多半用於時事的回應。1986 年底，第一屆立法委員第五次增額
選舉即將登場，第 1813 期《教會公報》的「窗口眺望」對於選舉
期間反對派以冷嘲熱諷的方式消遣最高當局、經常被指為「侮辱元
首」、「大逆不道」等封建名詞相當不以為意，認為：「這些人若
不是心存拍馬屁，那就是受中國五千年帝制之中毒太深」、「期待
我們的社會早日走出『侮辱元首情節』的陰影，建立一個貨真價實
的民主社會。」7 1989 年 5 月 14 日的「窗口眺望」更直接表明
「⋯⋯受國民黨教育長大的人動不動就說『咱中國人』同是思想中
毒。請大家視『我是台灣人』為珍貴。」8 這篇文章明顯的將「中
國人」與「台灣人」區分開來，並把「咱中國人」的思想毒素來源
歸咎於國民黨。 

時序進入 1990 年代，《教會公報》上對於中國、中國歷史或
中國文化的論述，絕大多數皆是負面的評價，甚至認為若干台灣人
的陋習與政治腐敗就是中國文化遺留的結果，把中國文化當成一種
外來的產物。即便對中國文化出現正面的描繪，多半也是諷刺國民
黨政權，因為這些中國文化的「美德」在它們身上完全找不到。將
1970 年至 2000 年之間《教會公報》上有關自我身分與文化表述的
文章、字句、論述逐步歸納，經分析後可以看到該報上呈現的文化
認同轉移了軌跡，原本對於「中國文化」的驕傲已不復存在。就一
項統計數字而言，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在 1992 年是 19.7%，到了

                                                                                                                                               

7 江慕義：〈不准「背後罵皇帝」？─從「侮辱元首」之「罪名」談起〉，《台
灣教會公報》，1986年 11月 30日，4。 

8 東方星：〈別讓「台灣」迷失在「中國」的聲浪中〉，《台灣教會公報》，1989
年 5月 14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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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則上升至 45%；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則由 44%下降到
13.9%，長老教會文化認同的轉向大致符合這樣的數據。9 

 
三、長老教會的台灣文化觀察 

 

從《教會公報》上刊載的論述與相關資訊來看，由 1980 年代到西
元 2000 年之間，長老教會對於台灣文化的論述與行動大致上可以
分為「議題討論」、「時事回應」、「官方立場」、「活動舉行」
與「消息刊載」五類。當然，這只是大致的分類，有些報導或是論
述會同時具有前述二到三種類別。 

 
1. 議題討論 

 

關於台灣文化內涵的討論首先集中於語言的地位與使用，例如甚麼
是「國語」？甚麼又是「方言」？或是究竟應該稱「閩南語」還是
「台語」？以及要如何「重振」被國民黨挾帶之國家機器給摧毀的
語言生態？次多的論述則落在台灣文化的「原貌」上，例如台灣人
應該具備甚麼樣的性格？以及要怎樣來「回復」被中國文化汙染殆
盡的本土文化？而在討論台灣文化的同時，《教會公報》上的論述
也注意到原住民文化的角色，作為討論漢文化之外的另一種反思。 

 
2. 時事回應 

 

相對於較為零散與隨機的議題論述，對於社會時事的回應就顯得深
入與具延續性，因為這讓眾人的討論有了更明確之標的物。而諷刺
的是，這些標的物的給予大致上是來自執政當局的國民黨，打壓不
成反倒是給了對立陣營更多柴火，甚至凝聚了長老教會與社會各界

                                                                                                                                               

9 施正鋒：《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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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心力。例如 1983 年國民黨政府準備推行〈宗教保護法〉，當
中「從事宗教儀式為宗旨，並應以公開方式及本國語文行之」一句
激起了總會專函回應，也讓當下對本土文化及語言的討論更為熱
絡。 

 
3. 官方立場 

 

