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的女性傳道人—以孫理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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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 1901-1983），1927 年以宣教師太太的身分跟隨夫
婿孫雅各牧師來台。她身為母親、妻子、牧師娘，但基於對宣教的使命和熱忱，
她開拓許多當時台灣頗為欠缺的社會服務工作，因而常被視為是一位女「宣教師
（傳道人）」
。她的宣教工作包括關顧痲瘋病患、救助嬰幼兒，以及設立兒童之家、
育幼院、少年之家，並以「教育」幫助弱勢孩子取得更多生存的機會，也到監獄
傳揚福音。所到之處，她總以母親的愛盡力去滿足對方的需求。這種深具同情心
又堅毅不屈、勇敢付出的使命感，也展現在今日女性傳道人的身上，相信未來因
著時空的轉換，也會有更多不同樣貌、但具同樣熱忱的「孫理蓮」參與在福音的
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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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聖經》中，記載多位可以成為今日女性效法的婦女典範，包括曾以智勇
解救嬰孩弟弟摩西的米利暗（出埃及記 2 章）、從猶太滅族危機中拯救同胞的以
斯帖（以斯帖記）、為求得孩子而不停地禱告和信靠上帝的哈拿（撒母耳記上 1
章）
、服事神人以利沙並經歷神蹟的書念婦人（列王紀下 4 章）
、順服主並蒙大恩
的耶穌母親馬利亞（路加福音 1 章）、受保羅稱讚素來幫助許多人的堅革哩執事
非比（羅馬書 16 章）等。綜觀兩千多年的基督教會史，我們還可以找到無數信
仰堅定、熱心事奉、榮神益人的女性基督徒，當中，筆者特別提出在二十世紀的
台灣宣教史佔有一席之地，甚至她設立的社會機構至今仍屹立在台灣的不同角
落，長期服務、照顧弱勢者的孫理蓮女士。
除了《這是我的同胞》是孫理蓮親筆所寫之外，威爾森博士的《天使在她身
旁》、蒲腓力的《芥菜仍在茁長中》都是孫理蓮最早期的工作記錄。近年來，中
央研究院歷史所李貞德以〈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台灣的醫療傳道經
驗〉
、
〈宣教影片中的疾病、醫療與文化—以《趁著白日：孫理蓮的台灣》為例〉，
著墨於孫理蓮在台灣的醫療救助事業；清華大學劉慧華則以〈孫理蓮與基督教芥
菜種會〉為其碩士論文，分析芥菜種會在台灣社會和教會的意義及定位。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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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慈善四百年》1、
《女人屐痕 II：台灣女性文化地標》2也收錄孫理蓮的生命敘事，
肯定她盡一位母親的所能來愛台灣。
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 1901-1983），1927 年與夫婿孫雅各首次來台後，
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日本人對歐美宣教師的敵意，1940 年被迫暫時離開
台灣到南美洲的圭亞那服務。1947 年第二次來台宣教的後期，也曾到印尼拓展
宣教場域，但直到 1983 年去世為止，大部分的工作重心都在台灣。最初，她以
宣教師妻子的身分來台，但後來她卻向孫雅各直言：「我不要只是做一個宣教師
的太太，我要做一個太太宣教師。」在得到孫雅各的回覆：「妳可以非正式地做
