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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部地區基督長老教會自馬雅各醫生傳入至今，並非完全由西方移植，其隨著台灣

特有的地理環境、人文背景、聚會型態、宣教模式等因素影響下，逐漸形成台南地區基

督宗教建築特有的型態及使用方式。本論文試圖找尋台南基督長老教會演變至今之因素

及過程，呈現長老教會建築演變歷程中之量體組構及空間模式，在深入探討實質環境下

之神學觀點與信徒心態的異同。擷選台南縣市共八間案例教會調查分析，自案例教會設

教至今之建築量體、空間模式及其聚會型態的演變逐一規整；研究宣教策略及聚會型態

的改變如何影響教會空間之使用模式，而空間形態的改變又將如何影響敬拜儀典之神聖

氛圍，最後進行分析歸內及演變因素定論之。 

由於整體社會快速變遷，教會面臨機能與形式間的衝突與轉換，現今教會需同時肩

負宣教、教育、服務、關懷等功能。本質化與處境化之機能混融致使空間不似昔日單純，

而在大樓形式的教會建築中，機能性空間與儀典性空間相互疊加的使用模式更為常見；

神聖路徑如何在兩種質性不同之空間下被延續，為現今教會建築面臨的最大課題。長老

教會隨著時代的變遷，對於神學觀點及信仰詮釋已有不同的思考方向，致使空間形態已

與往昔大不相同；現今教會冀望建築容納更多元機能但又不失其最初之神聖宗教本質的

同時，教會內存在的聖俗議題已不似往常般嚴肅。就時間面向而言，本論文希望透過基

督長老教會傳入至今之宣教策略、聚會形式、神學觀點等作為基礎資料；就空間面向而

言，田調訪查各教會建築現今之空間模式及使用狀態，再深入探究其演變因素，呈現南

部基督長老教會建築逐漸邁入現代化之歷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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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Dr. James L. Maxwell preached gospel into Taiwa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outhern Christian Presbyterian Church is not totally implanted from the West. Some affected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ultural background, forms for meeting, and ways 
for evangelic in Taiwan, etc. had gradual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particular Christian 
architecture and it’s usages in Tainan area.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factors and 
courses of development of Tainan Christian Presbyterian Church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he author will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ural volume and spaces of the 
architecture of Christian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looking in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ological point of view and believer’s attitude unde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Eight churches in Tainan has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and to analyze, by concluding cases with 
their development of composition of buildings, spaces and forms for mee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e eight churches. This thesis has investigated first, how changes of 
evangelical tactic and meeting types influenced the usage of church spaces, and second, how 
changes of spaces influence the sacred atmosphere of worship service after that. Finally, the 
author has also analyzed and to conclude these factors which cause the variation. 

Due to the radical changes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church faces the conflict and 
conversion among functions and forms. Modern churches must carry some functions such as 
evangelical, education, service, care, etc. at the same time. Mixing with the functions of 



 

 III

essence and situation has caused different use of forms of space unlike the simple function 
that used to be in the past, it is obviously observed that functional and ceremonial space will 
be switch used between the two in building-like churches. The greatest issue that has to be 
faced is that how to extend the sacred route under thi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form of spaces 
nowadays. The Christian Presbyterian Church changes in time, there have developed different 
thinking directions toward theological point of view and interpretations of faith so that the 
form of space is widely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When churches are expected to contain multi 
function while remain its’ initial sacred essence, the holy and custom issues of churches is no 
more a serious subject as it was. With the aspect of time, this thesis wishes to take evangelical 
tactic, meeting type, and theological point of view of Christian Presbyterian Church that 
preached into Taiwan as basic materials; with spatial aspect, the author has investigated the 
form of space and its’ using condition of modern church buildings. And deeply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that cause variation, and to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ed course of the 
southern Christian Presbyteria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Southern Taiwan. 

 

Keyword：Presbyterian church, church architecture, sacre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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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基督信仰自西方傳入至今，並非完全由西方所移植，其隨著本土化與都市化之過程

中，逐漸演變為台灣特有的建築風貌。現今的台南地區長老教會不論建築量體、空間形

式及使用機能，皆與初傳入台時大不相同，而此建築與空間之演變過程為本論文所探究

之主軸。由於教會之建築研究，時常必需伴隨基督教信仰之神學基礎，在時空背景下，

不同的神學觀點所呈現的空間模式亦有所不同；再者，由於建築環境變遷所帶來的限制

及成果，也使得教會建築在建築界中具有其本身之特殊性，値得筆者深入研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依體制分為南北兩體系。南部基督長老教會源自英國老教會，馬

雅各醫生（Dr. James L. Maxwell）為首任宣教士；北部基督長老教會則源自加拿大長老
教會，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為首任宣教士，分別以台南及淡水為根據地，
積極拓展台灣宣教事業。傳教初期，台灣長老教會之宣教事工很明顯分為南北兩個不同

的教會體系，直到日治晚期，長老教會才因著政治力的影響下有了合一的動作，但是仍

有其各自的神學院校及行政體系，此外，南北不同的地理、人文及政經條件也致使南北

教會有了實質上的差異。 

相關文獻回顧中，有關台灣本土教會建築的論文著實有限，分別為 1986年李俊彥
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堂建築形式轉化之研究─以馬偕博士沿淡水河岸設立之教

會為例》，1991年陳淳頎所著《現世化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建築影響之研究》及同年張
政章所提之《1945年後台灣西部平原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之研究》，1987年張欽烽所著
之《南台灣基督教教堂建築之研究》，1999年謝偉士所著之《當代都市化過程中基督教
會空間演變初探─以 1945年後台中市為例》及 2001年張志豪所著之《花東地區天主教
教堂建築研究》，其中基督教相關文獻中，李俊彥之論述偏重北部的研究；陳淳頎的探

討則著重於現世化對建築的影響，對教會建築變遷過程並無太多著墨；張欽烽的研究則

著重基督教各教派之禮拜堂空間研究，對長老教會建築演變及現代化過程中所增加的附

屬空間並無探討。台南地區獨特的人文環境及地域關係，使台南地區之教會建築發展與

各教會皆不相同，再加上台南為台灣長老教會之起源地區，種種的因素下，使得台南地

區長老教會自傳入至今的教會建築演變歷程成為一門相當値得探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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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論文意圖探究戰後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之建築演變過程。建築面向而言，先由

長老教會之源流觀察英國長老教會之建築原形，及其對台灣老教會建築之影響；再由初

傳入台時教會之建築形式，對照現今長老教會建築之轉變歷程，並探究其影響因素。空

間面向而言，由個案中教會演變中觀之，從興建年代描述空間模式之變化，由時間軸向

分析教會空間在機能與形式的演變，以及宣教方向及聚會型態所為空間帶來的影響。 

由以上架構方式來建立長老教會之教務發展，以及宣教模式於時空背景下的關係，

並由當時之宗教儀式回溯教會內部之空間型態，串聯空間與活動之應變關係，從長老教

會整體性之涵構到活動儀式所呈現之神學意象逐一解讀與歸納。初傳入台時，教會尚為

純儀典性空間，教會僅負擔崇拜之功能，但隨著社會型態的轉變，會友開始冀望強化教

會之功能完備，空間型態亦隨之改變。戰後初期，教會量體尚以水平散狀之配置型態；

今日的長老教會已隨著都市化的結果而呈現高層化的現象，教會機能也由昔日之純儀典

性轉變為多元性的使用模式。再者，長老教會隨著時代的變遷，對於神學觀點及信仰思

維皆有不同的詮釋，致使教會所呈現出的空間型態已與昔日大不相同，而教會內所存在

的聖俗議題也因宣教手法的轉變而不似往常般地嚴肅。本論文希望透過相關研究描繪出

教堂空間及使用模式之關聯，並勾勒出教會建築之演變形式，在探究致使其改變之因

素，呈現長老教會自傳入至今的建築演變歷程。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論文之研究對象為基督長老教會，探討教會之崇拜空間及其他附屬之機能性空

間。現今教會建築多採用垂直堆疊的複合型大樓型態，將許多異質性空間併納入單一建

築物中，但在早期的教會發展並非如此，乃是水平開展的方式，禮拜堂為一單體建築，

將其它機能空間分佈於不同的建築中而組成之建築群。本論文希望透過已改建之教會建

築為探討對象，討論教會之改建歷程及背後因素。論文的研究範圍因著時間與人力之限

制，並未對台南地區進行普查，在有限的能力下選擇其中具有代表性之教會建築為討論

的實際案例。選擇案例的原則如下：首先為該建築之原設計用途即為專供信徒崇拜聚會

之用，這樣的用意在於將時下部分存於公寓大廈或街屋形式的教會建築暫不予討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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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需有建築改建歷程之教會案例，且因本論文所探究的為教會建築之現代化過程，案

例教會需具備現代之營建工法、建築思潮及宣教觀念等，如此方得以呈現教會建築自傳

入至今的演變歷程。時間範圍的部分，則探討戰後至今的教會建築演變為主，之前荷西

據台時期的部分，由於缺少有效的圖文資料以供討論，因此僅於基督教信仰之相關荷蘭

人在台灣傳教所造成的影響與以帶過，在實質的教會建築則不進行研究；而清領至日治

時期之教會建築已多無留存，且此時期之教會建築已有相關文獻論述之，本論文將其作

為論述背景，為探討現代化建築之基礎原形。為歸納時間限定、區域限定及對象限定之

後，所選擇的案例教會，分別是台南市南門教會、北門教會、東門教會及台南縣佳里教

會、左鎮教會、安順教會、新市教會及灣裡教會【表 1-1】，此八間教會建築皆於近十年

有了建築改建的變化，且由於設教年代都已相當久遠，且歷經多次改建行為，使論文探

究更為充實及具體。 

【表 1-1】研究對象之基礎資料 

 教會名稱 設教年代 改建年代及次數 

1. 南門教會 1937年(日治後期) 
1. 1959年重建禮拜堂。 
2. 2005年拆除所有建築(禮拜堂、牧師館、主日學
教室)，重建之教會建築為大樓形式。 

2. 北門教會 1954年(戰後初期) 1. 1961年遷移會址重建禮拜堂。 
2. 1992年完成現今之教會建築。 

3. 東門教會 1906年(日治初期) 1. 1926年完成禮拜堂並保存至今。 
2. 1997年增建教育大樓。 

4. 佳里教會 1898年(日治初期) 

1. 1944年移築重建禮拜堂。 
2. 1951年原地重建禮拜堂。 
3. 1974年及 1981年先後增建活動中心及教育館。
4. 1994年重建禮拜堂為現今之教會建築。 

5. 左鎮教會 1903年(日治初期) 1. 1970年重建禮拜堂。 
2. 2004年重建禮拜堂為現今之教會建築。 

6. 安順教會 1901年(日治初期) 
1. 1910年移築重建禮拜堂。 
2. 1952年再次移築重建禮拜堂。 
3. 1994年完成現今之教會建築。 

7. 新市教會 1897年(日治初期) 
1. 1931年移築重建禮拜堂。 
2. 1960年再次移築重建禮拜堂。 
3. 1996年完成現今之教會建築。 

8. 灣裡教會 1932年(日治後期) 1. 1960年重建禮拜堂。 
2. 2002年完成現今之教會建築。 
資料來源：本表格由附錄之案例資料整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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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有關戰後時期教會之建築形式資料研究，以多面向的史料去觀察、蒐集、分析與討

論，資料內容包含書面、圖面、影像、實體建築、訪談等。本研究由文獻及田野兩面同

時進行。歷史面向，透過史料蒐集基督教之相關文獻，包含神學觀點、宗教教義、儀典

行為及長老教會之教務發展相關資料。建築面向，因重建行文而消失的教會建築將透過

相關圖面及文獻之回溯，現今之教會建築將透過實地拍攝及測繪，以期能更深入了解空

間形式，透過教會人士及耆老之口述訪談，有助於勾勒教會之使用行為。 

為確立研究目的與研究議題後，著手進行相關資料之歸納與整理，配合步同之議題

而以不同的資料加以輔佐印證。資料來源有日治時期及當代之相關研究資料，但由於探

討之議題為教會建築之現代化歷程，因此在選用基本資料之論述時，以當代的研究資料

為主要整理與歸納；論述教會建築現代化又需回溯至日治時期及清領時期，方之教堂之

原形與變遷，再與現今之教會建築印證比對，呈現長老教會各時期之量體及空間形式，

因此需輔以日治時期及清領時期之相關文獻來論述之。 

研究流程之起始為資料蒐集，包含縱向之文獻資料蒐集，與橫向之田野資料彙整；

接下來為研究議題之確立，包含長老教會之擴展歷程、教會建築與空間在各時期所呈現

之形貌、空間與儀式活動之互動關係、儀式活動與神學觀點之呈現，針對議題將多方蒐

集而來之資料分類，藉由不同的研究議題，將文獻以不同的主題論述比對，進而輔以個

案對象證明之，最後進行分析與歸納及演變因素並定論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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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研究流程及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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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堂發展回顧 

第一節  教堂本質之探究 

舊約時代，上帝透過祂的選民以色列人施行奇事，因此從前的外邦人必須前往以色

列尋求上帝的祝福。後來因著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全人類的罪得蒙救贖。祂的血全然

洗淨人的罪，並為新約立下了根基。耶穌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

出來的。」
1
 

  初代教會誕生於五旬節
2
。當聖靈在五旬節時降臨在門徒身上時，人們聽見門徒用許

多地方的語言講說上帝的大作為。教會時代從展開，透過上帝的恩典，救贖的福音將傳

遍全世界。凡有血氣的人，也都將因著呼求彌賽亞耶穌的聖名而得救；任何人只要接受

耶穌十架的大能，並承認祂寶血的功效，就能完全得救，恩典時代和新約時代隨之來臨。 

教會是上帝在恩典時代用來祝福全人類的管道，恩典時代始於聖靈首次降臨的五旬

節，因著耶穌的死與復活，人類在上帝面前得以聖潔。彼得看到一塊大布滿載潔淨與不

潔淨動物的異象，以及哥尼流緊接著歸向基督的見證，於是列國列邦同得救恩的大門打

開了。凡承認耶穌是彌賽亞和救主的猶太人和外邦人都歸在祂的教會中，祂也透過教會

廣傳福音。 

  當使徒開始傳福音時，上帝揀選以色列人為祂的選民，用神蹟奇事來印證祂的福

音。初代教會在超自然的情況下誕生，並且在超自然的景況中持續增長，在整個羅馬帝

國領土內，人人都能聽聞福音，並看到上帝用神蹟奇事來證實所傳的福音，
3
福音印證了

上帝所賜的能力。初代教會的特質即為上帝的靈在教會中運行，上帝也透過教會彰顯祂

自己。教會充滿了上帝的同在，成了聖靈居住的所在。當時教會一開始並不是實體建築，

而是用布幕及支架所搭建的敬拜空間，稱之為「會幕」。爾後，以色列人結束游牧生活，

人民在所羅門王領導下豐衣足食時，開始想要搭建一個固定的敬拜場所，於是用泥磚搭

                                                 
1 詳見《聖經》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20節。 
2 五旬節（聖神降臨日）Pentecost原自希臘文,是猶太人的一個慶節，在逾越節後的第五十天慶
祝。這個節日有雙重意義。第一，這是一個農家的節日。逾越節之後的這七個星期是收割的季

節。這個季節的高潮，就是在第五十日那天，把第一束收成獻給上帝。其次，五旬節是一個歷

史性的節慶。猶太人認為上帝在這一天，在西乃山把舊約的律法給了摩西，因此他們在這一天

紀念上帝與祂的子民訂立的盟約。 
3 詳見《聖經》使徒行傳一章 8節。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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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稱之為「聖殿」。聖殿中充滿了神蹟、醫治和釋放，信徒們領受啟示、看見異象、

天使、發預言、說知識和智慧的言語，這些超自然的事蹟就如同家常便飯般，一點兒也

不稀奇，屬靈的恩賜顯而易見，神蹟更是隨處可見，而初代教會透過這樣的神蹟帶領許

多人信主。到後期歸主的人數越來越多時，在各地會興建小型的教堂，稱之為「會堂」。 

在司提反殉道4以後，基督徒開始遭受迫害，因此聚會由地上轉而為地下的聚會。

聚會空間也由聖殿及各會堂轉為私人住宅。聚會於是在掩蔽的氣氛下在各地進行著，直

到君士坦丁大帝將基督教定為國教，教會活動才得以公開進行。之後由於得到政治力量

的支持，聚會人數開始倍加的成長，但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許多人加入教會是為了政

治利益，致使教會信徒組織參差不齊，於是聚會時便漸漸分成兩種階級：神職人員與平

信徒，而神職人員成為教會內一切事務的決策者。這樣的結構下，造成敬拜時角色分化

落差明顯，使得敬拜儀式越發地集中在所謂的聖壇空間，聖壇空間越發神聖化，聖殿逐

漸將祭壇與會眾席分化為神聖與世俗的空間。 

直到十四世紀，馬丁路德開始進行宗教改革，強調「人人皆祭司」，每人在上帝面

前是生而平等的，平信徒只要誠心樂意也可參與教會的服事。這樣的改變使聖壇與會眾

的互動增加，聖壇存在的神聖性也因信仰態度改變而不再如以往般嚴肅。教會與世俗空

間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只是人與人活動的場所，更是那看不見的神與人交會的場

所。特別是基督教信仰中並無肉眼所見的形體可參拜5，最多僅有十字架的記號，用以

紀念耶穌當時為人們的罪被定死於十字架上。且因耶穌三日之後有復活，所以基督教教

堂內並無可供膜拜的空間，聖經上也清楚記載唯有心靈與誠實能靜拜祂6，這與一般傳

統的民間信仰有相當大的差異。 

根據張欽峰7認為：「從心靈的層面來探討的教會的本質性，與自物質層面討論不

同，因此探討的問題就變的沒有固定答案。」從神學的角度來看，任何「分別為聖」的

空間，只要滿足機能的需求，都可以成為敬拜的場所。重點在於這是一個屬神的教會，

一群神的兒女奉祂的名聚集時，神的靈就必運行在他們中間。在這樣的觀點下，外顯的

空間形式似乎不這麼重要。但從物質層面切入時，教堂的形式有時更能帶領人進入敬

拜。例如哥德式教堂空間的高聳被認為更接近上帝；光線透過玫瑰窗灑下的光束，彷彿

讓人得到上帝的恩澤等，都是透過建築的手法來提升敬拜的氣氛。這兩種辯證至今尚未

                                                 
4 詳見《聖經》使徒行傳七章 58-59節。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死他。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
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

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5 詳見《聖經》以賽亞書四十四章 9-10節。製造雕刻偶像的盡都虛空；他們所喜悅的都無益處；

他們的見證無所看見，無所知曉，他們便覺羞愧。誰製造神像，鑄造無益的偶像﹖ 
6 詳見《聖經》約翰福音四章 23-24節。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

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7 張欽峰，《南台灣基督教教堂建築研究》，成大碩論， 1997年，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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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論，隨著每個時代對信仰的認知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釋。 

眾而論之，教堂為基督徒共同敬拜神的聚會場所，因其存在敬拜機能的緣故，教會

內部空間規劃需著重禮拜程序的需求。禮拜的過程有許多程序，包含宣召、讀經、獻詩、

祈禱、講道、奉獻等，其中講道所佔的時間是最多的，所以如何讓主禮者清楚的把信息

傳講給會眾，成為規劃空間時一項重要的考慮因素。前述所提教堂乃是基督徒集體敬拜

的空間，但在這個空間又有神聖程度的層級分別，如同舊約時代的會幕用幔子分隔出聖

所與至聖所的空間，唯有祭司的身分才得以進入至聖所。今日的教會，聖所與至聖所中

的幔子已被耶穌的寶血除去，人們可以坦然站立於聖殿中，但其所蘊含的神聖意義仍未

退去。一般而言，教會講台空間不允許人隨便上去，在禮拜進行時更是如此。但教會建

築終究是外在的物質，如無對信仰有真正的了解與認識，就算居住在宏偉的教堂內也是

枉然，因耶和華不住在聖殿中8，祂乃是住在每個信祂的人心裡。 

                                                 
8 詳見《聖經》列王記上段八章 27節。神果真住在地上嗎﹖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
住的，何況我所建的這殿呢﹖惟求耶和華─我的神垂顧僕人的禱告祈求，俯聽僕人今日在你面

前的祈禱呼籲。願你晝夜看顧這殿，就是你應許立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聽僕人向此處禱告的

話。 



戰後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現代化歷程研究
A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Presbyteria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aina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以南門教會、北門教會、東門教會、佳里教會、左鎮教會、安順教會、新市教會及灣裡教會為例  
  

 2-4

第二節  聖經對教堂空間的教導 

在《聖經》裡提到關於人民集體的敬拜空間有三種：分別是舊約時代所搭建的會幕、

所羅門時代的聖殿及各地的會堂。聖經中對於會堂空間僅只於提到這樣的名詞，並無詳

加的描述；爾後對於會幕及聖殿則有較多的敘述，但也僅止於材料及尺寸的註記，並無

完整空間架構的圖像留存。 

在舊約時代聖經，上帝對於選民如何搭造會幕有詳盡的規定及準則，從顏色、材質

至形式都有註記。在聖經希伯來書九章中對會幕有詳盡的解釋，當時因為以色列人是為

遊牧民族，因此必須搭建一座可以隨時移動的敬拜祭祀空間，稱為「會幕」或「聖幕」

【圖 2-1】。上帝命令祂的子民搭建一座會幕，會幕長十四公尺、寬四公尺、高五公尺，

由木頭架構所支撐，外面匹覆藍色、紫色及紅色的麻布。會幕內用幔子分隔為聖所與至

聖所。在聖所內放置銅製祭壇，每日早晚皆要燒香祭拜，除此之外尚有一金製七星燭臺

及一金製聖餐桌；在至聖所則放置約櫃，約櫃為一裡外皆包金之木製櫃子。凡祂的選民

方皆可進入聖所敬拜祂，但唯有祭司在一年之中的贖罪日時方可進入至聖所，人所有的

罪都需透過祭司才蒙赦免，一切的獻祭也要透過祭司才蒙悅納。直到所羅門王統治時

期，以色列人已決定定居於耶路撒冷，所以下令建造一座固定的敬拜場所，敬拜上帝並

安置約櫃。此時期已脫離會幕空間成為實體建築，所以不在沿稱「會幕」，而改稱為「聖

殿」【圖 2-2】。因敬拜程序並無多大的改變，整個空間序列基本上還是沿自早期的會幕空

間。 

 
【圖 2-1】會幕空間。 
資料來源：摘自《聖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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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聖殿空間。 
資料來源：摘自《聖經的故事》。

 

眾人需透過祭司才蒙救贖這件事一直到新約時期耶穌被定十字架的那天，在《聖經》

〈利未記〉第十六章說到耶穌藉著祂的寶血洗靜眾人的罪
9
，使眾人得以潔淨的進入至聖

所，從此以後便得以坦然地面對上帝。因此新約與舊約的宗教儀式有所差異，不在有血

淋淋的宰殺牲畜場面，起而代之的是撥餅、洗禮及祈禱等儀式
10
。在舊約裡，山羊和牛

犢的血只能為百姓遮罪，不能為他們的罪成功救贖。因著基督用自己作為神的羔羊，在

十字架上永遠的為罪獻上自己為祭，從此之後只要心裡相信、嘴裡承認的，就必得上帝

憐憫11。祂灑在天上帳幕裡的血，成為人們永遠的救贖。 

 

 

                                                 
9  詳見《聖經》希伯來書九章 12節。並且不是藉著山羊和牛犢的血，乃是藉著祂自己的血，
一次永遠的進入至聖所，便得到了永遠的救贖。 

10 詳見《聖經》使徒行傳二章 40-42節。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勸勉他們說：你們當救自己
脫離這彎曲的世代。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遵守使

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11 詳見《聖經》希伯來書十章 6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
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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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聖經對會幕及聖殿的教導 
 經文內容 經文出處 

1.  「在聖所，就是真帳幕裡，作執事；這帳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希伯來書

8:2 

2.  
「那頭一層帳幕作現今的一個表樣，所獻的禮物和祭物，就著良心說，都不能

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 
希伯來書

9:9 

3.  
「照著天上樣式作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

美的祭物去潔淨。」 
希伯來書

9:23 

4.  
「因為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

前。」 
希伯來書

9:24 

5.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告訴以色列人當為我送禮物來；凡甘心樂意的，你

們就可以收下歸我。所要收的禮物：就是金、銀、銅，藍色、紫色、朱紅色線，

細麻，山羊毛，染紅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莢木，點燈的油並做膏油和香的香

料，紅瑪瑙與別樣的寶石，可以鑲嵌在以弗得和胸牌上。」 

出埃及記

25:1-7 

6.  
「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

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 
出埃及記

25:8-9 

7.  
「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帳幕。這些幔子要用撚的細麻和藍色、紫色、朱紅色線製

造，並用巧匠的手工繡上基路伯。」 
出埃及記

26:1 

8.  
「又要用染紅的公羊皮做罩棚的蓋；再用海狗皮做一層罩棚上的頂蓋。你要用

皂莢木做帳幕的豎板。」 
出埃及記

26:14-15 

9.  「要使幔子垂在鉤子下，把法櫃抬進幔子內；這幔子要將聖所和至聖所隔開。」 出埃及記

26:33 

10. 

「我為我神的殿已經盡力，預備金子做金器，銀子做銀器，銅做銅器，鐵做鐵

器，木做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

且因我心中愛慕我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

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 

歷代志上段

29:2-3 

11. 
「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鍊的銀子七千他連得，以貼殿牆。 金子做金器，銀子
做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 

歷代志上段

29:4-5 
 
【表 2-2】聖經對寶座的教導 
 經文內容 經文出處 

1.  
「要用精金做施恩座，長二肘半，寬一肘半。要用金子錘出兩個基路伯來，安

在施恩座的兩頭。這頭做一個基路伯12，那頭做一個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連一

塊，在施恩座的兩頭。」 

出埃及記

25:17-19 

2.  
「二基路伯要高張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臉對臉，朝著施恩座。要將施

恩座安在櫃的上邊，又將我所要賜給你的法版放在櫃裡。」 
出埃及記

25:20-21 

3.  
「我要在那裡與你相會，又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要吩

咐你傳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出埃及記

25:22 
 
【表 2-3】聖經對約櫃的教導 
 經文內容 經文出處 

1.  
「要用皂莢木做一櫃，長二肘半，寬一肘半，高一肘半。 要裡外包上精金，四
圍鑲上金牙邊。也要鑄四個金環，安在櫃的四腳上；這邊兩環，那邊兩環。」 

出埃及記

25:10-12 

2.  
「要用皂莢木做兩根槓，用金包裹。要把槓穿在櫃旁的環內，以便擡櫃。這槓

要常在櫃的環內，不可抽出來。」∼目的是讓人不會真接接觸約櫃，所以槓長

期在櫃旁，作搬運而不可接觸神聖約櫃之用。 

出埃及記

25:13-15 

3.  「必將我所要賜給你的法版13放在櫃裡。」∼櫃內有約，代表神一直記著與人立 出埃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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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乃之約(十戒)，因祂是為信實。 25: 16 
 
【表 2-4】聖經對聖餐桌的教導 
 經文內容 經文出處 

1.  
「要用皂莢木做一張桌子，長二肘，寬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精金，四圍鑲

上金牙邊。」 
出埃及記

25:23-24 

2.  
「桌子的四圍各做一掌寬的橫梁，橫梁上鑲著金牙邊。要做四個金環，安在桌

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腳上的四角。」  
出埃及記

25:25-26 

3.  
「安環子的地方要挨近橫梁，可以穿槓擡桌子。要用皂莢木做兩根槓，用金包

裹，以便擡桌子。」  
出埃及記

25:27-28 
 
【表 2-5】聖經對器具的教導 
 經文內容 經文出處 

1. 

「要做桌子上的盤子、調羹，並奠酒的爵和瓶；這都要用精金製作。又要在桌

子上，在我面前，常擺陳設餅。」 ∼主要是擺放酒與餅，在舊約中以酒為奠祭
加上以餅為素祭是至聖、馨香、因不用流血，不用宰殺，從田地裏的出產作供

物，所以是至聖的。 

出埃及記

25:29-30 

2. 

「要用精金做一個燈臺。燈臺的座和榦與杯、球、花，都要接連一塊錘出來。

燈臺兩旁要杈出六個枝子：這旁三個，那旁三個。這旁每枝上有三個杯，形狀

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從

燈臺杈出來的六個枝子都是如此。」 

出埃及記

25:31-33 

3. 
「燈臺上有四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燈臺每兩個枝子以下有球與枝

子接連一塊。燈臺出的六個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連一塊，都是一塊精

金錘出來的。」 

出埃及記

25:34-36 

4. 
「要做燈臺的七個燈盞。祭司要點這燈，使燈光對照。燈臺的蠟剪和蠟花盤也

是要精金的。」 
出埃及記

25:37-38 

5. 「做燈臺和這一切的器具要用精金。」 出埃及記

25:39 

6.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秘，那七星就是七個教

會的使者，七燈臺就是七個教會。」 
啟示錄 

1:20 
資料來源：本表格由筆者整理自《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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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西方教堂建築發展源流12 

本章主要是對於歐洲建築類型的主要時期源流作一概略回顧，主要探討時期分為早

期基督教時期、僧院制度與仿羅馬時期、哥德時期、文藝復興時期及巴洛克時期。基督

教信仰對於台灣而言是個外來於西方的宗教，因此台灣基督教建築在某種程度有歐洲教

堂的形式或語彙投射，是可以被理解的。 

 

 

2-3.1  早期基督教時期 

在西元三一三年「米蘭公告」(the Edict of  Milan)正式承認並隨後在西元三二六年
成為羅馬國教之前，基督教會一直是個地下組織，其宗教集會為於秘密地穴(catacomb)。
這個新興的宗教不像古代宗教那樣需要血祀場所，也無繁文縟節，它的主要儀式只須一

些水以供洗禮，些許的食物及飲料作為聖餐；前者可用泉水或海水，後者僅須一間餐室

即可。 

拉丁文“catacomb”是挖空的意思，地下密穴也是基督徒墓穴之處，基督徒因聖經
指示，人為泥土所造，死後亦得回歸塵土，但土葬不容於羅馬政府，於是基督徒遠離城

市，在郊區的地下墓穴進行土葬儀式，日後形成地下教堂
13
。地下墓穴提供基督徒安息

之所，一個個的洞穴形成特殊的地下空間組織，宛若一個地下城市。最精采的地下墓穴

多半在羅馬郊外，其城市如拿波里、西西里島的西拉庫沙(siracusa)皆有案例【圖 2-3】。成

為國教以後，附教者大增，需要更大的特定空間來容納信眾，特定的基督教建築才始立

於土地之上而漸漸發展起來。 

 
【圖 2-3】西拉庫沙(siracusa)的地下墓穴實景。
資料來源：節錄自《虛擬聖境》一書 

                                                 
12 本章節整理自邱博舜撰〈西歐教堂建築類型之主要時期發展〉、王維潔〈通往彼岸的船─基督
教堂〉、黃定國《建築史》及傅朝卿《西洋建築發展史話》。 

13 詳見王維潔，〈通往彼岸的船─基督教堂〉，《虛擬聖境》，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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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四世紀初基督教被君士坦丁大帝接納後，基督徒開始合法興建堂。由於教堂尚

未發展出成熟的建築樣式，因此信徒們引用了羅馬的會堂(basilica)作為集會之所，即巴
西利卡式教堂(basilican church)。早期基督教堂平面呈長方形，有柱廊中堂(nave)，其短
邊最終隔翼堂(transept)冠以半圓弧形堂(apse)，兩者交會之處為至聖所(sanctury)，為祭
壇(altar)所在，中堂左右各有兩道側廊(aisle)，前端短邊則為前廊(narthex)多與一圍閉中
庭(atrium)相接【圖 2-4】。原本標準的巴西利卡式前後兩端都有一個半圓形的空間，早期

基督教堂的做法則是捨棄其中一個，將其改為入口，另一半圓形作為聖殿或洗禮空間，

此一會堂形式成為這一千五百年來基督教建築的通用樣式。 

 
【圖 2-4】羅馬 舊聖彼得大教堂 西元 330年。資料來源：節錄自《建築史》一書 

羅馬保存最完好的早期基督教教堂世莎比那教堂(S.Sabina)【圖 2-5】。莎比那是一位

古羅馬貴族，當時收容許多基督徒聚會而將住宅改建成教堂空間，長條式的教堂保留原

羅馬神殿的柱列，教堂的採上層天光，透過側邊之細格柵篩出點點的光線，雖然當時沒

有鑲嵌彩繪玻璃的技術，但卻以建築的手法成功達到「去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
使信徒感覺空間的輕盈且認為更與上帝接近。大體來說，早期基督教建築處處顯露出草

創期因陋就簡的權宜性，在經濟上、建構能力上均無法自成一格，就連宗教儀式也沒有

很成熟的建立，更談不上件之貫徹至建築形制的可能性。但是，教堂建築諸元，如中堂、

翼堂、側廊、前廊、至聖所等，均已初具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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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羅馬 莎比那教堂(S.Sabina)。 
資料來源：節錄自《虛擬聖境》一書 

 

 

 

2-3.2  僧院制度(Monasticism)與仿羅馬時期(Romanesque) 

基督教義出自救贖的的概念，有很強烈的他世性(other-world liness)，在羅馬帝國的
衰微、人們對現世焦慮的不安的時代，很容易被接受以彌補空虛的心靈，這是基督教得

勝的主因。但是當基督教成為國教後，教會組織大幅擴充，且多位處都市，反倒要多方

處理世俗事務，頗違原來的教義，於是鄉野之間有一股清流發展出來，與之相對。 

大約在西元三世紀左右，在埃及及敘利亞一帶出現了禁慾苦行的宗教性修會

(orders)，逐漸形成僧院制度(monasticism)。僧院的建築制度，在整個中世紀一直保有其
主導性，而其中的聖高僧院賴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曼大地所助，為平面最為理想的僧

院【圖 2-6及圖 2-7】。聖高僧院屬聖本篤會，雖然沒有任何僧院真正依此平面如實而蓋，

但它確實是其僧侶心中的理想原形，主導了中世紀僧院的形制。第一區是貼著教堂南邊

繞著廊院(cloister)的內圍世界，主要以僧侶所需之空間為主，整個廊院只有會客室
(monk’s parlour)與外界相通，來此訪客依規定要淨足。第二區位於教堂北方的開放世界，
有專為旅客而設的酒窖及附屬的學校。第三區為教堂西端的家務區，為匠人和奴隸的居