此處所謂的官方立場的觀察角度主要是各項會議的議決與聲明。例
如總會是長老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一年一度為期數日的經常年會
更是一大盛事，報告、討論各項主題與議決種種事項，可以讓我們
從中觀察長老教會的動態。除此之外，各式會議如「台灣宣教協議
會」、「台灣前途研討會」等也是很好的觀察對象。會議有時除了
議決之外，還會有會後聲明，例如 1988 年 11 月 20 日，總會事務
所公布了「新而獨立的國家」的詮釋文，當中「新」包含「新人
民」、「新文化」、「新國會」、「新憲法」，以及「獨立」的意
義與其完成「方式」。「新文化」指除去陋習，揉合各種文化之優
點以建立新的台灣文化。10 

 
4. 活動舉行 

 

除了嚴肅的會議之外，長老教會對於本土文化的實踐可以從眾多官
方與地方教會舉辦的活動中去了解，內容主軸多半集中在「語言」
與「生活體驗」，強調「台灣文化」不同於「中國文化」的特殊
性。1993 年 1 月 25 至 28 日，嘉義中會教育部在雲林土庫教會舉
辦「鄉土福音冬令營」，介紹台灣的地理、歷史與兒歌民謠，期盼
小朋友們能因此學習更愛台灣。11 而地方教會所舉辦的各項「夏令
營」、「生活營」、「文化營」更在 1990 年代雨後春筍、百花齊

                                                                                                                                               

10〈何謂新而獨立 長老教會詮釋闡明〉，《台灣教會公報》，1988 年 11 月 20
日，1。 

11〈讓小朋友藉認識台灣對鄉土產生認同〉，《台灣教會公報》，1993 年 2 月 7
日，13。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93 

放。另外屬於非教會舉辦之社會活動，長老教會也會在某種程度上
派人參與或是協辦，在不同的場域分進合擊。 

 
5. 消息刊載 

 

非常明顯，儘管《教會公報》主要是作為報導教會與福音性質的文
字媒體，但對於「理念相近」之非宗教團體的活動訊息或相關文
章，同樣也是不吝惠予刊載。1991 年 6 月 14 日晚七點半，台灣文
藝雜誌社、台灣筆會、台灣教授協會等單位假台北耕莘文教院共同
舉辦「台灣文化、民族、國家認同問題」座談會，並由原名黃燕德
的作家林雙不主持，並有多位學者與會。《教會公報》在第 2051
期刊載了這項訊息。12 而台灣筆會在 1993 年 1 月主辦「賴和文學
獎」，《教會公報》同樣刊登了投稿與選評等相關資訊。13 

受限於篇幅，以下將集中闡述 1980 年到 2000 年這段期間
《教會公報》上對台灣文化的討論、台灣人性格的書寫，以及原先
作為「方言」的台語之處境轉換。 

 
四、台灣文化的「位置」 

 

當過往所依恃的中國文化與族群認同已無法滿足當下需求，甚至認
為惡質到應該揚棄的時候，《教會公報》上的各項文字也開始討論
何謂「台灣文化」，並且試圖尋找此一文化的位置。這些相關的文
字或是報導來自四面八方，儘管難有絕對一致的論述，但相對地也
呈現了豐富的多樣性。 

  

                                                                                                                                               

12〈關心台灣 社團合辦座談會〉，《台灣教會公報》，1991年 6月 23日，6。 
13〈鼓勵小說創作 賴和文學獎徵選作品〉，《台灣教會公報》，1993年 1月 3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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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置於中國脈絡下的台灣文化 

 

1984 年 1 月 29 日，由教會公報社主辦、青年事工委員會協辦的
「文藝營」在台中豐原興農工商研究中心展開，羅榮光牧師主持了
開會禮拜，講道的題目是「讓我們一起來做夢」。其中提到： 