些工作，就是我們其餘的人做不來的啊。」3之後，孫理蓮就開始以非正式的女
性傳道人身分走向社會，展開了她龐大的慈善工作版圖。從爬梳她生命中的點點
滴滴，讓人看到了她過人的意志力，以及堅定的信仰委身力量。再者，筆者將進
一步鋪陳今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女性傳道人的聖職召喚與服事經驗，既顯現孫理
蓮在新一代女性傳道人的影像，也激勵未來教會女性領導者勾勒新的宣教願景。

二、滿懷助人熱誠和委身信念
孫理蓮，1901 年 1 月 29 日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彼略湖畔。由於孫理蓮
從小在基督教家庭的氛圍中成長，也受到父母的鼓勵而在教會學校受教育，甚至
後來選擇在專門訓練教會工作人員的聖經學校就讀，以預備自己未來的宣教工
作。在成長的過程中，基督信仰深深影響她的為人處事，例如她在學校董事會打
工時，同學們老是問她：為何董事們不為我們做些事情？為何不給我們一個較好
的學習環境？為何學校沒有體育館而讓一個足球隊一直處於劣勢、無法獲勝？她
知道董事們無法接納學生的意見，但上帝給了她靈感，要她邀同學們辦一個感恩
會來感謝董事會長年對學校的貢獻，想不到這個感恩活動卻引來董事們的迴響，
願意花錢蓋新的體育館。她的英文老師也曾給予她這樣的信念：「無論何時，妳
把妳自己完全而徹底地交在上帝手中，祂的全能總是足夠發揮效力了。」4
在馬加勒斯特學院就讀期間，為了募集經費在聖誕節購買餅乾和水果到醫院
的貧民病房，她認識了在學校負責基督徒奮進會聖誕基金的孫雅各，也受到他立
志未來到海外當宣教師的影響，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1927 年 5 月 16 日兩
人結婚，隨即受加拿大長老教會差會派遣來台。對於孫雅各要當海外宣教師，夫
妻兩人不但完全遵照耶穌復活要升天前對門徒的吩咐：「你們要去，使萬國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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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5而且孫理蓮還曾經在婚前
寫信給孫雅各，說：「我們人生只有一次，我們應該到最需要我們的地方去。」6
而在往後的宣教工作中，孫理蓮的確時常這樣激勵自己：無論如何都要積極去傳
揚福音，而且一次的人生實在不算多，所以一定要把握當下，每時刻都盡力而為。
孫雅各曾任淡江中學校長、台灣神學院院長，而且有一段時間身兼兩職，並
參與教會組織的各項委員會，共同籌劃全台的宣教工作。孫理蓮是家庭主婦，但
由於孫牧師「視同工如親友，同床鋪同飲食。」7家裡時常需要接待孫雅各的朋
友、學生，以及各式各樣的教會人士。有時他們會先告知，有時會在吃飯時間突
然來到，而曾經一天要預備六十名客人享用三餐的龐大勞動量，更給予孫理蓮身
為宣教師妻子很大的挑戰。
一次，來訪的客人之一是中年的原住民婦女姬望，8個子瘦小，紋身刺花橫
跨整個臉龐。孫雅各到東部山地做福音工作時遇見她，9並說服她來淡水女子聖
經學校就讀、受訓，因此她得到孫雅各夫婦的照顧。孫理蓮發現這位不太識字的
婦女具有一顆溫柔的心，也知道她是太魯閣族頭目的女兒，曾經為族人與日本軍
隊談判和平，避免族人受到無謂的傷害。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這位體弱多病的
婦女後來卻成為「台灣原住民信仰之母」。在外國宣教師因戰爭而紛紛離台後，
姬望不畏日本人的威脅、逼迫，勇敢奔波於各原住民部落，使福音遍傳於台灣東
部的山區。10今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屬下有五、六百間的原住民教會，其中為
