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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课程简介 

第一课    唐朝景教 

第二课    元朝和明末清初天主教 

第三课    更正教来华 

第四课    专题：太平天国与基督教 

第六课    专题：传教士与帝国主义 

第五课    从北京条约到庚子教案——建设时期 

第七课    专题：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 

第八课    民国前后的基督教会 

第九课    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 

第十课    1949 年后的基督教会 

第十一课  海外华人教会现况 

第十二课  福音进中国，出中国 

 

二、课程目标 

1、认识中国教会中最基要的史实，建立对历史的见识。 

2、 根据宣教学原理，评析西方来华宣教工作的策略和结果，作为今后中国教会的榜样和

鉴戒。 

榜样是好的地方，鉴戒是失败之处。用当今的眼光总结西方宣教士的成败得失。 

3、培养继往 来，超越时空的眼光。 

继往 来：继承过去的历史，面对未来。 

超越时空：进入将来神要带领我们的广阔领域。 

4、 了解不同时代的挑战和响应；幷观察上帝拆毁和重建的工作。 

历史就是研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他们曾经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他们如何响应？——汤恩比《历史的研究》 

 

三、参考书目 

1、《中国基督教史略》           作者：李宽淑 

出版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年    

特点：资料丰富详尽 

2、《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作者：顾卫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年 

特点：注重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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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唐朝景教 
 

第一单元 

一、古代传疑 

1、多马于东汉明帝时期将基督教传入中国； 

2、巴多罗买曾经到印度幷进入中国； 

3、基督徒在尼罗皇帝逼迫时期曾经逃难到中国； 

4、叙利亚传教士于东汉时期将基督教传到中国； 

5、三国东吴有过基督教传入。明朝诗人诗云：“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架”。 

二、唐朝景教（635-845 年） 

1、景教的源流：涅斯多流派(Nestorians) 

该流派认为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分 的。431 年以弗所会议判定为异端，后往东传。635

年唐太宗时期宗教 放，景教传到中国。 

2、 景教的意思：正大光明的宗教。 

3、 景教碑:记载景教的传入经过的碑石。唐朝黄巢之乱时该碑被掩埋，明朝 1625 年被挖

掘。该碑证明了基督教最早是从唐朝传入中国，目前保存于西安。 

4、 传教过程 

波斯宣教士阿罗本携带着波斯文经卷传入中国。 

在几代的传教过程中，主要在唐朝上流社会中传播，兴盛一时：“法流十道”，“寺满

百城”。 

到唐武宗时期，道士赵归真上书禁教。从此景教在中国没落。 

5、传教方式 

（一）翻译圣经  

  波斯传教士景净翻译了三十几卷圣经，但借用很多佛教名词。如上帝为“天尊”，得救

翻译为“蒙度”。 

（二）医病救治 

评析：策略和结果 榜样和鉴戒 挑战与响应 

失策之处：因初次传入中国，人才不够，只能依附在佛道教当中。在翻译经典及传讲

圣言时用了很多佛道教词汇，失去了基督信仰的独特性。 

 

讨论：圣经中有哪些经文讲明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至少列出三处经文） 

 

第二单元 

评析：福音对文化的影响层次 

（一）行为上的改变。如做礼拜，看圣经等外在改变； 

（二）礼仪上的改变。如祷告，讲道等群体生活； 

（三）人生观的改变。对人生，对金钱，对事情的态度和看法； 

（四）价值观的改变。认为什么事是有价值的，更重要的； 

（五）世界观的改变。这个世界的起源及运行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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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福音事工的效果之时，当根据这些不同的层次来评判。 

三、景教最后衰落的原因 

1、传福音的层次肤浅，因采取的是依附佛道教的方式，最后落入到混合主义当中。 

（一）混合主义 

当福音进入本地时，很容易与当地的文化传统混合在一起，失去了基督信仰的

独特性。 

（二）基督信仰的独特性 

a、神寻找人，神来拯救。而佛道教都是靠自己的修为得以提升，得道，成佛等。 

b、靠神的启示得救，不是靠知识和智能。 

c、其它宗教是“肉身成道”，而基督信仰是“道成肉身”。 

2、寓教于政 

依附于当时的政权来进行传教。当政权衰落后，传教的力量和资源就衰败了。 

 