台灣是個很奇妙的地方。他擁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

受日本人統治的五十年當中，又接受了日本人建立的科學社

會制度，在大和民族的精神影響下，也感染了那份獨特。光

復以後，台灣重回祖國懷抱，這段期間深受西方文化的衝

擊，通過教會、通過資本家，西方文明開始進入台灣社會。14 

所以當時的羅榮光認為台灣的文化相當多元，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就是基礎，戰後歷史則為依舊回歸「祖國」的懷抱，也就是把「台
灣文化」置於「中國文化」的脈絡之下，不過在兩年後，《教會公
報》刊載的一篇文章卻不這樣認為。 

 
2. 獨立於「祖國五千年」之外的台灣文化 

 

在 1986年 11月 2日出刊的《教會公報》、洪叡郎牧師的專文中，
他介紹了日本音樂家早川正昭以韋瓦第 (Antonio Lucio Vivaldi, 
1678–1741)曲風創作的《台灣四季》專輯，感動之餘並感嘆從小到
大「無論學校的教育或各種大眾傳播皆刻意引導我們羨慕西洋文
化，以及『祖國』五千年過去的文化；更輕視台灣本土的文化，許
多台灣人（包括本人）誤認為台灣民間的音樂為粗俗不堪入耳」、
「每一個民族自有其獨特的文化，台灣亦不例外。然而令人傷心的
是：在現有的統治體制之下，台灣文化不但未受到應有的尊重，反

                                                                                                                                               

14〈「文藝營」圓滿結束盼運用上帝所賜智慧共同建立「藝文王國」〉，《台灣教會
公報》，1984年 2月 12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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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壓抑趨於滅絕，台灣音樂之美早已被刻意予以湮沒。」15 一
樣是長老教會的牧師，羅榮光表示台灣文化是以中華文化為基礎，
洪叡郎則認為台灣文化被現有體制壓抑滅絕，這個「現有體制」宣
導「祖國五千年」因而讓人輕視台灣的本土文化。《台灣四季》共
收錄 12 首台灣改編的民謠，所以洪牧師此處所論及的「台灣文
化」主要指涉的應該是不包含客家、移民台灣數百年的漢人文化。 

 
3. 揉合各種族群的台灣「新文化」 

 

到了解嚴的 1987 年，該年 7 月舉行的「台灣宣教研討會」之主題
為「台灣宣教的契機」，研討的內容包含了「台灣教會的歷史」、
「鄉土與普世」、「與本地文化的關係」等，歷史與文化總算進入
了討論的核心。16 會後的共同聲明指出：「我們確信唯有將福音落
實於本地文化，才能將上帝的恩典和愛道成肉身在眾人當中，並開
創出一個更合乎人性的新文化，使人得自由、仁愛、公義、和平的
豐盛生命。」17 這篇聲明雖然沒有明說「新文化」的範圍與內容是
甚麼，但相對的也沒有以特定族群或是語言作為框架。1988 年 11
月 20 日，《教會公報》刊載了總會事務所發表的「新而獨立的國
家」詮釋文，當中「新」包含「新人民」、「新文化」、「新國
會」、「新憲法」，以及「獨立」的意義與其完成「方式」。「新
文化」指除去陋習，揉合各種文化之優點以建立新的台灣文化。18 
1989 年 5 月 12 日，前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在「台灣現實文
化講座」中也談到，1977 年〈人權宣言〉中的「新而獨立」也包
含了「新的文化」，認為若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也要有己身「立
根的文化」。他表示台灣的文化屬於多元文化，應包容與尊重原住
民與「二戰後從中國大陸來台同胞的文化」，而經歷荷西、清領、

                                                                                                                                               

15 洪叡郎：〈台灣、台灣─簡介「台灣四季」〉，《台灣教會公報》，1986 年 11
月 2日，12。 

16〈台灣宣教研討會 確定內容及講師〉，《台灣教會公報》，1987年 7月 19日，1。 
17〈台灣宣教研討會共同聲明〉，《台灣教會公報》，1987年 8月 23日，6。 
18〈何謂新而獨立 長老教會詮釋闡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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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的台灣人「自己也形成了一種文化」，至於客家人也有自己的
文化。19 

 
4.「海洋文化」登場 

 