所。第四區為教堂東端之外的見習僧和病老療養的區域，手術室及墓地與療養院就近，

以節省行程。僧院的中心空間當然是教堂本身，它不僅服務僧侶，尚作為教區教堂(parish 
church)和朝聖教堂，這些功能在教堂內被分區安排而不相衝突。 

服務朝聖旅人是仿羅馬教堂的一大特色，不管是鄉野的僧院教堂或是城市的大教

堂，均以此而有別於早期基督教的新面貌。朝聖乃於西元第五世紀成為普遍的風氣，使

得教堂的形制的調整必須配合收容遺骨與大量朝聖者的行為上。遺骨的收納導致墓窖

(crypt)的發展及更多祭壇的提供；朝聖行為的考慮則促成朝聖繞行設施的完備。基於兩
個上述之因素，使得仿羅馬教堂較早期基督教堂多出遊廊(ambulatory)、樓廂廊(gallery)、
側禮拜堂(side chapels)、東出禮拜堂(chevets)和聖歌席(ch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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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2-6】 聖高僧院理想平面 西元 816-817。 
下【圖 2-7】 聖高僧院重構模型 西元 816-817。 
資料來源：節錄自《西洋建築發展史話》一書 

 

 

2-3.3  哥德時期 

十二世紀是教會勢力的巔峰期，此時是各地大舉興建教堂的時代。一般認為歌德樣

式的教堂源於聖德尼教堂(Saint-Denis)，這座位於巴黎北郊的教堂流傳自卡羅林加
(Carolingian)時期的仿羅馬僧院教堂的藝術改革。聖德尼教堂院長蘇杰院長(Abbot Suger)
因與法王過從甚密，使教堂儼然便成御用僧院。蘇杰院長主張上帝之美與善以光流(flux)
的形式投射於世間萬物，物體所佔光的比例愈高，則層級越神聖。為了表現光的神秘，

蘇杰把聖德尼教堂建成一個展現光的空間，利用筋肋與尖拱的配合，在不同形式的空間

單元中，作出一個個的交叉穹窿的空間單元。利用交叉穹窿的相連，使空間形成一長向

線型的連續空間。筋肋的運用使負重直接傳至地面，再加上飛扶壁及戶外的輔助墩，使

不荷重之牆面得以裝設大片彩繪玻璃，透過陽光的渲染，使建築就像充滿神秘光線的空

間。 

哥德式教堂從法國被創造出來之後，普及整個西歐，為人熟知的歌德三要件：飛扶

壁(flying buttresses)、尖拱(pointed arch)和彩繪玻璃(stained glass)【圖 2-8】，也於此時被大

力推廣，但建築元素在每個地方的發展均見地域性的調整。大體來說，法國哥德教堂源

於城市之大教堂，很少具有廊院，教堂主體長約寬的四倍，常設有雙側廊，翼堂外凸不

明顯，東端收成圓弧狀，會堂空間(chapter house)為矩型，整體平面有較單純內斂的完整
性。在三度量體上以西端雙塔及中央尖塔(fleche)主導天際線，西端正立面多有大型玫瑰
窗。 



戰後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現代化歷程研究
A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Presbyteria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aina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以南門教會、北門教會、東門教會、佳里教會、左鎮教會、安順教會、新市教會及灣裡教會為例  
  

 2-12

  

【圖 2-8】法國哥德建築細部特徵。資料來源：節錄自《建築史》。 

在南歐的義大利之哥德教堂則處處顯露其對北方歌德營造技術與理論的生疏，與對

於自己的羅馬建築傳統的難以割捨。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知名的米蘭大教堂(Milan 
Cathedral)【圖 2-9】的興建過程。此教堂在西元一三八六年奠基，此後到西元一四○一年

間，因對於興建哥德教堂毫無經驗，地面台基造好了卻還不知如何立柱，乃數度從德法

請哥德建築匠師指導，但最後依舊妥協於自身的理念，最後蓋出來的教堂斷面斜度還是

沿習北義倫巴底(Lombardy)的傳統，絲毫不見北方哥德式的陡峻。其他如德、比、西的
哥德各有地域特色，不再細述。 

  
【圖 2-9】義大利哥德之例：米蘭大教堂(Milan Cathedral)，西元 1385-1485。 

資料來源：節錄自《建築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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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人文主義(Humanism)與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 

義大利人終究無法安於哥德樣式，對於光榮的古羅馬時代一直有追懷的意思。一旦

經濟復甦，人們苦思上帝、愁雲慘霧的悲情逐漸銷散，那種對現世焦慮不安，寄託於信

仰上帝的熱切之下藝術不再擅場。中世紀時代逐漸遠離，文藝界開始研讀古希臘羅馬的

著作，人文主義成為思想的核心。人文主義建築理論基於人體量度，從人體得到模矩與

比例，從人體確證方形和圓形與上帝的關係【圖 2-10】。  

 【圖 2-10】達文西所繪之人體的方與圓。 

方圓與人體的關係使得提倡文藝復興之人投入於向心多邊對稱的教堂規劃，例如托

地的聖瑪莉教堂(S.Maria della Consolazione,Todi,AD1508) 【圖 2-11】；當時布拉曼德繪於

紙上的聖彼得大教堂(St.Peter’s ,Rome,1505)計畫【圖 2-12】。向心教堂的一個重點是穹窿

屋頂(dome) 的建構，而文藝復興式的穹窿和拜占庭的前身差異最顯著為鼓環(drum)的發
展來容許開窗，並強化穹窿在外觀上的支配感。 

 
【圖2-11】托地的聖瑪莉教堂 S.Maria della Consolazione,Todi，西元 15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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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聖彼得大教堂 St.Peter′s,Rome，西元 1505年。資料來源：節錄自《建築史》 

比例及模矩系統早在早期文藝復興教堂中被運用，如布魯尼列奇(F.Brunelleschi, 
AD.1377-1446)在佛羅倫斯設計的聖精神教堂(St.Spirito,AD.1436) 【圖 2-13】是一個拉長

的中央向心式平面，以方型間距(bay)為模矩，側廊寬為一模矩，中堂寬為二模矩。 

 
【圖 2-13】佛羅倫斯設計的聖精神教堂St.Spirito，西元1436年。 

資料來源：節錄自《建築史》。 

上述早期文藝復興建築以來具有的「表皮性」並非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皆然，到了盛

期以後逐漸演變為「立體性」。事實上，晚期文藝復興或矯飾主義(Mannerism)，精神上
已接近巴洛克，其轉變，如沃夫林指出，是由靜止、澄明、比例簡單、線腳清楚，轉變

成如繪畫般注重大體效果、厚重、運動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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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與巴洛克時期(Baroque) 

西元十六世紀後半期，羅馬教會的腐敗引起宗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的挑戰，為

了救亡圖存，教會一方面改正新教徒(Protestants)所抨擊的缺失，一方面重申羅馬教會的

權威。反宗教改革的勝利標記是一六二○年白山(the White Mountain)之役，羅馬主教完全

打敗新教徒聯軍。巴洛克的興盛與羅馬教會的反宗教改革息息相關，如同沃夫林認為：

沒有反宗教改革就沒有巴洛克。 

反宗教改革後，勝利的喜悅表達在一個新的藝術樣式上。在教堂設計上，十六世紀

用以表達上帝之完美的希臘十字和圓形向心，已被拉丁十字取代，滿足儀式需求並分隔

神職人員與信徒，反應反宗教改革的神學家對於神職神聖性格的強調。長型中堂亦提供

儀式型列的容納空間及數個各別崇拜的禮拜堂。此外，巴洛克喜歡曲線更甚於直線，巴

洛克建築師喜愛組合不同的橢圓及弧線以打破拉丁十字的直線，一反文藝復興的希臘十

字或圓型的靜止型，橢圓及弧線沿其長軸的組合，空間處於不安的運動感；而在垂直向

度亦然。建築立面有別於文藝復興之附壁柱的平板性，轉而強調立面陰影的雕刻處理，

將全柱鑲於凹凸變化的曲型牆面，並將牆挖洞作成壁窟。巴洛克建築師喜歡大尺度塑造

的空間動感，柱子常見的是二、三層樓高的巨大式(giant Order)。在空間內部，常將繪畫、

雕刻及建築融成一體，建築構件以雕刻式來處理。例如Vignola所設計Gesu教堂【圖2-14

及圖2-15】，空間以不似文藝復興建築那種安定感及完整性，而是具有強烈運動感的立面，

在山牆兩側有誇張的渦捲樣式，上下兩層都冠以巨大的柱列，圓柱及半圓柱使牆面更具

立體性，對稱的立面使入口成為最主要的部位，這種重視正面的處理正式巴洛克的建築

特色之一。 

 

 
【圖 2-14】Vignola所設計 Gesu教堂平面圖；【圖 2-15】Vignola所設計 Gesu教堂立面，
西元 1568年。 

資料來源：節錄自《建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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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英國的教會建築 

南部基督教當時是透過英國長老會方得以將信仰傳入台灣，因此不論教義、聚會型

式、甚至是教堂建築的建構觀念皆受英國教堂的影響。英國教會建築在建築史的不同時

期上，皆有它自成一脈的發展。英格蘭與西歐國家遙遙相對，其發展同時受有兩種影響，

其一為本身島嶼的地位；其二為大陸各地海上交通之關係，建築思潮也因著國外的傳入

而隨之改變。 

由文獻得知，英國的教堂建築發展追溯到十一世紀前之安格魯薩克遜時期【圖2-16】

(Anglo-Saxon Period ,A.D449-1066)，此時期仍沿用羅馬建築之殘料，尚有羅馬之風格，居

住建築多用木料，其長短石牆角、三角形頭頂開口、壁柱墩與欄杆式直梃等，這些可能

均由義大利仿羅馬建築沿息而來，此時期僅少使用拱頂，僅在教堂中的墓穴裡見之。 

 

【圖 2-16】安格魯薩克遜時期之建築特
徵(Anglo-Saxon Period,A.D449-1066)。
資料來源：節錄自《建築史》一書。 

自諾曼人征服英國後，諾曼風格及盛行於此，此時期稱之為諾曼時期(Norman 
Period,A.D1066-1154)。諾曼建築雄壯而宏大，較顯著的細部特徵有半圓法圈、笨重的半
圓構柱和平滑的扶壁，均相似於諾曼地(Normandy)，此新系統的諾曼拱頂是以特殊半圓
拱筋替代交叉拱頂，這些拱筋至於四邊及對角線上，其上並承托石材鑲板，此類新式建

築系統給予諾曼建築一個新的特徵，其結局導致哥德時期的拱筋與鑲板拱頂的完整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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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對於安格魯薩克遜時期及諾曼時期的特徵差異敘述。 

【表 2-6】安格魯薩克遜時期及諾曼時期的特徵差異敘述 

 安格魯薩克遜時期 

Anglo-Saxon Period 
諾曼時期 

Norman Period 

教堂平面通常為長方形，或者由兩個大小

不同的長方形組成，大的為主殿，小的為

聖殿，主殿與聖殿之間有一聖壇法圈界定

之。 

主殿較安格魯薩克遜時期長，翼殿亦

呈展開之形式，在中殿與翼殿之十字

中心有塔樓的設置，且聖殿變為環型。

 

平面 

【圖 2-17】薩克遜時期與諾曼時期之平面比較。節錄自《建築史》一書 

牆垣 

普通為亂石砌，牆角用長短方石築成。牆

面常用壁柱墩而未使用扶壁。 

牆身甚厚，晚期在拱廊上作了許多裝

飾，內部中殿之聯式法圈、廂座與假

樓之高度略將教堂作三等分， 

門窗 

門道上用半圓法圈，門旁有長短方石但無

線腳，上有三角頭。 

聯式法圈由半圓形法圈組成，早期無

線腳裝飾，常見窗型為單拱、雙拱或

三連拱，窗口小且內壁側深而向外開

展。 

屋頂 

此時期拱頂尚沿用石造拱頂形式，結構僅

以木料作簡單之組合，上面覆以石版。 

屋坡通常為四十五度，上面蓋有鉛版

或木板，並以拱筋和鑲版之拱頂替代

羅馬之交叉拱頂。 

柱子 

構柱短而粗之圓柱體，以方型塊石替代線

角的柱帽頭。 

 構柱短而大，形狀不一，在門道及窗

戶退凹之側壁有小圓柱，雕刻甚為華

麗。 

線腳 
甚少使用線腳，僅在帽頭及基座上才有簡

單的線腳。 

線腳之發展為本期之特徵，門窗側壁

均作成退凹形式。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建築史》一書。

此時期的仿羅馬建築多附有僧院，規模較以往龐大，機能也較複雜，坎特伯里大教

堂則是此時期的代表建築。坎特伯里(Canterbury)為英國最重要的基督教信仰中心，原有
的教堂在西元1067年中毀於大火之中，第一任諾曼地主教蓮法蘭克(Lanfranc)下令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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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堂的廢墟上新建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1077-1179) 【圖 2-18】，此時興建的教堂為

諾曼仿羅馬風格【圖 2-19】，有一個中殿【圖 2-20】及精緻的西立面，北端附有一僧院。 

  

【圖 2-18】坎特伯里大教堂平面圖及【圖 2-19】中央塔樓。資料來源：《建築史》。 

   

【圖 2-20】坎特伯里大教堂之長型中殿、【圖 2-21】環型聖殿及【圖 2-22】玫瑰窗。 

資料來源：http://www.canterbury-cathedral.org/ 

哥德建築在法國大放異彩後，風潮很快地擴散到歐洲其他地方，其中成果最豐碩舊

屬今日的英國。此時其中要的建築有倫敦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 【圖 2-23】，它有全

英國最重要的宗教中心。西敏寺包含一修道院教堂及一含有方形庭院的修道院，教堂中

殿寬十五公尺，高三十一公尺，總共花費一百五十多年才興建完成，完工後即被譽為是

曠世之作，扇形拱頂的設置更是視覺上的一大成就【圖 2-24】。整個教堂之設計本質為英

國式的，通廊只有一道，中殿深長且有突出之翼殿，但也加上一些法國哥德式之特徵，

如放射狀祭堂之環形殿、飛扶壁及玫瑰窗【圖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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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2-23】倫敦西敏寺大教堂平面圖及剖面圖、右【圖 2-24】西敏寺大教堂之扇形拱頂。

  

【圖 2-25】倫敦西敏寺大教堂之部分詳圖。 
資料來源：《建築史》及http://www.westminster-abbey.org/。

因修道院制度的盛行，使得哥德建築接續仿羅馬，繼續在宗教建築上佔有重要的舞

台。從風格差異來看，英國的哥德建築可分為早期英格蘭時期(Early English, 1190-1300)、

裝飾歌德風格(Decorated Gothic, 1250-1380)與垂直哥德風格(Perpendicular Gothic, 

1350-1550)。以下分別就平面、牆垣、屋頂、線腳等細部探討三種哥德形式的建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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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早期英格蘭時期、裝飾哥德風格與垂直哥德風格之平面差異 

早期英格蘭時期 
早期英格蘭時期(Early English, 1190-1300)平面與諾曼相似，並引用尖型法圈

作為長型跨間之拱圈，教堂後邊之聖殿又轉變為安格魯薩克遜時期之方形。

裝飾哥德風格 
教堂內部較前期寬大，故構柱似乎覺得瘦小些，開始出現大的中心塔樓，

塔底有時是八角形底盤。 

垂直哥德風格 
因前期建築甚為活躍，此其少有教會建築出現。教堂內部構柱尺寸縮小，

增加扶壁以抵抗屋頂之重量，因此牆面不再荷重，得以加大窗戶開口。 

平面圖之演變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建築史》一書。

 

 

 

 

【表 2-8】早期英格蘭時期、裝飾哥德風格與垂直哥德風格之牆垣差異 

早期英格蘭時期 

牆面仍如諾曼時期之粗壯樣式，但多用琢石砌牆而少用亂石，屋頂之壓力

均集中於扶壁上，故牆身僅為帷幕牆之用，扶壁間置彩色玻璃窗，開口與

柱子形成一良好比例。開始使用飛扶壁亦為本時期一重要特徵。 

裝飾歌德風格 
因花格窗及扶壁加大，牆垣亦隨之改變，花格窗有時擴及整個牆面，扶壁

仍呈階梯狀，具有豐富的裝飾及壁窟並開始使用角扶壁。 

垂直歌德風格 

扶壁凸出甚多，飛扶壁跨過屋頂通廊且設有塔尖，內部因取消廂座，增高

了主殿的連拱廊和平幅的走道屋頂，因通廊和假樓之增加使高度亦隨之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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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壁與飛扶壁之

差異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至《建築史》一書。

 
【表 2-9】早期英格蘭時期、裝飾哥德風格與垂直哥德風格之門窗之差異 

早期英格蘭時期 
聯式法圈之比例較為修長，並大量引用尖式法圈，門道的側邊有豐富的線

腳及雕刻，上接有尖式法圈。 

裝飾哥德風格 
聯式法圈之寬度與高度比例加大，冠以等邊之尖法圈。窗戶尺寸加大用直

櫺分為兩個或數個窗洞，花格窗初期為幾何形，後期為曲線形。 

垂直哥德風格 

此時期的特徵為格子窗的垂直線，內外牆皆有鑲板覆蓋，聯式法圈由矮腳

尖法圈組成，在晚期冠以四心式法圈，上下層窗間的空間置上花格窗與雕

刻，三角檔加以雕刻。 

窗戶型態之差異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至《建築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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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早期英格蘭時期、裝飾哥德風格與垂直哥德風格之屋頂之差異 

早期英格蘭時期 
屋頂為高坡，坡度約有五十五度。屋內為露明之木質屋架，在拱頂內用肋

筋輔助，使跨距不再受結構限制。 

裝飾哥德風格 
屋頂坡度減低，此時期出現較複雜的肋筋輔助，因成複雜之星形，故名曰

星形拱頂。 

垂直哥德風格 

盛行木質椽尾式屋架，有華利的雕刻裝飾。晚期屋頂之坡度近乎平頂，其

結構較前期星形拱頂更為複雜，在拱頂上增加更多的肋筋，而演變為扇形

拱頂(Fan Vault)。 

拱頂結構之差異 

 

木質屋頂之 

形式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建築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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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早期英格蘭時期、裝飾哥德風格與垂直哥德風格之柱子之差異 

早期英格蘭時期 
構柱有混合式、圓柱型或多邊形，柱頭常飾以誇張的線腳以增加陰影，通

常雕以通俗的花葉。 

裝飾哥德風格 構柱橫接面有時為菱形，有貼壁的小圓柱，線腳較前期細膩。 

垂直哥德風格 
構柱為四個相似之半圓柱組成，用凹線及線腳連之，構柱變的比較瘦小，

橫切面接近長方形。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建築史》一書。

 
【表 2-12】早期英格蘭時期、裝飾歌德風格與垂直歌德風格之線腳之差異 

早期英格蘭時期 線腳雄壯且雕刻誇張，且沿門窗退凹裝飾。 

裝飾哥德風格 線腳地位與前期不同，有時在對角平面而不與牆面或門窗平行。 

垂直哥德風格 線角常置於對角線，寬大而粗淺，平直之線腳和弧形線腳常用之。 

柱頭之差異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建築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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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南部基督長老教會之發展緣起 

南部基督長老教會主要由英國長老教會所傳入，本節試圖探討其發展歷程及擴展模

式，以了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之根源。 

 

2-4.1 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發展歷程 

1. 荷蘭殖民宣教 

西元 1624年至 1661年，荷蘭人據台的 38年中大量的傳教士、牧師、教師來台，
不論是建立教會或是興辦學校，對當時台灣的平埔族及原住民教育影響很大。由傳教先

鋒甘治士（George Candidius）及其後繼者尤羅伯（Robert Gunius）展開傳教工作；北至
嘉義、南達恆春

14
。但荷蘭人離開之後，所有的教會、教育體系癱瘓，沒有接續營運的

痕跡。荷蘭人乘著海權國家的姿態，帶著重商殖民主義進入台灣，另一方面荷蘭人帶入

台灣的基督「新教」信仰，是中國接觸的頭一遭，在此之前的宣揚都算天主教的傳教運

動，直至 1807年才有馬禮遜由廣東進入中國。 

荷蘭人在台期間以特許公司制度經營台灣，此制度可代表母國任命殖民地司法與行

政官，甚至派遣軍隊，傳教事業也包括在內。當時以宣教士名義來台的身份包括軍中牧

師、通譯文官與實際建立教會的宣教士三種。這種以「兵威」加上基督教「教訓」的傳

教方式
15
，復以興辦學校用羅馬拼音教授祈禱文、教義、詩歌，在當時的安平以北一帶

有相當豐碩的成果，但荷蘭政府離開台灣時，教會及教會經營的事業立刻銷聲匿跡。原

因可歸維為以下四點
16
： 

1. 政治與教會互為一體，教會沒有能力獨立傳教，而殖民地百姓也認為歸順教會可以
從殖民政府得到職業機會。 

2. 宣教士所領薪資由東印度公司所發，宣教士被迫兼職貿易工作，無法專心傳教，也
與宗教超然的角色矛盾。 

3. 只傳平埔族，對於後來漢人主導的社會毫無影響。 
4. 過度強調族群的群體入教，缺乏個人的信仰基礎。 

這個階段的宣教發展中，雖以編譯羅馬拼音的方式編譯本土語言，但帶著政治實體

的陰影，又未深入本土社會，並沒有建立穩固的信仰根基，因此宣教的成果迅速消失。 

                                                 
14 詳閱陳鐳，《教會藍圖-從教會史看教會增長》，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1978，p.157-158。 
15 詳閱蘇南洲，《教堂空間之社會分析，以台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為例》，台大碩論， 1990，p.22。 
16 同註 2，p..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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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午戰爭前的開展 

荷蘭人離台至中英法「天津條約」訂立之間，漢人主政的台灣嚴格禁教。但天津條

約與北京條約不僅開了通商口岸，也給傳教士更多的保障，因此傳教士帶著宗教信

仰、文化、西方文明進入台灣。 

早在 1860年 9月，英國長老教會駐廈門的宣教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
1877）即開始進行對台灣的宣教視察工作。回國後社嘉德開始鼓吹台灣的宣教，終於得
到母會海外傳道委員會的批准，並決議以「醫療傳道」為宣教主軸。西元 1865年英國
的長老會差派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 Maxwell ,M.A,M.D.1836-1921）為首任醫療宣教
師。他畢業於愛丁堡大學，也曾在柏林、巴黎大學深造，是伯明罕總醫院（General Hospital, 
Birmingham）之駐院醫師，得英海關吏馬威廉（William Maxwell）好意，在當時的台灣
府城大西門看西街租其屋，前半為佈道所，後半為醫館和藥局，同年 6月 16日開始傳
道並施醫，該日為台灣宣教紀念日17。 

馬雅各的醫療宣教在當時衛生情況不佳的台灣地區非常具有成效，然而，醫療行為

很快就遭到本地漢醫的仇視和反對，甚至傳出洋醫生殺害小孩、挖眼睛、取腦髓製藥的

謠言，全城人心動搖，暴民包圍看西街欲拆厝。在道台親臨處置下，馬雅各於是撤退至

旗後（今旗津，文獻中通稱打狗，當時有領事和英商居住）。隔年，他在旗後建立了台

灣頭一間長老教會禮拜堂，名「耶穌聖教」，當時聚會人數在 50人左右。該年 9月又在
禮拜堂對面建造了一所可容 8名病患的醫館，可以說是台灣第一所西式醫院的誕生。 

1868年發生碑頭（今鳳山）教難，教會受到大迫害。在處理完該事件後，馬雅各希
望在台灣府重建宣教中心，因而將旗後、碑頭教會交給李庥牧師負責，將醫館托付洋行

萬巴德醫師（Patrick Manson, 1844∼1922），而馬雅各醫生再次重返台南，再次展開台
灣府的醫療宣教事工。他們在府城內二老口典租一間大厝，為作醫館、禮拜堂、起居間，

此一大厝教士會稱之為「舊樓」，民間則稱「計厝」。馬雅各醫術高超，聲名遠播，求醫

者眾，近從府城周邊山區和內山諸社，北至嘉義、岩前，更遠的從中部的大社、烏牛欄

等地前來就醫18。1869年起，通醫療的媒介，新巿、木柵、柑仔林、拔馬、崗仔林等教
會紛紛建立，且日日興盛，其中平埔族頭目李順義是最初的信徒和本地教會領袖19。 

 

 

 

                                                 
17 詳見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p.6-8。 
18 黃茂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九十年史》，(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
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1988)，p.49-60。 

19 同註 3，p.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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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據時期關係複雜 

日據初期，藉著台灣基督徒紳商，建立教會與日本殖民政府的友好關係。據《台灣

列紳傳》的記載，日本政府對教會禮遇的原因，有一部份是因為日本憲法乃追隨世界潮

流，對於不害公共秩序及善及良風美俗之宗教，便允許自由傳播。但七七事變之後，日

本全面進入戰爭，軍國主義強權高張，對於台灣教會也強迫日本化，甚至規定各教會在

主日崇拜前，必須遵行「皇居遙拜」的國民禮儀。 

因著日本與英美關係惡化，推翻外籍宣教士在台所有組織，由日本教會領袖進入其

理事會，連外藉宣教士興辦的學校也由日本政府接收，此時各教會的合一運動更是充滿

了政治目的，其聯合組成的「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也在日本投降的同時瓦解。 

 

4. 光復後投入本土參與 

光復後台灣原有的各教派積極發展
20
，加上由大陸而來的教派，順著自由世界援助

的浪潮，讓教會成長迅速，1946年及1949年大陸信徒首批來台，浸信會、信義會、衛

理公會、神召會等差會系統進入台灣。1950年地方自治實施後，因憲法保障宗教自由而

使台灣教會有更多發展空間。然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當時積極參與社會與政治唯一

的基督教規模壯大且完備的組織，更於1971年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之際，發表了「對

國是的聲明與建議」。但論點與國策相左，甚至因為長老教會的本土意識及言論與當局

者衝突，造成政教關係緊張。相對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語教會，則與政府關係良好

而密切，政府甚至透過國語教會與美國教會的關係，企圖影響美國政府對台的支持。 

日據初期教會生存的空間，是利用戰後時區中，具有影響力的資本家商業利益、及

殖民地政府的政治利益，此時教會以第三國和平的立場參與，相互平衡。而光復後，原

來分為南北教區的長老教會，1951年南北合一。黃武東牧師在1954年第十三屆南部大

會，提出「設教百週年紀念會倍加運動案」建議把握時機傳道設教，提出宣教原則
21
： 

 依特殊情境作具體計畫。 
 針對地域性社群研擬宣教方法。 
 隨社會變遷調整宣教策略。 
 由最有效果的事工入手。 

在此同時並發展鄉村、都巿傳道，以及工業傳道等新事工，顯然是深入社會問題而

發展出的宣教策略。如今回頭檢視長老會深入社會底層的宣教策略，的確踏遍台灣各角

落。 

                                                 
20 除了台語教派的長老教會外，尚有國語教派的聚會所、國語禮拜堂及真耶穌紀會等。 
21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1988，臺北巿：前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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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復後的教會發展 

西元1945年至1960年為長老教會增長期。1945年長老教會南部大會通過「設教百

週年紀念教會倍加運動案」，教會把握時機傾全力傳道設教，果然在1964年底達到教會、

信徒數目倍加的成果。同時1949年大陸淪陷，百萬軍民遷台，被大陸驅逐出境的各差

會宣教士在台灣全力傳福音建立教會。在1950年至1960年間幾乎是「只要掛上教會的

牌子，就有人來聚會」
22
。山地教會也因憲法明訂宗教自由，而從地下教會轉為公開崇

拜，山地信徒從1945年的二千人到1964年的七萬人。 

西元1960年至1970年為增長停滯期。1960年代初期教會雖仍有增長，但已顯得相

當緩慢，至1964年以後，各教派會友幾乎沒有增加。台灣長老教會會友從七萬人，降

為六萬九千四百六十三人。客觀因素包含局勢安定、經濟起飛，安樂繁榮讓人滿足於現

狀，教會則因前十年向外拓展工作得到的會友，必須投入牧養及信徒造就，訓練更多年

輕領袖；而且傳福音對象，從軍公教人員、親朋，轉為安定社會中的人群，不能全靠直

接簡單的方法把人帶入教會
23
。另一個原因是社會變遷，工業化與都巿化的結果，農村

信徒進入都巿教會時，因都巿教會未能及時妥善牧養而流失。 

西元1970年以後教會再度增長。校園宣教與教會的青年宣教使這十年間產生了很

多的領袖，再加上會內大量的信徒領袖配合，教會逐漸重視對外開展工作。漸漸成熟的

宣教策略，使教會在各社區中尋找出自己的定位，由內轉外的宣教方式及實際的都巿宣

教學在台灣各城巿開展是1970年以後再度增長的因素。 

 

 

 

 

 

 

 

 

 

                                                 
22 同註 1，p.164。 
23 同註 1，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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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南部基督長老教會之擴展方式 

「基督聖會是合一的，但信徒無法聚集在一起，所以設很多教堂給百姓聚會，叫做

支會。」「設有牧師、長老、執事，處理傳道及聖會禮儀的教會，稱做堂會。」
24
可見教

會可分為支會與堂會，但在開拓教會初期，傳教人員為了傳教的方便，在一地密集的傳

教，往往會在合適的地方先租用民房，設「傳道所」、「佈道所」、「說教所」或「福音堂」

等做為傳教的據點。如果傳教順利，且有發展的機會，就將該傳教據點交由某一堂會來

培養，就稱為支會，支會不是一獨立的教會，無論在人力或物力上，均受到外來教會的

支持，此一支持的教會就是該支會的母會，支會則為子教會，到支會能選出長老、執事

以及聘請牧師，才能獨立脫離母會。因此，長老教會在台灣的傳教即循著傳道所─支會

─堂會的程序不斷開拓教會。1931年全南部教會總計有 111處教會，其中堂會 59處，
支會 40處，說教所 12處25。 

南部教會在宣教會採遠距離傳教法
26
，本地傳教人員與平信徒等的努力下，或深入

山區、或庄社、或巿街，不斷利用各種機會宣傳帶領人接觸長老教會，甚至邀請中國著

名傳教者來台舉行奮興大會，藉以鞏固已入信者的信念，也提供非信徙接觸基督教的機

會。有些教會因建立較早或牧師、長老、執事較積極，或地理為置較佳的教會，往往能

開拓出眾多的子教會【表 2-13】。 

台南地區分設最多子教會為太平境教會，清朝時期開拓了隆田、麻豆、大灣、永畚；

日治時期開拓善化、澄山、新巿、安平、中路、東門、安順、新化、海埔、灣裡等 14
間教會。其他分設子教會也頗為積極的有彰化、西螺、大甲和嘉義東門教會等四間。可

見長老教會擴展的方式，概多肇因傳教者，甚至平信徒宣播傳教，加上就醫受感動的影

響，因而開始有信徒聚會。經由流動的傳教者，或附近教會的長老、執事的培養，聚會

人數增加，成為鄰近教會的講義所或支會，逐漸發展成為堂會，在本身教會發展建設的

過程，新設的教會又不斷的向鄰近教會傳教，成為支持新教會建立的基礎，教會因而不

斷擴展。 

【表 2-13】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之擴展方式 

1. 平埔族部落的傳教是長老教會傳入初期主要的發展方向，成效頗大，但隨著教會的擴展，

平埔族社群的教會，其重要性日減。 

                                                 
24 甘為霖，《治理教會》，台南：聚珍堂印刷，1905年，p.54。 
25 K.Y.C記，〈南部教會年報〉，教會公報第 567號，1932年。 
26 遠距離傳教法即為選定幾個地點為宣教士長駐的宣教中心，再由各點向外擴展，如此一來一
個宣教士便可獨立照顧數間教會。 



戰後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現代化歷程研究
A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Presbyteria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aina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以南門教會、北門教會、東門教會、佳里教會、左鎮教會、安順教會、新市教會及灣裡教會為例  
  

 2-29

2. 長老教會能在平埔原住民社會獲得信賴，除了醫療傳教的功效之外，與畢麒麟的引介有

相當的關係。而必麒麟所代表的卻是西方經濟力在台灣的擴張，初代信徒有多位是經由

必麒麟的介紹，或曾為必麒麟所雇用。其間的意義值得更近一步觀察。 

3. 信徒入信雖然是由於英國宣教師努力的結果，但本地信徙的努力，實為關鍵的因素。本

土信徒經由其人際網絡，將他們所得到的教義，傳播給他親近的親人，對象可能是具親

族關係者。在漢人社會此一傳播途徑，可能跟著眼於將福音傳給親近之親友，使其得救；

也可能著眼於減輕來自親友的反對與壓力。在平埔族原住民社會中教會的擴張則透過族

群網絡，如果木柵原住入信之後，與該部落關係密切的崗仔林、拔馬等部落，很快就建

立教會禮拜上帝。 

4. 原住民部落教會的推展，與所謂大規模入信運動有關，往往族內頭目入信，即可帶領族

人大量入信。因此教會擴展的速度相當迅速，但由於大規模入信的現象，信徒對教義的

認識普遍粗淺，也容易在帶領入信頭目的離開教，該處教會即萎縮或結束，教會起落很

大。信徒對教義的認識難以要求，因此傳教初期，信徒行為違反戒律的情形比例很高，

但這種情形隨著教會的傳播，逐漸獲得改善。 

5. 教會建立或擴大，除了教士會的協助外，主要是依靠附近能力較強的教會之支持，也就

是由母教會帶領子教會的模式，一個母教會往往會發展出數量眾多的子教會。 

資料來源：整理自《從依賴到自立》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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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教堂建築的轉變 

照著天上樣式作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

美的祭物去潔淨。因為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乃是進了天堂，如

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希伯來書九章 23-24節)  

早期的教堂建築之發展歷程，參疊了許多複雜的歷史環境及人文背景等因素；基督

教教會也透過不同時期的建築呈現，反映出信仰與各地風土融合的結果。教會在台灣發

展的起落，反映出當時當地的主客觀因素，歸結至教會建築實體時，同樣也建立了一脈

台灣近現代教堂式樣。由於此建築轉變已有相關研究歸整，本研究不多詳述，僅以數篇

幅論之。 

 

 

 

 

2-5.1 清領時期 

晚清時期基督教剛傳入台灣之時，教堂建築基本上仍以閩南式建築為主，從傳統建

築研究的角度而言，張欽烽27認為：「此時期的教堂在所謂的形制等級上顯然高於民宅，

多採用四落水的形式28，並且在內部空間使用上轉為長向使用。」之後西方教堂的思考

模式漸顯，不僅內部的使用空間改變，入口方式亦改由短向山牆面進入，且出現了門廊

空間【圖 2-26】。根據陳淳頎29的研究調查發現此時期平面成矩形，其長寬比例約為 2：1。
可是以如此的空間架構進行使用，則是另一種的方式。原來傳統建築構成中，山牆乃承

重牆式構造，因此構築過程若不是有強烈的意圖，不致出現如此之建築空間，可知其中

滲入外來影響因素的可能性相當高：一方面來自禮拜進行時之空間需要，一方面可能受

外來宣教士之影響。如李庥牧師、巴克禮牧師及甘為霖牧師等，想必於建堂時會將自身

所見之空間形式提出，或者是其提供鄉間西方教堂之圖文資料，而影響了本地匠師的興

建樣式。這樣的變化在外部語彙上由為明顯，外部語彙出現了台灣傳統建築中罕見的圓

拱窗及尖拱窗，如１877年的木柵教會【圖 2-27】，亦是一項與傳統閩南式建築相異的部

分。 

                                                 
27 詳閱張欽烽，《南台灣基督教教堂建築研究》，成大碩論，1997年，p.43。 
28 參考《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十週年紀念冊》。 
29 詳閱陳淳頎，《現世化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建築影響之研究》，成大碩論，1991年，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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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1869年的埤頭教會。資料來源：《南
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十週年紀念冊》。 