紀念這位原住民的福音先鋒，特別在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設立「姬望紀念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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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注被人遺忘的痲瘋病患
當孫理蓮在台灣過第一個聖誕節時，由於住家的對街有一間痲瘋診所和小禮
拜堂，她受邀去幫忙布置禮拜堂，也和其他宣教師們為病患準備聖誕大餐。對於
麻瘋病患，她熟悉那是《聖經》中的人物，因為兩千年來，耶穌伸手摸痲瘋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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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對方得醫治的故事一直被傳頌著，12只是她從沒真實見過。當禮拜堂因聖誕節
活動而擠滿人潮時，她端著盤子，在塌鼻、眼盲、缺手指、張著不能見物的白色
眼睛的患者面前走動時，內心激動而難過，並含淚向對她做出怪異笑容的病患微
笑。那是一次她永難忘懷的經驗，冥冥中，上帝似乎已顯明給她未來要她服務和
關心的對象。
1952 年，當安置痲瘋病患的樂生療養院找孫理蓮協助時，跟她說：「妳必須
來！我們上星期有三個人自殺，上上星期也有三個，再上星期是四個。什麼人都
沒有來理我們。」13考量本身的忙碌，她遲疑著，但孫雅各感性地向她說：
「慈悲
的上帝只給妳兩隻手，但是祂給妳一顆偉大的心呀！」14對痲瘋病患的關心乃成
為孫理蓮最早期的醫療救助工作。而她相信那是上帝的帶領，因為她初到院區就
遇見了一位行走非常費力的高個子青年，腳上的大傷口已有一段時間，卻不曾有
醫生來看過他；另一位面容愁苦、營養不良的病患訴說：他殘缺變形的手指很難
為自己煮飯。因此，孫理蓮決心募集資源，邀請醫生來為病患看病、給藥，也雇
人為患者炊煮三餐、安排加菜，並提供奶粉，補充營養。每個週日做禮拜的時間，
她請不同的外國牧師去講道，她本身則親自彈手風琴，帶他們唱詩歌，和他們一
起敬拜上帝，甚至還為他們蓋了禮拜堂。
為了讓院裡成人病患及小孩的生活得到保障，1953 年她設立了「安樂之家」
，
用來收容痲瘋病患生下來的嬰孩；又為了有家卻不能回家的痊癒患者於 1955 年
設立「工藝所」、1957 年設立「男生女生之家」，讓他們能有遮風避雨之處，在
經濟上也有一些收入。《聖經》記載：耶穌曾在一個村莊治好十個痲瘋病患，其
中有一個人看見自己好了，就回轉俯伏在耶穌的腳前，感謝他。耶穌問：「得到
醫治的有十個人，其他的九個在哪裡呢？」15忘恩負義似乎才是人之常情，不過，
當孫理蓮於 1958 年出版她的英文著作《這是我的同胞》
（These My People: Serving
Christ among the Mountain People of Taiwan）之後，樂生療養院的痲瘋患者為了表
達對她的感恩，竟然不顧自己的窮苦，出錢出力，將此書譯成中文和贊助出版經
費，16還在中文版的書中「敬告全國信主同道們」，17令人感動：
我們是樂生療養院的痲瘋患者，一、二十年前，我們處在最窮困、最痛苦、
最絕望的境地。從厭世自殺的事件日日都有，就可看出悲慘的一斑。幸得主愛的
感召，孫牧師娘伸出同情憐憫的手，以全部精力、時間和思慮，以及巨量之醫藥、
衣服和食物，及時支援，拯救我們於死亡邊緣。……因此我們決心把此書翻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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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並且奉獻部分出版費用，贈送全國各教會信主同道們閱讀，以紀念孫牧師
娘之偉大愛心，也當作我們受恩者的一點報答。……

四、成為孩子的救命天使
在淡水，當孫理蓮懷孕即將生第一個孩子時，她快樂地準備新生兒的衣服、