1995 年 10 月 20 至 21 日，教會與社會委員會、台灣獨立安全基督
徒促進會、台南神學院基督教社會研究所在新竹聖經學院舉辦研討
會，就「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作深入的探討。該研討會分成三大
重點，分別就「新」的意涵、「獨立」之意義以及「建立新政治文
化」，由鄭兒玉、黃昭堂、許慶雄提出見解。研討會結束後，主辦
單位移往台北總會事務所，發表了〈新而獨立的台灣聲明〉。其中
「新」的意涵是「新國家建立」、「新國家領域」、「新國家主
權」、「新國家理念」、「新國家國民」、「新國家文化」、「新
國家語言」，其「國家新文化」為「海洋國家之獨特文化」。20 
1996 年 10 月 11 至 12 日，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台南神學院基
督教社會研究所與台灣獨立安全基督徒促進會在新竹聖經學院共同
舉辦了「建立新而獨立的台灣」研討會，以「台灣總統」、「台灣
國號」、「台灣魂」為演講主題，並於研討會結束後發表〈建立新
而獨立的台灣研討會呼籲文〉。關於新文化的論述文有以下這句：
「台灣要培養新國民的意識與氣質，並建立台灣特有的海洋文化，
來塑造現代化國家的氣象。」21 

  

                                                                                                                                               

19〈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教會公報》，1989年 8月 27日，10。 
20〈建構新而獨立的國家藍圖 總會教社等團體舉行研討會並發表聲明〉，《台灣教
會公報》，1995年 1月 2日，1。 

21〈長老教會再度呼籲─以台灣之名加入國際組織〉，《台灣教會公報》，1996
年 10月 20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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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人「性格」的書寫 

 

1990 年 3 月 4 日，《教會公報》刊載了一篇林雙不的演講，他認
為數百年前台灣人的祖先飄洋來台開墾並且經歷不同的統治者，但
是台灣人卻未被消滅、同化，因此「背後必定有一個優秀的文化傳
承在支撐」、「台灣文化本來是有尊嚴的」，但是今日的台灣文化
卻充滿「自私」、「不負責任」、「粗俗投機」、「一味忍耐而不
敢抗爭」、「蠻橫、霸道、不講理」的缺點。林雙不認為這是政治
上的因素使台灣本來的文化扭曲了，其兇手就是國民黨政府。國民
黨扭曲台灣文化的手段有「屠殺」、「警、軍、特的高壓統治」、
「醜化台灣本土文化」、「使社會物質化」，因此唯有台灣人當家
作主才能恢復台灣文化的內涵。22 

林氏的論述為 1990 年代之後《教會公報》上台灣文化論述的
典型，即假設了一個台灣文化的「原型」，或是台灣人原先具備的
優點與特質，卻受到後天的改變與扭曲，並且認為應該「恢復」這
個民族的「原始性格」。那麼，台灣人又應具備甚麼樣的「性格」
呢？ 

 
1. 冒險、苦幹與樸實 

 

1996 年 12 月 6 日，舒珊在〈反賄選與改造台灣人的貪婪性格〉一
文告訴讀者台灣人原本的性格是甚麼。他認為： 

台灣人的性格原本涵蘊着冒險、苦幹、樸實及「相疼惜」

的精神，唯光復之初，先有二二八事件，菁英盡遭屠殺，

遂產生了明哲保身，不過問公眾事務（政治）的自私性

格；繼之，國府為掌控政權，勾結地方派系，訴之以利、

                                                                                                                                               

22 林雙不：〈現階段的台灣文化〉，《台灣教會公報》，1990年 3月 4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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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之以財，買票賄選因而橫行鄉里，遂產生了近利投機的

貪婪性格。 

最後的結論是期望教會能發揮宗教精神，在行動與祈禱中喚醒台灣
人的良知，重建台灣人的心靈。23 

 
2. 古意與俠氣 

 