【圖 2-27】1877年的木柵教會。資料來源：《南
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十週年紀念冊》。 

晚清時期由於台灣當時醫療技術能就非常落伍，流行病四處橫行，因此傳教士都具

備醫療技術，例如台南的馬雅各醫生(Dr.Jame L.Maxwell)、台北的馬偕醫生(Dr.George 
Leslie Mackay)及彰化的蘭大衛醫生(Dr.David Landsborough)，他們均是結合醫療與宣教
的宣教士。當時的禮拜堂為了滿足其需求，常需將禮拜堂與醫館結合，根據甘為霖牧師

在信中的記載30：「一進大門就是一間外廳，那是為了一些對崇拜及講道發生興趣的過路

人而設。所以這們在禮拜進行中都是敞開的。大約有三尺高的木柵將外廳與內廳分隔開

來，弟兄們與求道者均坐於內廳。內部前面放置聖餐台、講台及座椅。當時用六尺高的

木板，上面垂掛布幔以分隔弟兄與姊妹的坐席，講台就放在此中間。主日崇拜從早上十

點至下午兩點，其次序分別是聖詩、禱告、十戒朗讀、簡譯、聖詩、禱告、講道、禱告、

頌讚、祝禱。下午禮拜則無十戒朗讀。禮拜以後，另有一段時間是專為訓練求道者用的。

這種禮拜的構成及秩序，幾乎通行於英國長老會所設的各教會。」 

 

 

 

2-5.2 日治時期 

西元 1895年日本正式據臺，進行政權轉移為期五十年之統治歷程。其間教會與信
徒度成為眾矢之的，一方面民眾以為基督徒勾結日本軍隊，另一方面日人懷疑基督徒參

與各地之抗日活動，然而很快地日本政權穩定了整個台灣島上的政治氣氛，使教會難題

不再。 

在日本治台前期，大致延續清朝時期，尚未脫離以傳統建築為主體之建築形式，可

謂之為延續期。此時期的教堂並未有實體建築留存，純然由圖文資料中得知，此時期教

堂基本上入口已轉變由山牆面進入，即是矩形平面的短邊進入為普遍現象。値得一提的

                                                 
30 Letter, Feb. 20, 1872, The Messenger, June, 1872. p.135, July, 1872.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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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期入口的設置，在正面分左右進入的方式是較為特殊的處理方式。內部空間相當精

簡，為一流通之大空間，藉由家具擺設界定岀會眾席與講堂空間。在會眾席與講堂空間

中尚存一中介空間，此一中介空間扮演著眾多使用功能，舉凡獻詩、聖餐、洗禮、會務

報告等皆由此一空間來擔任。時至今日，此一中介空間尚存於現代教堂之中，可見此為

機能之必須。 

日治後期，教堂漸漸脫離了傳統的基調，轉化為西方式樣的建築樣式，且趨向古典

式樣的採用，在語彙中多可見哥德、仿羅馬、文藝復興式樣的影子，在建築材料上鋼筋、

水泥、磚、木頭為主要材料。此時期的教會留存不多，在台南地區僅存東門教會【圖 2-28】。

陳淳頎31認為此時期東門教會的位置位於基地中央，顯示出當時設計者對於教堂空間的

重視，而教會副堂、主日學及圖書室則配至於教室後方，牧師館及辦公室則在教堂左側。

禮拜堂空間序列的安排上與日治前期差異不大，最主要的空間依然是講台和會眾席空

間，及會眾與講台之間供詩班獻詩、洗禮等用途的禮儀空間。但專供詩班使用的詩班席

尚未出現在這當中。值得一提的是講台空間的處理手法，不似前期僅利用家具來處理界

定，而是用建築手法來強調。顯見這樣的空間型態已是固定形式，在講台兩側設置兩間

小室作為準備的空間，使得講台呈現一凹入的空間型態，不禁令人聯想起舊約聖經中所

提之聖所與至聖所的描述32，並由聖經中知道，當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成了眾人

的贖價後，聖所和至聖所之間的幔子便被撕裂了，使得人與神之間沒有隔閡，眾人皆得

以藉著耶穌基督直接到施恩寶座前得幫助、蒙憐恤。 

整體而言，此時期的的空間序列大致如下，門廊或台階：入口、前室、座席、禮儀

空間、講台。這樣的空間序列沿續至光復以後亦常見。在外部造型上，擺脫傳統建築的

基調，因此西方建築語彙便成為此時期之重要元素。包括圓拱、尖拱、扶壁、附壁柱、

拱心石等。在立面的構成上，顯然是相當重視對稱的有強烈的中軸線存在，利用開口、

門廊及山牆尖端的暗示來強化此意念。在立面構成亦明顯分為三個層次：基部、屋身及

屋頂的三分法。在這時期的語彙上，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的線腳與細膩的裝飾圖樣【圖

2-30】，且在轉承之間都有相當嚴謹的收頭處理。以東門教會為例，其立面大大小小的開

口皆有豐富的線腳，轉承之間都有收續之處。在其左右的條窗則以色塊承接基座部分【圖

2-31】；再細部上亦考慮之非常仔細，如窗台部分，處理成斜面以利與水宣洩，整體而言

立面安排是緊湊而嚴謹的。 

                                                 
31 同註 3，p.61。 
32 詳見《聖經》希伯來書九張 2-5節。因為有預備的帳幕，頭一層叫做聖所，裡面有燈臺、桌子，
和陳設餅。第二幔子後又有一層帳幕，叫做至聖所，有金香爐，有包金的約櫃，櫃裡有盛嗎

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約版；櫃上面有榮耀基路伯的影罩著施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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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東門教會(尚存)。 
資料來源：《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十週年紀

念冊》。 

【圖 2-29】南門教會(已拆)。 
資料來源：《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七十週年紀念冊》。 

  
【圖 2-30】東門教會之環狀門廊上的細部裝飾。 【圖 2-31】東門教會條窗則以色塊

承接基座。 

 

 

2-5.3 光復至今 

1945年日人政權退出台灣地區，國民黨政府接收了台灣統治權。就教堂建築而言，
大環境的變化無疑的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50年代由於美國經援進入台灣地區，伴隨而
來的是西方的現代建築理念。根據張欽烽的研究，60年代的建築思潮基本上是現代建築
風格與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共同流行；70年代則是形式主義與量體之堆砌成為建築之主
題；80年代可謂是個多元的時代，現代主義持續發展，後現代成為另一波建築主流，其
中的歷史語彙大量被應用；90年代仍延續著 80年代，是個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並行
的時代，大量體和高層化是兩項非常特殊的發展趨勢。 

基本上教堂建築大致是隨著大環境變遷而改變，但建堂實在形式上，基督教並無硬

性規定必須參照何種模式，此一觀點雖無文字紀錄，但可由實際建築並無固定模式而得

到間接証明。教堂並未有所謂固定的模式，只要其空間機能得以符合崇拜所需即可，外

部空間造型則較為自由，而有較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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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教堂空間使用上，高層化是一相當明顯的趨勢；主要的聚會空間─禮拜堂，

逐漸向上提升脫離地面層。此一現象與都市中土地取得日益困難，土地使用率必然之相

對提升，而導致建築向上發展的景象。教會所承載的機能也不復以往那樣單純，現今許

多教會除了主日禮拜外，尚有許多附屬機能衍生相伴進行。教會所需的空間必須在同一

棟建築得到滿足，原先橫向水平發展的配置狀況已不復見，垂直複合式建築乃成為現今

之通例情形。在日益繁忙的現代社會中，教會與社區間的互動益加頻繁，因此教堂機能

不復以往般單純，教會建築也因著機能的增加而必須有所變動。在空間安排中，基本上

敬拜空間並無太大的改變；講台、會眾席與禮誼空間仍是最重要的部分。在多數的教堂

中，因著建築技術的進步使得開口部能不受結構限制，明亮開場的空間已是不可或缺的。 

總結而言，光復以來台灣的教會建築發展，由於經濟力愈趨強大、都市日益繁榮，

造成土地取得不易，使得教會在既定的範圍內必須取得最大的使用空間，在種種因素

下，高層化的建築考量乃為教會建堂時必然的考慮因素，是教會建築發展過程中一個値

得注意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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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台灣近代宣教之發展歷程 

基督教是一個重視宣教佈道的宗教，耶穌所留下最後的使命即是命令門徒往普天

下去，盡力宣揚福音，直到世界的末了。
33
所以從使徒時期開始，宣教的使命就被列為

首要優先。保羅說：「凡我所行的都是為了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34
他甚至及其嚴肅的宣告為了他的弟兄、他的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詛咒與上帝分離，

他也願意。
35
難怪他對他的最得意的弟兄提摩太說：「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了。」

36
 

根據聖經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耶穌自己就曾走遍各城各鄉宣講天國的福音，
37
耶

穌復活升天之前，更特別許諾聖靈降臨，門徒將得著能力，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

馬利亞、直到地極。
38
於是我們看到聖經中使徒行傳就是一部早期宣教史的紀錄，從此

展開了以後兩千年的宣教歷史。 

 

 

 

2-6.1 在地化過程 

台灣政府從 1968年正式開始推動社區發展工作，教會幾乎也在同時開始所謂的社
區宣教。基督教在台灣從 1955年起經由「台灣基督教救濟會」〈1961年改名為台灣基督
教福利會〉從事許多社區發展和救濟平民的工作。 

當檢視教會跟社區的宣教工作時，必然會注意到一件事，即是大部分的事工是服務

性的事工。簡單的說，教會想為社區做事，如果只想藉著教會的事工來宣揚福音，這就

大大減弱了教會服務的真誠性。從耶穌道成肉身的十字架榜樣中，教會無疑地也應以其

公民身分來參與台灣社會的營造。傳統以來，基督教基於愛心所做的社會服務一直是持

續不斷的，早期推動者大多是外籍宣教士與福音機構；現今地方教會對於扮演社區宣教

                                                 
33 詳見《聖經》馬太福音 第二十八章 18-19節。「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34 詳見《聖經》哥林多前書 第九章 23節。「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
福音的好處。」 

35 詳見《聖經》羅馬書 第九章 1-3節。「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
給我做見證；我是有大憂愁，心理時常傷痛；我為弟兄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詛咒，與基督

分離，我也願意。」 
36 詳見《聖經》提摩太後書 第四章 1-2節。「我在上帝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
面前，憑著他們的顯現和國度囑咐你，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

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37 詳見《聖經》第九章 35節。「耶穌走遍各鄉各城，在會堂裡教訓人，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38 詳見《聖經》使徒行傳第一章 8節。「但聖靈降靈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
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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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也多停留在插花班、國畫班級英文班的層次。然而大部分的教會對於社區事工仍

是制事化的推行，很難落實到在地化的程度。 

無疑的，教會若是要在地化，必先透過社區事工的開拓；但是教會所做的社區事工

未必會達到在地化的成效。「在地化」是一個比社區事工、甚至是社區營造更困難的理

想，而社區事工和社區營造則是「在地化」在落實的必要階段。葉仁昌教授39認為「在

地化」的最大特質是它強烈的企圖將自己融入與整合在所歸屬的居處環境中，並渴望得

到接受與認同。故而，它具有一種移情的能力(empathy)以及所謂的動態人格(mobile 
personality)，即願意在可能的範圍內隨時自我調整，以達成與別人的共識與合作。它不
只是與社區中的斯土斯民為生死與共、福禍相攜的共同體，也更在與其血淚和汗水交融

的命運中，尋找出基督對斯土斯民的意義。 

 

 

2-6.2 實況化與根質化 

在神學的發展上，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黃彰輝
40
牧師認為上帝是動態的、是活生

生的上帝，因此教會所傳講的福音也應該具有時代意義。前人經驗到的上帝是過去的上

帝，人若膜拜過去的上帝則無異於偶像崇拜，換言之，人們必須時時刻刻在現世生活中

去體驗上帝的存在與啟示，這也就是所謂「處境化」（contextualize）的概念（黃伯
和,1990a：98）。  

  在此有兩個概念必須加以釐清－「本質化」（indigenization）和「處境化」
（contextualize），兩者之間事實上存在著相當的差異性。「本質化」是將福音借用傳
統文化做為媒介表達出來

41
，也就是將既定的傳統西方神學穿上本土文化的外衣，使福

音或神學更有親切感。黃彰輝認為這種翻譯式的神學方法論是靜態的，只能提供知性的

解說，對於救贖盼望的提供卻有其限制。  

  因此，「處境化」強調的是福音與文化和諧共處，文化本質上依然處於「工具性」

而非「主體性」的地位；而「處境化」除了著重福音的根植外，更企圖在變遷的社會與

政治環境中，找尋上帝動工之處（seeking where God is at work）並積極參與其中（黃伯
和,1995b：74-81，1998a；Wong,1992：76-78）。  
                                                 
39  葉仁昌為台灣基督教學會籌備處主任 
40  黃彰輝牧師為前台南神學院院長，獻身領導台灣教會主動關懷社會，二度被選為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總會議長，強化台灣教會的一體性。並擔任普世基督教協會神學教育基金總幹事，是

台灣任職普世教會機構的第一人；在求學階段雖然遠離故鄉，仍然心繫台灣，為台灣前途東

奔西走，晚年又根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國是聲明」發起「台灣基督徒自決運動」。 
41  例如對聖經解釋的意思不變，但在解釋上可以使用當地文化為例子；或是教會與禮拜神學依

照西方傳統的模式，只在建築上採用廟宇的形式，在禮拜的音樂上採用本土的音樂來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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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言之，黃彰輝認為神學不應該是過去取向、不是靜態的認知或了解的工作，而是

動態的、未來取向的獻身，「處境化」的神學必須藉由教會與信徒「參與」的方式，在

各民族實際的生活中建構出來（黃伯和,1998b）。黃彰輝「處境化」的概念不但使使長

老教會的神學從傳統西方神學中解放出來，對後來台灣本土神學的發展而言，處境化的

提出更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重要性。 

 

 

2-6.3 倍加運動的影響 

1954年正當基督教宣教工作即將邁入百年的前夕，當時的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建
議努力使教會與信徒的數目加倍，以作為設教百週年紀念大典的目標，這項提案在南部

大會通過，是為「設教百週年紀念教會倍加運動（簡稱 P.K.U.）」【圖 2-32、圖 2-33及圖 2-34

及圖 2-35】。為了推動該項計畫，南部教會設立七個相關部門42（黃武東,1995：343），這
項計畫到了一九五九年成為總會性的運動，同年總會設立了「P.K.U.委員會」隸屬於傳
道處，一九六０年總會又通過推行大綱，大綱中將事工的推動分為個人、教會、中會、

總會四層面。 

  

【圖 2-32】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冊封
面-台北慶祝大會。資料來源：《基督教在臺宣
教百週年紀念冊》。 

【圖 2-33】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冊封面
-台南慶祝大會。資料來源：《基督教在臺宣教
百週年紀念冊》。 

                                                 
42  七個部會分別為1.推行部：啟發、宣傳本運動之宗旨及工作。2.財政部：財源籌措及運用。
3.訓育部：人才訓練及養成。4.傳道部：傳道之計畫及設教。5.連絡部：連絡國外差會及國內

友會之合作。6.醫療部：組織機動醫療隊以配合農村之傳道。7.蒐集及編印傳道用資料以供

教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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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台南太平境慶祝宣教百週年紀念。
資料來源：《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冊》。

【圖 2-35】台北慶典大會於中華體育館舉行。
資料來源：《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冊》。

 

信徒方面實行三獻─獻心、獻金、獻工，教會的長執會有計畫地查經培靈、充實教

會內容，並於特定區域內選定地點舉辦週間聚會，之後選定聚會成績好的地點成為分設

教會的預定地。倍加運動雖然以教會和信徒數目的倍增為目標，但其對於長老教會社會

關懷卻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 

首先，倍加運動是台灣長老教會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動員程度最廣，也是最有組織

的一項信仰運動，這個運動的成功等於是對長老教會組織動員能力的肯定。其次，倍加

運動十分強調「適應變遷社會」原則，在運動推動期間曾經舉辦多次研究會，其主要的

議題與內容包括：當前台灣的社會問題、信徒與工業社會、都市社會、鄉村社會、知識

份子的關係等，會中並建議設立基督教社會服務中心以及農村指導中心。 

再者，倍加運動的推展，使得教會宣教工作更加深入台灣民間，特別是沿海和農村

的地區（陳南州,1991：87；黃武東,1995：354-356），十年的倍加運動使得教會與信徒

的數目倍增，這些新增的地方教會和信徒多半都是社會中貧困的人民。這些不但意味著

長老教會向弱勢與貧窮者靠攏，同時也使得長老教會對於鄉土有更多的認識，增進對鄉

土的認同與關懷（黃伯和,1995b：42；陳南州,1991：87）。  

  由以上三點來看，倍加運動的推動可說是黃彰輝牧師處境化宣教理想的初步實踐，

理念上，此時的長老教會已經十分強調教會與社會生活相結合，信仰必須在現世實踐等

精神。如果搭配這段期間內各級教會分工和組織動員的情況來看，為期十年的倍加運動

展露出長老教會在推動特定方案上所具有的動員和組織能力，此外，當長老教會將觸角

深入台灣鄉間，各鄉鎮幾乎都有長老教會的堂會後，更有利於地方教會從事濟貧及其它

關懷性事工。  

  由此觀之，長老教會一方面有處境化的信仰理念作為行動的動力，另一方面又有組

織化的教會和眾多的信徒扮演實踐者的角色，在諸多條件之下長老教會此時期的社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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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事工才得以順利發展。在隨後將提到與台灣基督教福利會合作發放生活物資的工作

中，我們也可以再度看到長老教會社會服務的組織性與動員力。 

 

 

2-6.4 現今之社區宣教 

當前長老教會各地方教會在決定事工內容的方式上，可能客觀地評估社區中多數群

體的需要或主觀地由教會判定社區需求，也有針對社區亟待解決的公共問題組織居民進

行改善（洪麗芬,1996）。各教會辦理的社區事工主要可分為以下幾類（洪憲銘,1995；莊

孝盛,1995；洪麗芬,1996，1997）：  

 社區教育事工：包括專題講座和研習會、成長團體、松年大學、才藝班、幼稚

園以及社區圖書室等。  

 社區服務事工：包括社區義診、醫院訪視、獎助學金、關懷弱勢（包括原住民、

不幸少女、多重障礙兒童以及盲人等）。  

 社區福音事工：包括社區通訊、聖經函授、社區聖誕佈道會或聯歡會、兒童夏

令營、社區主日學等。  

 社區救助事工：包括急難救助、低收入慰問金、愛心基金等。  

 社區社團事工：包括合唱團和外丹功等。  

 社區組織事工：組織社區民眾共同解決問題。 

  至於地方教會在推動社區事工時所遭遇到的問題包括：社區事工的推動由牧師或長

執會來統籌辦理，其他的平信徒和教會同工參與較少，在此情況下教會牧師必須身兼數

職，若要長期投入社區事工在時間和心力上困難較多。其次，因為參與的同工多半不具

專業知識（例如：對低收入戶、盲人特質的認知與相處互動的知識不足），常常無法回

應受助群體的需要，換言之，部份事工缺乏專業人員協助也是地方教會在推動社區事工

時所遭遇的困難之一。  

  除上述的問題外，經費缺乏、教會在社區中「知名度」太低等也都是急待克服之問

題（洪麗芬,1996：72-74，1997：88-89；莊孝盛,1995：49-50）。在社區工作的理念上，

多數教會牧師主張教會的社區服務應該本於認同社區居民，強調由下而上的草根性發

展。地方教會必須實實在在地去了解社區人民的需要，扮演著參與者、合作者、示範者

與資源整合者的角色，協助社區民眾確認並善用社區內的潛能與資源，甚至更進一步達

到發展社區人民自治的能力，但由於教會一直採取主動的方向，導致居民認為教會的社

區事工經常沒有真正了解其需要，只是一味的將福音藉著不同的形式傳給社區。社區宣

教的推動每間教會皆有不同手法，而每間教會也因所處環境的不同而對社區有不同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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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葉仁昌認為當教義、儀式或其他宗教及非宗教的活動，已經超過了對週遭的人關愛

與憐恤時，這個宗教就瀕臨腐敗了。 

這是否意味著社區事工只是福音的媒介與工具，此為一極普遍的印象與認知，對於

教會的社區事工以帶來了非常負面的發展與效果。例如有些教會經常在看不到福音果效

的情況下，對社區事工打退堂鼓。或者在設計社區事工計畫時，往往讓居民感覺濃厚的

宗教色彩。通常在教會嘆息會友人數不增長的情況下，總會直覺地想要作社區事工，自

然而然就將社區事工當作是福音的媒介與工具。相反的，那些人數頗有增長的教會，對

於投入純粹服務性質的社區事工獲公益活動就興致缺缺，實源自於「數量化」的教會增

長觀念以及過於狹隘的福音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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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督長老教會之儀式與空間分析 

第一節  英國長老教會之教會建築原型初探 

台灣南部之基督長老教會源自英國長老教會，本節試圖回溯英國長老教會之歷史與

建築，探討其與台灣長老教會建築之關聯。 

3-1.1  英國基督長老教會之發展源起 

基督教派甚多，「長老宗」為眾多教派中之一支。西元 1150年後的四百年間全蘇格
蘭為羅馬天主教教區之一，此後多位宣教士受法國加爾文主義影響而於英國提倡宗教改

革運動，但接被視為異端而處以焚刑。爾後，直至 1560年 John Knox領導宗教改革成
功，蘇格蘭之議會宣布放棄天主教信仰，轉為接受改革派信仰，長老教會於此產生。John 
Knox所著之「教會法規」(Book of Church Order)，此法規以聖經為基礎，內容包括：長
老治會

43
、代議制度、信徒訓練、生活規定等。通常採用長老教會體制的教會稱為長老

教會或改革派教會，又因教理體系之關係，亦稱「加爾文主義教會」，世界各國長老宗

系統教會有兩個名稱：一為「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另一為「改革宗教會」
(Reformed Church)。 

 

3-1.2  英國基督長老教會之建築類型 

【表 3-1】英國基督長老教會建築類型 

 建築類型立面示意圖 建築類型平面示意圖 

 

17
世

紀

後

期 此時期尚未興建專屬教會建築，多為農宅或穀倉改建為聚會所，稱為「meeting house」。
入口設於長向之兩側，室內中心擺一講道臺，由主禮者及司會者共用。二樓尚有會眾

坐席，有三個樓梯可通往二樓，兩座於室外，一座於講台後方。二樓樓板部分挑空，

會眾可坐於二樓俯視講臺空間。 

                                                 
43 長老由全數信徒選舉產生，再由遴選出之長老治理教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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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

紀

前

期 

此時期尚延續前期，多為民宅或農宅改建，入口已由同側轉為分設於長向兩側，室內

為一大空間，家具陳設簡單，有一講道臺及長凳。 

  

18
世

紀

中

葉 

此時期尚延續前期，多為民宅或農宅改建。入口分設於長向兩端，室內陳設講道臺與

一共用的桌子，此時期樓版以能作較大的挑空，使樓座空間的信徒有更好的視野角度。

 
 

18
世

紀

後

期

至

19
世

紀

初

期 此時期開始於各地興建專屬的長老教會建築，空間由短向環繞式的使用模式轉為長向

的軸線式，入口已由山牆面進入。 
資料來源：本資料整理至《Vernacular Architecture》p.194-195

根據史料記載，基督長老教會於創教至十八世紀中葉皆未有專屬興建的教會建築，

直至十八世紀中後期開始於國各地陸續興建長老教會建築(Presbyterian Church)，十八世
紀中後期至十九世紀末教會建築變化差異甚大。初期教會是借用農舍或穀倉已達聚會之

所需，長向立面分設兩個主入口，空間為橫向式的使用模式，機能單純致使空間也趨向

單一化，且樓座空間出現的時期甚早，會眾席除樓座空間之外，尚有地面層之環繞講壇

空間的會眾席。根據蒐集之資料顯示推測直至十八世紀中葉後，英國長老教會方開始興

建專屬的崇拜空間，此時期的教會建築尚以農舍型態(Cottage type)的傳統基調，但入口
已改由山牆面進入，爾後，開始出現尖拱及塔樓的設置，內部空間也開始產生變化【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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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英國基督長老教會之建築演進 〈興建年代及風格〉 

  
此建築大約於 18 世紀中葉之長老教
會聚會所用，三強面尚未出現入口，

推測此時入口尚於長向空間。 

興建年代 18世紀末期，，教堂空間模式漸顯此時入
口已轉為山牆面。 

 
 

興建年代 19 世紀，此時期大多的教
堂皆由山牆面進入，立面對稱，開始

出現尖拱及小鐘塔的建築語彙。 

興建年代 19世紀中期，此時期大多的教堂在山牆面
出現塔樓，塔樓位於建築立面中央，立面對稱，此

時期開始出現線腳以強化語彙形式。 

  
興建年代 19 世紀中期，此時期的教
堂塔樓及屋身皆較前期高聳，塔樓仍

位於建築立面中央，立面對稱。 

興建年代 19世紀末期，此時期的教堂在山牆面出現
之塔樓已轉為尖塔，塔樓仍位於建築立面中央，立

面對稱。 
資料來源：http://www.cr.nps.gov/history/index.asp及 http://www.parl.ns.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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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的英國教會建築各地發展不一，但仍可於現有的資料看出教會建築之漸變

過程。在長老教會建築案例中可發現建築量體雖隨著機能需求、經濟考量及營建技術而

呈現不同之外觀，但仍有些元素為教會意象之塑造，如山牆、尖拱窗及圓拱窗、小尖帽

及尖塔等之建築型式【表 3-2】。 

 

 

3-1.3  英國初期基督長老教會與初傳入台時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之建築比較 

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於 1865年由英國母會傳入，初傳入台的基督長老教會對外
來宗教教義及空間並無既定的觀念，當時透過傳教士對的教義教導及靜拜模式皆使台灣

有學習的對象，因此初傳入台的教會建築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當時傳教士的既定模式影

響，本節就英國初期基督長老教會建築與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建築相同點【表 3-3】與

相異點【表 3-4】之比較，探究其有何關聯之處。 

【表 3-3】英國初期基督長老教會建築與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之建築相同點比較 

1. 
兩者皆因初傳入時，無力興建專屬的敬拜場所，因此當時是借用農宅、民宅或穀倉作為

聚會所。 
2. 兩者皆由橫向的使用模式轉為長向的使用模式。 
3. 定型後的教會建築皆由山牆面進入，使空間具有軸線性。 
4. 兩者初傳入時，皆使用唯一講台，由牧師及長老共同使用。 
5. 大多使用相同語彙，如尖拱窗、塔樓、小尖帽。 
6. 兩者在演變過程中皆出現樓座空間。 

 

【表 3-4】英國初期基督長老教會建築與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之建築相異點比較 
 英國初期基督長老教會 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 

1. 
長老教派由十六世紀法人 John Knox傳入，
起源較早。 

長老教派由十九世紀馬雅各醫生傳入，起源

較晚。 

2. 
初期門廊設置不明顯，直至十九世紀中葉有

塔樓空間出現時，才開始出現門廊作為緩衝

空間。 

台灣在清領時期興建的教會建築大多即有

門廊的設置，據筆著推論，可能與台灣多雨

的氣候有關。 

3. 初期的入口分設於建築長向的兩側。 
初期的入口設於建築長向的正中，與英國初

期長老教會不同，據筆著推論，可能與兩地

之傳統建築使用模式有關。 

4. 初期屋頂大多為硬山式。 初期屋頂大多為歇山、四落水之式樣，以致

有簷廊空間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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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督長老教會之活動分化型態 

基督教入台灣之初，宣教士主要使命是載本島將福音遍傳，雖然同時從事醫療、教

育等多重事業，但是這些事業無非時要達到宣教的目的
44
。宣教士不僅帶來文明、改善

生活，更重要的是教會也因此服務更多的人、接觸更多人，間接完成信仰宣揚之使命。

蔡國山牧師認為：「不同的宣教定義(mission definition)乃是來自不同的神學；而不同的
神學乃是來自對聖經不同的見解；不同的宣教觀會產生不同的方法論；不同的方法論就

會產生不同的宣教策略；不同的宣教策略就會產生不同的宣教行動。」45而王憲治牧師

更進而提出「情境神學」 (Contextual Theology又稱處境神學)與本色神學(Indigenous 
Theology又稱本土或本質神學)，前者有別於後者，前者考慮整個情境，包含政治、歷
史、社會、文化、爭教之整體性；後者則偏重文化象徵與宗教關係。 

教會處在時代變遷中，有一些屬於教會的本質，是教會無論處於什麼情況下都不能

輕易改變的，例如基督教的教義、章法等等，即教會中的「本質化」活動；有一些則是

教會為應變環境變遷而必須改變，並不違反信仰本質，反而有助於信仰的推廣，例如宣

教方式、聚會型態等等，即教會中的「處境化」活動。 

近年來教會有很多嶄新的宣教手法，有動態的「佈道行動」、「社區服務工作」，也

有靜態的經營「教會事業體」，這些宣教方式的改變，致使教會需調整原有的空間架構

來符合時下教會的需求。教會空間的基本概念必須建構於神學意念上，但除了神學意念

為不變的根基外，傳達模式則因所處的時空背景而有所不同。面對不同時代需求，教會

所肩負之機能需求必隨之轉換，而轉換的結果終將轉呈於空間意涵及形式意象中，空間

之形式即進而影響儀式進行之氛圍塑造，故活動型態與空間形式實存互相依存之關係。

本章節意圖透過田調訪查了解教會之活動分化型態，將教會基本活動形式分為處境化活

動與本質化活動，探討教會在時代背景所因應而生的宣教方式，進而了解活動進行時之

空間需求。 

 

 

 

 

 

                                                 
44 詳閱鄭仰恩著，《定根本土的台灣基督教》，台南：人光出版社，2005年，p.5。 
45 詳閱蔡國山著，《基層文化與宣教策略》，台北：工福簡訊雜誌社出版，1989年，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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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基督長老教會之本質化活動 

教會的本質是由一群相信救恩的基督徒所組成，而教堂則是提供這一群人有個一齊

敬拜的場所，聖經馬太福音曾應允說：「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

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我必

在在他們中間。」
46
因此教會最基本的活動層面，便是聚集公眾的敬拜、彼此分享及互

相代禱等等。以下簡述教會的本質性活動： 

 

 

1. 崇拜 

「崇拜」(worship)一字是來自古薩克遜語「配得」(worth-ship)的縮寫47
。啟示錄

說到：「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蔡維民認為「崇」乃

高也，承認並拜那一位更高的存在者：「拜」是指「拜拜、拜導、拜服」，崇拜即

人對至高者的拜禱
48
。對教會而言，主日崇拜是每個禮拜中最重要的例行聚會。創世

紀曾說到：「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

了。因此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
49
。申命記也曾說：「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

咐的守安息日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

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牛、驢、牲畜，並在你城裡寄居的客旅，

無論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僕婢可以和你一樣安息。」
50
，於此可見教會重視安息日

的程度。教會內每個信徒都會在此日至教會做禮拜，會友到教會一同藉著詩歌敬拜

上帝、聆聽牧師所講授的信息，也藉著相聚的時間彼此分享代禱。一般的崇拜內容

包含宣召、敬拜讚美、啟應、祈禱、讀經、講道、信仰告白、奉獻等【表3-5】。主要

是根據《聖經》以賽亞書第六章來編排： 

【表3-5】基督長老教會禮拜之崇拜儀式過程 

 名稱 司會者口白 說明 

1. 請 安 
諸位兄弟姊妹平安，現在一起來敬

拜上帝。 
 

2. 序 樂 司琴者隨即配合奏樂。 使會眾安靜心。 

3. 宣 召 
司會者不必特別提「宣召」二字，

直接宣讀經文即可。 

一般會由長老頌讀一段經

文，使信徒集中敬拜意志，

體驗上帝存在的明證。 

                                                 
46 詳閱《聖經》馬太福音十八章 19-20節 
47 詳閱蔡維民，《永恆與心靈的對話-基督教概論》，台北：楊志文化事業出版，2001年，p.101。。 
48 同註 4。 
49 詳閱《聖經》創世紀二章 2-3節。 
50 詳閱《聖經》申命記五章 12-14節，也是基督教中「摩西十戒」的第三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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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聖 詩 

請會眾站立，會眾一同吟唱聖詩**

首，然後識實際需要可讀第一節歌

詞或歌名。 

 

5. 禱 告 
請會眾站立。由司禮著帶領大家禱

告。 

包含認罪與赦罪兩部分。可

為自己認罪及為他人代求。 

6. 啟 應 文 我們一起來頌讚啟應文第**篇。 
「啟應文」讓會眾以應對進

入身心一致的敬拜。 

7. 信 仰 告 白 
請會眾站立。我們一起用使徒信經

來告白我們的信仰。 

「信仰告白」為同心仰望的

開始。 

8. 聖 經 
請會眾一起來恭聽上帝的話，記載

於聖經**約**書**章**節。 
使信徒明白聖經真理。 

9. 讚 美 請聖歌隊來讚美。 
聖歌隊代表會眾吟詩讚美，

為一種無形的獻祭。 

10. 證 道 
今天上帝藉著**牧師證道，所宣講

的信息是「****」。 

包含講道及讀經。透過聖經

研讀及牧者傳講真理的過

程，使信徒扎實信仰根基，

不論日常生活或待人接物皆

以信仰做準繩。 

11. 聖 詩 

請會眾站立。會眾一同吟唱聖詩**

首，然後識實際需要可讀第一節歌

詞或歌名。 

 

12. 奉 獻 奉獻完後，司奉者帶領大家禱告。

「奉獻」是回應上帝的表

現。為了愛神而愛教會，是

身為基督徒的義務與責任。 

13. 報 告 
例行的教會會務報告，報告後由牧

師介紹第一次來參與聚會的人。 
 

14. 代 禱 

請會眾站立。 

我們一同為**事情代禱。 

 

15. 平 安 禮 會眾互道平安 增加信徒之間的聯繫。 

16. 聖 詩 ( 頌 榮 ) 會眾站立。  

17. 差 遣 與 祝 福 會眾站立。 

「祝福」不單是領受上帝的

恩典，更要將神所賜的平安

帶入世界，繼續履行基督徒

的使命。 

18. 阿 們 頌 會眾站立。  

19. 殿 樂 會眾請坐，默禱、閉會。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教會禮拜更新手冊》一書51。 