用品，時常打開來看，又溫柔地撫摸著，好似心愛的孩子就在眼前。只是在醫院
要分娩的當晚，醫生來到在產房外等待多時的孫雅各面前，請他做一個殘忍的選
擇：
「你要你的太太還是要你的孩子？」18從醫院回家後，孫理蓮哀傷地把嬰兒用
品全數放到衣櫃的最上層。第二次懷孕時，她才又把它們拿下來，內心期待著。
想不到早產的小女孩出生兩週後又夭折，這讓她極為悲傷，也更加了解婦女生產
的痛苦和危險。
在參與山地醫療團時，孫理蓮曾在一間山地草屋當接生助手，由於找不到其
他的用具，她只好用一口舊的煎鍋勉強為嬰兒洗澡。有感於山區的醫護人員極為
缺乏，原住民的嬰兒夭折率高，1961 年，她即在花蓮開設第一所「馬利亞產院」，
讓年輕的原住民母親有地方可安心生產。後來又陸續在關山、台東、屏東、埔里
設立分院，照顧無數的產婦，也救活了許許多多原住民的新生命。
1950 年代台灣社會在食糧和物資上都相當缺乏，加上大批隨國民黨政府撤
退來台的移民往往在混亂的逃難中與孩子失散，當時幾乎每家孤兒院都爆滿，無
數的病嬰等待救援。在台北某一所孤兒院內，由於衛生環境差又缺乏照顧，每星
期有 5-7 個嬰兒死亡。這引起孫理蓮的注意，常常去訪視。一次，她抱起一位因
發高燒不斷啼哭、扭動身體的嬰孩，那裡的服務人員厭煩地說：
「她活不久了！」
19
好像生病是這嬰孩的不對。孫理蓮心念一轉：如果這孩子受到良好的照顧，是
否可能存活下來？她當機立斷，除了雇用一位婦人，專職餵她、使她乾淨，還決
定帶這孩子回家。幾個月後，小孩恢復了健康，也因有適當的營養而變得可愛又
美麗。在擔心她被送回孤兒院後，又得面臨病亡的威脅，因此，孫理蓮說服了先
生，共同收養了這個小女孩。
又有一次，途經同一所孤兒院時，似乎有來自天上的聲音要孫理蓮停下來。
在許多小床排列的緊閉房間，隨行的醫生逐床輕柔地握著那些骨瘦如柴的小手小
腳，以及用聽診器去接觸那些額頭微微發燒的痙攣胸部。當中有一個嬰孩病得特
別厲害，似乎活不過當晚。孫理蓮心生憐憫，立即帶她就醫、住院。隨後幾天，
孫理蓮不斷地詢問醫院：她情況如何？直到醫院說：小嬰兒會好起來，可以出院
了，才讓她放下心來。但就在同時，她卻接到孤兒院的來信，拒絕讓嬰兒回去，
因為嬰兒的母親是痲瘋病患。由於別的孤兒院若知道嬰兒的身世，也一定不會接
18
19

威爾森博士，頁 10。
威爾森博士，頁 45。
5

受她。孫理蓮只好從醫院把她帶回家。
幾個月後，孫理蓮在樂生療養院遇見一位女病患，眼淚盈眶地問她是否了解
失去所愛的滋味？孫理蓮故作輕鬆地說她的兩個孩子都夭折了。這位女病患憂傷
地說，那她一定能夠了解她失去唯一愛女的痛苦。幾個月前，她在醫院生產時，
醫生發現她身上有一塊黑斑，說她是痲瘋病患，因此被送到這裡來。而她只看過
一眼的漂亮愛女聽說不久也被送到一家聲名狼藉的孤兒院了。在追問之下，孫理
蓮驚訝地發現，那個從鬼門關被救、活不過該晚的孩子，原來是這年輕婦人的。
多麼巧合！上帝的神蹟竟然顯現在這位極願相信卻又不敢相信的女病患身上，這
似乎也回應了最初孫理蓮和這婦女的對話：20
女病患：妳是我的朋友。
孫理蓮：上帝也是妳的朋友。
女病患：是的，上帝是我的朋友，因為祂是妳的朋友，而妳是我的朋友。

五、以母親的愛盡力滿足需求
喜歡彈手風琴的孫理蓮，常常在戶外辦兒童主日學活動，對孩子十分關心。
有人因此建議她到城裡的警察局看看，因為那裡關了二十多位光頭、赤腳、衣服
襤褸的孩子，他們當中有的只是在戰亂時和父母走散，沒有身分證，並非偷竊或
做了什麼壞事。由於局勢動盪不安，國民黨政府擔心共產黨的滲透，因此那些因
為沒有身分證而被抓的孩子，在拘留三個月後就會被送進監獄，形同罪犯。有一
個孩子原本也是被判拘留三個月，但他已在監獄裡待了七年，因為他是孤兒，沒
有身分證，也沒有人會來看他、領他出去。再者，由於警察的業務繁重，無暇尋
找和聯絡孩子的父母，因此即便有的父母心急如焚、有心找回孩子，但往往也不
得要領，無法得知孩子到底在哪裡。
看到那些無辜的孩子，孫理蓮除了盡所能地到監獄探視，教孩子唱詩歌、祈
禱、讀《聖經》外，她也成為持續被送進監獄的孩子的保證人，盡快地將他們保
釋出獄。21比較幸運、有父母或親戚的，就送他們回家。至於那些無家可歸的，