牧師張學章在《教會公報》上的一篇專文〈由台灣魂談「光照台
灣，重建心靈」〉中指出，每一個民族都有引以為榮的精神，那麼
台灣人的精神特質又是甚麼呢？他認為台灣人的「古意」源自敏感
的良心，而這樣的特質普遍存在於「父執輩」中，因為「新一代」
已被暗示要「機變巧詐」才能生存，暗指「古意」的本質被現況扭
曲。而台灣先民面對外族侵略時，就算是犧牲也意氣風發，認為
「這些人是真正的俠客、他們是台灣人」，同時也是「台灣魂」的
精神。24 

 
3. 講求精確 

 

李順仁在第 2492 期的《教會公報》中撰文討論台灣人的「精確文
化」。有鑑於「九二一大地震」已過了兩個半月，不知政府是否對
於災區有精確且通盤的了解，因為這將是重建的重要依據。接下來
他引用了 1871 年《淡水廳志》與 1852 年《噶瑪蘭廳志》中對自然
山川、空間地域以及魚類的觀察，不禁對祖先產生「敬佩之心」。
最後他表示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後，就進入了壓迫與環境汙染的「雙

                                                                                                                                               

23 舒珊：〈反賄選與改造台灣人的貪婪性格〉，《台灣教會公報》，1992 年 12 月 6
日，13。 

24 張學章：〈由台灣魂談「光照台灣，重建心靈」〉，《台灣教會公報》，1996 年
9月 15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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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歲月」，讓「我們的文化無法與 1895年以前的台灣接軌，繼續發
展台灣土地上的精確文化」，並鼓勵讀者向「台灣傳統」學習。25 

 
4. 尚武盡忠 

 

台灣在 2000 年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李登輝將政權和平轉移給陳
水扁所領導的民進黨政府，並成立「台灣團結聯盟」，蔡信重長老
投書分析了李登輝的性格。他首先提到李氏的祖先為飄洋過海來台
開墾的福建漳州客家人，與漳、泉及平埔族融合，因此具有「漢人
刻苦耐勞，客家的硬苦和平埔族善良誠實的精神」。該文最特別之
處在於，蔡信重認為李登輝是在「兩代外來政權統治，被歷史浪濤
衝擊勇敢生存下來的台灣人」，但依舊能夠保存日本「武士道」的
精華─「效忠國家與尚武勇敢」，並儒家倫常及負責任盡義務之
觀念。這樣的精神在「過去接受日本教育的年長者中，大多尚存留
此項精神」。最後他呼籲所有認同台灣的人，都應該仿效李登輝的
精神，加以「培養昇華為台灣精神」。26 

 
六、台語：從「方言」到「國語」 

 

不論是「中國文化」還是「台灣文化」，相關的論述是抽象且主觀
的，但語言的使用卻可以明確區分「他者」與「我群」的差異，特
別是在這個服裝與髮型普遍西化的時代。國民黨政府的語言政策是
以單向的「教化」方式，使「台省民眾」至少在族群認同上，先接
受中國為自己的祖國，以及能以「國語」來溝通為目標。而站在執
政者的立場，族群認同及文化上的同化乃是中國化的主要內容。27 
藉着掌控在國家機器下的教育機制與大眾媒體，所謂的「國語」通

                                                                                                                                               

25 李順仁：〈「精確」文化〉，《台灣教會公報》，1999年 12月 5日，16。 
26 蔡信重：〈培養昇華台灣精神〉，《台灣教會公報》，2001年 12月 16日，10。 
27 張茂桂等：《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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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島，「台語」、「客語」等不同的族群語言則被視為「方
言」。但是當文化認同產生轉移的時候，台語呈現了從「方言」到
「母語」的變化，何況長老教會還是台灣以羅馬字拼寫台語的始祖
及大本營。 

 
1. 置於中國文化脈絡下的台語 

 