禮拜儀式在這兩千年的基督教源流中並非一成不變的，它仍會因應時代之神學

觀點的改變而呈現於禮儀過程中。根據《聖經》記載，舊約時期的儀禮是以「獻祭」

為主，以牲畜獻祭意含感恩、讚美、赦免、祈求等，除了獻祭之外，還有音樂上的

事奉。《聖經》最能體現禮拜儀式的描述記載於〈撒母耳記〉：「他們將神的約櫃

                                                 
51 詳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什一增長委員會編，《教會禮拜更新手冊》，台南：人光出版社，1986
年，p.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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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岡上亞比拿達的家裡擡出來，放在新車上；亞比拿達的兩個兒子烏撒和亞希約趕

這新車。他們將神的約櫃從岡上亞比拿達家裡擡出來的時候，亞希約在櫃前行走。

大衛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華面前，用松木製造的各樣樂器和琴、瑟、鼓、鈸、鑼，

作樂跳舞。⋯⋯有人告訴大衛王說：耶和華因為約櫃賜福給俄別以東的家和一切屬

他的。大衛就去，歡歡喜喜地將神的約櫃從俄別以東家中擡到大衛的城裡。擡耶和

華約櫃的人走了六步，大衛就獻牛與肥羊為祭。大衛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

華面前極力跳舞。大衛和以色列的全家歡呼吹角，將耶和華的約櫃擡上來。」
52
在整

個迎接約櫃的行進中，包含人的敬拜、樂器的事奉、肢體的語言及牲畜的獻祭，而

這樣的禮拜儀式為以色列人帶來屬天的祝福。爾後，漸漸出現專屬敬拜的實體空間，

新約時代的禮拜儀式於會堂空間舉行，過程包含讀經、禱告及証道。此後逐漸依著

會堂空間來設立崇拜的秩序，過程包含讀律法書及先知書、禱告、認罪及証道。今

日長老教會之禮拜儀式源自改革宗，禮拜儀式包含敬拜讚美、禱告、證道、獻詩、

啟應文、讀經等【圖3-1】，儀式過程約需一個鐘頭至一個半鐘頭，禮拜過程多是莊嚴

且聖潔的，由牧師擔任主理者的身分，負責真道的宣講；長老則是擔任司會的角色，

負責整場禮拜儀式的順序及時間的控管。 

敬拜讚美是長老教會近幾年的改革【圖3-2】，聖經中明文記載人類要敬拜耶和華，

而敬拜讚美則由一群人帶領會眾用音樂來敬拜上帝，透過肢體及樂器的事奉進而表

達對上帝的愛慕與頌讚，詩篇中提到關於讚美的意義：「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我的舌頭就高聲歌唱你的公義。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張

開，我的口便傳揚讚美你的話！」讚美的表達方式並非僅止於音樂，對於基督徒而

言，順服、敬拜、見證、宣揚等都是讚美的一種表達方式。 

  

【圖 3-1】主日崇拜。 
攝於台南中會北門教會

【圖 3-2】會前的敬拜讚美。 
攝於壽山中會重生教會 

 

 

                                                 
52 詳閱《聖經》撒母耳記下段 六章 3-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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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宴 

通常筵席的時間為主日崇拜之後，藉著信徒一同於聖殿敬拜之此日，所有信徒

一同用餐。聚餐的目的主要是為拉進會友間的關係，使教會如同一個大家庭，因此

教會期待每位會友都能參與。為因應此需求，教會必須衍生一些新的空間，例如廚

房及餐廳【圖 3-3】，以提供會友有聚餐的場所。 

 

3. 聖歌隊(或稱詩班) 

聖歌隊包含詩班及樂團兩部分。一直以來教會使用音樂敬拜的歷史相當久遠，

因此教會對音樂的事奉有其深厚的基礎；詩歌也運用在教會各式大大小小的聚會

中。然而詩班及樂團的練習，最主要的服事仍是星期日的主日崇拜，練習的時間通

常是星期六晚上或是星期天下午，如果教會並無專門的樂團練習室，詩班也會在禮

拜堂中練習【圖 3-4】；由於其並非表演性質，而是能夠帶領會眾一同來敬拜上帝，

因此聖歌隊的位置通常在講台的側邊；如果是較大型的教會，也可能出現兩席的聖

歌隊，位置也通常是對坐於講台的兩邊。 

 
【圖 3-3】愛宴。 

攝於台南中會灣裡教會

【圖 3-4】聖歌隊。 
攝於壽山中會重生教會 

 

4. 成人主日學 

根據艾芬理(Findley B. Edge.1964)對主日學教學追求的目標所作的分類53
：包含

知識、激勵、行為反應等三部分。以知識為目的的主日學，由教員帶領全組有系統

地研讀聖經，使他們能了解聖經的意義，又能通曉所涉及的事。以激勵為目的的主

日學課程，則是研究和接納一般的基督徒標準及態度。以行為反應為目的的主日學，

強調基督徒的行為標準與態度要在日常生活中確實實行。另一部分是學道班的系列

                                                 
53  詳閱 Findly B. Edge.，《Teaching for Results》，何思惠 譯，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64。艾芬
理博士在此書序言中強調「主日學已成為各教會生命中重要的部分，在現代社會的公益中，

他是最有效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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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也以認識基督教信仰的教義、聖經原則等為主要內容，但特別為非信徒或初

信徒所預備。不論名稱是「募道班」、「信徒造就班」或「受洗班」等，都具有同樣

的意義。這些課程的目的是將耶穌基督的福音介紹給非信徒或初信者，以堅固他們

心中的信心、解決他們心中的疑惑。 

幾乎所有訪查的教會都重視並且確實有這部份的教學活動，通常時間則是在主

日崇拜的前後，以方便會友來教會參與活動的時間不致過於分散。週間的造就課程

也有查經班、信徒造就班及個人陪讀等等。 

 

5. 兒童主日學 

與成人主日學最大的差別在於其組成份子。由於兒童主日學的教學目的，是將

適合兒童程度的信仰內容及早傳播給孩子的孩童教育。聖經馬可福音曾說：「耶穌對

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

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因此兒童主日學

採年齡分班制，需要較多不相干擾的分班教室，甚至因為有幼兒班的開設，而需要

有特別的幼兒教室【圖 3-5】。 

兒童教育事工所具備的特點，包含(1)它對教會傳福音使命的貢獻比較緩慢和間
接，需要相當的時間才能見到確實的效果。(2)兒童事工的果效往往還需有其他的搭
配事工，像是少年團契、少年詩班等等，才能使教會充分得到收益

54
。兒童主日學的

時間即為主日崇拜的時間，也就是讓孩童與家長分開聚會，且兒童之注意力集中的

時間較短，需要相當充裕的活動空間及器材，因此教會需投注相當多的資源，以達

兒童教育之目的。 

 

6. 禱告會 

禱告會以祈禱為主要目的，可培養信徒有良好的信徒生活，建立教會內信徒彼

此的緊密關係。通常禱告會是全年不間斷的，教友可選擇為桌而坐或跪席，甚至排

排坐地面對帶領者。禱告會通常沒有既定的程序，通常包含詩歌、短講、禱告三大

部分，時間大約一至二小時。 

 

 

                                                 
54 詳閱易啟年，《教會兒童教育事工》，香港：天到書樓，1980年，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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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培靈會 

培靈會非例行性的聚會，平均一年會舉辦一至二次，它的目的是借由此特別聚

會，鼓勵信徒認識聖經知識、建立穩固的信仰生活等等，對象以非基督徒為主，聚

會型態及內容是多樣的。培靈會的規模有大有小，可能是單獨一堂或是連續幾個晚

上、甚至連續幾天都有。教會也不必獨立籌辦培靈會，可與其他教會或基督教機構

聯合舉辦，舉辦場所以教會禮拜堂為主【圖 3-6】，或租用較大的演講集會廳、體育

場。 

 
【圖 3-5】兒童主日學。 

攝於壽山中會重生教會

【圖 3-6】培靈會現場 
攝於台南中會澄山教會 

 

8. 佈道會 

佈道會也是非例行性聚會，是屬於較大型的基督教集會活動，目的在廣傳基督

福音，對象以非基督徒為主。通常是數間教會或是基督教機構所舉辦，會借用較大

集會空間的教堂或是演講廳【圖 3-7及圖 3-8】，時間通常是一至三天。 

 
【圖 3-7】租用演講廳的佈道會 【圖 3-8】室外廣場的佈道會 

 

9. 退休會 

教會舉辦退休會的目的有二：首先是休息為目的，讓教會的牧師、傳道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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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及執事有機會一同休息，靜默上帝的話；另一目的則是聚集這些人來擬定未來一

年或半年的發展計畫以及異象傳遞。因此以都市型教會的角度，通常會選擇遠離塵

囂的郊外舉辦退休會，當然也有選擇在自己教會舉行的案例，為期一至三天左右。

有的退休會開放給每位信徒參與，有的退休會則特別為教會全執同工、幹部或核心

會有所預備，亦無統一規模。 

 

10. 查經班 

查經班可謂是信仰教育的總稱。由於基督教信仰中，聖經是信仰的根據、生活

行為的準則，因此教會的教育必然依據聖經而教授。一群人聚集研讀聖經的聚會，

便稱為查經班。查經班可於教會內小型的空間或於信徒家中，時間約一至二個小時，

根據不同主題與成員分成多種性質的查經班。 

 

11. 團契聚會 

    由於主日崇拜參加的人數眾多，不易深入認識每一個人，而且每個人的需要不
可能同時得到滿足，因此全教會會友分成若干團契，分組可依年齡、居住地區或身

分等不同原則。團契聚會通常是在教會內的小型空間舉行，除了以家庭主婦或年長

會友所組成的團契外，其他團契多選擇在晚上舉行。團契聚會內容主題會依照教會

年度的目標事工，聚會型態大致包含詩歌、討論分享及彼此代禱三個部分。 

 

12. 教牧協談 

    當教會的信徒在信仰與生活上遇到特殊狀況，需要固定時間的關心與協助，教
會牧者同工便與其相約固定的時間關懷陪談，共同研讀聖經或是代禱分享，頻率約

每週一次。若相約於教會，則需要一個不被打擾的空間，當然也可約在信徒家中，

或其他適合陪讀約談的地點；有時為要特別栽培某位同工時也會如此約談。 

 

13. 洗禮及聖餐 

洗禮是邁入基督徒的第一步。進入教會但還未受洗者稱為「平信徒」或稱「募

道友」，平信徒受到感動或是自覺可接受這份信仰時，便會要求牧師替他施行洗禮，

受洗過程通常包含信仰告白及聖經問答，施洗時牧者會用聖杯內的水沾在受洗者的

頭上，象徵受洗者已被潔淨，洗禮後方可稱為「基督徒」。而聖餐是基督徒獨享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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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若非受洗的慕道友則無法共享，教會通常一年舉辦四次聖餐，由牧師帶領會眾

撥餅喝酒【圖 3-9及圖 3-10】，聖經歌林多前書：「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

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

死，直等到他來。」
55
本節於【3-4 儀典與空間之互動關係】有詳盡的解析，於此不

多詳述。 

  
【圖 3-9】聖餐儀式-牧師分發給長老。 

攝於壽山中會重生教會

【圖 3-10】聖餐儀式-長老分發給信徒。 
攝於壽山中會重生教會 

 

 

3-2.2 基督長老教會之處境化活動 

從英、加兩國宣教士入台到台灣光復以前，在中西文化差異性極大的情況下，為了

拉近與台灣人民的距離，宣教士們選擇從當時台灣最需要的醫療和教育服務著手，除了

讓百姓親身感受到宣教士對他們的友善態度外，也藉著服務之便宣講福音。這段期間

中，西方宣教士雖然逐漸開始關注到台灣本土文化與人民生活方式的差異性，並在宣教

方式上做出調整，但這段時期的信仰基本上仍然以西方傳統的神學為主。因此傳遞福音

是一切事工的核心，台灣文化和社會服務僅是一種宣教的工具和方式，簡言之，信仰與

文化以及社會服務兩者相關但卻不相同。  

  日據時代的宣教士一方面為了使福音工作能夠順利推展，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宣

教士們對於政教或聖俗二分的信仰態度，在教勢不穩的情況下，對於社會會與政治上的

不公義，甚至是直接針對教會的干預與傷害，教會多仍抱持著退讓的態度。 

  台灣光復後，黃彰輝「處境化」神學開啟了長老教會信仰與生活相結合的大門，隨

後又在這個信仰理念下發展出許多關懷當時社會問題的事工。無論從教會機構對社會問

題的檢討記錄、神學院開設的社會服務課程或各類實際的服務內容來看，長老教會對社

會問題的思考上已經從傳統全然地道德歸因模式擴大到社會層面因素的考量。教會的處

                                                 
55 詳閱《聖經》哥林多前書 11章 26-2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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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化活動，最終目的是為宣教和佈道，只是當教會處於不同的時代環境下，就必須應變

不同的宣教手法，相對導致空間需求的差異。 

 

1. 假期聖經學校 

都市生活讓一般人能參與教會活動的機會降低，除了週間的晚上以外，就是星

期天，若需要完整密集的聖經培訓，必須利用連續的假期。聖經學校通常有限定特

定族群，如為青少年或兒童開設的假期營會。如果教會具備足夠的空間與良好的環

境，便可不虞匱乏地作為假期聖經學校的場地，否則教會也可以選擇至其他營地舉

行，同期兼具佈道及教育的目的。
56
 

 

2. 探訪、街頭佈道 

探訪的目的是關懷教會信徒或新朋友，藉由私下拜訪建立更直接的關係，也提

供實質的幫助，探訪的地點以信徒住處為主。街頭佈道的地點也在教會以外，但通

常會在教會集合代禱後再出發，佈道地點可能是普通街道、公園、休閒設施、校園

等。 

 【圖 3-11】戶外佈道 

 

 

3. 社區工作 

教會參與社區工作是教會擴大宣教的實踐。都市中的家庭結構改變，教育與看

護的功能不在單純由學校與家庭分擔；同時都市生活型態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教會

本著信仰的原則及生活上的實踐，積極參與各項社區事工。因此，許多教會投入老

                                                 
56 詳見陳南州著，《地方教會的發展─反省與展望》，台南：人光出版社，1995年，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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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護的工作，組成團體照顧社區老人，甚至進入各家庭服務，也提供青少年與疾

病殘障者的協助。另一方面積極面對社會問題，例如對吸毒酗酒者進行輔導戒護、

對中挫生施以關懷等等。 

有些教會認養附近的街道，定期掃街維護，這是以活動方式作為社區工作的類

型。除了掃街以外，也有教會舉辦跳蚤市場，除了傳遞不浪費的觀念外，藉此深入

接觸鄰近居民，也讓居民彼此聯絡感情。 

 

 

4. 教會事業體 

教會以事業經營的方式接觸人群，服務更廣的層面，使宣教的工作能在不同的

環境下延伸。都市教會可兼具的事業種類很多，除教會已經長期進行的關懷教育工

作，如松年大學、托兒所、幼稚園、安親班、兒童才藝班及媽媽教室以外，有的教

會會開放圖書館或閱覽室作為里民K書中心，有的還會提供地下室作為書房及咖啡

館的營業場所，營造社區心靈交流的空間，同時也提供會議廳供宗教團體、社會團

體使用。 

其他以大眾傳媒為導向的教會事業體如出版社、電台，也都是教會擴展的宣教

策略。根據案例發現，南門教會內即有自己專屬的教會電台，透過頻道宣教使福音

能遍傳更多地區。如此眾多的外展宣教性活動類型，教會不可能同時兼顧多樣，因

此一般都市型教會選擇投注於教會能夠負擔，且在見證信仰與宣教上有直接助益的

工作。 

  

【圖 3-12】社區大學-國畫班。 
攝於台南中會安順教會

【圖 3-13】社區大學-針線班。 
攝於台南中會東門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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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社區大學-韻律班。 
攝於台南中會大橋教會

【圖 3-15】社區大學-二胡班。 
攝於台南中會東門教會 

 

5. 特別聚會 

教會經常舉辦特別聚會供附近居民參加，例如聖誕節、復活節、聖靈降臨節、

五旬節等等，當然也會在特定的國定假日或民俗節日舉行慶祝，如農曆新年、母親

節、父親節、重陽節、中秋節等等。教會在此節日舉辦感恩禮拜【圖 3-19】、追思禮

拜【圖 3-18】、讚美禮拜、歌唱大賽【圖 3-16】、繪畫比賽或各類運動比賽【圖 3-17】等，

藉此拉近信徒間的關係，更在民俗節日時，強調本土文化的認同與參與，屬於間接

性的佈道活動。 

  
【圖 3-16】母親節舉辦歌唱大賽。 

攝於壽山中會重生教會

【圖 3-17】父親節舉辦桌球大賽。 
攝於台南中會新市教會 

  
【圖 3-18】清明節追思禮拜。 

攝於台南中會光和教會

【圖 3-19】重陽節感恩禮拜。 
攝於壽山中會重生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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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空間之現代化─以南門教會、北門教會、東門教
會、安順教會、左鎮教會、新市教會、灣裡教會及佳里教會為例 

3-3.1  空間計畫的改變 

教會建築是在信仰背景下而產生的空間，致使教會建築空間發生變化的原因諸多，

舉凡時代背景、信仰教義、宣教策略、信徒認知、聚會型態、營建技術等，皆有可能間

接或直接影響教會建築。早期台灣被視為瘴癘之區，因此醫療宣教為當時的教會擴張的

重要方式，所以禮拜堂旁必須附設醫館以協助宣教，後來因需求機能的不同而致使教會

建築改變，現在教堂擔負更多元的功能，它必須足夠包含禮拜、宣教、服務、教育及交

誼等多向發展，因此舊有的教會建築開始發生轉變，以下就宣教策略及聚會型態的改

變，分析八間案例教會的建築轉變。 

 

1. 宣教策略的改變 

自從1965年宣教百週年以後，總會推出「新世紀宣教活動」
58
以來，歷經「忠僕運

動」
59
、「自立互助運動」

60
、以及「十一增長運動」

61
等等，這些宣教事工計畫都在針對

台灣社會變遷之需要所提出的教會走向方針。 

台灣政府從 1968年正式推動社區發展工作，教會幾乎也是同時期開始所謂的社區
宣教。教會為了宣教的目的，在都市中用不同的方式接觸不同的族群，劉達芳從都市人

類學的角度，認為人通常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文化來接受福音，因此福音工作宜按群組單

元(homogeneous unit)去進行。62
都市化導致社會結構改變，教會積極以附屬的事業體提

供社會需求，根據內政部 92年的統計63
，全台教堂有 3,227座，附設公益慈善及社會文

化事業數計有 1,542間，其中包含醫療機構、文教機構(圖書閱覽室、幼稚園、托兒所等)、
公益慈善事業(養老院、殘障教養院、福利基金會、社會服務中心等)，顯示出教會參與

                                                 
58 1966年 5月，長老教會推出新世紀宣教運動。由總會召集令全地方教會重要幹部,於關仔領召
開研究新世紀運動,推展到各地教會。其標語為「成全聖徒，為主差用」(弗四：十二）。 

59 1971年至 1975年，長老教會推出「忠僕運動」。總會邀請神學院教授,及中會有關人員研究此
運動,皆認為「才幹」、「時間」,「金錢」.....，都是屬上帝的,我們應該將此管理事奉給神。 

60 1976年至 1978年長老教會推出「自立與互助運動」。目標：1.確立宣教的自主性。2.發掘運用
信徒資源。3.培養宣教的機動性與創造性。4.建立宣教上的同伴關係。5.分擔世界教會的宣教
共同使命。 

61 1978年 4月 3日長老教會推出「信徒什一增長活動」。目標為各教會每年增長十分之一信徒為
目標。 

62 詳見劉達芳，〈從都市人類學看都市宣教的策略〉，香港，今華人教會，1986，P.3-5。 
63 〈內政部統計通報〉，九十二年第四十四週，1992年，宗教概況。統計資料來源：省、市政府
民政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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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事業與社會教化事業的策略。 

馬太福音說到：「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

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
64
。可見基督徒除了在禮拜堂做禮拜外，

應該學習走入社區推動服務工作。莊淑珍認為在不同的環境中，教會所推行的宣教方式

應各有不同，再了解社區條件、特色、問題點後尋覓或創造切入議題與切入時機的方式
65
。台南神學院前院牧育長陳南州牧師也提到對不同的人就應有不同的教會發展目標，

在不同的社區中，教會就會面對不同問題及需求，因此沒有一個宣教模式是放諸四海皆

準的66。根據案例發現，現今教會皆有負擔社區宣教工作，例如東門教會有針對兒童所

舉辦的快樂週末兒童營、針對老年人所成立的信望愛學校、安順教會針對老年人所成立

的平安社教學苑、佳里教會的松年學院及托兒所等，皆是教會根據所處社區之特性而成

立的活動，利用教會週間這段低使用率的時間，將年長的會友及婦女聚集起來成立老人

大學或是培育技藝之教育性質班別。 

因為宣教模式的轉變，致使教會必須有更多的空間來容納社會性的服務工作，因此

教會建築開始增設附屬空間。教會以事業體的經營方式，接觸更多人群，服務更廣的層

面，使宣教工作能在不同的環境下延伸，最終的目的乃是希望透過社區服務而將福音遍

傳，使更多人能受洗歸主。 

 

 

2. 聚會型態的改變 

基督教初傳入台灣時，當時因人數極少且宣教不易的情況下，信徒僅在星期天舉行

禮拜儀式，後來隨著信徒人數逐漸增多，牧師已無法於主日禮拜時深入認識每位信徒，

因此開始將教會會友分成不同的團契，依年齡、居住區域或身分不同等原則，常見的有

少年團契、青年團契、婦女團契、同心團契及松年團契等。團契聚會時間不一，通常都

在週間的晚上，依團契成員可及性為最大考量。因為團契制度的建立，致使教會單一禮

拜堂的空間不敷使用，演變至今的教會空間，已存在許多類似小教室的聚會場所，平時

可供團契聚會或主日分班，此空間大小及區位並無制定，通常考慮為多種聚會的彈性使

用及人員容納，不似禮拜堂空間之各區為劃分的嚴謹，僅以使用基能為最大考量。 

 

 

                                                 
64 詳見《聖經》馬太福音第九章 35-36節。 
65 詳見莊淑珍著，《社區運動的新趨勢與新思考》，台南：人光出版社，2000年，p.8。 
66 詳見陳南州著，《地方教會的發展、反省與展望》，台南：人光出版社，1995年，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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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建築量體及構築方式 

    南部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始於 1865年，由英國長老會馬雅各醫生所傳入，同時教會
建築之演變歷程也相對發展。教會建築現代化的歷程中，建築演進同受建築思潮與構築

技術所影響，而建築技術的進步也同樣牽制著構築材料的發展，本小節將著重於構築材

料的演進及建築量體的變化，逐一探討南門教會、北門教會、東門教會、安順教會、左

鎮教會、新市教會、灣裡教會及佳里教會之建築發展歷程。 

探討南部長老教會建築構築發展的同時，必須對當時台灣整個大環境有所了解。台

灣 1895年至 1945年間為日本殖民政府所統治，日治期間不僅致使台灣社會的政經變
化，整個城鄉風貌也起了重大的改變。尤其在明治維新之後，引進的西方歷史建築技術

及文化，開始運用在當時重要的公共建築上，外觀上皆使用源自西方的歷史式樣，但台

灣的本土意識仍藉由特殊的語彙而不斷出現在某些建築中
67
。當時教會會務雖在某程度

上受到限制，但教堂建築並未因此而停止發展。此時期的建築多為磚構造，但為在外觀

上表現出古典建築的石材特徵，因此在表達或設計上就必須仰賴如洗石子之類的仿石

材。在1923年，發生了關東大地震，許多磚石構造因此毀損，日本建築師於此時開始

積極接受現代建築的觀念，以期望創造出更堅固耐震的新式建築。爾後，現代主義思潮

盛行，在構成上具有依據西方「現代主義」簡潔少裝飾或無裝飾的特性，型構多以圖案

化、幾何化處理、平屋頂、不對稱、不厚重、強調機能、開放性、鋼筋混凝土與鋼材、

玻璃等新建材的使用與強調其材料特性的構造表現。 

教會建築演變除建築思潮及構築方式的不同，建築量體的變化也是教會演進歷程之

顯著改變，在案例中，皆可視其量體由低矮變高大之演進歷程，本節除探究構築方式的

演進外，也意圖將案例教會建築量體逐一歸整。 

1. 建築構築方式之演進歷程 

自 1865年馬雅各醫生開始於台南府城二老口進行醫療傳教，基督教信仰開始有了
基本的空間需求。由於基督教不似天主教有羅馬教廷以強大的勢力給予經濟上的大力支

援，因此在多數的情形下因地制宜，只求將福音遍傳，便成為當時宣教事工不得不採取

的策略，在教會建築也是如此。初期教會資金並不充裕，教會建築構造材料皆由當地取

材，也以當時匠師所熟悉的閩式建構方式，清領時期以閩南傳統民居建築為主，日治初

期也曾出現和式木構架。  

初時教會建築入口似閩式建築由長向入口，但由於空間機能使用的轉變，致使建築

                                                 
67 詳見傅朝卿，《日治時期台灣建築》，台北：秋雨文化出版，1999年，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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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產生異動。此時期仍維持傳統閩南三分處理的基調，屋頂多以歇山或硬山形式處

理，以出挑的方式處理簷下空間，灰泥粉飾的屋身作為基礎的基座。在案例中，1856
年的左鎮教會【圖 3-20】、1895年的麻豆教會【圖 3-21】、1907年的佳里教會【圖 3-24】、1910
安順教會【圖 3-25】、1955年的北門教會【圖 3-26】及 1956年南門教會主日學教室【圖 3-27】

皆屬此類。其中左鎮教會及佳里教會皆由長向入口，入口處設有「軒亭」以強調之；而

麻豆教會和佳里教會的開窗形式已將尖拱意象予以概念處理，形成以直線構成三角收束

的山型窗，而此抽象的尖拱窗於日後亦被廣泛的運用。另外再日治時期也出現了木造和

室的構築方式，其特點在於其簷廊的構造，建築明顯的三分法，屋頂有四落水或歇山的

形式，內部構造也不同於抬樑式或穿斗式，此風格的案例有 1901年的岩前教會【圖 3-22】

及 1903年的安順教會【圖 3-23】。 

  

【圖 3-20】1856年左鎮教會 【圖 3-21】1895年麻豆教會 

  
【圖 3-22】1901年岩前教會 【圖 3-23】1903年安順教會 

  
【圖 3-24】1907年佳里教會 【圖 3-25】1910年安順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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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1955年北門教會 【圖 3-27】1956年南門教會主日學教室 

爾後，逐漸脫離傳統閩式建築或和式建築構築方式，取而代之是歷史式樣的構成方

式，特徵在於其施工技術已轉為西式及各種西方歷史式樣建築語彙直接或間接的使用，

樓層高度鮮少超過三層且多屬單體建築形式，出現時期約自日治中期至光復十五年左右
68
。建築因著空間使用的改變以全然轉型為短向入口【圖 3-28】，入口與講臺空間分據軸線

的兩端，此為西方歷史式樣教堂的基本形式，其構築方式基本上皆由磚造加上桁架屋頂

或是加強磚造加上桁架屋頂，並局部引用西方歷史建築語彙。光復之後，現代建築思潮

引入台灣，此時期特點在於簡潔明快的線條，外部造型擺脫繁複的語彙與線腳，以量體

的組構做變化，使用現代建築的語彙及材料作為表現的工具。 

 
【圖 3-28】教會空間漸由長向入口轉為短向入口。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現存的案例教會中僅有東門教會為西方歷史式樣之實體建築，其餘的皆已拆除，東

門教會入口為一半圓門廊，立面上有一三連拱窗【圖 3-29】，而內部仿早期基督教之巴西

利卡式平面【圖 3-30】，教會信徒眾多，為當時極為興盛的教會。1952年的佳里教會【圖
3-31及圖 3-32】及 1954年的太平境教會【圖 3-34】開始有塔樓形式的出現，塔樓設置於主

                                                 
68 張欽烽，《南台灣基督教教堂建築研究》，成大碩論，1997年，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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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處，開口部皆是尖拱形式。1954年安順教會【圖 3-33】入口為一平屋頂門廊空間，簡潔

幾乎無線腳的壁面裝飾，尖拱窗型使教堂意象更為清楚。同年之太平境教會【圖 3-34】表面仍

維持西方歷史式樣教堂常見的量體組構方式，例如：塔樓、山牆等，但在開口處及細部

現姊則以明快的線條處理。1959年的南門教會【圖 3-35】因規模較小，建築造型就顯得

較為簡單，簡單的山牆中唯一矩形入口，入口上方為一矩形雨庇並以牛腿支撐作為懸臂

狀，兩側立面則是典型使用尖拱開窗，內部為一木構桁架屋頂【圖 3-36】。1961年的北門
教會【圖 3-37】為一簡單量體，入口上五個長條窗飾以尖型的線條，立面大片開窗以爭取

最大之採光面。1970年的左鎮教會【圖 3-38】是較為簡單的建築作品，安順教會入口處

仍以「軒亭」處理，兩旁開口部為尖型開窗；而左鎮教會之山牆垂直線條外張，退縮立

面企圖形塑似於亭仔腳的騎樓空間。 

  
【圖 3-29】1926年東門教會外觀 【圖 3-30】1926年東門教會禮拜堂 

  
【圖 3-31】1952年佳里教會外觀 【圖 3-32】1952年佳里教會外觀 

  
【圖 3-33】1952年安順教會 【圖 3-34】1954年太平境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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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1959年南門教會外觀 【圖 3-36】1959年南門教會禮拜堂 

  
【圖 3-37】1961年北門教會 【圖 3-38】1970年左鎮教會 

現今教會為因應繁複且多元的使用模式，建築已逐漸轉為大樓形式，教會冀望在有

限的土地發揮最大的利用價值時，建築量體開始變得高大，構築方式多為鋼骨或鋼筋混

凝土結合鋼骨的大樓形式，幾何量體組構也為現今教會常見的模式。 

北門教會【圖 3-39】立面有巨大的三連拱窗，以兩層樓的柱式強調建築之垂直感。佳

里教會【圖 3-40】量體為一山牆及雙塔樓所構築而成，簡潔幾乎無線腳的立面卻使用西方

歷史式樣的圓柱。安順教會【圖 3-41】是一主量體右側再加一鐘塔，單體建築是以禮拜堂

為主要空間，鋼筋混凝土刻意型塑厚實的外牆，立面並無繁複的線腳。新市教會【圖 3-42】

為一主量體構成，立面三個圓拱強調建築之垂直感。灣裡教會【圖 3-43】建築為一主量體

加上八角塔樓，為一不同之處在於塔樓量體大於主量體，塔樓及巨大尖拱窗使建築垂直

感甚巨。左鎮教會【圖 3-44及圖 3-45】為主量體加上中央塔樓，建築師企圖型塑歌德之建

築風格，例如：玫瑰窗、尖拱、三連拱及扶壁等。南門教會【圖 3-46及圖 3-47】為一階梯

式量體，長條型的尖拱窗周圍飾以誇張的線腳，入口處特別塑造以山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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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1992年北門教會 【圖 3-40】1993年佳里教會 【圖 3-41】1994年安順教會 

   
【圖 3-42】1996年新市教會 【圖 3-43】2002年灣裡教會 【圖 3-44】2004年左鎮教會 

  
【圖 3-45】2004年左鎮教會 【圖 3-46】2005年南門教會 【圖 3-47】2005年南門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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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築量體之演進歷程 

教會建築演變除了建築思潮的不同及構築技術的進步外，量體的變化也是其演變歷

程之顯著改變。在案例中，皆可視其量體由低矮變高大之演變歷程，筆者由文獻資料及

照片試圖重新建構昔日教會建築立體模型，與現今案例教會之建築模型比對，以說明建

築量體之變化【表 3-6】。案例教會中之 1952年佳里教會、1959年南門教會、1961年北
門教會、1970年左鎮教會與 1985年安順教會皆為純儀典之空間模式，教會內僅只一空
間，即為「禮拜堂」。使用機能單純致使空間單一化，此時期的禮拜堂通常設有樓座空

間，教會建築多為兩層樓高。教會建築的量體組成上，基本上仍以聚會空間的主量體和

表現教堂特有意象的鐘塔及入口部量體所組成。一般而言，主量體大小通常佔據整個教

堂建築體的絕大部分；而鐘塔通常為附屬量體，比例較主量體高且細長。入口量體為因

應不同需求而產生不同的型式，通常門廊或突出之遮蔽體，或與鐘塔結合，但主要目的

皆是增加教堂正立面的構成元素，給人強烈的教堂意象，而增加入口部量體可增強入口

意象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教會主量體中，聚會空間仍維持著祭壇與主要入口各據軸線

兩端，會眾席分配於軸線兩端的空間型態，維持著早期基督教時期教堂 Basilica式空間
演變而來的型態。 

演變至今的教會建築不僅為純儀典性之空間，它還必須負擔更多元化的使用模式，

使用模式的改變致使原本僅有禮拜堂空間的教會建築已不敷使用，致使建築量體發生了

變化。1992年北門教會、1993年佳里教會、1994年安順教會、2005年南門教會及 2004
年左鎮教會等，皆與前期之建築量體增長許多，而致使其量體增長因素除營建工程技術

進步外，主要還是教務發展及實務事工的需求，教會有新機能的考量及使用模式，致使

建築必須隨之改變。此時期的量體均較前期增長許多，鐘塔的設置也較早期高大，通常

置於主量體的側邊，三度空間的向上拉伸使教會建築更具雄偉。鐘塔除了為信眾心中的

精神寄託外，通常內為垂直動線的使用型態，使主量體的內部空間更為完整。案例中僅

有左鎮教會鐘塔置於主量體短邊中央，鐘塔突出形成主要入口意象，細長比例的方堆量

體呼應後方的小鐘塔。大多的新建教會建築，仍維持入口山牆面的意象，但由於現今的

教會已成為多層樓的使用型態，致使聚會空間未必恰好承接山牆面的內部空間，使早期

禮拜堂以屋身高點強調中軸線的意向已漸漸消失於現今大樓型式的教會空間。據筆者訪

談，教會在興建教堂時，雖對使用機能及空間形式有較多的琢磨，但在演變模型中不難

發現尚有許多語彙是教會所堅持的，其中包含塔樓及山牆。佳里教會、安順教會、北門

教會及左鎮教會皆可看出其改建後依然以山牆面作為教會象徵之指標；而佳里教會、安

順教會及南門教會則出現塔樓形式，除在現今高樓齊聚的都室中更具指標性外，也暗示

了垂直動線對於大樓形式教會空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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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案例教會建築演變歷程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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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量體與內部空間實存互依之關係，建築量體因著空間差異需求而產生變化，而

空間序列也因著建築量體與以往大不相同。案例教會模型中，不難發現建築量體皆由低

矮變為高大之歷程，但除了外觀上的變化外，空間序列也與以往不同【表 3-7】。昔日的

教堂較為低矮，空間序列成平面發展，空間較為簡單及緊湊【圖 3-51】；現今的教會空間

則比以往複雜的多，空間序列也呈現立體化的發展，由垂直動線串聯各空間【圖 3-52】。

因著空間序列的改變，使敬拜空間的路徑與以往不同。昔日僅為敬拜功能的神聖空間，

敬拜路徑單一源自空間形式單純【圖 3-48】；爾後，複層樓座空間出現，相對拉昇了敬拜

路徑，路徑交疊及空間提升促使敬拜場域也隨之改變【圖 3-49】。現今大樓形式混融各種

機能需求，敬拜路徑基本上為一世俗與神聖不斷轉換與過渡的神聖場域【圖 3-50】。不同

的建築量體會產生不同的空間序列，而空間序列又將影響神聖路徑的起始，顯示出各時

期神學觀念及信徒心態的轉變。 

【表 3-7】教會空間序列及敬拜路徑之改變 

 