她曾詢問不同教派的基督教會要不要設立兒童之家？但沒有人願意承擔此事。
1953 年，通過皮爾斯博士（Bob Pierce）在美國的協助，22孫理蓮收到一封內有一
千美金的支票，順利買下靠近樂生療養院附近的小山丘，而上帝所賞賜的這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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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森博士，頁 52。
孫理蓮曾在兩年內以保證人的身分領走了 250 名孩子。威爾森博士，頁 58。
22
皮爾斯博士是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創辦人，1953 年，曾來台訪問，孫理蓮領他到監獄，
把要安置孩子的難題解釋給他聽。他受到感動，不但祈求上帝幫助他回美國後能參與這件慈善事
業，1972 年還為孫理蓮製作了宣傳紀錄影片〈趁著白日：孫理蓮的台灣〉(While it is Day: Lillian
Dickson’s Taiwan），極力為她的宣教工作募款。李貞德曾著文〈宣教影片中的疾病、醫療與文
化—以《趁著白日：孫理蓮的台灣》為例〉，評析此宣教紀錄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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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鼓舞了她勇敢到美國繼續募款，帶回一萬元美金，因此就在隔年，完成了「兒
童之家」的第一棟大房子，用來安置那些親子被迫離散或無家可歸的孩子們。之
後又增設了兒童之家別館，還陸續在全台各地設立愛心育幼院（1958）、殘障之
家（1958）
、原住民花蓮育幼院（1959）
、澎湖育幼院（1959）
、少年之家（1960）。
23

孫理蓮以母親的愛，提供孩子家的溫暖，還做了一件所有身為母親都能了解
的事：她給嬰兒之家買了幾張搖椅，還半開玩笑地說，她要在搖椅上寫字，說：
「請勿坐下，除非你抱著一個嬰孩！」24因為她知道這些沒有母親的嬰孩最需要
的是愛，當這些孩子被別人抱在手中輕輕搖動、呵護時，他們會很有安全感，也
會感受到人們對他們的愛。至於離開了「兒童之家」而自力更生的孩子，也曾因
工作受傷、遭遇困境而再次請求援助，孫理蓮不但樂於安排他就醫，讓他早日康
復重回職場，也很慶幸孩子有困難時能記得回來找她。25
而由於經常在山區活動，了解到原住民面對二十世紀現代生活的困境，因
此，孫理蓮以「教育」提供他們生存的機會。1962 年她設立了一間補習學校，
幫助原住民的國小畢業生提升程度，有機會進一步就學。另外，她也在關山、花
蓮、台北樹林招收原住民女子，接受幼稚園老師的訓練，兩年後，回家鄉在教會
開的幼稚園為族人服務。當時全台的長老教會共開辦 250 所幼稚園，每月支付
370 名老師的薪水，每一村約有 40 位小孩受幼稚園教育， 26比起生活上的照顧，
教育對孩子未來的發展更具有不可抹滅的影響。
1963 年 2 月，台灣遇到六十年來最強勁的寒流，氣候非常冷峻，清苦的山上
原住民急需禦寒、補給營養的冬令救濟品。孫理蓮知道當時各地的物資都缺乏，
即便他們把庫存的救濟品全數送出，仍然是供不應求。不過，上帝卻通過《聖經》
「以利亞和撒勒法的寡婦」的故事告訴她：別擔心，罐裡的麵粉用不完，瓶裡的
27

油也用不盡。 她於是放膽釋出倉庫裡的所有物資，盡力幫助最需要的人群。很
奇妙地，不到一個星期，從美國卻運來大批的救濟衣物，完全應驗了上帝要餵養
信靠祂的人的話語。而她更像身為人母一樣，在所到之處盡力滿足需求，永遠都
有做不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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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設立「兒童之家」，孫理蓮還曾經透過芥菜種會，從新竹到台南沿海貧民區，設立 24 處