讨论： 

1、 向中国人宣教时，应进入世界观的改变。请问圣经中启示的世界观是什么？（参：罗

11：36；约 1：1-3） 

2、 相对于中国宗教，基督信仰的独特性是什么？（参：路 19：10；加 1：12；林后 5：

17；约 1：14；弗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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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元朝也里可温教及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经文：约 6：41-42 道成肉身的样式，是宣教者的榜样。 

 

第一单元 

 

一、元朝也里可温教（1271-1368 年） 

1、 景教在元朝称为“也里可温教”，意为“信奉福音的人”。 

2、 传播范围： 

主要在王公贵族中以及边疆地区，信奉的人大部分是蒙古人、色目人。 

3、元朝也里可温的特点： 

（一）影响力小； 

（二）没有培养本地教会领导； 

（三）跟佛、道争领导者地位； 

（四）远在波斯的教廷决定中华传教工作。 

4、专题：教会依附政权的得与失 

（一）得：a、政府许可，可得到一定的资源补助； 

b、通过上行下效，可达到一定的传教目的； 

c、在对外交流方面更为容易。 

（二）失：a、政权一旦衰败，则没有了靠山； 

b、容易成为被控制、利用的工具； 

c、容易被迫调整信仰，以迎合政策； 

d、容易产生为功名利禄而信教的现象。 

二、天主教（1245-1838 年） 

1、柏朗嘉宾（1182-1252 年）。1245 年受教皇派遣出使中国。 

2、孟德高维诺（1247-1328 年来）。1293 年来华。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圣经、儿童信仰培

训、劝说权贵等。 

3、明朝政策与西方发展 

1368 年，明太祖即位，采取闭关自守政策，造成后来宣教阻力很大。 

而同时期西方正在发生大变革： 

（一）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29 年，麦哲伦环球旅行。这都带动了宣教士远

地宣教。 

（二）1517 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更正教独立。这带起了天主教宣教的觉醒，一些

天主教差会相继成立： 

a、1534-1538 年，耶稣会成立，这是天主教中国宣教最重要的一支； 

b、道明会和圣弗朗西斯会（方济会）。 

4、明朝时期的宣教 

（一）沙勿略（1506-1552 年），葡萄牙人，1552 年 8 月到达广东上川岛。 

          注：耶稣会宣教士选拔要求：                                                           

a、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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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学问； 

c、一去不回的殉道精神。 

（二）范礼安（1538-1606 年），葡萄牙人，1578 年来到澳门 10 月后，在澳门宣教中心

学中文，幷了解中国习俗，同时训练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宣教士。 

（三）罗明坚（1543-1607 年），意大利人，1578-1607 年到广州，幷获得居留权。1582

年到达肇庆，建教堂，名为“迁花寺”。他是天主教进入中国后得以长期居住的第一

人。 

（四）利玛窦（1552-1610 年），意大利人。 

1582 年抵达澳门。后在广东二十年，致力研究中国古典书籍，这使他对华文非

常精通。 

1601 年，到北京讲学，结交士大夫如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 

利玛窦时期传教方式：以宣传科技作为切入点。 

             利玛窦时期传教特点：a、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翻译、合写书籍；     

b、不只传教士传教，而且中国士大夫也入教、传教。 

利玛窦时期传教原则：道成肉身原则，即衣食住行与中国本地一样，入境随

俗。 

1610 年，利玛窦卒于北京。 

（五）宣教成果统计 

1635 年（崇祯三年），中国教区有神父 24 人，修士 5 人。 

1651-1664 年，中国共计信徒 104000 人。 

对比：更正教在 1807-1949 年间，发展信徒共计 80 万-90 万。 

 

讨论： 

1、 唐、元时期的传教及译经，因为大量使用佛、道名词而失去独特性。今天我们布道时，

请用合乎圣经原意，又是现代中国人能懂的名词说明下列真理：信、救、恩。例：用

“罪性、罪心、罪行”来说明罪。 

2、 今日教会内或家人之间，有什么新礼仪可表达敬祖之意，又不会有“拜祖宗”之嫌？ 

 