【圖 3-48】出傳入台時的教
會空間敬拜路徑。 

【圖 3-49】複層樓座的教會
空間敬拜路徑。 

【圖 3-50】現今多層的教會
空間敬拜路徑。 

   
【圖 3-51】昔日教會空間序列。 【圖 3-52】現今大樓型式之教會空間序列。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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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室內空間的改變 

筆者在《3-2基督長老教會之活動分化型態》中，將活動區分為本質性活動及處境性活

動，面對不同的時代需求，教會所肩負的機能必隨之轉換，而轉換的結果終將呈現於實

體的空間建築中【表 2-8】。本文將透過教會各空間的使用行為、空間模式的演進，呈現

教會建築及空間之現代化歷程。 

【表 3-8】案例教會空間調查表─以東門教會、北門教會、南門教會、安順教會、左鎮教

會、新市教會、佳里教會及灣裡教會等八間教會為例 

教會名稱 本質化空間 處境化空間 

 禮

拜

堂 

副

堂 
主

日

學

教

室 

團

契

聚

會

室 

社

區

大

學

教

室 

辦

公

室 

圖

書

館 

交

誼

廳 

活

動

室 

會

議

室 

餐

廳 
廚

房 

南門教會 ● ● ● ● ● ● ● ●  ● ● ● 

北門教會 ● ● ●   ●   ● ● ● ● 

東門教會 ● ● ●  ● ● ●   ● ● ● 

安順教會 ●  ● ●      ●   

新市教會 ● ● ● ● ● ●    ●   

佳里教會 ● ● ● ● ● ● ●  ● ●   

左鎮教會 ● ● ● ● ● ●   ●    

灣裡教會 ● ● ● ●  ●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案例得之。 

一、本質化空間 

1. 禮拜堂 

「禮拜」是基督教會最主要的信仰行動，也是延續信仰的命脈泉源。加爾文曾說：

「願一生只為你的榮耀而活」，上帝給人類最大的榮耀，就是人類可以敬拜並服事祂，

將一切讚美及榮耀歸給祂
69
。詩篇也說到：「主呀！你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祢，他們

也要榮耀你的名。」
70
當教會一切活動在地面上消失之後，唯有禮拜要永存於天上

71
，可

                                                 
69  詳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徒十一增長委員會編，《教會禮拜更新手冊》，台南：人光出版社，

1986年，p.1。 
70  詳見《聖經》詩篇第八十六篇 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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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禮拜對基督徒生命的重要性。基督徒在星期日這天會於禮拜堂集體敬拜，雖然敬拜上

帝並不受任何時間與空間的影響，但聖經明示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上帝當守的安息日，

因此上帝賜福第七日，這一日是上帝創造天地後的安息日，定為聖日。72舊約時代，耶

穌說：「你們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聖所。因我是耶和華。」73新約時代，耶穌也曾說：

「人子是安息的主，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74所以這樣的慣例一直言用至今，基督徒

在星期日會停下一切的工作，進入教會禮拜，基督徒也稱此日為「聖日」或「安息日」。 

禮拜堂是教會最主要的空間，此空間肩負教會最重要的儀式─主日崇拜，是一群人

因著依同的信仰而聚集的宗教儀式。早期西方傳統教會以禮拜堂為中心，或說禮拜堂即

為教會：一般信徒只有在禮拜天才會進入教會聚會，其餘空間僅供神職人員使用。但現

今都市型教會，它擔負了多元的功能，禮拜堂的崇高地位可能不如過去，甚至連使用率

也低於其他空間【表 3-9】，但它仍肩負著最重要的空間價值。根據田調發現八間教會在

星期日這天都會舉行禮拜儀式外，還會在週三晚間舉行週間禮拜，這是為因應有些人於

禮拜日無法前至教會禮拜所安排的，但人數通常只有星期日禮拜人數的二分之一至三分

之一不等，所以有些教會也會選擇在副堂舉辦，例如佳里教會、南門教會。 

【表 3-9】案例教會空間使用情形─以東門教會、北門教會、南門教會、安順教會、左鎮教

會、新市教會、佳里教會及灣裡教會等八間教會為例 

空間名稱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禮拜堂   6間   2間 8間 

副堂  2間 2間   7間 8間 

主日學教室      3間 8間 

社區大學教室 6間 6間 6間 6間 4間 2間  

辦公室 7間 7間 7間 7間 7間 7間 8間 

交誼廳  2間     6間 

廚房及餐廳      2間 4間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案例得之

 
                                                                                                                                            
71  詳見《聖經》啟示錄第七章 9-11節。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

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

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

周圍，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拜神，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柄、

大力都歸與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72  詳見《聖經》創世紀第二章 1-3節。天地萬物都造齊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

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73  詳見《聖經》利未記第二十六章 第 2節。 
74  詳見《聖經》馬太福音第十二章 第 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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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發展 

在田調案例中發現，基督長老教會的內部空間，歷經了兩千年的演變，基本上有一

固定模式，而此固定的模式源自敬拜之機能需求。早期教堂空間是借用傳統民宅為聚會

之用，例如 1870年時的左鎮教會【圖 3-53】尚處於傳統過渡式樣的建築外觀，入口為長

向入口，為基督長老教會初傳入台時期之禮拜堂。；日後，由圖文資料中得知，可以發

現這類教堂共同特徵在於有著閩南傳統式樣之建築外貌，但內部空間已是新的使用型

態，新的使用模式顯示乃是根源於實質活動的需求，為更適切地符合聚會活動的需求，

在空間上必然有所改變。內在的空間改變往往反應為外部的呈現，因此在傳統建築的形

貌上，早期教堂有其自身與一般閩南傳統民居建築不同之處。 

爾後，在日治中期西方歷史式樣漸盛，教會大多是一矩形的空間模式建構，以中軸

線為基準，在端部為抬高的講台空間，中段為會眾之作席，以中軸線分隔對稱排放所需

之家具，在中軸線的另一端為主入口。據案例顯示。此時期教會空間特徵為漸漸出現詩

班席的位置、講台空間另設兩間小室以強化講台空間、唯一講台以強化宣講之重要性等

等，如 1926年東門教會【圖 3-54】已轉為早期基督教之長向空間使用模式，此禮拜堂自

日治時期沿用至今，講台空間為倒角設計並由兩間小室界定之，兩席詩班席設置，約可

容納 150人同時聚會。1952年佳里教會【圖 3-55】之唯一講台的使用模式以強調牧師「宣

揚真理」的重要性，兩席詩班席及強化入口的設置。1959年南門教會【圖 3-56】，教會內

講台空間倒斜角並由兩間小室界定之，此時禮儀空間已有明確的詩班席位置，顯示出南

門教會之儀式架構較同期教會完備，當時約可容納 150人同時聚會。1961年北門教會【圖
3-57】則是由兩間小室界定講台空間，此時禮儀空間尚不明顯，據圖面顯示，可能僅為

一會眾席過渡至講台的中介空間，當時約可容納 80人同時聚會。1985年安順教會【圖
3-58】塔樓的設置使信徒增加駐足的中介空間，敬拜空間較同期教會方整，講台僅為一

抬高之地面，並無兩側小室界定之，但此時已出現講台空間倒圓角以利聲音傳播之設計。 

早期案例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圖 3-53】1870年左鎮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圖 3-54】1926年東門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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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5】1952年佳里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圖 3-56】1959年南門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圖 3-57】1961年北門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圖 3-58】1985年安順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S：1⁄300。

近年來所興建的教會空間不似以往純儀典性的空間機能，今日的教會建築負擔更多

元化的使用模式，但單就禮拜堂而論，現今的禮拜堂仍是為集體崇拜而衍生的空間。今

日的禮拜堂空間仍為一長矩形，但因營建技術的進步及希望同時容納更多信徒一齊敬

拜，所以禮拜堂空間較以往寬大，有多有出現樓座空間，且早期慣用的唯一講台使用模

式，在今日的案例教會中僅有佳里教會及灣裡教會出現，其餘六間教會皆是主禮桌與司

會桌分開使用的模式。儀式架構較前期完整，使禮儀空間也較前期確立，後期講台空間

大多設有兩側小室界之，不似前期僅為一抬高之平台，且多設置有階梯以強化講台空間

與會眾席之互動性。案例如 1992年北門教會【圖 3-59】，禮拜堂位於教會建築之三樓，講

台空間除設有兩小室外，開始重視倒角設置以利聲音之傳達。禮儀空間設有兩席對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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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席，顯示出教會對於儀式的看重；會眾席設有複層樓座空間，約可同時容納 500位
信徒。1993年佳里教會【圖 3-62】，禮拜堂位於教會建築之三樓，敬拜空間刻意塑造側廊

空間，以圖回復早期基督教之間之空間感，整齊的柱列促使其焦點更為集中於講台空

間。唯一講台的使用模式強調出宣揚真理的重要性，即使教會量體設有一突出之垂直動

線，但內部設計仍努力使敬拜空間對稱，兩層的會眾席約可容納 600人同時敬拜。1994
年安順教會【圖 3-60】，禮拜堂位於教會建築之二樓，寬敞的講台空間並無小室的界定。

1996年新市教會【圖 3-63】，禮拜堂位於教會建築之二樓，有樓座空間的設置，講台空間

較為特別，為一階梯狀隆起之平台。2002年灣裡教會【圖 3-61】，此教會規模較小且較狹

長，講台空間為昔日之唯一講台的使用模式，因空間狹長之故，詩班席與會眾席並列，

也無樓座空間的設置。2004年左鎮教會【圖 3-64】，講台空間為兩段式倒斜角設計，使聽

覺與視覺皆有更好的傳遞，敬拜空間接近方正，所有的空間形式及家具擺設皆採對稱方

式。與 2005年南門教會【圖 3-65】之敬拜空間頗為類似。 

 

現今案例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圖 3-59】1992年北門教會禮拜
堂平面圖。 

【圖 3-60】1994年安順教會禮拜
堂平面圖。 

【圖 3-61】2002年灣
裡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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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1993年佳里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圖 3-63】1996年新市教會禮拜堂
平面圖。 

 

 
【圖 3-64】2004年左鎮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圖 3-65】2005年南門教會禮拜堂平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S：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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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發展 

在田調案例中，現代化教會建築中的禮拜堂已有漸漸脫離地面層的趨勢，原因在於

現今教會需負擔社區需求成立許多附屬空間，為方便社區居民使用而將附屬空間置於地

面層，相對使用率較低且使用對象特定的禮拜堂樓層則有向上提升的景況【表3-10】。教

會建築高層化的結果，致使許多複合式大樓型的教會時常將牧師館置於禮拜堂之上方【圖

3-66】，例如南門教會【圖 3-71】、新市教會【圖 3-72】及佳里教會【圖 3-73】皆屬此類。 

【表 3-10】敬拜空間之垂直發展 

 

【圖 3-67】初傳入台時之敬拜空間位置。 

 
【圖 3-68】複層樓座出現時之敬拜空間位置。

 

 
【圖 3-66】現今教會普遍之樓層分佈示意圖。 【圖 3-69】現今大樓形式之敬拜空間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教會考慮到牧師館僅為少數特定人員使用，故將其配直於教上方之樓層；對於此配

置有兩方意見相左的人士，一方認為如此配置視為合理之現象，因牧師館僅為牧師家庭

使用，而禮拜堂則需考慮至全數信徒，在使用機能下需以信徒可及性為優先考量要素；

且禮拜堂之於神聖關係，並不在其實質型塑之建築配置，真正的敬拜是出自人的靈和上

帝互相交通所發生的結果。耶穌曾說：「上帝是個靈，所以敬拜祂，必須用心靈及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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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祂。」
75
如同雅各在伯利恆遇見上帝、摩西在西乃山、以色列人在會幕空間、新約

時代在信徒家中等，其重點不在於敬拜的地點及方式，乃是於人誠心敬拜進而經歷上

帝；但另一較守舊派之人士則認為禮拜堂是神聖之處，屬世之物不應疊加其上，田調案

例中僅有北門教會牧師館置於禮拜堂之下方【圖 3-70】，但其並非認為牧師館會扺損禮拜

堂之神聖性，因其置於禮拜堂上方的是餐廳及廚房，如此安排僅是機能考量所致。其實

在訪談神職人員後發現，大部分的信徒是屬前者，信徒認為塑造禮拜堂空間之神聖性比

樓層區位配置之神聖性更為重要，根據聖經在羅馬書的教導
76
，信徒認為世界上無何事

情及景況能隔絕人與神的關係，所以空間神聖性如何維繫端看教會對信仰的態度來決

定。 

  

【圖 3-70】北門教會禮拜堂位於三、四樓；
牧師館位於二樓。 

【圖 3-71】南門教會禮拜堂位於三、四樓；
牧師館位於五樓。 

  
【圖 3-72】新市教會禮拜堂位於二、三樓；
牧師館位於五樓。 

【圖 3-73】佳里教會禮拜堂位於三、四樓；
牧師館位於四樓。 

                                                 
75  詳見《聖經》約翰福音第四章 23-24節。 
76  詳見《聖經》羅馬書八章 38-39節。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
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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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裝飾 

改革宗教會在揚棄祭司制度，主張萬民皆祭司的理念下，禮拜程序不再成為神職人

員的特權，唱詩成為會眾共同歌誦，禱告也以自由的方式呈現，並不拘泥於繁文縟節的

禮儀，禮拜堂空間因著儀式的簡化，消匿了許象徵性的東西。
77
所以現今的禮拜堂並無

出現很多形象化的象徵，最常出現的是十字架的記號。十字架對基督徒來說，是其背後

的受難、救贖、復活及光榮再度來臨的意義，而不是把它當為神像來參拜。根據筆者調

查後發現，有些教會會於禮拜堂出現耶穌像的彩繪玻璃，例如佳里教會圖書室【圖 3-74】

及灣裡教會禮拜堂【圖 3-75】，如此是否違背十戒中不可崇拜偶像的戒律78
即變得爭議，但

其實有形象的彩繪玻璃對基督徒來說，其功能僅是描述耶穌生前的教誨及生活景況，信

徒並不會對耶穌像參拜，因此彩繪玻璃神像對基督徒來說僅僅是裝飾，而並非偶像。 

  
【圖 3-74】佳里教會圖書室之彩繪玻璃。 【圖 3-75】灣裡教會禮拜堂之彩繪玻璃。 

 

 

 

 

 

 

 

 
                                                 
77  詳見胡忠銘，《心靈的服事-禮拜參考手冊》，壽山中會禮拜部，2005年，p.5。 
78  詳見《聖經》申命記第五章 第7-9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

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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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空間分析 

現今禮拜堂大多以機能為導向，為在現有的坪數內容納更多的信徒而出現複層樓座

空間，因此挑高的崇拜空間如何塑造神聖氛圍即變得重要，舉凡形式、色彩、光線、平

衡、質感、律動等皆是影響信徒心態改變的重要因素，而光線在崇拜空間內更被視為是

與上帝更加接近的媒介。張欽峰認為就一個設計者而言，光線可視為神的榮耀及臨在。

當儀式在空間中舉行時，人、氛圍、空間三者之間的互動牽引著人的情緒行為，因此如

何表達敬拜廳堂的肅穆、莊嚴、敬虔及神聖，是禮拜堂空間設計之最終目的。 

禮拜堂基本的空間序列是由講臺空間、禮儀空間、會眾席及緩衝空間所組成，因長

老教會的禮儀程序與早期相差不大，空間序列也多延續早期教會；但每個空間仍因世代

變遷而有些許的差異，本節將透過講臺空間、禮儀空間、會眾席的空間模式說明變遷的

過程【圖 3-76】。 

 【圖 3-76】禮拜堂空間序列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講臺空間 

初期講臺空間僅由一抬高的地板借定其範圍，在由簡單的家具組成講台空間，在文

獻記載，早期的講臺除了稍做抬高處理外，另有木柵予以隔開【圖3-77】。黃武東回憶錄

裡曾說到，初期宣教師為了避免台灣人心理上的排斥感，連禮拜堂裡的木柵都與城隍廟

裡的形狀相同79。日劇中期之後講臺空間的建構越發完整，不再只是抬高地面層來界定

空間，而以建築手法在兩側增加小室，更凸顯講台為一抬高且凹入的空間【圖3-78】。講

台空間基本上由一矩形所構成，實際調查有大多數的教堂以倒圓角或倒斜角的方式處

理，其因素應與倒角利於聲音傳播及視線集中有關。 

                                                 
79  詳見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前衛出版社，1988年，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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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7】舊甘仔林教會禮拜堂。講台空
間台高並以木柵隔開。 
資料來源：《台灣盲人教育之父─甘為霖醫
生傳》。 

【圖 3-78】舊三一教會禮拜堂。講台空間
旁另增兩小室，已由建築手法界定之。 
資料來源：《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紀念

冊》。 

吳主惠牧師提到教會依重心不同而分成兩種類型，以「講道」為主的教會，主張聖

經福音主義；以「聖禮典」為主的教會，強調教會傳統主義
80
。根據張立夫的論點，教

會的禮拜形式可分為兩種類型：祭司型及先知型。祭司型教注重儀式，以獻祭為中心，

聖餐是禮拜的高峰；先知型則較注重宣講真理，以講道中心，講道為禮拜堂的高峰
81
。

經由所蒐集的案例整理觀察，教會禮拜形式所強調的類型，可由其家具排列的異同而顯

示出該教會重視對象的差別，此差別大約分為兩種類型：祭司型及先知型。 

祭司型的禮拜過程是以聖禮為中心，所以在家具安排上以聖餐桌為重，中軸線配置

聖餐桌，主理講桌及司會講桌分設兩側獨立使用，希望會眾的焦點集中於十字架下的聖

餐桌
82
【圖3-79】。通常主理者講台為面對十字架的左手邊，司會講台則在右手邊，為了視

覺協調度，通常兩座講桌的大小及高度是相同的。增加司會台的原因是基於長老教會對

於「萬民皆祭司」
83
的精神，教會希望除了牧師擔負講道功能外，長老也能輪流擔任祭

司的角色，故許多教會紛紛增加司會台的設置。聖餐桌位於講台後方，在非聖餐儀式的

禮拜時，上面通常是放置聖經及七星燈，結合聖餐桌與聖經桌兩種功能。當聖餐儀式進

行時，牧師會站立於聖餐桌及十字架中間，儀式過程是面對會眾而非面對十架【圖3-80】，

透過撥餅及倒酒的儀式象徵耶穌的身體為世人打破，所留下的寶血已將罪惡潔淨
84
，信

徒會定時舉行聖餐儀式紀念耶穌為眾人受死在十架上。 

                                                 
80  詳見吳主惠著，《教會的本質》，台北：大稻埕基督長老教會發行，1983年，p.97。 
81  詳見《教會禮拜更新手冊》，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行，1986年，p.8。 
82  詳見林鴻信，《認識基督宗教》，台北：校園書房，1996年，p.141。 
83 「萬民皆祭司」即是認為所有基督徒皆有「宣揚基督」的職責與權利，所有信徒在上帝面前
皆平等，人人在接受一定的訓練後都有解釋聖經的權利。詳見蔡維民，《永恆與心靈的對話-
基督教概論》，楊志文化事業出版，台北市，2001年，p.252。 

84  詳見《聖經》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26-28節。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
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

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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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9】重視聖餐之講
台類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80】聖餐儀式之人
員關係示意圖。資料來

源：本研究繪製。 

根據田調發現安順教會【圖 3-81】、左鎮教會【圖 3-82】、新市教會【圖 3-83】、南門教會

【圖 3-84】、北門教會【圖 3-85】及東門教會【圖 3-86】皆屬此類型，抬高的講台空間上置有

兩張講桌，主理台及司會台分設兩側獨立使用，聖餐桌位於講桌後方；常見的型態是抬

高地版面以界定講台空間，並非所有教會講台空間皆由兩間小室來界定，案例中僅有南

門教會及東門教會使用建築手法界定。  

  

【圖 3-81】安順教會講臺空間【重視聖餐】 【圖 3-82】左鎮教會講臺空間【重視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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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3】新市教會講臺空間【重視聖餐】 【圖 3-84】南門教會講臺空間【重視聖餐】 

  

【圖 3-85】北門教會講臺空間【重視聖餐】 【圖 3-86】東門教會講臺空間【重視聖餐】 

先知型的禮拜儀式是以講道為中心，禮拜以強調禮拜中「宣揚上帝」的主旨，藉著

宣揚以招聚信徒為設計禮拜堂的重點。因此，此類型教會的禮拜堂是以講桌為中心，
85
而

長老教會初傳入台灣時，禮拜儀式大多屬此類型。舊大社教會禮拜堂【圖3-87】及舊新樓

醫院禮拜堂【圖3-88】。 

 
【圖 3-87】舊大社教會禮拜堂。資料來源：《台
灣醫療宣教之父─馬雅各醫生傳》。 

【圖 3-88】舊新樓醫院禮拜堂。資料來源：《台
灣醫療宣教之父─馬雅各醫生傳》。 

                                                 
85  詳見林鴻信，《認識基督宗教》，校園書房，1996年，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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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型講台家具之講桌由主理者與司會者輪流使用，家具也多集中在一中軸線【圖

3-89】。在教會中講台空間為高處，而立於中軸線的講桌成為視線為一焦點，更強調講道

之重要性；聖餐桌則放至於講台及會眾席中之未抬高的地板面上，通常位置較講台低。

在聖餐進行時，牧師面對會眾站立於聖餐桌前，表徵基督的身體已為人類來破碎，會眾

透過這樣的儀式來紀念基督受釘。 

 

【圖 3-89】重視講道之講
台類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根據田調發現，灣裡教會【圖3-90】及佳里教會【圖3-91】尚沿用此類型講台模式。灣

裡教會僅只一個講桌，由主理者及司會者輪流使用，禮拜堂內並無聖餐桌的設置，講台

空間基本上是一矩形空間，但建築師仍企圖塑造早期基督教建築之環形殿的祭台空間，

所以仍在矩形的空間套上近半圓頂的天花。佳里教會也同屬此類型，唯一講桌由主理者

及司會者輪流使用，聖餐桌置於講台下的禮儀空間，佳里教會和其他教會不同之處，在

於十字架的位置被彩繪玻璃取代，彩繪玻璃繪有耶穌升天之圖像。 

 
【圖 3-90】灣裡教會講臺【重視講道】。 【圖 3-91】佳里教會講臺【重視講道】。 

講臺上的家具因教會重視的對象差異而有不同的排列方式，台灣長老教會大致依尋

這兩種類型。蘇希宗認為教會聖壇空間有四件必備的要素：講臺、洗禮台、聖餐桌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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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
86
。蘇先生認為此四項為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根據田調結果顯示，僅只新市教會與

佳里教會出現洗禮台，其他教會則無洗禮台的設施，倒是司會台的設施較為普遍。長老

教會建築在講臺空間的設計，由於崇拜儀式無論在觀念上或是儀式過程皆有多元的改

變，已經影響到原有講臺空間的設計，李俊彥認為所有影響教堂空間形式的因子，除了

教義與崇拜儀式為不變因子之外，其他因子是可變的。
87
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可議的，

因為在現世教會中，除了基督教的信仰精神是不變之外，擧凡崇拜儀式、家具排列、建

築空間、形式語彙等皆應視為可變因子。因自宗教改革後，新教已脫離傳統教義的束縛，

聖經也明顯著記任何分別為聖的空間皆能成為聖所，但因信徒還是需要透過儀式來敬拜

祂，所以儀式衍生出的空間模式便變的重要。 

 

 

 

 禮儀空間 

教堂中在講台與會眾席之間有一段是中介空間，是聚會或儀式時不可或缺的空間，

稱之為禮儀空間。聚會的過程中有很多時候是需要信徒來到台前，但講臺空間在信徒心

目中是神聖的，除了主理者及司會之外，其餘信徒是不適合登上講台的，因此在講台與

會眾席中間必須有空間足以提供儀式的完成，包含：洗禮、獻詩、奉獻、會務報告等。

此空間雖未在建築空間的建構過程中獨立出來，但實質使用機能卻十分明顯的將之區

分。禮儀空間存在的時間甚早，例如佳里教會及北門教會在日治時期建堂時，就已有禮

儀空間的概念【圖 3-92及圖 3-92】，其後教會建築分別於 1995年【圖 3-94】及 1992年【圖 3-95】

重建，但禮儀空間的形式及機能卻與早期相去不遠。 

 
【圖 3-92】舊佳里教會之禮儀空間。資料來
源：《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紀念冊》。 

【圖 3-93】舊北門教會之禮儀空間。資料來
源：《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紀念冊》。 

                                                 
86  詳閱蘇希宗，《道成肉身的教會建築》，台南神學院碩論，1970年。 
87  詳閱李俊彥，《台灣長老教會北部教堂建築形式轉化之研究》，中原碩論，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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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4】現佳里教會之禮儀空間。 【圖 3-95】現北門教會之禮儀空間。 

詩班席是在禮儀空間相當特殊的部分，教會通常將詩班席設於禮儀空間的兩側【圖

3-96】。小型教會詩班席可能僅只一席，可能位於左邊或右邊；較大型的教會可能兩側皆

有。値得一提的是其軸向關係，整個禮拜堂的家具都依循中軸線配置，不論是講臺空間

或是會眾席，其家具面向皆是平行於中軸線，但詩班席的座椅面向是與中軸線相互垂直

的，且座椅之地面呈階梯狀，使每一排座椅層層高起，一來能使詩班每個位置皆能清楚

看到指揮，二來也可使歌聲更集中。 

 
 

【圖 3-96】詩班席與敬
拜空間之軸線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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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席 

會眾席在教會內部空間可以說是佔最大面積的區域，張欽峰認為會眾席次的多寡在

某種層度上可以表徵該教會的規模
88
。許多因素會促成教會改建，大部分是基於原有禮

拜堂已無法容納至多的會友的情況下而考慮改建，興建時會希望能在既有的坪數內得到

最大的客座空間，即禮拜堂內可以容納的最大數量。 

隨著時代的演進及營建技術的提升，建造複層空間成為可能，因此在爭取最大座席

的考慮下，樓座空間就自然產生。南台灣最早在1908年，教會內部空間即有樓座空間

的案例出現
89
，樓座空間的出現使眾多的信徒可以一同禮拜。在空間上，設計複層樓座

空間的教堂內部自然比單層教堂空間高挑許多，尺度上之紀念性較為強烈，藉由空間的

空間的崇高感轉換為對神的崇敬，為此因素而設計樓座空間的禮拜堂不在少數。在案例

教會中，舊南門教會及北門教會皆屬單層敬拜空間【圖 3-97及圖 3-98】，但冀望能容納更

多的信徒共同敬拜之考量下，而改建為複層敬拜空間【圖 3-99及圖 3-100】。 

  

【圖 3-97】舊南門教會禮拜堂之單層空間。 
資料來源：《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紀念冊》。

【圖 3-98】舊北門教會禮拜堂之單層空間。 
資料來源：《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紀念冊》。

  
【圖 3-99】現南門教會禮拜堂之複層空間。 【圖 3-100】現北門教會禮拜堂之複層空間。 

                                                 
88  詳閱張欽峰，《南台灣基督教教堂建築研究》，成大碩論，1997年，P.74。 
89  詳閱《南台灣基督長教會設教七十週年紀念》的圖文資料中，彰化教會(1908)以可見清楚的
樓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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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教會因著視訊的進步，希望禮拜儀式進行時能不被外在因素所打擾，許多教會

會在會眾席後方或是樓座空間另隔一室，灣裡教會【圖 3-101】及南門教會【圖 3-102】皆有

此設計。是為有幼兒的父母準備的母子室，內部設有閉路電視並以隔音玻璃相隔，一則

可以隔絕小孩子的哭鬧聲，一則父母也可參與敬拜的過程，是現今教會方便會友聚會的

體貼設計。 

  
【圖 3-101】灣裡教會之育嬰室位於
樓座空間。 

【圖 3-102】南門教會之育嬰室位於樓座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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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副堂空間 

晚清至日治時期的教會並無副堂空間的出現，但由於社會多元化的結果，教會為因

應社會的世俗活動或教會其他中型活動，到了倍加運動之後，教會紛紛設置副堂空間的

空間以提供多樣化的活動空間。 

副堂是教會中僅次於禮拜堂的大型聚會場所，不似禮拜堂般神聖莊嚴；雖扮演輔助

性的大型聚會場所，卻不是正式的宗教儀式空間。尺寸較接近人們所熟悉的空間尺寸，

座椅距離及擺設也較隨性，使用方式視教會需要而定【圖 3-103】。講臺空間不似禮拜堂有

做地面抬高的處理，因為副堂空間並無複層之樓座空間設計，僅只單層的高度，如講臺

高度抬高會導致壓迫感的產生。家具也沒有禮拜堂如此的繁複，通常講臺空間只有一個

講臺桌，並無主禮臺及司會臺的分別。講台下即是會眾席空間，因機能上並無詩班的需

要，因此也無司班席的設置。 

【圖 3-103】副堂空間配
置。通常講臺空間僅只有一

個講臺桌，並無主禮臺及司

會臺的分別，也多無詩班席

的設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筆者大致將副堂活動與禮拜堂活動區分如下 

1. 禮拜堂活動：主日崇拜、洗禮、聖餐、婚喪禮、節日慶典、禱告會、佈道會 
2. 副堂活動：社區講座、里民大會、社區音樂會、主日學合班禮拜、團契聚會 

可由上述活動區分看出，禮拜堂的空間性質是屬宗教性的，而副堂的活動性質是屬

社會性，凡不是屬於基督教的慶典及活動，一律在副堂空間舉辦，可見禮拜堂在信徒心

中仍是神聖的，但也有人認為如此一來便使禮拜堂的使用率大大降低，此事並無定論，

端看該教會如何看待空間神聖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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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堂空間通常位於教會一樓，家具陳設較為簡單，副堂空間較少詩班席的設置，案

例中僅出現於左鎮教會。副堂空間通常也固定的座椅，例如南門教會【圖 3-104】、左鎮教

會【圖 3-105】及安順教會【圖 3-106】；而北門教會【圖 3-107】則不同，其使用活動的座椅

以方便收納，平時收納起以換取更大的活動場地。 

 

【圖 3-104】南門教會副堂空間 【圖 3-105】左鎮教會副堂空間 

  

【圖 3-106】安順教會副堂空間 【圖 3-107】北門教會副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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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日學教室 

主日學為提供教會「主日學校」教學使用，並容納其他各式活動。過去台灣教會主

日學偏重孩童的「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的制度創立於英國，創設的目的就是讓當

時的小孩有機會受教育。現在的基督教會，也強調各年齡層的信徒都需再教義、真理及

信仰生活落實方面接受造就和訓練。主日學教室位置及大小並無太多的限制，就每間教

會使用情況而定。因主日學的時間通常是與主日崇拜的時間相同，是教會希望父母可以

與孩童一同前來又能不被干擾的貼心安排，所以只要在空間安排上不與聚會人潮衝突

外，空間設計並無太多的規範。 

教會會就學童的年齡進行分班，所以主日學教室通常是一間間的小教室，空間大小

主要考慮分班狀況及課程內容等因素。幼齡兒童的教室有時並無家具的設置，方便幼兒

之行進活動。學齡兒童的教室可能會出現簡單的家具，方便兒童書寫及閱讀。空間安排

上，若多間主日學教室並排則需考慮彼此的干擾問題，對於教堂的空間營造，並不再此

刻意落實，充足均勻的光線、良好的隔音空間、順暢的交通動線等等是為主日學教室較

注重的要素。 

 

 

上【圖 3-108】南門教會主日學教室 

左上【圖 3-109】佳里教會主日學教室 

 左下【圖 3-110】左鎮教會主日學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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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境化空間 

1. 社區大學教室 

教會為了宣教的原因紛紛成立社區性的服務，每間教會因所處地區不同而發展出各

式的社區服務，主要是根據社區的人口、職業、年齡等特性來考量。一般教會會將此空

間至於地下室、一樓或接近地面層的位置，因處境化空間即是提供給居民使用，如為處

樓層太高時，會降低居民進入教會的機率
90
。根據田調發現，此空間與其他空間交疊的

機率相當大，社區活動通常是週間，因此週末時此空間就可以變成團契聚會室，許多教

會會如此交替使用空間以提升使用率。 

社區大學的教室空間並無任何宗教意涵，主要是依活動內容來設計，例如韻律室及

舞蹈室應有軟墊及鏡面的設計，國畫室及書法室則應考慮桌子的大小等。田調發現教會

也常利用周間閒置的聚會空間來作為社區教室之用，例如團契聚會室、圖書館或會議室

等，皆可作為較靜態的社區教室【圖 3-111及圖 3-114】；而備有軟墊地板的育嬰室及主日學

教室，則可作為韻律教室或舞蹈教室【圖 3-112】。 

                                                 
90  詳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星中會教社部編，《從教會空間資源的運用來看教會的社區工作》，
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星中會發行，1999年，p.14。 

  
【圖 3-111】南門教會的插花教室 【圖 3-112】安順教會的舞蹈教室 

  

【圖 3-113】南門教會的音樂教室 【圖 3-114】安順教會的書法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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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公室 

教會辦公室乃提供全職的教會員工使用，為教會使用率最高的空間，通常位於教會

一樓且鄰近出入口，兼具辦工及看守的性質【圖 3-115】。幾乎每週一至週日都有人在使用，

負責教會所有行政運作。辦公空間機能不複雜，沒有特殊的空間考量，但經田調發現此

空間存在的城鄉差距極大，在都市型教會中的辦公空間比鄉村教會重要許多，尤其是以

事業體經營的教會教務更為龐大，空間機能更顯重要；但在鄉村的教會中，因教會附屬

之機能不多，因此可能並無辦公室的設置。 

 
【圖 3-115】南門教會辦公
室(位於一樓入口處)。 

 

 

3. 交誼廳 

教會依聚會及宣教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空間需

求，但教會除了提供基督徒集會敬拜外，他也很注重

信徒之間的橫向溝通91
【圖 3-116】，因此教會必須提供足

夠的機能空間使信徒彼此交誼。 

傳統以禮拜堂為主體的教會建築空間，對於交誼

廳的需求僅限於禮拜堂入口處，在主日崇拜時接待並

引導會友，此空間不需很誇張的駐足感，而是穿越時

的動態感受。根據田調發現此空間出現在鄉村教會的

比例不高，因鄉下的教會之面前廣場足以擔負此功

能，所以教會並無迫切需要；但交誼廳對於都市型教

會的價值則不同，都市型教會因廣場不大或是根本無

廣場設計，以致交誼廳提供了信徒直接建立關係的場

                                                 
91  詳見《教會禮拜更新手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行，1986年，p.6。「十」有橫、豎兩撇，
橫的代表人與人與人的交通，豎的代表人與神的交通。 