的牛奶供應站，讓將近六千名的兒童受惠。蒲腓力（(Philip Pu），《芥菜仍在茁長中》( Let’s go
on!） (台北：基督教芥菜種會，1974），頁 75。
24
蒲腓力，頁 94。
25
蒲腓力，頁 103-104。
26
鄭興讓，
〈孫理蓮與芥菜種會〉
，收入鄭仰恩主編，
《信仰的記憶與傳承—台灣教會人物檔案(一）》
(台南：人光出版社，2001），頁 74-81。
27
〈列王紀上〉17 章：趕路疲憊的先知以利亞，在撒勒法向一個寡婦要水喝、要餅吃，窮寡婦
說她沒有餅，家裡只剩一把麵粉和一點油，那是她和兒子的最後一頓餐，之後只有等著餓死。以
利亞卻對她說：別擔心，在旱災結束、上帝降雨之前，你們的麵粉和油都會用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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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今日女性傳道人的「孫理蓮」影像
孫理蓮是母親、妻子、牧師娘，也是一位非正式的女性傳道人、但又獨立宣
28

教的女「宣教師」
， 因為當孫理蓮向孫雅各提出不想再當一位宣教師的太太，而
是要當太太宣教師時，孫雅各認為她可以非正式地做一些別人無法做的工作。這
成為她獨立服事的起點，也是她對自我身分的認知—非正式的女性「師丈」。今
日大多數「正式」的女性傳道人何嘗不是身兼母親、妻子、甚至牧師娘的角色，
因此，筆者將以《女裙聖職與決策—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女性領袖生命敘事》一書
所記載女性傳道人的影像來呼應孫理蓮的宣教工作，以及在不同時空和社會氛圍
中的異同。
關於潘雪雲牧師：潘牧師原為教會的牧師娘，1979 年底發生的美麗島事件，
丈夫身陷牢獄三年。當時大女兒剛滿周歲，她還懷有三個月的身孕，但為了承繼
熱愛民主的丈夫的服事道路，她進入神學院就讀，後來成為牧師。2000 年當她
單獨來到台南漚汪教會牧會，教會的建築物破爛，時常成為該村非信徒的笑柄。
然而教會貧窮、弱小，只出得起五萬元的整修經費，於是她以禱告的心經歷神蹟，
外部捐獻的錢在整修期間就像寡婦瓶裡的油不曾用盡，29雖然花了一百多萬元，
但整修完成時，教會沒有任何負債。而當眼睛翻白上吊的癌症病患、幾乎致命的
車禍傷患、家裡行邪術的女孩來尋求她的協助時，她與信徒迫切禱告，知道有愛
就能看見神蹟，最後這些事情也都得到圓滿的解決。30
關於竹嫵•法之山牧師：竹嫵牧師小時候胃腸很不好，常因胃痛而在地上打
滾，那時父親就會為她禱告，直到她的疼痛緩和下來，因此，她從小就知道上帝
的憐憫和醫治。她也曾因父母重男輕女的觀念差點無法升學，幸虧她最小的哥哥
把讀書的機會讓給她。她和丈夫都是牧師，但分別在不同的教會牧會，也曾有丈
夫牧養的信徒跟丈夫說，他什麼都好，就是沒有師母跟他一起牧會。而當她初到
教會任職時，一位當鄉長的信徒對她以牧者的身分談話很不以為然，還跟她說：
「我不准女人這樣講話。」也有其他信徒會批評她常常不在家，她的兒子都要自
己煮飯、洗衣，照顧好自己。後來經過多次向信徒說明自己外出是因為忙於教會
事務，而當信徒漸漸明瞭後也會在她不在時來注意兒子的生活起居。她的孩子常
常跟她說：要當一個牧者，書要唸得最多，但學費也最貴；可是她的福利、謝禮
卻不成比例。31
關於李美意牧師：李牧師雖然在基督教的家庭成長，母親和教會的牧師娘也
28

她是否正式受派為宣教師，目前尚無可考。不過，基督教芥菜種會出版的《這是我的同胞》，
原著作者便稱為「孫理蓮宣教師」，這也是台灣教會對她工作的肯定和認同。
29
參看〈列王紀上〉17 章 7-17 節，上帝藉著先知以利亞對寡婦許下的諾言。
30
潘雪雲，〈靠主聖靈牧會多有奇蹟〉