第二单元 

一、南京教案 

1、时间：明万历 44 年（1616 年） 

2、反教人物：沈漼 

3、反教理由：谋不法、改历法、不祭祖 

4、传教士应对：允许中国信徒祭祖 

二、钦天监教案 

1、时间：康熙年间（1659-1665 年） 

2、反教理由：谋反、惑众、历法荒谬 

三、天主教宣教策略 

1、介绍西方科技作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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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书立说，驳斥偶像，建立教义，这被后来更正教所效法； 

3.  既结识宫廷人员，也到平民中传播信仰； 

4. 精研中国文化，力求与圣经信仰相融合。 

5. 迎合中国习俗。 

四、利玛窦宣教步骤：合儒、补儒、超儒 

1、“合”：迎合中国习俗，只要其不妨信仰的根本。 

（一）耶稣会允许中国信徒祭祖敬孔，但道明会宣教士反对祭祖敬孔，上诉于教皇，教

皇两次派使者询问康熙。结果，康熙下令禁教。雍正年间又禁教 1 次，乾隆时期也有禁

教，直到 1842 才 放允许传教。在中国闭关锁国的 100 年中，正是西方工业革命、地理

大发现、民主思想、科学技术等的热潮时期。 

（二）天主教传教士具有“道成肉身”的精神，而且精通国学，他们积极迎合中国文

化，但也使得传教很容易落入混合主义的危机中，产生一些问题，如： 

a、使人们认为基督教原来只是众宗教之一； 

b、虽然接受了基督教的礼仪观念，但价值观、思想等却没有改变。 

（三）圣经中“合”的例子： 

a、约翰福音 1 章“看哪，神的羔羊”，使犹太人想到旧约献祭，幷赛亚书 53 章羔

羊所指； 

b、约翰福音 3 章“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使犹太人想到

要仰望基督。 

2、“补”：用圣经之道补足本地文化中的缺欠。如保罗在雅典引用雅典诗人的诗句“我们

也是他生的”，然后介绍上帝的知识给雅典人。 

3、“超”：超越本地文化。如希伯来书指出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超越天使、祭司

等。 

4、问题：哪一些是圣经与中国文化相合的地方？ 

回答：爱、宽恕、行善、孝顺等 

 

评析：宣教步骤的教训：不能停留于“合”，还要“补”与“超”。 

例：a、“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的“过”与圣经中的“罪”的不同。“过”是以人自

身为标准，“罪”是就神的标准说的。 

b、中国文化中的爱是指人内在善性的发挥，圣经中告诉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

我们”，认识到神的超越的爱。 

 

讨论：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不断发生教案，明末清初的教案主要出于士大夫的守旧和嫉妒，其它

教案的发生还有那些因素？（亦即：古今中国人排斥基督教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请至少列举

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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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更正教来华 
经文：西 1：28-29 诸般的智慧，在 19 世纪初期来华宣教士，充分体现。 

 

第一单元 

一、什么是“更正教”？ 

1、基督教会树（图表） 

旧约时期：摩西律法——犹太教的根基 

新约时期：耶稣基督——教会的根基 

上古时期：公元第一世纪到第五、第六世纪 

（一）公元 29 年 始使徒时期。 

          （二）公元 2、3 世纪，教父时期。 

          （三）公元 313 年 始国教时期。 

中古时期：教皇统治时期。一直到 1517 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2、马丁．路德领导的改教运动被人称为“更正教”，还有人称之为“抗议宗”

（Protestants）。在本课程中我们用“更正教”。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主要口号： 

（一）因信称义 

（二）信徒皆祭司 

（三）回归圣经。高举圣经，圣经是唯一的权威。 

二、更正教的宗派 

更正教的宗派基本教义上是相同的，只是在文化，习俗，教会组织上有所不同。 

1、信义宗也叫路德宗。由马丁·路德领导而发展出来的，主要分布在德国、北欧的日耳

曼民族当中。其教派延伸如下： 

（一）重洗派 

（二）敬虔派 

（三）摩拉维亚弟兄会 

2、长老宗。由加尔文在瑞士 始，初期主要在苏格兰及欧洲。 

亚米纽斯派。对加尔文的五个要义提出另一角度的看法。 

3、英国国教也叫圣公宗。英国亨利八世因为婚姻的问题而和天主教皇决裂，形成一宗。

其延伸如下： 

（一）清教徒运动 

（二）公理会 

（三）浸信会 

（四）贵格会 

（五）卫理公会 

（六）救世军等 

三、希腊东正教 

1054 年正式与罗马天主教分裂主要地区在东欧，用希腊文。 

四、宣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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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宣教运动的产生，必定是建立在属灵复兴的基础之上的。 