 
【圖 3-116】神與人的關係。因
著神學觀念的改變，教會除了

提供基督徒集會敬拜外，他也

很注重信徒之間的橫向溝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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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會不僅希望每位信徒都能在禮拜堂聚會，與上帝建立關係，也希望信徒之間能彼

此交誼，進而分享信仰生活。傳統教會以禮拜堂為中心的觀念，強調禮拜堂的神聖性與

重要性，而今則開始重視信徒間的交談與分享，當教會開始重視此問題時，在建築空間

便開始出現交誼廳，而它的使用頻率及可發揮的功能則端是教會賦予它的定位。 

 

 

4. 廚房及餐廳 

早期台灣教會提供餐點，部分原因是為了三餐不繼的鄰舍，以幫助者的姿態提供。

如今台灣的都市型教會為了增加信徒間的互動關係，善加利用主日崇拜後的時間提供餐

點，於是有了餐廳與廚房的需要。根據田調發現此空間存有城鄉差距，都市裡的教會擁

有廚房及餐廳的比例較高，據訪談得知，因鄉下教會佔地較廣，建築面前廣場即可設筵，

故僅需一間廚房即可應付。 

廚房與餐廳空間的價值不純粹為了星期天的午餐。週間聚會準備餐飲、大型慶典之

餐飲預備等，都需要廚房。相形之下，餐廳的定位就模糊的多，因為教會尚有許多空間

可替代利用，例如交誼廳、副堂或團契聚會室等，因此餐廳的角色並不明顯。 

基督教並不是一個飲食上用教條強烈限制的宗教，更不主張藉由克制飲食慾望而對

永恆生命有所助益，因此教會很多慶典時都準備相當豐盛的餐點；教會也常藉著餐會、

茶會接觸社區居民，希望可藉此拉攏教會與社區之關係。烹調及餐飲空間一般人對於禮

拜堂的神聖、莊嚴、甚至禁慾的假想有很大的出入，但在當今台灣的都市型教會建築中

發現，教會提供的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宗教儀式，所以在所以有的調查案例中，

沒有刻意矯飾其廚房及餐飲空間。 

 

3-3.4 小結 

    南部基督長老教會自傳入至今，無論是建築外觀或內部空間都有著極大的轉變，致
使其轉變的因素甚多，包含當時的政經背景、建築思潮及營建技術等等，最主要的仍是

教會內部的使用模式已然改變。宣教策略及聚會型態的轉變使教會原僅有禮拜堂的空間

不敷使用，再加上都市土地取得不易及營建技術的進步，教會建築開始向上發展。構築

技術由早期的土造、竹造或木造轉為中期磚造或加強磚造，而現今的鋼筋混凝土及鋼骨

建材更使建築機能要求得到最大的發揮，致使教會建築量體較以往龐大。使用模式的改

變不僅反映在建築實體上，內部空間亦與昔日大不相同。為因應教會多元化的使用模

式，現今內部空間機能較以往更為複雜，而樓層疊加也是現今教會普遍存在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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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儀禮行為與崇拜空間之互動關係─分別由洗禮、聖餐、婚禮及喪禮來敘述 

任何宗教都有其一套特殊與「神聖溝通」或「自我認同」的儀典，而此儀典常常需

要眾人之力或公共場合下進行。基督教亦有如此之儀式，以有形的「記號」來顯現上帝

無形的救恩，稱之為「禮儀」(sacrament)或「聖事」。「禮儀」與「崇拜」在基督教禮常

常是合一的，「禮儀」是「崇拜」的一環，而「崇拜」基本上也是「禮儀」。但筆者認為

兩者雖皆為基督教重要儀式，但意義不同。在新教中，「崇拜」常指的是每週日的集體

敬拜；而「禮儀」則指洗禮、聖餐及婚喪禮等較為特殊的儀式。本文將重新探討《聖經》
90
對於禮儀的教導、禮儀過程及其與空間之關係。 

新教在《基督教的真理問答》中提到：「上帝的救恩藉著福音的宣揚而啟示我們，

這啟示則通過聖禮的施行向我們印證為真實。」
91
吳主惠也提到聖禮典不是要使教會存

續而舉行的，為的是要見證主耶穌的實在和確信聖靈的降臨而存在的
92
。換言之，「禮儀」

是為了印證「福音」，藉著禮儀的進行，使信徒確立信仰與救恩的存在，而信徒藉著禮

儀進行得以再次體驗神聖空間的存在，使空間與儀典彼此存在互相依存之關係。神聖差

異的標舉，並不限於「聖界」與「凡界」邊線的劃定，據Eliade所言之「空間的斷裂」
93
，基本上是神聖空間得以彰顯的一種形式。經由神聖空間的詮釋或界定，儀式空間相

應神聖意識「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簡而言之，儀式扮演著傳達、重建及再現神聖意識

中心、起源的關鍵性角色，而儀式空間的界定，正是神聖空間得以彰顯的最佳媒介。依

此，人們藉著儀式的操演能夠「再現」過去，並且「重建」起源，為神聖意識的存在重

新奠定基礎。空間因著儀式而變的神聖，而儀式也希望藉著空間氛圍的塑造有正面的提

升，因此空間形式的構築，不僅表達了一種空間觀念落實與具體化的結果，更使抽象式

的神聖空間與實質建築環境空間有了聯繫。 

 

 

 

                                                 
90  詳見蔡維民，《永恆與心靈的對話-基督教概論》，台北：揚志文化事業出版，2001年，p.10。
「聖經」為基督教之唯一經典，並極為強調其權威性。基督徒認為聖經乃是上帝的啟示，經

中的真理是人類的救的唯一依據，任何後世教訓皆不能悖離之，基督教內任何宗教書籍之地

位皆不能超越聖經。 
91  詳見黃伯和、陳南州合著，《基督教真理問答》，台南：人光出版社，1995年，p.116-117。 
92  詳見吳主惠著，《教會的本質》，台北：大稻埕基督長老教會發行，，1983年，p.96。 
93  詳見 Eliade.M，The Sacred and Profane；The Nature of Religion. New York：Har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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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洗禮 

1. 聖經的教導 

洗禮(baptisms)是基督教的入教儀式，乃是自我認同與群體認同的象徵，且為進入教

會的首要條件。根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憲法第六條明文規定，凡受洗並設籍在本教會者

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會員
94
。〈以弗所書〉五章說到：「基督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

淨，成為聖潔。」
95
洗禮乃是表明信徒在基督裡死去，得著新生命。使徒保羅說︰「我

們受洗歸入基督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
96
蔡維民也提到洗禮的實質意義便是與上帝重新

立約，從此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97
基督徒透過受洗儀式象徵歸立基督，與耶

穌一同受釘一同復活，與神合而為一且共享一切的榮耀；洗禮的另一個意義即為奉獻，

確立一生都將奉獻為主所用，除了耶穌外，此生再也沒有第二個神，而且必須在人前以

神聖的責任自約。 

水域(waters)對於基督徒而言是很神聖的介質【圖3-117】，象徵各種宇宙實質的總結；

它是泉源，也是起源，它們先於任何的物質，是一切可能存在之物的醞釀處。《聖經》

〈創世紀〉說：「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上的神在水面上運行。」

可見水域在土地出現之前就已存在了。此外，在水中的洗禮，象徵回歸形成之前

(preformal)，和存在之前為分化狀態結合。伊利亞德也認為洗禮是一種形式的象徵，水
域同時指向死亡，也指向再生。

98
 

 

【圖 3-117】早期的洗禮。此墓石雕刻
於三世紀義大利阿基里的某個墓室中。 

資料來源：《歐洲建築剪影》。 

 

                                                 
94  參閱總會法規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法規》，台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0年，

p.3。 
95  詳見《聖經》以弗所書五章 26節。 
96  詳見《聖經》羅馬書六章 3-4節。 
97  詳見蔡維民，《永恆與心靈的對話-基督教概論》，台北：楊志文化事業出版，2001年，p.96。 
98  詳見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The Sacred and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台北：桂冠圖書，2001年，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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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儀禮過程 

洗禮前須先通過學道課程及真理問答，必須在牧師及會眾前承認自己的信仰，並確

定此行是一生的約定
99
，且根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行政法第十二條規定，凡受洗過後的

信徒方可領受聖餐
100
。通過問答後，牧師會告誡受洗的人洗禮後的差別及改變，必須在

信仰生活上時時警醒，然後施行洗禮。一般而言，基督教的洗禮分為「滴禮」與「浸禮」，

同時都拌有「按手禮」
101
。所謂的「滴禮」即以灑水、滴水的方式，新教中的長老會、

貴格會、衛理宗及部分信義宗等屬之。而「浸禮」則要求全身進入水中，浸信會(又稱

浸禮宗)便強調浸禮，此又分為活水浸禮與死水浸禮。一般教會在祭壇之後建一水池，

洗禮時池中注滿水，受洗者身穿白袍，在牧師的按手後全身浸於水中，此為死水浸禮；

而主張「活水浸禮」的教派則堅持洗禮必須在野外流動的溪水中舉行，否則罪惡無法有

效潔淨。
102
 

長老教會的洗禮通常分為三種：小兒洗禮、成人洗禮及堅信禮
103
。基督徒的父母通

常會把信仰傳承給下一代，當孩童尚年幼時，便會帶至教會洗禮，稱為「小兒洗禮」，

這時孩童尚無自主意識，是父母親替他決定的信仰行為，等到小孩成長至自己可以確立

信仰時，必須再次在眾人面前問答，此為「堅信禮」(confirmation)，而堅信禮者因為小

兒洗禮時已施行點水禮，所以堅信禮時不再接受滴禮。如果年幼時未受小兒洗禮，長大

後確立一生歸入基督時，此時洗禮稱為「成人洗禮」，受洗者必須接受滴禮。 

基督教長老教會洗禮儀典 

  
【圖 3-118】受洗者於台前接受真理問答 【圖 3-119】小兒洗禮 

                                                 
99  詳見蔡維民，《永恆與心靈的對話-基督教概論》，台北：揚志文化事業出版，2001年，p.97。
在洗禮前，募道友必須先經過一段「學道」的培育、徵選及考核，確定信仰清楚，願意在眾

人面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並且清楚地知道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與社會責任，決心畢生遵守聖

經的教訓。 
100 詳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法規》，台南：教會公報社，2000
年，p.8。根據行政法第十二條，陪餐會員須具備下列資格：1.經小會審查信仰及品行，並告
白信仰者。2.受洗領聖餐者。 

101 詳見李熾昌等著，《基督教會崇拜的重探》，香港九龍：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1993年，p.171。 
102 同註 4。 
103 同註 7，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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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0】成人洗禮 【圖 3-121】牧師宣示 

受訪教會：台南中會北門教會。 

 

 

3. 儀式行為與崇拜空間之互動關係 

當洗禮儀式舉行時，牧師透過再次的告誡，信徒帶著反省與祝福來參與聖禮典，反

省自己受洗後的不足及虧欠，同時也祝福受洗者願意歸立基督。整個儀式在牧師真理問

答即開始，透過聖詩的演奏，施洗者與受洗者站立於十架面前的禮儀空間，全體信眾靜

默祈禱，整個氣氛是神聖且祥和，當受洗者跪於台階上，信徒的仰視看見受洗者跪於十

字架前，光線徐徐滲入的同時，空間因神聖儀式的進行及信徒相信聖靈的同在而變的神

聖。 

根據常懷生在相關研究指出，人在空間中所面臨的各項因素，會因環境狀態的改

變，對於所處環境產生不同的空間認知。John Zeisel指出空間中「場」的環境條件，對

於人的行為關係有直接的影響力；換言之，依認知空間的不同，人對空間的認知亦產生

不同的變化。當教堂內舉行聖禮典時，環境狀態因著行為模式的改變而產生差異，空間

因著儀典的舉行而變的更為神聖。根據筆者田調發現，禮拜堂平時雖給人神聖的感覺，

但隨著儀典進行的同時，神聖氛圍更甚加劇；而牧師與受洗者、觀禮者的位置高低也同

樣型塑儀典的崇高與位階的不同。洗禮儀典進行時，牧師一直站立於中軸線的至高點，

而受洗者站立或跪立於禮儀空間，而會眾則坐於會眾席，儀禮過程中皆於禮拜堂之中軸

線完成，三者呈現由高至低的序列模式，而空間也因應行為模式而呈現階梯狀；中軸線

端點為十字架的所在，對信徒而言，洗禮象徵基督透過牧師進行施洗，而眾人也透過儀

典得以再次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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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受洗儀
禮平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繪製。 

 

【圖 3-123】受洗儀
禮立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繪製。 

 

 

 

3-4.2 聖餐禮 

1. 聖經的教導 

「聖餐」(Eucharist)又名祝謝禮、撥餅、主餐及獻祭(Anaphore)，是耶穌在被釘十字
架前，與門徒一同享用猶太人逾越節的晚餐上設立的

104
。「聖餐」最重要的意義是紀念耶

穌受難，藉著儀式象徵基督與信徒之間彼此聯合。根據李熾昌說到「聖餐」有參與與分

享之意，信徒藉著同領一餅一杯，以表其合一；亦紀念耶穌基督完成人類之救贖105。《聖

                                                 
104 詳見陳主顯著，《歐洲宗教-背景、教堂、禮儀、信仰》，台北：三民書局出版，1992年，p,158。 
105 詳見李熾昌等著，《基督教會崇拜的重探》，香港九龍：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1993年，p.171。 



戰後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現代化歷程研究
A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Presbyteria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aina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以南門教會、北門教會、東門教會、佳里教會、左鎮教會、安順教會、新市教會及灣裡教會為例  
    

 3-57

經》〈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說到：『耶穌拿起餅來祝謝，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

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圖 3-124】每當基督徒領受聖餐時，

餅和酒透過牧師的祝謝，乃是象徵耶穌的身體和寶血的賜予，領受耶穌的聖體和寶血的

時候，就要再次紀念耶穌替人類釘死於十字架，為的是要洗淨眾人的罪。 

〈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記載耶穌設立聖餐的話語中特別提到：「這是我立約的血，

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在舊約裡，當一個人犯罪的時候，必須用血贖罪。利未記

17章說到：「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
因為血裡有生命，所以能贖罪。」希伯來書 9章也說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最後哥林多前書 11章說到：「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來。」
在這裡保羅強調兩件事情，一是紀念主的死，另一則是等候祂再來，因為耶穌在最後的

晚餐曾應允祂必再來
106
。綜合上述所言，聖餐有「獻祭」的意義─以耶穌為祭物而贖回

人類；有「新生」的意義─越過死亡得自由；有「聯合」的意義─藉著象徵耶穌血肉的

酒與餅，使基督徒再次與耶穌聯合，也讓基督徒彼此聯合；有「盼望」的意義─每當基

督徒領聖餐的時候，不但等候主的再來，也可望藉著儀式得到再次潔淨，享有祂的聖潔、

不朽與榮耀。 

 

【圖 3-124】耶穌與十二門徒
之最後晚餐圖。 

資料來源：《歐洲建築剪影》。 

 

2. 儀禮過程 

聖餐舉行時牧師會先祝禱，然後是撥餅儀式，撥餅時牧師會再次告誡信眾，今日的

聖餐是因為耶穌的救贖，代表著贖罪與潔淨，然後請教會長老分發給已經洗禮的信徒，

                                                 
106 詳見《聖經》路加福音廿二章 17-18節。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分
著喝。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神的國來到。《聖經》馬太福音廿

六章 28-29節。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
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裡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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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洗禮後才可共享聖餐。飲酒儀式在撥餅後舉行，透過牧師祝禱、長老發送、及信徒

共同舉杯，紀念耶穌所流的寶血已洗淨眾人的罪。現今的聖餐儀式是為仿效耶穌在世時

與十二門徒的最後晚餐，當時是吃無酵餅及葡萄酒，現今教會則多以麵包及葡萄汁替

代，每當舉行這樣的禮儀時，基督徒就要再次紀念耶穌受釘的救贖。 

基督教長老教會聖餐儀典 

 

【圖 3-125】牧師拿起餅來祝謝 【圖 3-126】由長老領取聖餐 

 
【圖 3-127】牧師拿起酒杯來祝謝 【圖 3-128】由長老發送聖餐 

受訪教會：台南中會北門教會。 

 

 

3. 儀式行為與崇拜空間之互動關係 

       聖餐可說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儀典之一，每當舉行聖餐時，信徒心中存著既哀戚又感

恩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感傷耶穌死前的景況，一方面也感謝耶穌捨己的精神。教會在進

行聖餐儀式時大多是靜默的，除了牧師的宣示與告誡外，信徒是安靜祈禱於教堂內，此

時的教堂透過儀式及光線的塑造變的更為神聖。葉宗弦認為在宗教建築內，光是神聖、

崇高、莊嚴與聖潔的象徵，並意味著神的到來與聖潔嚮往之轉介，光不僅為純視覺感知，

更進入信徒的心靈層級。在教會內也是如此，信徒於禮拜堂內進行崇拜的同時，隨著光

線索塑造出的空間氛圍將給信徒不同的心靈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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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過程時，牧師面對會眾站立於聖餐桌前，透過撥餅及祝謝象徵與耶穌同領聖

餐，儀禮過程中皆立於講台空間正中央，即為禮拜堂的中軸線上，此時因神聖儀式的進

行使得空間變得神聖，信徒在此氛圍同心期盼聖靈的降臨與同在。此時空間序列由高至

低分別為十字架→牧師→聖餐桌→禮儀空間→會眾席，空間序列與洗禮儀典相去不遠。
牧師站立於中軸線的至高點，牧師將餅與酒傳給長老時，象徵將基督的恩典傳給眾人，

而此儀典形塑一動態的神聖空間，儀典進行時，牧師與會眾皆是不動的狀態，唯藉數位

長老將聖餐傳遞至信徒手中，此儀典依舊強調禮拜堂的中軸線，雖儀典進行時部份人員

是移動的，但場所氛維是靜默且莊嚴的。 

 

【圖 3-129】聖餐
儀禮平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繪製。 

 

【圖 3-130】聖餐
儀禮立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繪製。 

從圖面上可得之，聖餐儀禮基本上唯一可動的神聖空間，透過牧師與長執不斷移動

的同時，塑造出一動態的神聖路徑。雖透過聖職人員的走動，使神聖性渲染至會眾席，

而不再僅只獨留於禮儀空間，但對於整個敬拜空間而言，講台空間仍是至聖的；簡而言

之，雖現今的神學觀念已然改變，但牧者所立之處，象徵舊約時代至聖所的神聖空間會

藉著儀式進行時，再次回到敬拜的氛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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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婚禮 

1. 聖經的教導 

教會婚禮必定包含《聖經》的教導(Liturgy of the Word)，兩人在教會結婚之意義即

是在基督及眾人面前誓約
107
。在〈創世記〉的兩段經文中記載神如何創造婚姻，耶和華

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

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又說︰「那人獨居不好，我

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他

到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男人

身上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在〈馬可福音〉

也提到︰「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

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在〈以弗所書〉說到︰「你們作妻子

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

頭。⋯⋯⋯。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經

文裡清楚記載夫妻之間的親密關係，也說明了丈夫與妻子的關係正如基督與教會的關

係，在教會舉行婚禮便要清楚聖經的教導及祝福，盡做丈夫及妻子的責任，兩人此生共

行於十字架的道路。 

 

 

2. 禮儀過程 

婚禮禮儀程式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雙方表達對婚姻的認同，牧者在婚禮上的

真理問答及雙方的誓約；第二階段是婚禮的祝福。主禮的牧師會在教會門前歡迎新人，

以示對他們的關懷。雙方皆由男女主婚人牽至禮拜堂，進入禮拜堂後有《聖經》教導、

短講、聖詩吟唱及誓約，牧者透過短講勉勵新人也再次提醒信徒婚姻的意義，內容大致

上是關於合一、忠貞、互愛、婚姻是與基督及教會立約、喜樂及傳宗接代等。誓約會在

短講之後舉行，當主禮者問過新人立約的心願後，雙方互贈戒指、掀紗，新人在上帝及

會眾面前點燃同心燭，象徵兩人同心燃燒在主面前。婚禮在最後的祝禱中完結，祝福新

                                                 
107 詳見陳主顯著，《歐洲宗教-背景、教堂、禮儀、信仰》，台北：三民書局出版，1992年，p.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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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相約走過人生的路程。 

基督長老教會婚禮儀式 

   
【圖 3-131】婚禮佈置。 【圖 3-132】新郎新娘分別由主婚人領至會場。

  
【圖 3-133】新郎至台前等候新娘。 【圖 3-134】會眾一同恭讀聖經。 

 
【圖 3-135】婚禮進行時之人員組織。 【圖 3-136】新人及伴郎群皆立於禮儀空間。

受訪教會：壽山中會鳳山教會。

 

3. 儀式行為與崇拜空間之互動關係 

    婚禮會堂佈置與平日禮拜不同，婚禮時會於中央走道鋪設紅地毯，台前及走道邊皆

會安置花束。婚禮開始時，所有會眾起立靜默，在結婚進行曲中由伴郎、新郎、伴娘及

新娘進場依序，新郎由女主婚人手裡接過新娘時，兩人同心站立於台前─禮儀空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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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行進過程結束，開始舉行婚禮的崇拜。崇拜過程中所有儀式皆於禮儀空間完成，包

含問答、誓約、揭紗、贈戒及共點同心燭等。婚禮儀式舉行時仍有詩班獻唱，希望透過

獻詩為新人帶來祝福。在教會舉行婚禮是在神面前與神立約，牧師於此日會再次強調婚

姻在神面前的神聖性，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開
108
，這不僅是雙方的承諾亦是在神面前

立下的心志。在教會結婚是神聖亦聖潔的，在兩人尚未歩入禮堂時，婚前性行為是被禁

止的，〈彼得前書〉說到︰「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

放縱私欲的樣子。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牧師也

會告誡新人若嘗試婚前性行為後亦勉強於教堂內舉行婚禮，是不能被上帝祝福的。 

 

【圖 3-137】婚禮平
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繪製。 

 

【圖 3-138】婚禮立
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繪製。 

經田調發現，結婚儀式大多於主堂舉行【表 3-11】，牧者除了幫會友証婚外，也發現

許多教會對於空間有租賃的行為。根據陳主顯提之，對天主教而言，唯有新郎新娘皆為

教徒，透過神父在祭壇前的證婚，才算完全的聖禮，若無受洗的新郎或新娘則無法接受

神父的證婚
109
。但調查發現基督教會對此並無天主教般嚴謹，現代許多人雖不是基督徒，

                                                 
108 詳見《聖經》馬可福音第十章 8-9節。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109 參閱陳主顯著，《歐洲宗教-背景、教堂、禮儀、信仰》，台北：三民書局出版，1992年，p.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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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憧憬於教堂內的婚禮，牧師也認為可以藉著教會儀式能宣揚福音不失一件壞事。但有

部分教會則認為若無身為基督徒則不可於教堂內結婚，因牧師所傳講的道理及上帝的祝

福對於未信者是沒有意義的，且將教堂租任於外教派人士使用，違反禮拜堂的神聖性且

有斂財之虞，兩者之間的權衡端看教會的處事心態。 

教徒與非教徒同使用於此空間，但因著宗教背景及信仰態度不同，所產生的空間認

知也存在差異性。教堂內婚禮之所以神聖，是因為信徒相信這個婚禮不只有人的存在，

更有那看不見的神同在。有了神的證婚及祝福，這個儀式變的神聖且莊嚴，教友在使用

空間時看到的是空間背後的宗教意涵；但非教徒則僅嚮往空間形式，不論也不了解教會

婚禮的精神及意義，弱化的空間是否神聖的議題。 

【表 3-11】案例教會之婚禮舉行地點 

 教會名稱 舉行地點 原因 

1. 左鎮教會 副堂 只要與宗教活動無相關的儀式均於副堂舉行 

2. 新市教會 主堂 

3. 佳里教會 主堂 

4. 安順教會 主堂 

5. 東門教會 主堂 

6. 南門教會 主堂 

7. 北門教會 主堂 

8. 灣裡教會 主堂 

主堂之挑高空間較具神聖感，且可容納較多的觀

禮者。 

大部分的教會婚禮是允許於主堂舉行的，案例教會中僅有左鎮教會是僅開放副堂的

使用情形，而其他案例教會則認為一方面可增加教會空間之使用率，一方面若新人尚未

接受信仰，也可趁此機會傳教。教會空間對於租賃的情形有多種層級，有些教會堅持反

對租借；有些教會則僅同意場地外借，而不願意幫其證婚；有些教會則允許場地外借及

牧師證婚，但需收受費用。每間教會對於使否該幫非教徒證婚及是否該收受費用皆有不

同之定見，有些教會認為禮拜堂空間一旦涉及租任的行為，會褻匵教堂之神聖性；但有

些教會則認為收入增加轉作其他事工之用，使得租賃行為變得合理且更落實神聖性，此

事並無確切的定論，端看各間教會之考量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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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喪禮 

1. 聖經的教導 

從《聖經》的觀點，基督教對死後有極大的盼望，但所強調的是把握今生的現下，

人既死就已息了世上的勞苦，上帝會按各人所行的審判各人
110
。〈羅馬書〉說到︰「他

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

生報應他們；惟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就以忿怒、惱恨報應他們。」
111
基

督教對死亡並無懼怕，告別式禮拜過程莊嚴且肅穆，〈啟示錄〉說到︰「神要擦去他們

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基

督徒相信永恆的生命，過世的親人僅是先到天國而已，屆時當自己也離開人間，大家必

能再次團聚於天上的國。 

 

2. 儀禮過程 

基督教喪禮又稱告別式或追思禮拜，禮拜程式大致分為兩個階段，一為追弔故人；

二為安慰遺族。喪禮之前，會於喪家舉行短短的儀式，儀式結束時，再由靈車移靈至教

會，移靈時，牧師及長執會走在靈柩之前，喪家走於靈柩後方，觀禮者則於隊伍最後方。 

  

【圖 3-139】1935年的喪葬隊伍。資料來源：
摘自《為愛航向福爾摩沙─巴克禮博士傳》。

【圖 3-140】1935年於太平境教會舉辦之
告別式。資料來源：摘自《為愛航向福

爾摩沙─巴克禮博士傳》。 

                                                 
110 詳見陳主顯著，《歐洲宗教-背景、教堂、禮儀、信仰》，台北：三民書局出版，1992年，p.278。 
111 詳見《聖經》羅馬書二章 6-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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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喪禮行列至教會時，全體會眾需站立以表示尊敬及哀吊之意。禮儀過程中有聖詩

吟唱、聖經教導、詩班慰歌、短講、故人略歷及遺族哀謝等
112
，短講的訊息通常是關於

天堂、審判、復活、永生及基督第二次降臨等主題，訊息主要是安慰遺族，因遺族未盡

都是基督徒，牧師也會藉此機會宣講天國的福音及上帝信實的應許，希望可以用聖經的

話語使遺族得到安慰。 

基督教長老教會喪禮儀式 

  
【圖 3-141】喪理佈置 【圖 3-142】靈柩由扶棺人員移入 

  
【圖 3-143】全體會重啟立默哀 【圖 3-144】牧師短講 

受訪教會：壽山中會鳳山教會。 

 

3. 儀式行為與崇拜空間之互動關係 

喪禮通常於教會副堂空間舉行，因為教會的副堂通常設於一樓，方便靈柩的進出；

會堂重視花束的佈置，在講台空間、禮儀空間及走道兩側皆會佈置花束。靈柩在牧師的

帶領下由扶棺人員從禮車移至副堂，會眾需起立靜默，現場彈奏的為故人生前所喜愛的

詩歌，整場禮拜大約一個鐘頭。靈柩與故人遺照在禮拜過程中皆放置於禮儀空間，因副

堂空間並無詩班席的設置，所以喪家、詩班及會眾均坐於會眾席。靈柩介於會眾與講台

空間之中，此日是眾人與故人最後一次於會堂相見，整場禮拜以追思及安慰貫穿，氣氛

                                                 
112 詳見壽山中會禮拜部編，《心靈的服事─禮拜參考手冊》，台南：人光出版，2005年，p.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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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莊嚴，並無民間信仰的哀戚悲慟，因基督徒相信當耶穌在來的那一日，親人必會於

天國再次相見。 

 

【圖 3-145】喪禮
平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繪製。 

 

【圖 3-146】喪禮
立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繪製。 

各教會對於喪禮的限制不同，有的教會僅限牧師及長老逝世能使用主堂；有教會允

許喪禮於主堂舉行，但卻不準靈柩進入主堂，造成禮車與靈柩於門口等候的怪異情形；

也有教會因高層化的結果，靈柩無法上達而必須在副堂空間，但如果是火葬者就能於主

堂舉行告別儀式；也有教會堅持無論何種情況皆不能於主堂舉行喪禮，聖經對於喪禮要

於何處舉行並無規定，於是演變出各教會對喪禮不同的限制，此事並無定論，端看教會

長執及牧師之決定【表 3-12】。 

近年來教會空間出現了租借行為，非教友開始在教會舉辦告別式。基督教告別式安

祥且神聖，因為信徒相信人死去是卸下世間一切的勞苦，而與上帝同享樂園，這種永生

的盼望使在世的人能夠坦然的面對親人的過世；但非教友則不同。非教友心中並沒有這

層宗教觀念，所以其對空間認知與教徒是不同的。教友在使用空間時，因信仰的根基進

而體驗空間的神聖性，神聖感並不是空間本身存在的。因此使用對象的差異，即使透過

相同的使用行為及空間形式，也會存在不同的空間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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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案例教會之喪禮舉行地點 

 教會名稱 舉行地點 原因 

1. 左鎮教會 副堂 只要與宗教活動無相關的儀式均於副堂舉行。 

2. 新市教會 主堂 
電梯可乘載棺木至四樓主堂，且教會副堂空間較

小，僅於主日學時使用。 

3. 佳里教會 副堂 
無論土葬或火葬皆於副堂空間舉行，且棺木需停

放於禮車上。 

4. 安順教會 主堂 教會無副堂設置。 

5. 東門教會 主堂 因主堂位於一樓，可及性比副堂更高。 

6. 南門教會 副堂 
電梯無法容納棺木，所以土葬僅能在一樓副堂舉

行；火葬骨灰罐則可端至四樓主堂舉行。 

7. 北門教會 主堂 

土葬棺木需停放於禮車上，所有會友至四樓主堂

參加告別式；火葬骨灰罐則可端至四樓主堂舉行

告別式。 

8. 灣裡教會 副堂 
電梯無法容納棺木，所以土葬僅能在一樓副堂舉

行；火葬骨灰罐則可端至四樓主堂舉行。 

一般信徒逝世大多會希望於教會舉辦告別式，但近年來發現非信徒對於教會告別式

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喜愛，致使教會對於空間開始有了租賃的行為；除此之外，每間教

會對於喪禮的要求有不同的層級及規範。根據案例顯示，八間教會處理喪理事儀不盡相

同，左鎮教會認為只要與宗教無相關之儀式活動皆僅能使用副堂空間；佳里教會則是嚴

格禁止棺木入內，僅只骨灰罐於副堂舉行；灣裡及南門教會則是因為電梯無法容納棺

木，所以土葬僅能於一樓副堂舉行；南門教會也曾因為家屬非常堅持於主堂舉辦告別

式，但教會則堅持棺木不能進入主堂，造成所有觀禮者及家屬皆於主堂舉辦，但棺木停

留於禮車上的怪異情形；北門教會則是允許所有的婚喪禮儀於主堂舉行。每間教會對於

儀式過程皆有不同的教義解釋，不同的教義解釋影響各教會得神學觀點，進而使教會面

對喪禮時有了不同的處理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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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小結 

對 Eliade而言，「神聖空間」(sacred space)乃是空間的「非均質性」所構成，藉由空
間的「斷裂」，為渾沌的均質空間決定定點、方位及中央軸，也使得我們能夠據以認識

世界(Eliade，1959：2)。儀式的作用具有表達某種宇宙起源的價值，人類據此可以建構
一個神聖空間，並能夠再現神之同在，經由儀式界定的神聖空間，為連接天上、地下及

地上三層世界的中心所在，而這種中心的開啟來自原初與創世時聖顯模式的重複。簡單

而言，某一神聖空間的啟示，對信徒而言有著極為重要的存在價值，沒有先前儀式的定

向及固定點的取得，則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開始，任何事情亦無法進行，這也是信徒總要

使其「住所」固定在「世界中心」的原因所在。現今教會中，神聖儀式與神聖空間實互

依存，藉由儀典進行使信徒再次經歷神的同在，空間因著儀典變的神聖，而儀典藉著實

質的空間塑造使虛質的心靈感受更為提升。 

 光線對儀禮空間之影響 

塑造具有神聖氛維的儀典空間，實質手法除了空間形式的改變外，光線在宗教建築

中，亦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從《舊約聖經》〈創世紀〉的第一章說：「起初神創造

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光。」又約翰福

音說第八章說：「耶穌對眾人說，我是世界之光，跟從我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

命之光。」種種自然光暗預著聖經對自然光線的詮釋─神秘性、光明性、普世性等。十

二世紀初，巴黎聖丹尼修道院(St.Denis)院長蘇杰(Abbot Suger)描述哥德式教堂視為高大、

優美、充滿光線之建築，他認為注視那些透過彩繪玻璃而射入室內的陽光，可以使人的

心靈藉著冥想而提升到另一個境界。
113
蘇杰院長所信奉聖德尼神學，主張上帝之美與善

以光流(flux)的形式投射在人間萬物，物體所佔光的比例越高則越神聖，故物質即是光的

展現。為了表現光的神秘，蘇杰要把聖丹尼教堂建成一個展現光的空間，利用筋肋與尖

拱連成長向的線型的連續空間，彩繪玻璃透過陽光的渲染，整個建築就像一個充滿神秘

之光的容器
114
，可見光對於教堂空間塑造的重要性。 

光源不同所形塑的空間氛圍也不同，具有生命力的自然光會透過時間的移轉而產生

不同的照射方線及強度，人在以自然光線為主的空間中可經歷時間的流動；反之，在以

人工光源為主的空間則感覺空間是凝滯不進的。自然光源與人工光源不同之處除了照度

不同外，照射位置也為其之差異點，自然光是發自室外，需透過建築物而射入室內，光

線及陰影都受建築形式影響【圖 3-147】，但人工光源則不同；人工光源是發自於室內，

                                                 
113 詳見 Bruno Zevi著 張似贊譯，《建築空間論》，科技圖書出版，1994年。 
114 詳見王維潔，〈通往彼岸的船─基督教堂〉，收錄於《虛擬聖境─世界宗教建築縮影》一書，
臺北：田園城市出版，2003年，p.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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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開窗形式或建築形式皆不直接影響光源的方向及照度【圖 3-148】。光線在空間裡扮