1978 年 12 月 10 日，《教會公報》第 1397 期的「宗玉集」討論政
府准許發行「台灣話」聖經的謠傳，文章這樣說道：「台灣話是中
國語言很重要的一支，也是海外多數華僑重要的通用語言之一。目
前台灣話在島內受壓制的情形下面，台灣話聖經成為台灣話唯一的
標準本教科書」、「為了攏總華人和整個中國文化，有關當局實在
不通隨便要用政治來打擊或是限制台灣話。」28 另一處是某讀者投
書，表示台語是一種源遠流長的語言，或稱之「福佬話」或是「河
洛話」，語彙古雅且繁複，並引用中國古代用語來論證之。該文最
後表示，有人以為台語盡是粗話，這樣的想法「荒謬之至，可憐又
可惱」。29 台語的「粗俗」可說是過去長期以來的歧視，也是國民
黨政府打壓的結果。前述二文的作者對於政府的打壓與社會的刻板
印象，在此時從「中國文化」中來尋找奧援的材料，論證台語是中
國語言的分支，而且是很優美的分支。 

 
2. 作為「方言」的台語 

 

《教會公報》第 1628 期的社論藉由「聖靈降臨節」討論語言對於
福音傳遞的重要性，聖經敘述了信徒在耶穌復活後第五十日聚集祈
禱後說「方言」，也讓該社論認為「聖靈降臨，通過每個人自己的
母語『方言』來傳達福音。」30 同年 9月 19日中午 12點，教會公

                                                                                                                                               

28〈台灣話聖經〉，《台灣教會公報》，1978年 12月 10日，7。 
29〈「台語」粗魯？〉，《台灣教會公報》，1981年 7月 26日，7。 
30〈聖靈降臨，種族平等〉，《台灣教會公報》，1983年 5月 22日，1。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01 

報社、聖經公會與台南神學院所屬的基督教社會研究所，假聖經公
會舉辦「宣教與語言」研討會，總會代表、地方教會牧長及不同宗
派的宣教師齊聚一堂。研討會回顧過去教會宣教師不論到何地宣
教，都會先學習此地的「方言（父母話）」，因為它是一個民族與
文化的根源，不少國家平均也有多種「方言聖經」。31 該研討會確
定語言對不同族群宣教的重要性，這確實也是過往宣教師的宣教模
式，但會中「方言」一詞的使用明顯認為「父母話」地位低於「國
語」。1985年 10月，教育部擬定的〈語文法草案〉規定在公開場合
必須使用「標準語言」，一份《教會公報》的讀者投書同樣也是用
「公權力禁止人說自己的方言母語，這是違反人道的」來回應。32 
由此顯見當時對「台語」的認定尚處於「方言」的階段。 

 
3. 作為「國語」的台語 

 

1988 年 12 月 29 日，長老教會總會議決，今後各項會議以「福佬
話、北京話」作為通用語言，並規定若有需要，必須先用上述兩種
語言宣告完畢，主席才可以付諸表決，希望減少會議中的語言障
礙。33 因為這項規定，因此在該年 4 月舉行的總會通常年會，「北
京話」一詞的使用率增加了，不過亦有地方教會的牧師認為「北京
話」還是應該稱為「國語」，並詢問議長是誰將「國語」及「台
語」改為「北京話」與「福佬話」。總會社會服務發展委員會的主
委則回應，「只有經過全民投票通過的語言，才是所謂的『國
語』。」34 1992 年的羅榮光牧師則更往前一步，他認為「北京話
也是中國北京地區的方言」，而根據台灣的族群人口比例，「台
語」應該才是「國語」，更期待在未來，客語、原住民語、台語等

                                                                                                                                               

31〈「宣教與語言」研討會 重視「父母話」之學習〉，《台灣教會公報》，1983 年
10月 2日，1。 

32〈和「語文法」對話〉，《台灣教會公報》，1985年 12月 22/29日，15。 
33〈解決語言糾紛〉，《台灣教會公報》，1989年 1月 22日，2。 
3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 36 屆總會通常年會實況〉，《台灣教會公報》，1989 年 4
月 6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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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台灣話」，都定為「國語」來促進族群和諧。35「台語」
即「國語」在 1990 年代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是台灣
人就要說國語」。 