1、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工作； 

2、约翰·韦斯利的卫理公会（中国翻译成循道会或是美以美会）； 

3、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 

 

讨论： 

古今中外的传教士初抵一个新的宣教地区，向新的族群传教时，通常先为该族群翻译圣经。为

什么？请至少列举三个原因。 

 

 

第二单元 

五、更正教来华的拓荒先锋 

1、马礼逊（1782-1834 年），英国人，第一位来中国的更正教宣教士。1807 年 9 月 7 号嘉庆

年间来到中国。他以东印度公司翻译的身份到广州。住十三洋行，学中文，预备宣

教。 

2、米怜（1785-1822 年），1813 年来华。因为没有合适的身份进入中国内地，所以就在马

六甲一带做宣教工作，主要帮助马礼逊做出版及办学校。 

3、蔡高（1786-1819 年），广东香山县人，1814 年 9 月 9 日的受洗归入基督，是中国第一个

受洗的信徒。 

4、梁发（1789-1855 年），1816 年 11 月 3 日在马六甲由米怜施洗，他的妻子黎氏在 1820 年

受洗成为中国第一个受洗的女信徒。1823 年 12 月的时候梁发被马礼逊按立为传道人，

成为中国第一个传道人。最重要的著作是 1832 年写的《劝世良言》，影响了太平天国的

创始人洪秀全。 

六、更正教来华初期的布道方式 

更正教来华初期是一个宣教预备的时期。 

1、文字印刷工作 

（一）1812~1815 马礼逊 始编《中文文法》，1823 年出了《华英字典》。 

      （二）翻译圣经。 

任何一个新的地区的宣教工作一定从翻译圣经 始。马礼逊 1810 年 始翻译《使

徒行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1823 年出版新旧约圣经。  

（三）办杂志。 

1815 年 8 月 15 日出版了中国第一份民间的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四）设印刷厂。采用铅字活版印刷技术 始印福音小册子和圣经。 

2、办学校栽培本地人才 

      （一）1818 年马礼逊在马六甲 办英华书院。 

（二）1828 年梁发和古天青在广东的高明 设了中国第一所的基督教私塾。 

3、医疗传道 

美国公理会伯驾医生（Peter Parker, 1804-1888）在广州设立了“博济医院”，这是中国第

一个有规模的更正教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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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恩格阶段（Engel Scale-Spiritual Decision Process） 

美国传播学者恩格认为：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有一个过程。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宣教者，要

知道你所侍奉的对象是在哪一阶段，以便制定合适的宣教策略。比如说你针对的是完全没有听

过福音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对他来说是最有效的呢？ 

初期来华的宣教士针对当时未曾听过福音的的中国人，运用了各种适合的宣教方式，为后

来的宣教士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恩格阶段如下表（只是一个例子，幷不代表只有这些阶段）： 

 

-8       有神的观念（但是对福音一无所知） 

-7 对福音有所听闻 

-6 对福音有基本的认识 

-5 明白福音对他个人的重要性 

-4 对接受福音，作基督徒有好感 

-3 认清问题症结有心采取行动 

-2 决心成为基督徒 

-1 悔改接受基督 

0 新造的人 

1 决志之后的反省 

2 加入教会 

3 观念和行为的成长 

 

评析： 

更正教早期来华宣教士特别是马礼逊、伯驾等很有战略性眼光，在文字、医疗、教育方面

都建立了非常好的深广的基础，尤其是他们注意到了中国本地人才的培养。 

讨论： 

请从社会、文化、宗教政策、教会概况四方面，比较马礼逊初到中国时的宣教处境，与当

今中国的处境有何异同。我们可从马礼逊学到哪些榜样，应用于当今的处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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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 
经文：徒 8：18-23 撒马利亚这位行邪术的西门，羡慕灵恩，却无真理和品行。 

 