，收入石素英主編，《女裙聖職與決策—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女性領袖生命敘事》(台北：台灣神學院，2010），頁 174-186。
31
竹嫵•法之山，〈一步一步隨主行〉，石素英主編，頁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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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她讀神學系以後當牧師，但她一開始卻深受傳統父權觀念的束縛，認為女性
應溫柔賢淑，不適合站講台、擔任牧職。其實一般在教會裡，連長執、信徒也先
入為主地認為牧師職是屬於男性的，很難接納女性牧者。不過女性牧者通常比較
溫和又有耐心，因此當事工的推動有不同意見時，能減少溝通上的爭執。在婚姻
上，她滿心感謝上帝在她四十歲時為她預備了一位男信徒，這位「師丈」在主日
學、青年、詩班及各項教會事務上成為她非常得力的助手，同她一起配搭。然而
在教會她是領導者，經常會指揮師丈做這做那，初期信徒不習慣，還會悄悄告訴
她：「牧師，不要對師丈要求太多，要顧及男性的尊嚴。」所幸師丈對其角色有
所體悟，沒有怨言。32
關於黃美俐牧師：和丈夫都是牧師，也都在同一間教會牧會，所以在教會中
她是牧師、牧師娘，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認為上帝創造的男女兩性，無論在
思考模式或做事方法上都很不一樣，而教會是一個包容所有種族、性別、意識形
態的地方，因此，男女兩性能共同或輪流來領導教會是一件好事，可以互相幫補，
也可以讓更多元的思維和行事風格出現。像在事工的推動上，她會先溝通，將想
法告訴要配搭的同工，並用心聽取對方對妳的想法的回應。如果同工在她溝通多
次後仍無法認同，即便那是她認為對傳福音很有效益的事工，若放棄會讓她很難
過，但她還是會放棄而不去推行。另外，雖然她擔任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屏東中
會的四十四屆議長，但女性普遍比較不愛爭取權位，反而傾向若能關懷別人，使
別人因妳得到益處，那比任何的權位都有意義。33
綜觀以上四位女性傳道人，潘牧師和竹嫵牧師雖然都是牧師娘，也要照顧孩
子，但都獨立在教會擔任牧養工作；李牧師雖然也是獨立牧會，但假日有師丈協
助教會事務；黃牧師和丈夫共同牧會，但她當上了中會議長，丈夫卻沒有。由於
她們在教會都具有正式的傳道人身分，因此，無論是照顧羊群、或擔任母親、妻
子，活動都在一定的範疇內。這和孫理蓮以全台為她的宣教禾場，所到之處就是
盡力去滿足對方的需求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她處在台灣政府在政經各方面都仰賴
美國協助的年代，她的國籍為她帶來許多便利，更藉由芥菜種會從國外募集大批
的資源，讓她得以開拓許多在體制內無法建立和推動的事工。
然而，同樣身為女性，她們也遭遇了相似的困境。那就是在男尊女卑的台灣
社會中，女性要帶頭領導各項工作的進行常會遭來質疑，甚至像竹嫵牧師所遭遇
的：她的鄉長信徒直接告訴她，不准她以牧師的立場跟他說話。而當李美意牧師
在指揮師丈做事工的配搭時，她的教會信徒也為師丈感到委屈。這也是為什麼即
便孫理蓮想要當「太太宣教師」，進一步往社會和教會服務時，她首先需要得到
孫雅各的支持，而且丈夫也認為她可以做的就是一些體制外、別人做不來的事而
已。在孫理蓮和他人的互動中，她似乎也一直以傳統女人的協助者角色自居，像

32
33

李美意，〈我的牧會經驗分享〉，石素英主編，頁 163-173。
黃美俐，〈兩性共同服事教會更蒙福〉，石素英主編，頁 15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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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會親自彈手風琴協助禮拜的進行，也會協助包紮病患，餵養嬰幼兒。對她而