演極重要的角色，光源的改變也直接影響信徒在禮拜堂中的氣氛，現今教會敬拜空間雖

企圖以高窗來引入自然光，但自然光的光度大多不足以應付現今的禮拜堂，致使教會必

須裝設人工光源來彌補不足。雖然現今禮拜堂的燈光嘗試模仿自然光源的顏色，但因崇

拜儀式進行時，所有的人工光源同時啟用，人工光源強過並弱化自然光源。人工光源在

儀典進行時，雖使敬拜空間明亮卻也過於均質，在光束不足以強調視覺焦點時，空間張

力也會相對減弱。過於均質的敬拜空間很難感受到自然光源在空間所塑造的神聖性及崇

高感，黑暗與亮光對比強烈而形塑出精神空間於現今崇拜空間中很難被發現。 

儀典進行的場域不同，不全然是因為自然光轉為人工光之故，因就人工光源，還是

得以使空間有明暗強弱之分，主要是神學觀點的轉變，敬拜空間的光線強弱及位置實也

反映出當時神在信徒心中的地位。昔日哥德式教會的敬拜空間基本上為一東西狹長的通

道形空間，越趨聖壇則越是明亮，信徒於此空間腳步會不自覺的向聖壇空間移動，光線

強弱分明得以形塑極具張力的動態空間；空間光線強度的落差也使信徒得以體認聖域空

間的不同，進而產生畏懼及崇拜之心。現今之神學觀點則不然，自馬丁路德改革以來，

聖壇在信徒心中仍是神聖，但卻不再遙不可及，現今案例教會中敬拜空間的光線所形塑

出的空間氛圍不再令人畏懼，除空間形式依舊強調中軸線至軸心的視覺焦點外，神學觀

念的改變及機能之需求已弱化光線所呈現出的方向性。 

 場域對儀禮空間之影響 

除光線對形塑儀典空間氛圍有直接的影響外，場域的分劃也使儀典的層級有不同的

區別。王貴祥認為將某一空間特殊空間與其他空間性質劃分，並賦之以神聖意義，或將

空間的某一部分歸之為代表神的精神空間，將另一空間歸之為代表人的物質空間，此空

間觀不僅與各種文化中的宗教宇宙模式有關，也透析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空間分劃模

式
115
。昔日之聖殿空間，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聖域與非聖域之間重複劃分的典型程序，至

聖所是聖殿中的核心空間，一個被明確定義的精神空間場域，這裡代表上帝在人世之

所；而至聖所之外的聖所空間，為一中介性空間，象徵著神人之間的交往溝通。相對於

至聖所而言，這裡是個世俗域；但相對於聖所之外的前庭空間，這裡是一個聖域。不同

層級的場域空間所產生的儀式行為也被區分；在至聖所中，唯有大祭司方得以進入獻祭

與祈禱；聖所則為祭司群共同參拜之處；而前庭空間則供信徒集體敬拜，雖敬拜行為具

有神聖意義，但相對於祭司出入的聖所而言，這裡顯然是個世俗域的空間。現今的敬拜

空間也是如此，不同的空間劃分層級就會有不同的儀式行為，聖壇空間為牧師傳授與講

                                                 
115 詳閱王貴祥著，《文化、空間圖示與東西方建築空間》，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

p.28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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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義之處，為焦點與核心所聚之聖域空間；而禮儀空間是一提供被授與規範或參與儀

典所立之處，相對於聖壇空間而言，這裡是個世俗域；但相對於會眾席，這裡又是一聖

域【圖 3-149】；在擴而大之，對於整個環境而言，教會作一整體，其仍是一完整的聖域

空間。空間除了本質有聖域與非聖域的相對劃分外，行為儀式也會使空間聖俗產生變

化。當儀典行為進行時，空間因著行為改變而昇為神聖，信徒由會眾席經過禮儀空間而

立於台前的同時，基本上即為一世俗域至聖域的路徑空間【圖 3-150】；當儀典行為消失

時，空間的神聖性也相對耗弱。這種由世俗域向聖域，再向至聖域的漸次昇華重複劃分，

形成空間的系列性；即重複分化每一個較低層次的空間環節，都是朝向終點路徑的一部

分，而其最高層次代表著精神世界的至聖域，則為整個路徑空間的終點。 

♣ 光線對儀禮空間之影響 ♣ 

  

【圖 3-147】非均質性光線呈現之敬拜空間 【圖3-148】均質性光線呈現之敬拜空間 

自然光透過時間的移轉而產生不同的照度及方向，非均質光線使空間產生的張力；反之，均質

的光線不足以強調視覺焦點的所在，空間張力相對減弱。對於儀禮空間而言，光線強弱所形塑

出的空間氛圍也會直接影響信獨對於聖域體認的不同。 

♣ 場域對儀禮空間之影響 ♣ 

 

【圖 3-149】教會空間之神聖場域劃分 【圖3-150】儀式進行之神聖場域劃分 

不同儀式行為會區分不同層級的場域空間，聖壇空間為牧師傳受講解經義之處，是教會至核心

的聖域空間；相對於其他空間而言，因事務及機能繁雜，屬於世俗域空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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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現代化之影響因素 

第一節  教堂空間現代化之影響因素 

基督教傳入至今，現代化的影響呈現於教會建築形式、量體、空間序列及使用機能

上，影響因素包含信徒崇拜儀式的轉變、宣教策略的改變、決策者的認知、建築師的認

知及營建技術的進步，本章將就其上之因素探討其如何致使教會空間之改變。 

 

 

4-1.1 崇拜儀式的改變 

聖餐崇拜或感恩祭(現今稱為主日崇拜)被稱為唯一禮儀，對基督徒來說是至高無上
的責任；崇拜的規律就是信仰的法則

116
，也就是說基督教信仰是基督徒崇拜禮儀的基礎，

基督徒崇拜禮儀式基督徒信仰的表達。然而基督徒聚會並非是千年不變，如今在台灣普

遍的崇拜禮儀並非與初代教會全然相同。從歷史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教會的崇拜儀式

是不斷轉變，而儀式的改變也致使崇拜空間之不同，本節試圖就時期分析儀式與空間之

演變歷程。 

 

1. 早期基督教之崇拜儀式 

    西元三一三年「米蘭公告」(the Edict of Milan)正式承認並隨後在西元三二六年成為
羅馬國教之前，基督教會一直是個地下組織，其宗教集會多位於秘密地穴(catacomb)117，
地下密穴的裝飾及繪畫多半是隱晦的象徵符號，反映了聖經故事與自我認同，例如魚

(ΙΧΘΨΣ)暗示了「耶穌(Ιηδους)、基督(Χριστο)、神(Θεος)、子(Ψιος)、救主(Σωτήρ)」，另
外船頭、鴿子、稻穗、牧羊人等，都是地下密穴中常見的富含聖經寓意的圖形

118
【圖 4-1】。 

                                                 
116  詳見陳衍昌，《行你所言》，〈言你所信─淺談崇拜禮儀、教會建築和教會年歷意義〉，1992
年，p.14。此原則乃根據加拿大聖公會牧師 Paul Gibson所撰 DO What You Say and Say What 
You Meanu一書。 

117  詳見邱博碩著，〈西歐教堂的建築類型發展〉，《萬金天主堂修護研究計畫》，屏東縣政府委託，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所研究，1996年，p.1。 

118  詳見王維潔，〈通往彼岸的船─基督教堂〉，收錄於《虛擬聖境─世界宗教建築縮影》一書，
臺北：田園城市出版，2003年，p.27-28。 



戰後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現代化歷程研究
A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Presbyteria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aina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以南門教會、北門教會、東門教會、佳里教會、左鎮教會、安順教會、新市教會及灣裡教會為例  
  

 4-2

 

【圖 4-1】繪於地下密穴的象徵符號。魚
(ΙΧΘΨΣ)暗示了「耶穌 (Ιηδους)、基督
(Χριστο)、神 (Θεος)、子 (Ψιος)、救主
(Σωτήρ)」，為早期基督徒的記號。 

資料來源：《歐洲宗教剪影》。 

西元三二六年羅馬帝國將基督教定為國教，教會方得以公開進行崇拜儀式，也受到

國家的支持而開始興教堂建築，公眾崇拜的觀念和傳統便開始建立。當猶太人歸信基督

後，自然以猶太教傳統敬拜方式敬拜上帝，加上聖餐崇拜的感恩祭，便成為經常性的崇

拜聚會，但受猶太會堂崇拜儀式的影響，初期的教會在聖餐禮之前有聖道禮儀，這些聖

道禮儀包含經課、主禮者宣道、公禱禮、唱詩等。早期基督教堂的建築和室內成設便是

依據聖餐崇拜而安排的，當時聖餐禮是在氣氛親切的信徒家中舉行，因此教堂與民居極

為類似，也因著不同地方有著不同的樣式。現存羅馬保存最好的基督教堂為莎比納教堂

(S.Sabina)【圖 4-2及圖 4-3】，當時莎比納為一古羅馬貴族，收容基督徒於家中聚會，在西

元二世紀殉教，信徒為紀念他而將當年之聚會場所改為教堂
119
。 

  

【圖4-2】莎比納教堂(S.Sabina)之建築外觀。
資料來源：《http://www.caed.kent.edu》

【圖 4-3】莎比納教堂(S.Sabina)之內部空間。
資料來源：《http://www.caed.kent.edu》

 
中古時代由於信仰制度越趨複雜、神職人員的地位相對提高，進而演變成所有的崇

拜皆由神職人員代替人民進行，於是神職人員便成為聚會崇拜之主導著，聖餐時，主禮

                                                 
119  詳見王維傑，〈通往彼岸的船〉一文，收錄於《虛擬聖境》，台北：田園文化，2003年，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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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職人員由面對會眾同領聖餐的方向，改為背向會眾面對聖壇的方向，在聚會中漸漸

形成兩個階層─神職人員與平信徒。這樣的階級結構，造成崇拜過程中角色分化的情形

越趨顯著，使得敬拜儀式愈發地集中於聖壇空間，聖壇的所在便愈發神聖化，甚至到了

一般人不可侵犯的聖地。這樣的演變有其正面及負面不同的結果。正面而言，有助於信

仰中增加對神的敬畏感；負面而論，與信仰中的真實面有所偏差，對信仰不明的人有其

誤導作用。觀念偏差再加上當時黑死病的橫行，使人民心中充滿恐懼，財政不加的羅馬

教廷於是開始販售「贖罪卷」【圖 4-4】，宣稱可以讓在受苦的人民蒙恩得赦，而贖罪卷的

買賣也導致了宗教改革。 

 

【圖 4-4】由畫家霍爾班所繪之販賣贖罪卷的場景。 
資料來源：《信仰的長河─歐洲宗教溯源》。

 

【圖 4-5】路得翻譯之《新約聖經》封面，為路得與腓特
烈在十字架旁敬虔的膜拜。 

資料來源：《信仰的長河─歐洲宗教溯源》。

十四世紀自從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以來，提出三項新的神學思維，首
先是聖經為唯一經典(Sola Scripture)【圖 4-5】；其二為因著基督的緣故，信徒可以因信稱

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其三為人人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由於強調人人皆
祭司，再者新教的勢力與傳統都尚未建立，對聖壇的觀念問題仍多延續羅馬天主教的傳

統，但此時的平信徒已能參與敬拜的服事，這樣的變動促使聖壇空間與會眾席的互動性

增加，其不可侵犯之神聖性，因著對信仰詮釋不同而不似以往般的嚴肅。爾後，第二代

宗教改革家喀爾文(Johannes Calvinvs)大肆呼籲應以聖經文準則，簡化繁雜的教會組織；
此外，亦極力呼籲去除教堂中之彩繪玻璃、聖像及祭壇，捨棄國教及舊教層級制度，改

革跪領聖餐之儀式並嚴守安息日規定等。今日的長老教會，在空間形式或階級組織皆不

似舊教那般嚴肅及制式，教會空間因著儀式的簡化而變的單純，信徒與神的關係不再需

透過牧師傳遞，牧師僅是透過上帝以教導真理而不再是祭司身分，層級分化於現今教會

內已不再顯著，外觀形式的處理也存著因地制宜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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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傳入台時期之崇拜儀式 

西元 1865年英國長老會馬雅各醫生開始進行醫療宣教的工作，初期因經濟困窘而
採用租賃的方式借用民宅，作為醫館和禮拜堂之用，而後醫館與禮拜堂便區隔開來不再

混用，隨著福音的推廣與信徒日益增加，於是在各地有民宅改建或是竹屋、茅屋的形式

出現，但傳統民宅的空間並不符合儀式進行所需，於是內部空間轉為長向式使用，之後

西方教堂的思考模式漸顯，不僅內部空間使用產生改變，入口方式亦改為短向山牆面進

入。 

早期教堂的崇拜儀式相當單純，僅以講道為主，所以當時禮拜儀式又稱為「聽福音」
120
。崇拜儀式單純化致使內部的空間組織簡單，大多是：門廊、入口、會眾席及抬高的

講台空間。講台與入口於同一軸線上，藉以強化講台的重要性。講台上通常僅只設一講

桌與座椅，由主禮者與司會者輪流使用，禮拜儀式以講道為主，此時期尚未有詩班席的

設置，因此禮儀空間並不明顯，最早的詩班席出現在 1908年的彰化教會【圖 4-6及圖 4-7】，

整體而言，當時的教會氣氛儉樸而肅靜，室內空間亦十分明亮。 

  
【圖 4-6】1908年彰化教會之詩班席設置。資料來源：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教會設教一百週年紀念冊》。

【圖 4-7】1908年彰化教會之詩班。資
料來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教會

設教一百週年紀念冊》。 

 

 

 

 

 

                                                 
120 詳見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終戰前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研究》，台南：人光出版，2003
年，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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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今教會之崇拜儀式 

教堂之為教堂在於其空間乃專屬基督徒共同敬拜神的場所，因著信仰中敬拜的緣

故，教會內部空間規劃著重在整個敬拜過程的完成。敬拜的過程中有許多活動：領詩、

讀經、獻詩、講道、奉獻等【圖 4-8】，其中講道所佔的時間是相當最多的，因此如何清

晰的傳講從神而來的信息成為考慮因素中的重要因素。空間規劃必須能使會眾清晰聽到

牧者所傳講的信息，因而教會空間在規劃的本質上宛若演講空間一般，但教會空間乃是

專屬基督徒共同敬拜神的場所，因此在當中又有神聖程度的分別。如同在舊約時代聖殿

用布幔分隔聖所與至聖所，唯有大祭司在一年之中的贖罪日方得以進入至聖所。 

【圖 4-8】南門教會之禮
拜程序單--2006年 4月 23
日。 

今日的教會，聖所與至聖所之間的幔子已因著耶穌的寶血除去，因此在教堂中，這

樣的分隔已不復存在，但其中所蘊含的神聖性仍未完全拭去，至今信徒仍認為講台空間

是神聖的，在禮拜儀式進行時更是如此。初傳入台的教會建築多已無實體存在，據老照

片及文獻資料顯示當時的講台空間大多僅只一個講桌，例如 1870年的左鎮教會禮拜堂
【圖 4-9】及 1959年的南門教會禮拜堂【圖 4-11】，演變至今的長老教會大多存在兩個講桌

的形式，例如 2004年的左鎮教會禮拜堂【圖 4-10】及 2005年的南門教會禮拜堂【圖 4-12】，

除了方便主禮者與司儀者獨立使用之機能考量外，也顯示講台空間與信徒的互動性增

加，牧師的宗教地位不再遙不可及，此外，現在的講台空間多以階梯抬高且有倒角處理，

以利於講道的音量傳達及集中信眾目光。 

  

【圖 4-9】1879年的左鎮教會禮拜堂 【圖 4-10】2004年的左鎮教會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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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1959年的南門教會禮拜堂 【圖 4-12】2005年的南門教會禮拜堂 

現今都會型的教會中，經常可見樓層疊加的使用型態，昔日教會僅一使用機能的狀

況已不覆見，在多元使用的教會建築中，現今信徒已認為空間有效運用比空間位置是否

神聖來的重要
121
。崇拜的禮儀所強調的是聚會中傳道者所講述的信息及崇拜的過程；而

儀典舉行時所形塑出的空間神聖性及空間完整性遠比樓層位置更為重要。具有紀念意義

的聖餐禮儀，在現今的教會中並非每週舉行，且舉行時也是紀念性高過儀典性；信徒藉

著儀典舉行的同時得以再次經歷神的同在，看重的是事件背後的紀念意義，而非儀式進

行的程序。因著都市型教會多元的使用模式下，教會除需提供信徒共同敬拜的崇拜空間

之外，還包含信徒集會、教育、聯誼行為所需的空間，演變至今教會已並非昔日的純儀

典空間。現今的禮拜堂通常不似昔日內部空間存在至高點，因著建築形式的限制而多以

平屋頂處理，但空間強調中軸線的重要性還是不變。 

 

 

 

 

 

 

 

                                                 
121  詳見謝偉士，《當代都市化過程中基督教會空間演變初探─以 1945年以後台中市為例》，東
海碩論，1999年，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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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宣教策略的改變 

羅素在其所著《女權主義者眼中之人類解放：一種神學》(Human Liberation in 
Feminist Perspective)一書中提到有關「宗教對談」(Communion in Dialogue)之篇章中提
到「開放的教會學」與「沒有牆的教會」

122
，認為今日教會必須有入世精神，無論傳教

方式或信息內容必須針對世界之現狀，以適合當時社會情況來轉變宣教方式；換言之，

即教會應注重其宣教使命而非執著於宣教方式。以宗教的觀點，基督教信仰是超越文化

的；然而從人類文化現象來看，若想在抽象的信仰概念之外，落實成為人們的生活，它

勢必是一種文化。
123
初代教會面對不同的宗教信仰時，依其處境，在教會形式、建築語

彙、宣教策略各方面作調整。當構築工法日益進步，宗教建築更成為結構文明的代表；

各地區、各時期的教堂都存在處境化的過程。然而當基督教的宗教文明，配合國家的發

展，建立了較進步的文明後，企圖以強勢文化影響另一低下文化，在文化交鋒之際，又

為了避免過度宰制當地文化，衍生出所謂的基督教處境化。在台灣，基督教處境化所強

調的，是排除優越感文化入侵的影響力，而順服於基督教義及《聖經》真理，以台灣固

有的人文環境來作宣教策略的改變，進而反省，構成此宣教學的概念。 

十九世紀基督教之傳入台灣，當時之生活環境及衛生皆不甚理想的情況下，醫療傳

教是教會擴張的重要方式。對在台漢人而言，基督教為一外來之西方宗教，雖然傳統社

會對宗教具包容性格，但一旦涉及一神信仰與祖先崇拜的神學觀點衝突時，自然對此信

仰產生抗拒，而醫療宣教則是消除抗拒與化解衝突的極佳利器，1865年英國長老教會派
遣馬雅各醫生來台宣教，也同樣使用醫療以達宣教之目的。醫療宣教致使當時的禮拜堂

必須與醫館結合，而當時馬雅各醫生在府城看西街租屋時，即把前進作為禮拜堂，而後

進作為醫館及藥局之用。
124
 

到了日治中期宣教方式逐漸由醫療宣教轉為教育宣教，原因有二：其一是因醫療環

境的變遷，1935年政府規定見習生和醫生都必須通過檢驗，致使初傳入台醫療宣教之師
徒延襲制度已不再適用，加上政府增設公立醫院，導致教會醫館病患人數減少；其二是

因為教會教務逐漸穩定，教會不在全心對外宣教而將精力轉為如何鞏固會內信徒信仰
125
。根據所蒐集的文獻得之當時台南最先興辦幼稚園為 1889年太平境教會，但清領時期
僅此一例，爾後日治時期「幼兒教育」為教會所重視的宣教方向，根據田調發現，彰化

教會、看西街教會、東門教會、南門教會、安順教會、左鎮教會、佳里教會及新市教會

皆於日治時期開始設立主日學，幼兒教育正式成為教育宣教之第一步。 

                                                 
122 此書於1979年出版於費城的威斯敏斯特出版社，此段話記於書中第15至16頁。筆者由Deanne 

William Ferm著，趙月瑟譯，《當代美洲神學》(Contemporary American Theologies)中第 121
頁節錄。 

123 詳見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終戰前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研究》，台南：人光出版社，2003
年，p.56。 

124 同註 8，p.123。 
125 同註 8，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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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台灣政府從 1968年正式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而基督教會早於 1955年起經由
「台灣基督教救濟會」〈1961年改名為台灣基督教福利會〉從事許多社區發展和救濟平
民的工作。教會的宣教模式開始逐漸轉變為社區宣教。正如〈教會處境化活動〉所述，

宣教方式的改變是為了提高宣教的果效，以更廣的服務層面延伸宣教的使命，致使空間

需求的差異很大。教會因宣教之需求必須增設許多附屬機能，致使原有的空間已不敷使

用，教會空間開始增加了圖書館、辦公室、廚房、舞蹈教室及書法教室等，直接受到影

響的即為建築量體。建築量體的加大以及禮拜堂的比列縮小是現今教會建築所存在的景

況，為的是多元利用教會空間以達宣教的目的。必須增加許多副屬空間的情況下，致使

禮拜堂與附屬空間的混用成為現今教會普遍存在的的情形，而是否影響教會的神聖性，

端看事業體在教會組織在宣教策略中的角色，對教會而言，不變的動機是：所有經營都

必須間接或直接地對宣教有助益。 

教會空間自是可完全符合各項宣教需求，老人看護機構有完整的看護空間規劃與設

備、文教事業體有其完整的資訊及空間，甚至連學生宿舍也可以成為教會附屬的經營方

式，各類型空間的彈性很大，端看教會所處之社區的需求及特性。
126
現今信徒也認為教

會的神聖性是在功能與意義的範疇，而非建築的使用方式；對於都市中的教會來說，既

可有效利用週間教堂的閒置空間，又可同時達到宣教福音的果效，是促使教會持續推動

服務性工作的主因。 

 

 

 

 

 

 

 

 

 

 

 

                                                 
126 詳見王武聰著，《本土化談道─道成肉身的福音策略》，台北：天恩出版社，1995年，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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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決策者認知 

基督長老教會的教會建築興建過程，會先由教會會員召開會員大會，會員大會遴選

出牧師、長執及具有建築專業的會友，共組「建堂委員會」
127
【圖 4-13】，此後建堂委員

會則扮演「業主」的角色，再通過會員大會充分授權後，委員會則代表著教會及會友與

建築師及營造廠洽談【圖 4-14】。因此建築委員會在教堂實際的建造工作中，處於主導且

具有決定性的角色，從購地、募款、設計、發包施工、落成、獻堂感恩禮拜等，一座教

堂從無到有之所有繁瑣的工作，都是郵件堂委員一手包辦。當然，教堂在設計工作及營

建施工可委請建築師及施工營造商來協助，不須自行完成，但其他相關事宜如購地、募

款及會友溝通則需建堂委員勞心完成。因此，每座教堂的興建完工，建堂委員會皆是其

教堂建造的幕後首要功臣。 

 

【圖 4-13】1990 年北門教會會員
大會決議建堂之會議記錄，開始籌

組建堂委員會。 
資料來源：北門教會牧師丁忠和提

供。 

                                                 
127 當教會決定要興建或改建建築時，會由該會牧師、長執及具有營建背景的會友成立建堂委員
會，主要職責為預算編列、廠商招標、現場督工等。詳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佳里教會設教

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特刊》，2003年，p.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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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1961年北門教會之建堂委員會洽談建築事宜之會議記錄。 
資料來源：北門教會牧師丁忠和提供。

關於牧師與長職對於教堂建築的觀念，除了口述訪談之外，也透過牧師撰寫禮拜相

關的文獻得之。牧師認為教會建築或內部陳設體現出宗教觀念，而信徒將透過五官對環

境的直覺與反射影響其心靈感受，因此如何將抽象的神學觀念轉化為實質的建築空間，

是今日教會所應追求塑造的建築。例如古代基督教的聖殿豫表著天上的耶路薩冷，禮拜

堂則象徵伊甸園等。禮拜堂的建築和陳設乃是為信徒之需求而設，使信徒感受到禮拜空

間的莊嚴和諧並與神更加接近，因此對於禮拜堂內部空間之氣氛塑造提出下列要求：音

響系統的效果、講臺高度、樂器的位置、會眾席的安排、隔音設備的考量及講臺空間的

擺設等
128
。雖然教會中並無明文規定教堂應如何設計，每件教會定見不一且提出之觀念

也十分籠統，但這一方面的書籍仍說明有此觀念與看法存在教會之中。 

    建堂委員會通常執著於新堂規劃上的要求及經濟方面的問題，也就是「機能導向」
為首要考量。據訪談得知，建堂委員認為教會的空間因具實際的考量，是為滿足教會崇

拜及各項事工的推動，因此建堂委員對於機能有較多的考量；而在外觀上並無強烈的堅

持，可以給建築師較大的發揮空間。實際上亦有些特殊的例子，安順教會的建築歷經四

次改建，根據耆老訪談得知，現今的教會建築【圖 4-15】乃是仿自一日本教堂，當時根據

一長老遊玩日本時所拍攝的照片中，請建築師模擬重建。南門教會建築【圖 4-16】是由當

時日本聖公會撤離台灣所留下的，建築頗具歷史意義；但對信徒而言，機能的需求比紀

                                                 
128  詳見張立夫，《教會禮拜更新手冊》，台南：人光出版社，1986年，p.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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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某種事蹟來的重要，因此建堂委員會決議拆除重建以滿足新的機能需求。對於保護古

蹟者而言，可能認為大多教會界人士不懂尊重古建築，但對大部分的信徒而言，空間形

式比紀念意義來得重要，而機能需求又凌駕於兩者之上，當舊有建築已不敷使用時，大

多教會及興起改建或重建之意念。 

  

【圖 4-15】1994年所建之安順教會建築 【圖 4-16】1999年拆除之南門教會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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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建築師認知 

在教堂營建過程中，建築師扮演著一個專業性且統合性的角色。不論是之前的溝通

協調、設計、施工、監工等，建築師在此過程中都處於一個關鍵性的位置。建築師提供

專業知識給建堂委員會參考，決定教堂興建的種種細節，並統合營建施工單位、材料商

等，方能達成教堂原先的設計目標。因此，建築師在教堂新建的過程中扮演一個中間者

的角色，一方面要和建堂委員會溝通，取得絕對的支持；一方面要選擇決定營建的系統

及材料，且必須達到教堂的設計構想目標，因此教堂建築最終呈現的成果，建築師的影

響有著決性的因素。參【圖 4-17 建堂流程圖】。 

 【圖 4-17】教會建堂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教堂興建與否、如何興建、何種建築形式，影響決定的因素除了經費之外、當地慣

用的手法、材料外，就是建築師與建堂委員會的互動所形成的影響。建堂委員會得到會

員和會的充分授權，有權決定新建教堂的一切，
129
大至外觀造型、構造，小至燈具樣式、

壁紙顏色等，都有決定及影響結果呈現的權利。但通常建堂委員並不皆具備建築專業背

景，因此具有建築專業的建築師，與建堂委員會之間的互動，決定了一座新建教堂的成

                                                 
129  根據南門教會黃豐明牧師及佳里教會冬聰凜牧師口述，由會員和會議決興建教堂後，會友便
充分授權於建堂委員會，委員會再依進度逐次向會員大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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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與否。 

建築師與建堂委員會之間，通常存在一種相互協調之關係，建築師以建築專業背景

介入，建堂委員則以神學專業及業主身份介入，兩種互動的程度，結果常決定一座教堂

的一切。建堂委員會在找尋建築師時，有一不成文規定，通常以具有基督教身份的建築

師為優先考量，
130
例如：蘇希宗建築師、陳國崇建築師、潘冀建築師等，因其對於教堂

機能及禮儀有想當的認識與了解，對於教會內部的空間氣氛較易掌握，且能與建堂委員

產生良好的共識及互動，然而此並非絕對的慣例。建築師在進行教堂設計時，通常會先

決定內部的機能安排，因教堂屬於一個內在機能性發展為主之空間，且具非常強烈的儀

典性。禮拜堂的主要目的在於完成崇拜的過程，因此無論教堂外觀形式如何改變，室內

空間組織仍是維持教堂基本的空間架構。所以機能上的調整以及空間的組織是建堂委員

會教為重視且關心的，在內部方面建築師能發揮的自由度較低，而教堂外觀的形式，則

賦予建築師較高的自由度來設計發揮，通常建堂委員會及會友因非具建築專業，對外觀

形式僅會要求鐘塔、尖拱等簡單的形式，並不會給建築師太多的限制，因此在教堂外觀

上較能看出建築師對該教堂的想法與觀點。 

由設計的角度來看建築師如何思考其心目中理想的教會建築形式，是一件相當値得

探討的課題。基本上在整個建堂過程中，建築師與教會的互動可分為三類：一是自由發

揮不受拘束；二是教會強勢要求而無自我意識；三是教會與建築師彼此提供意見以完成

建堂任務。前兩者同屬相當特殊之情形，實際案例中甚為罕見，多半而言以第三種類型

為最常見的合作現象。建築師在建堂過程中所扮演的是教會建堂活動實際的執行負責

人，為的是將教會的期許與以落實，對建築師而言，一方面要使作品有自身設計風格，

再則又要說服業主─教會，於是建築師在所謂的設計意匠上除了需包含實際機能考量之

外，多半時候若能從聖經描述或神學觀點作為概念的出發，往往較易於得教會的認同。 

 

 

 

 

 

 

 

                                                 
130   興建南門教會的竇國昌建築師、興建佳里教會的蘇希宗建築師及興建北門教會的蔡正雄建

築師，皆是具有基督徒背景的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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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建築思潮與營建技術 

在建築的發展過程中，新的社會思維、環境需求及新建材、營建技術等種種因素的

出現，皆會對現有的建築形式及觀念產生衝擊。衝擊過程中所孕育出新的觀念若成為眾

人所接受形式，即可能成一潮流，進而推動建築的轉型。基督教長老教會建築的發展過

程中，除了受建築思潮影響外，神學觀念及教會禮儀同時也是影響的因素之一。教會本

質的機能非常單純，純粹只是提供信徒得以完整舉行儀典及共同敬拜的空間，因此在機

能為主的導向上，內部空間的組織型態如有改變，皆因神學觀點、禮儀改革或宣教模式

不同而產生的變化，建築思潮所帶來的改變應僅止於室內裝修、外觀表現、建築技術及

材料的變化上，但除建築材料及營建技術外，形式及語彙都不足代表教會是否現在化的

指標。 

教會建築雖處於建築思潮變遷的環境中，但教會建築存在某種象徵性的精神指標，

而此精神指標不論在何種建築思潮中皆可端詳得見，例如小尖壁、小尖塔、三連拱、尖

拱窗等等，這些語彙不僅提升使教堂的精神象徵與識別性，更是信徒心靈的寄託與安

慰，因此筆者認為營建技術對教會建築現代化的影響更盛於建築思潮。一件建築作品完

整的呈現，除了需要設計者的設計構想、實際經費的支援、基地位置的選擇、詳細的施

工圖面及會友的高度支持等多方面條件配合外，教堂建築由設計者心中概念轉變為真正

落實的過程中，營建工程技術的適時配合與支援，是一個關鍵性的決定因素。 

基督教初傳入台灣時，馬雅各醫生的宣教工作乃是配合醫療的服事，因經濟困窘及

信徒人數甚微等因素，無法獨立興建教堂，僅是採用租賃的方式借用民宅，作為佈道及

醫療的場所
131
。爾後禮拜堂和醫館便隔開來不再混用，隨著福音事工的推廣，信徒日益

增加，於是在各地便有奉獻自宅或茅屋、竹屋來成為專屬的敬拜空間
132
。1871年馬雅各

向母會報告甘仔林教會禮拜堂之落成情形中提及，「禮拜堂旁側設有兩間小室，一間供

傳道者使用；另一間則是廚房，供路途遙遠的信徒烹煮中餐。一切的建築費用，包含土

地、材料、人工等，皆由信徒捐獻與負擔」
133
【圖 4-18】。初期教堂因為民宅改建而來，

基本上仍以磚造閩南式建築為主，且因當時教堂所需的空間機能單純，僅需要禮拜堂及

「牧師間仔」
134
，因此當時教堂大致是由一棟一棟所組成的建築群。 

                                                 
131 祥見鄭仰恩，《定跟本土的台灣基督教》，台南：人光出版社，2005年，p.3。 
132 祥見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終戰前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台南：人光出版社，2003年，

p.26。 
133 “Opening of Kamana Chapel”,The Messenger And Missionary Record ,May ,1871 ,p.104. 
134 同註 14，p.54。教會在興建禮拜堂時，都另外興建一間房舍供宣教師居住，這種房子在教會
內稱為「牧師間仔」(Missionaries′s ro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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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甘仔林教會為一建築群之空間
模式，中間為禮拜堂，兩側各有一小室，

一間供傳道者使用；另一間則為廚房。 

資料來源：《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社教七

十週年紀念冊》。 

日本治台前十五年，教會建築大致還是延續著清領時期，尚未脫離以傳統建築為主

體。傳統建築從外觀而言大致以磚木構造建築為基調，此時期並非沒有能力興建壯麗的

教堂，因為事實上當時已出現玫瑰天主堂的建築類型，主要因素還是與教會的經濟能力

息息相關。新的技術引進通常需付出相對於當時一般熟練工法所需為高的代價，當時基

督教教會之經濟情形並不像天主教教會有來自教廷的經援，因此傳教初期經濟拮据的基

督教會無法立即擁有新的營建技術以興建教會建築。而當此新技術漸行普及之後則取得

越易，教會也有能力獲得該技術使用於教會建築之中。 

營建工程技術的進步，使教堂空間有所變化，最明顯的則為跨度的增加及樓座空間

的出現。教會建築在工程在部分首先期待的是能更容納更多的信徒一齊敬拜，因此大跨

度空間的營建技術成為一個關鍵點，何時配合教會的營建系統能掌握到更大跨度空間的

技術，何時教會建築便能有所突破。教會空間的跨度問題在傳統建築式樣並無法得到滿

足，隨著現代建築鋼筋、水泥等新材料的引進，使教會建築產生了改變。樓座空間使得

既有的空間得以容納更多的信眾，清領時期的烏牛欄教會【圖 4-19】曾以傳統木構方式建

造樓座空間，但僅此一例，直到日治中期後彰化教會【圖 4-20】開始出現樓座空間，光復

以後則大多循此空間模式。 

  
【圖 4-19】清領時期的烏牛欄教會，為最早
以木構方式建造樓座空間。資料來源：《南部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社教七十週年紀念冊》。 

【圖 4-20】1907年的彰化教會建築之樓座空間。
資料來源：《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社教七十週年

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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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地區長老教會建築發展演變與當地建築技術的革新有絕對的關係。台灣新的營