 
七、從邊緣到中心 

 

當「我是中國人」變成「我是台灣人」的時候，《教會公報》上的
諸多論述亦開始思考、反省到底甚麼是「台灣文化」，甚至書寫所
謂的「台灣人性格」，作為不同於以往「中國性」的選項。自
1980 年代開始，《教會公報》中對論述台灣文化「位置」逐漸從
中國脈絡中獨立出來，並且不斷豐富自己的內容，最後則是發展為
作為島嶼國家並包容各族群的「海洋文化」。儘管有這些進程與共
識，但是長老教會官方並沒有進一步說明這些「新文化」的意涵為
何，卻可從《教會公報》上各家言論窺知一二，特別在其開始討論
「甚麼是台灣人」。 

樸實、俠氣、精確與尚武，這些性格的書寫大致上與林雙不
在 1990 年的論述模式相去不遠，並且期待台灣人從過往的歷史中
尋找證據，力證對台灣文化本質的「假設」。例如清領時期的土地
開拓展現了刻苦耐勞的精神；漳泉、漳州、客家與平埔族的相遇論
證族群性格的融合，日本的殖民統治則帶來了「武士道」尚武的精
神。然後這些特質不約而同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不是受破壞殆盡就
是僅一息尚存，需要「恢復」與「重建」。而在「語言」論述方
面，「台語」逐漸從原先的「方言」、「父母話」等地方族群語
言，成為期盼作為國家代表的「國語」，也較少強調其中的「中國
文化成分」，而是以台灣的族群認同為優先。另外，原先的「國
語」則以「北京話」稱之，亦有論者認為該語言也不過是「中國北
京地方的方言」。 

                                                                                                                                               

35〈台語不是「方言」是國語〉，《台灣教會公報》，1992年 6月 14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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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有所謂兩難的理解，一是強調本質的內容、區域
性、共同體的內聚力，比如傳統文化、語言的復振與執着，因此較
容易產生排他性；二則重視創新，也就是站在歷史向前發展的立
場，聚焦於整合與泛區域性的公民教育與國家意識。36 因此長老教
會在「制度認同」與「文化認同」、「族群認同」的轉向基本上是
一致的，但同時也試圖以「新國家文化」、「新國家國民」將島內
各族群包含在內，成為該宗派的國族論述。但長老教會的台灣文化
觀事實上還有很多不同的作為與面向，並不僅限於「台語」等漢文
化的推行，《教會公報》對此也有諸多反思的文章。例如客家中
會、原住民中會亦經常舉辦不同的「語言班」、「文化營」，客語
以及多種原住民語版本的聖經也早已通行多年，也有人呼籲當心
「台灣話」一詞的使用可能也是對其他族群語言的壓迫。37 

 
八、結語 

 

總的來說，從 1980 年代開始，《教會公報》上的中國文化觀開始
走向負面評價的同時，原先被視為「地域性」的台灣文化則開始抬
頭，甚至競奪原先沒有的「國家代表權」。 

此外，台灣多元文化與諸多「母語」在解嚴後開始勃興，這
股浪潮不斷衝撞代表「固有」文化之國民黨政府所掌控的各種場
域，長老教會也參與其中。例如教育部在 1998 年初公布實施「台
灣語言音標」，這套系統無視於 19 世紀就已在台灣通行的「教會
羅馬字」，被學者認為是「排斥教會系統的心態」。38 之後長老教
會與歷史及語言學者共組戰線，在多次拜訪、抗爭與協商之後，教
育部終於在 2006 年公布了與教會系統整合後之「台灣閩南語羅馬

                                                                                                                                               

36 張茂桂等：《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22。 
37〈從「台灣話」的聯想〉，《台灣教會公報》，1992年 8月 2日，22。 
38〈否定羅馬字地位 漠視漢羅發展〉，《台灣教會公報》，1998年 3月 29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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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拼音方案」。諸如此類的政治角力與文化交鋒值得進一步的探
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