言，這些似乎都是母性光芒的發揮。就像黃美俐牧師所說，女人往往比較不愛爭
權位，所做的通常都只想讓別人得益處。

七、結語
當孫理蓮以宣教師妻子的身分來台之後，無論是對夫婿工作上的支持、家庭
生活的照顧；或以悲天憫人的胸懷關心被遺忘的痲瘋病患；或成為苦難、有病痛
孩子的救命天使，還因此讓棄嬰和母親重逢；或為了提供給更多無依孩子溫暖的
家，在各地設立兒童之家、育幼院、少年之家；或以「教育」幫助弱勢孩子取得
更多生存的機會，幫助受刑人，也救濟物資極度缺乏的山上貧苦原住民。為了成
就這麼龐雜的慈善服務工作，1954 年她成立「芥菜種會」，每月以五十、幾百、
幾千、甚至增加到數萬封請安函的速率，向美國和加拿大支持她的教會信徒募
34

款。 這正印證了耶穌所講天國的比喻：一粒比其他種子都小的芥菜種子，成長
之後比任何蔬菜都大，還成為一棵能讓飛鳥搭窩的樹。35這棵樹至今仍屹立茁壯，
而無論是捐獻者或受助者，上帝通過孫理蓮，讓每個人都有份於上帝國度的建造。
孫理蓮是母親、妻子、牧師娘，她將一個女人和母親對家人的慈愛擴及到任
何迎向她的需求者，特別是哪裡有需要她就往哪裡去。雖然她不是正式的女性傳
道人，行事風格也常常受到質疑，沒有章法，36因為捐款往往受限於金額和時限，
何時有錢就何時才能撥款補助。不過，她卻懷著「宣教師」的使命，遵行耶穌所
教導的「大誡命」和「大使命」
，37不但對上帝盡心、盡性，還要愛人如己，將人
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救助精神全力發揮。另外，為要使更多人認識耶穌，她也時
常利用機會，彈手風琴，教人唱詩歌，分享福音。「非正式」女性傳道人的身分
沒有侷限她，而今日在許許多多女性傳道人身上，不但展現了孫理蓮那份堅毅不
屈、勇敢付出、只為贏得上帝國度的委身使命，相信未來因著時空的轉換，也會
有更多不同樣貌、但具同樣熱忱的「孫理蓮」參與在福音的行列中。
最後，在回顧孫理蓮的生命敘事中，有幾個問題或許可以分享和討論：
（一）體制：孫理蓮是隨丈夫來台的宣教師太太，沒有正式的職分，相對地，
也不需受任何差會或本地教會的督導。假若她是體制內正式受派的宣教師，是否
還能遊走自如、便宜行事？
（二）性別：孫理蓮是一位母親、妻子，她也善用女性溫柔婉約、深具同情
心的特質，盡力滿足人們在物質和心靈上的匱乏。假若她是男性，行事風格截然
34

蒲腓力，頁 71。
參看〈馬太福音〉13 章 31-32 節。
36
見劉慧華，〈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 1901-1983）與基督教芥菜種會（The Mustard Seed, Inc.
1954-）〉，頁 75。
37
耶穌「大誡命」和「大使命」的教導，請參看〈馬太福音〉22 章 34-40 節、28 章 16-2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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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是否還能完成這些事工？
（三）國籍：孫理蓮和丈夫都是美國人，但丈夫受加拿大長老教會差派而來
台宣教。除了向加拿大和美國教會信徒募款外，她還利用回北美述職時巡迴演
講，並接收媒體採訪以獲得更多的資源，而這是本地傳道人欠缺的機會。
（四）教派：孫雅各來台後，歸屬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因此，夫婦倆的活
動幾乎都在這個教會的人際網絡中。最初，孫理蓮的慈善事業也大多透過該教會
的協助，但最後她卻跨越了教派的藩籬，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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