建技術大多由日人所引入，並將台灣作為新式營建技術的試驗場所。台南地區日治初期

大多教會建築採用西式的木構架及日人所引入的雨淋板構造【圖 4-21】為主。西式的木桁

架構造，為當時最簡便的教會構造形式。教會通常為單一矩形量體，覆以稻草或是屋瓦

的雙坡式屋頂，西式三角型桁架與支撐柱皆是木造或粗竹造，牆面則以竹料編排或是磚

疊砌而成，教堂的主入口位於矩形量體之短邊，並設置半戶外門廊，整體外觀及室內空

間以具備教堂架構型態之雛型。此類型教會建築，營建較為簡易，興建匠師大多為當地

居民或信徒，材料也多就地取材為主。根據潘稀祺牧師談到新市教會建築之改建過程

時，曾描述：「這間禮拜堂是以竹造為架構，屋頂用瓦片蓋成。在使用五、六年以後，

為避免建築次老舊發生事故之考量，才把整個禮拜堂拆除，另建一間土磚、石頭、石灰

及木材所建構的禮拜堂。」
135
【圖 4-22】，可見當時以竹造的禮拜堂在使用時期有所限制。

而木構及雨淋板構造的臨時性教堂因無法抵擋多颱吹襲的台灣地區，潮濕多雨的氣候也

使建築多遭受蟲害。爾後，教會漸漸以磚石構造為主。 

  

【圖 4-21】1900年新港教會。 
資料來源：《台灣盲人教育之父─甘為霖博士
傳》。 

【圖 4-22】1931年新市教會。 
資料來源：《台灣盲人教育之父─甘為霖博
士傳》。 

西元 1923年(大正十二年)，日本人因關東大地震而震毀了許多磚石構造建築，因此
日本建築師開始積極接受現代建築的觀念，對鋼筋混凝土進行相關的耐震性測試及使

用，而同處於地震帶上的台灣也鼓勵其對鋼筋混凝土構法的採用。因此鋼筋混凝土的使

用在台灣開始愈趨成熟，但大部分皆使用於重要的公共或民生建築，民間的使用則較少

見，直到 1945年日人離台後，鋼筋混凝土方始普及民間的營建體系。例如 1954年的太
平境教會【圖 4-23】、1955年的看西街教會【圖 4-24及圖 4-25及圖 4-26】及 1956年的玉井教
會【圖 4-27及圖 4-28】皆開始使用鋼筋混凝土為營建構法。 

光復後的台灣社會，由日本人所引入台灣的現代主義，藉著經濟的重大改變與建築

師的簽證制度，打開了建築設計的自由風氣。現代主義在建材方面，由法國發展起來的

                                                 
135  詳見潘稀祺，《台灣盲人教育之父─甘為霖博士傳》，台南：人光出版社，2004年，p.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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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材料，經 Francois Hennebique 於 1892年進一步完善了混凝土結合鋼筋的最
佳配置體系

136
，讓混凝土的抗壓強度與均勻鋼筋網的抗拉強度結合，共起作用。營建工

程技術的進步，使得教堂空間出現變化，一方面是因現代教會宣教策略及聚會模式的改

變，除了禮拜堂的需要外，尚需要其他的附屬空間如圖書室、團契聚會室、社區大學教

室等；一方面則是因土地取得不易，致使空間須向上發展，而混凝土無疑為現代教會建

築所需的大空間和新形式提供了一種新的結構材料【圖 4-28】。 

  
【圖 4-23】1954年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
資料來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教會設

教一百四十週年紀念冊》。 

【圖 4-24】1955年看西街教會建築施工現場。
資料來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看西街教會設

教一百三十五週年紀念冊》。 

  

【圖 4-25】1955年看西街教會之內部構架。
資料來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看西街教會設

教一百三十五週年紀念冊》。 

【圖 4-26】1955年看西街教會之屋頂營建。
資料來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看西街教會設

教一百三十五週年紀念冊》。 

                                                 
136 祥見 Patrick Nuttgens著，顧孟潮譯，《The Story of Architecture》，台北：柏遠出版，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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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1966 年的玉井教會建築構造。樑
柱為鋼筋混凝土，牆體為磚造結構。 
資料來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草屯教會設教

一百週年紀念冊》。 

【圖 4-28】1966年的玉井教會屋坡面結構。
資料來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草屯教會設教

一百週年紀念冊》。 

 

【圖 4-29】2005年南門教會建築，為鋼骨與混凝土之構築方式。 
資料來源：南門教會黃豐明牧師提供。

 

 

 

 

 

 

 

 



戰後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現代化歷程研究
A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Presbyteria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aina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以南門教會、北門教會、東門教會、佳里教會、左鎮教會、安順教會、新市教會及灣裡教會為例  
  

 4-19

4-1.6 小結 

現代建築主要特徵是追求的是簡潔的線條、不對稱的立面及量體的堆砌等，但許多

特徵皆僅止於外觀或表面形式的規範，以此標準而論教會建築是否現代化太過決斷。教

會是機能導向衍生出的建築空間，是為許多人共同敬拜及舉行儀典而設置的，內部空間

如有改變，也是為因應神學觀點或禮儀改革而產生的變化，因此教會機能是否能配合當

時教會宣教及崇拜需求遠比教會建築形式是否現代化來的重要。簡而言之，教會建築機

能的調整與更新，方是促成教會是否現代化的主因。 

教會建築的現代化歷程分別呈現於建築量體、空間序列與機能形式上，促使教會現代

化之影響因素甚多，舉凡神學觀點、崇拜儀式、宣教策略、決策者與設計者的認知及營

建技術等，皆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建會建築形式。崇拜儀式的改變、教義的重新詮

釋及信徒與神的關係改變皆呈現於空間上。昔日的會幕空間的神學觀點已不再適用於今

日的教會空間，現今的信徒不再透過祭司獻祭與神溝通，至聖所與聖所的布幕也已撤

去，會幕空間與今日的禮拜堂雖同屬敬拜空間，卻因著儀典與神學觀念改變而使空間已

大大不同。初傳入台的基督教因經濟困窘而租賃當時民宅作為禮拜堂之用，崇拜儀式不

似今日複雜，僅有講道及吟詩；爾後，隨著使用模式漸顯，逐漸由長向入口轉為短象入

口，使禮拜堂的基本空間模式有了雛型。日治初期後，禮拜儀式更為多元，因而陸續開

始增設詩班席、聖餐桌、司禮台、奉獻台及洗禮台等的設置，而營建技術的進步使建築

開始向上發展，不論是跨度增加或是樓座空間，皆使儀式空間及敬拜空間之架構更為嚴

謹。 

宣教方式的轉變也同樣影響著教會空間，初傳入台時的醫療宣教下，敬拜空間需結

合醫館以利宣教進行；日治時期，因著台灣衛生環境及醫療體系漸佳，醫療宣教的效果

不在這麼顯著，再加上當時教育機構的急迫需要，於是教會轉為教育宣教，此時的敬拜

空間通常伴隨的是托兒所及幼稚園。現今的教會逐漸重視自身所處的社區，希望教會能

於暇時供作設區之用，因著心態的改變與儀式機能的需求，致使台灣演變至今的教會建

築已和起初全然不同。負擔多元機能的使用模式下，再加上都市土地取得不易及營建技

術的進步，促使教會的空間配置型態已由先前的水平散狀配置方式轉變為垂直堆疊的配

置方式。據田調發現，近日的禮拜堂空間已漸漸脫離地面層，且其上方通常設有其他空

間，筆者認為原因有二：一為樓層疊加的使用狀態下，很難避免此狀況發生；二則因現

今的信徒認為，空間形式的神聖性遠比空間位置的神聖性重要。簡而言之，當信徒身處

於敬拜空間內時，僅只感受到空間所形塑出之神聖氛圍，並不直接聯想身處之樓層，因

此教會對敬拜空間之塑造比所處之樓層位置有更多的堅持，例如致力塑造高挑的空間

感、具精神象徵的中軸線及強調講台之神聖性的建築手法等。多元使用機能的教會建築

空間取代了昔日純儀典性的敬拜空間，現今教會不在只有強調神與人的關係，更希望提

供一個「人與神」及「人與人」皆能交流的關係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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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督長老教會空間之神聖性反省 

會幕空間是人類第一個建造的崇拜空間，本節意圖從會幕空間的神學觀點、神聖路

徑及使用模式等，反觀今日承載多功能的教會建築，不再僅是唯一功能的教會空間，取

而代之的是機能與儀典必須共存的建築形式；再由今日的教會建築空間多元混合使用，

探討神聖性與世俗性之衝突與轉變。 

 

 

4-2.1 從會幕空間反觀現今基督長老教會空間之神聖性 

會幕是聖經所記載第一個人類所建造「與神同住」的祭拜空間，經文中清楚記載關

於會幕建造之尺寸、樣式、材質及顏色等，會幕所披覆的麻布必須染上藍、紫、朱紅三

色，再以線織上基路伯的像。有金鉤、銅鉤、藍色釦子、皂筴木的柱子、豎板與門閂、

羊毛罩棚、海狗皮的頂蓋等
137
，整個會幕是極其華麗榮美。教會建築的基本意念必須建

構在神學意念上，但除了神學意念為不變之根基外，傳達模式則因時代變遷而有所不

同。今日社會的景況與出埃及時是大大不同，信徒已無法全然接受舊約對於建造會幕的

基本概念，例如「至聖所與聖所的絕對區隔」、「華麗作為神聖的最佳表現」的相關想法

等等。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後，改革宗教會主張信徒直接與上帝交通，反對教堂中的神秘

氣氛，教堂建築趨向簡樸，教堂內的聖像、聖畫、雕塑和彩色玻璃等裝飾均被摒棄。這

些似乎都與舊約「會幕」概念相佐。 

就今日教會建築所依據的神學思維，應該是強調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而不是

強調其超越的本質。耶穌基督甘心卑微成為人的樣式作為受苦的奴僕，是另一種被人所

忽略的超越，所以基督教建築在現今都市社會應容許有多樣性的表現，不要再堅持華麗

榮美的教堂，以親民的樣式，為心靈飢渴的人群塑造一個溫暖、可以建立人際親密關係

的空間，使人因著禮拜與神復合，也因此與人復合。再加上台灣都市化現象中教會難以

取得廣大土地資源，在現有面積不足及附屬空間的需求下，教會不再如此講究建築形式

                                                 
137  詳見《聖經》出埃及記 第二十六章。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帳幕，這些幔子要用撚的細麻和藍
色、紫色、朱紅色線製造，並用巧匠的手工繡上基路伯。⋯在這相連的幔子末幅邊上要做藍

色的鈕扣；又要做五十個金鉤，用鉤使幔子相連，這才成了一個帳幕。⋯你要用山羊毛織十

一幅幔子，作為帳幕以上的罩棚。又要做五十個銅鉤，鉤在鈕扣中，使罩棚連成一個。⋯用

染紅的公羊皮做罩棚的蓋；再用海狗皮做一層罩棚上的頂蓋。用皂莢木做帳幕的豎板。⋯板

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環套閂；閂也要用金子包裹。⋯要把幔子掛在四根包金的皂

莢木柱子上，柱子上當有金鉤，柱子安在四個帶卯的銀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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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顏色材料，而以容易辨識的外觀及實用的空間，來達到宣教的目的。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會幕」建造的概念中獲得一些基本反省。首先便是會

幕中的「聖潔」以及「分別為聖」的概念得以塑造空間的神聖性，而基督教堂內並無具

體可見的實物供人敬拜，在信仰的集體敬拜行為中，由於敬拜對象存在於個人心裡，人

的心理層面卻往往受到視覺感官影響，因此如何塑造一個可供集體崇拜的神聖空間，透

過建築實體的形式將神聖意含轉呈於儀式行進中，是一禮拜堂首要考量的因素之一。現

今教會雖擔負著多樣化之功能，但其本質的功能仍是「崇拜儀式」。藉著崇拜，人得以

再次經驗上帝，同時在這經驗中體驗「再創造」，因此崇拜空間的神聖意涵便顯得十分

重要。理論上應該是要將儀式抽象化，將其背後涵義轉化用建築手法呈現出來，並讓人

在空間中就能體會到基督教的精神。但是今日的教會建築，在實際考量上卻不必然以塑

造「崇拜的聖潔」為首要考量，反而是以機能為首要考量，例如北門教會 1992年建堂
時，建堂委員會的考量是「禮拜堂需具備足夠的座位，音效、燈光及空調應良好」、「具

有牧師館、副堂、主日學教室、餐廳、圖書室等空間」
138
，可見機能是建堂時的首要考

量，這是相當值得反省的一個現象。  

除了教堂本身的靜態建築之外，空間構造所形塑的層次感也是相當重要的部分。會

幕空間本身的層次感〈院子→會幕→聖所→至聖所〉便給予人相當清楚的「神聖路徑」。

宗教神聖感的塑造，接近神聖空間的「路徑」本身所營造出預示性的沉澱與情境轉換作

用，其實是更為重要之因素。然而在台灣現存的教堂建築之中，這方面似乎未受重視，

這可能與都市中土地難以取得有關，但依神聖路徑對於所創造出來的場域神聖性是無可

置否的。 

對以色列民族而言，神聖帳幕的樣式、所有神聖器具的顏色、材質，都是耶和華所

造，耶和華將一切顯示給它的選民，以便將天上的國複製於地面。耶和華曾對摩西說：

「你們當為我建造一座聖所，好讓我住在他們中間。我現今指示你作帳棚和其中一切器

皿的樣式，要完全按造我的樣式去造。」
139
，以及日後大衛將建造聖殿、帳幕及一切聖

器的設計圖樣交付所羅門王時說：「這一切的圖樣，都按照上主的指示繪出來了。」「會

幕」是由上帝親自設計並且以祂的「靈」感動「專才」來建造，可見崇拜空間之建造，

「根植信仰」並「尊重專業」是相當重要的。反觀今日教會建築，有時當進行設計時建

堂委員們都已經先考察收集了各方的建築型式資料，弱化了建築師所扮演的角色，建堂

委員將所有的焦點都聚集在建築的機能及外觀，建築師為了業務的順利進行，不得已採

                                                 
138  詳見《北門教會社教四十年紀念特刊》，1995年，p.120-124。 
139  詳見《聖經》出埃及記二十四至二十六章。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告訴以色列人當為我送禮
物來⋯⋯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

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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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妥協。大多的教會人士認為從神學上思考教會建築以無從考究也不需考究，再加上宗

教改革後之長老教會以革除舊教繁複的儀式及裝飾，以致現今大多信徒已不認為建築形

式與宗教信仰有何直接的關聯，而一般建學師所具備的神學基礎也相當不足情況下，致

使台灣時常出現與教義不一的語彙或極為機能導向的教會建築。事實上，建築師及建堂

委員應該用另一種態度來處理建堂的工作，建堂委員會應適切地扮演一個業主的角色，

提供相關信仰思維，使專業建築師得以在信仰原則下發揮其專業，兩者各取所長相互搭

配，以期建構具有專業建築背景且以神學基礎之教會建築形式。  

建築教堂對教會信徒或牧長常有一種莫名的的吸引力，其被當作一種教會成長及牧

會的成果的表徵。由以往存在的教堂空間中發現，教會的規劃多半沒有詳盡的規劃書，

對於教會長期的發展需求、前瞻性的規劃、教會內部的空間規模設定、教勢人數的發展

限制等都必須有足夠且詳實的考慮。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建立地方化教會的過程中，時

常為了教堂建築本質意義導致訴求有所改變，進而產生了教堂建築本土化的形式，以符

合地區性傳教事業的需求、符合地區性民俗文化地理氣候等條件的需求、符合地區性民

族文化之需求。但是無論如何追求本土化，基本神學美學的結合以及專業的尊重是絕不

可或缺的。 

 

4-2.2 基督長老教會空間之聖俗辨證 

在教會空間中，由於信徒的共同主體意識，透過聚集及儀式的進行共同期盼聖靈降

臨時，此空間因行為模式的改變而成為一個神聖空間。教會一方面強化「分別為聖」的

觀念─代表基督教精神出世的一面，另一方面基督教也存在作光作鹽
140
的入世精神，因

此塑造教會空間同時存在聖俗辯證的張力。 

伊利亞德認為世界上存在兩種經驗模式，即「聖」與「俗」。「神聖空間」必然存有

聖顯經驗(hierophany)，使其與周圍的宇宙氛圍分開來，是「非同質性」(homogene-ous)
的空間經驗；反之，從凡俗的經驗來看，空間是同質性的，沒有任何突破點，與神聖空

間的經驗是直接對立的
141
。透過神聖空間的揭示，使我們獲得「定點」(the fixed point)，

進而得以在同質的混沌中獲得「定向」(orientation)來建構這個世界，並以真實的意識來

                                                 
140  詳閱《聖經》馬太福音五章 13-16節。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你
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

在天上的父。 
141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The Sacred and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臺北：桂冠圖書，2001年，p.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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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學習。神聖是最卓越的真實本身(the real)，同時也是道德力量、執事功效、生命
與創造的本源，從而使人活在一個真實而有效的世界中 而不再活在虛無的幻想中。當

神聖在各種聖顯中呈現自身，不僅在空間的同質性中有一個突破點，而且還有中絕對實

體的揭示，神聖的顯現，就其本身意義而言，建立了這世界。所指某種程度上，神聖空

間的揭露和顯現，對一個信徒而言，是具有其存在性的價值，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先存既

有的定向，便不會有任何事物可以開啟與進行，而這些顯現與定向便包含一個「定點」

的取得
142
。  

陳重成認為建構神聖空間的一道突破點(breaks)，往往是因為「聖顯經驗」，使一地
由凡俗轉為神聖

143
。對一個信徒來說，宗教空間並非同質性，他會經歷到空間中存在的

斷裂點(interruptions)與突破點(breaks)，以質來說，宗教空間的某些部分與其他空間是不
同的，例如耶和華曾對摩西說：「不可到這邊來，將你腳上的鞋脫下，因你所站之處是

聖地。」
144
可見聖地代表的是一個強烈而有意義的聖顯空間，與凡俗的空間是對立的。

對信徒而言，聖與俗是日常生活的兩面，而信仰生活是試圖超越世俗與現實，體驗與神

同在的心靈感受，因此透過行為模式的轉化，使得神聖空間得以彰顯。換言之，人藉著

對於諸多禮儀行為的進行，得以再次回到最初的聖顯經驗中，使得神聖的真實能力得以

延續彰顯在此空間中，讓生命從一個受限制的存在，穿越到不受限制的存在模式
145
。經

由神聖的儀式─禮拜、禱告、聖餐等，使得原本僅只形式的空間轉變為神聖意涵之空間，

透過儀式的進行，人們得以再次經歷上帝的同在。每一個神聖空間都必然包含一個聖顯

經驗，這是神聖的介入，將其與周圍的宇宙氛圍分開，並在本質上有所不同。聖經記載

當雅各在哈蘭作夢之論述：「見一個梯子直立於地上，梯頂與天相接，天主的使者在梯

子來來去去，上主立於梯子上說：『我是上主』。」雅各醒來滿懷敬畏地說：「這地方多

麼可畏！這裡不是別處，乃是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門。」「上天之門」所包含的象徵意

義是豐富而複雜的，發生於該地的聖顯經驗使空間變的神聖，透過關係的建立與天共

融，並使得一種模式進入另一種模式的兩極通道得以開啟。 

談論教會空間不能單就空間而論，因為教會是為敬拜儀典而存在的空間，因此空間

內宗教意涵的行為模式是強烈影響空間的實質感受。教會即使今日已極力融入社區當

中，但它仍與周圍的建築是大不相同的。教會內部開啟著的門，事實上須面臨凡俗過渡

到神聖空間不同質且不連貫之問題，象徵著凡俗與神聖兩種模式的區隔，同時也是從一

空間通往另一空間的通道媒介。單就禮拜堂而論，是為信徒需集體敬拜而衍生的空間，

                                                 
142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The Sacred and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臺北：桂冠圖書，2001年，p.72-74。 
143 詳見陳重成，〈聖與俗：基督宗教人文精神與大學教育〉，第六屆宗教與行政研討會，2004年。 
144 詳閱《聖經》出埃及記第三章 5節。 
145 同註 6。 



戰後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現代化歷程研究
A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Presbyteria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aina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以南門教會、北門教會、東門教會、佳里教會、左鎮教會、安順教會、新市教會及灣裡教會為例  
 

 4-24

因此大多信徒認為在禮拜儀式舉行過程中，建築形式並不直接影響空間之神聖性；而是

因著儀典行為使信徒再次經歷上帝的同時，「共同經歷」的場域變的神聖。簡而言之，

信徒認為儀典行為能使得空間具有神聖性，但空間形式卻未必能直接影響宗教行為之神

聖性；對一個基督徒來說，若無法經歷上帝，則在華麗的教堂建築都無益處。筆者就建

築觀點認為，建築形式雖無法直接使儀式更為神聖，但若能將抽象的神學意念轉呈於建

築空間之中，有助於形塑教堂的神聖性，而空間安排得宜也直接影響崇拜儀式的流程，

所以建築形式對空間的神聖性還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 

今日的教堂擔負著更多元的使用機能，除了禮拜堂之外，教會還需要更多的附屬機

能空間。附屬機能空間與純儀典性空間共存的同時，教會將面臨神聖與世俗之間的轉換

與衝突；但對教務發展而言，這樣的現象並不代表教會空間神聖性的淡化，若是從基督

朝著入世發展的意向來看，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超越。教會的建築空間承載著許多意

涵，過去教會空間的儀典性遠大於功能性，然而現今教會卻必須同時兼顧儀典性與功能

性之空間。台灣長老教會各教會雖內部空間型態不一，但從過去單一禮拜堂空間的教會

建築，到現今逐漸轉型成為多元功能性教會建築空間的同時，無不在教會空間的安排上

盡量滿足與社會脈動結合之需要。專為敬拜及宣教而興建的教會建築自可提供各樣的聚

會空間及使用機能，以滿足教會日漸繁雜的事工及使命；但在某些教會面臨空間不足的

窘況，彈性運用現有的空間，或犧牲教會空間形式以換取更大的使用空間，則為街屋形

式使用之教會須面臨之課題。街屋形式的教會面臨制式的建築限制，如何塑造空間之神

聖氛圍及彈性運用有限空間時之心態轉換，在有效而多元的運用教會空間下，同時兼顧

空間之神聖意涵，則是現今非專屬敬拜建築之教會所面臨的困境。 

近年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建築在都市中逐漸高層化，不論建築形式及使用機能都已

與從前的教堂大不相同。以今日教會建築而言，肩負儀典性與功能性的空間需求致使量

體增大，建築量體及空間形式因應各教會之機能需求及會務發展為最大考量，而如何使

教會在現有的土地面積發揮更高的使用率，則是大多都市教會之首要考量問題。透過田

調發現部分牧者對於教會建築都一再強調如《聖經》所言「上帝是個靈，必須用心靈及

誠實敬拜祂。」他們認為教會是聚集信徒敬拜上帝的地方，不需注重外在的建築形式，

只要其空間得以符合崇拜機能所需即可，其「神聖性」意義不再附屬於建築物，而是轉

換存於人心中，透過儀式的進行讓人感覺聖靈同在，而不與空間有直接的關聯。但筆者

認為，建築形式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崇拜場域的氛圍，同樣的崇拜儀式於教會舉行或於廟

宇舉行，則給人完全不同的心靈感受，如此便足以見得氛圍的塑造與空間形式並不無關

連；且田調訪談發現，今日教會建築雖以機能導向為主要考量，但對於如何塑造敬拜空

間之神聖氛圍尚存許多堅持，例如空間位序之界定、空間剖面高度及中軸線強調精神意

義等，皆是現今教會尚可窺見的空間模式，可見建堂主事者雖無法清楚描述對於敬拜空

間之形式要求，但對於空間建構及氛圍場域是存在某種程度的刻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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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小結 

由於整體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現今教會面臨機能與形式間的衝突與轉換，教會建

築已不復昔日之為純儀典性敬拜空間，而須為信徒及非信徒提供儀典性與機能性兼備的

空間機能型態。教會需同時肩負宣教、教育、服務、關懷等功能，致使許多附屬機能的

空間衍生，凡俗空間與神聖空間共存於同一建築中為現今教會常見之模式。教會建築的

基本概念必須建構於神學意念上，但除了神學意念為不變之根基外，傳達模式則因所處

的時空背景而有所不同。教會空間逐漸由以往會幕時代之華麗建築的形式取向轉為機能

取向，今日教會建築以機能為首要考量的同時，更需強化了教會空間意涵與形式意象。

長老教會傳入至今已經歷一百四十多年，在這一百四十多年之歷程中，敬拜空間受到崇

拜儀式、宣教模式、聚會型態及神學觀點等因素影響，而演變至今的空間型態成為長老

教會特有的使用模式。在演變歷程中，可由各時期的教會建築發現其所堅持之處及喪失

之處。不同時期之敬拜空間中，軸線關係與空間序列是塑造崇拜儀式進行之所必須，而

中軸線在敬拜空間中更被視為極重要的神聖路徑。對於信徒而言，不論教會量體如何組

構及增長，敬拜空間所形塑之場域才是最直接影響儀式進行之氛圍，而空間序列的堅持

不但使儀式崇拜之流程更為順暢，它也暗喻了空間層級及神學觀點。敬拜空間中，禮儀

空間層級高於會眾席，而聖壇空間又高於禮儀空間，三者由中軸線串起成為老教會敬拜

中即重要的神聖路徑，越趨聖壇則空間越為神聖，此空間序列是不同時期下的基督長老

教會所持守的要件。 

現今教會提供儀典性與機能性的使用模式，面臨到的問題即為神聖空間與世俗空間

如何互融與轉換，這對於以往僅為純儀典空間的長老教會是一個新的課題。現今教會建

築承載許多使用機能而致使空間趨於複雜，除了需維持敬拜空間之神聖氛圍，尚需處理

許多世俗與神聖之過渡的中介空間，且都市型教會建築多為大樓形式，神聖路徑由以往

的水平發展轉變為垂直發展，垂直動線是否能維持及延續宗教空間特有之氛圍，則為另

一個課題。由建築的角度而言，空間形式的塑造往往能影響儀式活動的氛圍，因此教會

建築必須同時成為機能性與儀典性的實體空間，將儀式性之抽象物件轉為塑造空間的元

素，使信徒身處敬拜空間時，得以重新尋找神聖空間的立足之處。現今教會雖以機能考

量為出發點，但其終究為宗教建築，它承載的除使用機能外，更重要的為其背後的宗教

意涵，如教會過分重視機能發展，而忽略宗教本質的神學觀點，則可視為教會建築演變

過程中另一種形式的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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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所探討的教堂演變，著眼於台南地區亦 1945年後，教會建築在都市化過程
中的演變結果。教會建築經由西方傳入台灣，並非完全由西方移植，它隨西方傳教士導

入台灣的同時，它融入了台灣特有的建築材料、建築形式及語彙所影響，各時期的地理

環境、人文背景、社會經濟及建築技術，甚至於教會內部崇拜儀式與宣教方式的轉變、

對教義的重新詮釋、領導者的價值判斷及美學思想等因素，皆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建築形

式、內部空間機能及使用模式，致使台灣基督長老建築最終產生與西方教會建築明顯不

同的差異，此即為時間與空間轉換過程中，致使台灣教會建築逐漸邁向本土化及現代化

歷程。 

 

 

 

 

第一節  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現代化之實質轉變 

台南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實質轉變分別呈現於建築形式及內部空間上，而又建築與

空間兩者彼此牽制影響；空間形式直接反映於建築量體上，而建築技術也將影響整體之

空間配置，本節將透過建築與空間之演變歷程，分述量體、構築技術、空間機能、形式、

配置及序列等，呈現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實質轉變。 

1865年英國長老會派遣馬雅各醫生來台，在當時生活環境皆不甚理想的情況下，醫
療傳教是教會擴張的極佳宣教方式，但初傳入台的基督教經濟甚為困窘，不似天主教會

有來自教廷的經費支援得以興建專屬的敬拜空間，因此當時租賃民宅為處境化下的應變

方式，而為宣教之故，當時的敬拜空間通常伴隨醫療空間。因崇拜儀式進行所需的空間

實與傳統建築不相符合，之後西方教會的思考模式漸顯，內部空間由長向入口轉為短向

入口，空間轉為長型之使用模式。 

爾後，在日治前期教會建築大致上仍延續清領時期，但與前期不同之處為空間型態

的確立及工程技術的進步。日人政權引入新的工程技術及構築體系，在建築材料上漸漸

以磚、木為主要的構築材料。營建工程技術的進步使教堂空間有所變化，最明顯的則為

跨度增加及樓座空間的出現。教會建築在空間計畫時首要考量的是冀望能夠容納更多的

信徒一齊崇拜之用，因此大跨度的營建技術便成為一關鍵點，何時營建技術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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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建築量體即能得到提升，但跨度的突破在傳統建築中並無法獲得滿足，隨著磚及水

泥等新材料的引入，教會建築開始由土造、竹造轉為磚造及加強磚造，構法工程的進步

使空間得以發展，1908年彰化教會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一棟出現複層樓座空間之教

會。除禮拜堂外，其他附屬空間如牧師館、主日學教室及廚房等，皆呈水平配置的建築

群。單就裡拜堂而言，此時期山牆成為型構正立面的重要元素，突出獨立之入口門廊也

使信徒有了駐足的過渡空間。此時期之崇拜儀式及儀典行為較前期完整，也是敬拜空間

之序列更為確立，開始以建築手法界定聖壇空間，禮儀空間也隨著詩班席的出現而被清

楚劃分。 

光復之後，台灣政府從1968年正式推動社區發展工作，基督長老教會也於此時開

始推動許多社區關懷及宣教的事工，對外宣教策略由以往被動轉為主動的同時，對內的

聚會型態也開始產生變化。除安息日固定的崇拜儀式外，教會為鞏固會友信仰及加強會

內彼此間的聯繫，開始設置團契及小組的聚會形式。宣教策略及聚會型態的改變，致使

教會需提供附屬空間以容納新增之機能，僅只禮拜堂的教會空間有了重建的需求。演變

至今的教會建築多為大樓形式，與以往存儀典性空間以大大不同，現今大樓形式的教會

建築中，需具儀典性空間與機能性空間兼備，禮拜堂在教會建築所佔的比例已然降低；

但對於教會而言，此空間仍是致力塑造以求崇拜儀式聖化之處。 

就配置而言，此時期教會建築已由前期水平散狀配置改為垂直堆疊配置方式。機能

使用的考量下，敬拜空間逐漸由地面層向上提升，地面層改為配置使用率較高的機能性

空間。空間配置的改變直接影響參拜之路徑過程，昔日為純儀典性空間時，神聖路徑清

楚且氛圍容易塑造；今日樓層交疊配置儀典性與機能性空間，教會需面臨本質化與處境

化空間互融之課題，神聖路徑如何被延續且過渡神聖至世俗，甚至串其宗教空間整體而

延續其精神意涵，則為大樓形式的教會建築需琢磨之處。就敬拜空間而言，空間序列比

起日治時期差異不大，但儀式架構的完整促使空間區位更為嚴謹。整體而言，今日基督

長老教會為因應社會環境及信徒的諸多需求下，致使教會空間機能增加且性質趨於複

雜，量體增大也是今日常見的模式；聖俗空間不同場域需不斷地過渡及延續，如何維持

宗教建築背後的神聖意涵，使教會建築在環境變遷、機能及需求面臨現代化更新的同

時，依舊不變其神聖本質為現今教會之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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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現代化之心態轉變 

基督教自馬丁路德改革以來，教會內開始出現新的神學思維，強調萬民皆祭司的神

學觀點，這樣的轉變處使聖壇空間與會眾席的互動增加，而聖壇之神聖不可侵犯也因著

對於信仰詮釋不同而不似以往般的嚴肅。現今敬拜空間內，聖壇空間仍是會方致力使其

聖化之處；對信徒而言，此空間依舊神聖但不再令人畏懼。聖壇空間昔日被認知為聖地

在世上之所，而今日則認為是牧者傳授教導經義之處，神學觀點的轉變使空間模式的處

理手法也相對不同。在宗教建築中，光線為影響空間模式中一重要因素；早期基督教堂

中，中殿高聳明亮與側廊的低矮陰暗形成強烈的對比，光線強烈對比下形塑出空間神聖

不可侵犯性，信徒於此之空間產生強烈的崇拜及畏懼感；相較於今日的長老教會敬拜空

間，不以強烈的明暗對比強調空間主從，均質的光線弱化了空間位序的層級，此轉變顯

示今日信徒看待敬拜空間及其與神之關係已然改變。 

另一塑造宗教建築神聖氛圍之重要因素為參拜路徑，台灣早期基督教長老教會為純

儀典之敬拜空間，神聖路徑因著使用機能單純而容易形塑，再加上前庭廣場及塔樓的中

介空間，皆使神聖路徑更為完整，透過神聖路徑所營造出預示性的沉澱及情緒的轉換作

用，使得崇拜場域之神聖氛圍被形塑的更為強烈。現今大樓形式的教會空間，神聖路徑

已由昔日之水平走向轉為垂直走向，預留前庭廣場及塔樓空間在現今之教會建築以不多

見，取而代之的是緊湊的機能性空間配置；而儀典性空間與機能性空間交疊配置，也使

得神聖路徑的場域不易維持，信徒必須隨著空間過渡而不斷轉換情緒。此時其對信徒而

言，儀典行為成為界定空間場域之重要媒介，透過儀式使信徒清楚劃分聖俗空間，即使

神聖路徑的塑造在今日教會建築內已被弱化，但敬拜空間因著行為模式的不同，較於會

內其他空間而言，它仍是神聖的。 

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現代化之虛質轉變分別呈現於信徒對空間轉換、儀式行為及

光線場域之心態感知，而信徒心態的轉變也顯示各時期神學觀點之異同。虛質的觀點轉

變會透過實質的手法呈現於空間中，而實質的建築轉變又將直接影響信徒崇拜氛圍的心

靈感受，不論實質與虛質的轉變皆呈現今日教會建築與往昔不同之處【表5-1】。處境化的

轉變是教會為因應時代變遷冀望開拓的宣較契機，但本質化的宗教教義則是教會不論身

處何時何地都需持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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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現代化轉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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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戰後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現代化歷程研究
A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Presbyteria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aina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以南門教會、北門教會、東門教會、佳里教會、左鎮教會、安順教會、新市教會及灣裡教會為例  
  
  

 

 5-6

第三節  研究建議 

  探討台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之建築現代化歷程中，可發現今日教會與往昔不同之

處，不論建築外觀、空間機能、宣教異象及聚會形式等，皆與初傳入台時呈現明顯差異。

長老教會於所處環境不同而促使空間計畫及宣教策略改變，但對於長老教會而言，所有

的考量都必須直接或間接的對於宣教有所助益。本研究多朝向空間模式與內部機能演變

為主，雖各教會均有其不同之背景因素及環境構成，但透過建築意向表達神學觀點則是

不變的信念。因此，在長老教會演變歷程中，筆者建議教會建築可以朝下列發展方向，

以宗教空間塑造出神聖氛圍之場所意象。 

 擴及都市層級，以較大之區域範圍探討宗教建築之定位。透過宗教建築於各都市分

佈之處，探討其都市層級及其與周邊區為之關係。 

 比較南北地區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現代化有何不同之處，予以對照整合。初傳入台

時之南北長老教會本由不同母會所傳入，爾後雖有南北大會合併，但兩方之宗教意

象終究呈現不同之處，透過比較將呈現基督長老教會建築之發展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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