第一单元 

一、太平天国发展史 

洪秀全，原名洪仁坤、洪火秀，汉族人，太平天国领导人。 

1814 年，出生在广东花县； 

1834 年，收到梁发的《劝世良言》，受之影响，初步接触基督教； 

1843 年，宣称上帝通过异梦呼召他在世界上做除妖灭魔的工作； 

1847 年，跟罗孝全牧师学道，受洗加入基督教； 

1850 年，在广西金田村起义，所用口号是“打倒满清，恢复汉族”。从广西、湖南顺着长

江下游攻占了南京； 

1851 年 9 月，建立太平天国，1853 年定南京为国都； 

1864 年，即太平天国建立十三年后，被满清所灭。（原因：革命锐气渐失，内部争斗，权

力带来腐败等） 

二、太平天国的性质 

太平天国在本质上，和其它的农民革命很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太平天国有一个很理想

化的社会改革愿景。以下是部分实例： 

1、乡村自治的法规，对于土地用新田制分配； 

2、废除农村恶习：禁妇女裹小脚，禁纳妾； 

3、办教育，学圣经； 

4、推行白话文； 

5、 科取士； 

6、强调男女平等。 

三、太平天国的影响 

1、由于太平天国占据了江南地区，对满清政府的破坏力很大。清廷缺少对江南一带的税

收使得国库空虚，最后导致国家实力衰弱； 

2、外国势力介入中国致使民生工业破坏，导致后期义和团事变的发生； 

3、满清国库空虚，势力衰弱，对外战争有心无力； 

4、满清军队被打垮，不得不重用汉人的军队（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 

5、 清朝的统治力量渐渐由满人转移的汉人手里； 

6、 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直接促成了清朝的灭亡。 

四、太平天国的政教制度和思想 

1、政治角度：农民革命。 

2、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基督教革命运动： 

（一）革命文告的名词和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思想非常相似，如军律里使用的是传统农

民革命的用词； 

（二）虽然军队都有礼拜的地方，但是形式是混合多种民间宗教以及天主教的形式。如

做礼拜的时候会烧出征战士名字的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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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制度上军政教合一，军队首领就是教会首领； 

（四）激烈改革传统习俗，废偶像，用天历，实行共产制度。 

 

讨论：洪秀全因见异梦而决定其人生目标。你认为这种方式可靠吗？为什么？ 

 

第二单元  对于太平天国的评析 

一、真义上的不同 

1、上帝观： 

不再是中国商代以前的中国人认为的上帝，而是民间传统迷信，混合基督教、佛教、

道教的上帝观。跟基督教所讲的上帝不同，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上帝观。 

2、基督论： 

称耶稣为天兄，以自己（洪秀全）为天弟，是自抬身价，却不认识基督就是神。 

3、人论： 

洪秀全的说法是“降凡驱逐妖魔”，塑造自己“奉天承命”的身份，要用武力建立新政

权，与基督教用爱和宽恕来传福音给万民，是截然不同的。 

二、形式上的不同 

1、在形式上大力地破偶像，又因自称“天王”而树立偶像，产生新的造神运动。 

2、一方面大力改革中国的传统习俗，另一方面又采用一些民间习俗作为敬拜的形式。 

三、太平天国的根本问题 

太平天国的根本问题是把本色化误导成混合主义。 

因为采用了基督教和民间宗教的形式（form）却不了解其真义 (meaning)，于是产生了一种

不伦不类的混合。 

1、中外教会历史中混合主义的一些例子： 

 异端名称 错误理论（部分） 

1 初期教会的诺斯底主义 基督不是完全的神，是次等的神 

2 非神话化 要除掉圣经中神话的部分 

3 田力克提出的存在主义 认为上帝是人对真、善、美最终极的关怀 

4 新纪元运动 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都可以是神 

5 南韩文鲜明的统一教 要借着通婚借着生育来转化属灵血统 

2、圣经中混合主义的例子： 

亚伦造金牛犊，把埃及的偶像当作耶和华神，把真神偶像化（出埃及记 32 章）。 

四、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1、 靠迷信和超自然法力来建立权柄，而不是靠真理和品格。 

2、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太平天国因为真理不清不楚，品格上心

术不正，掌握权力的时候必定会走向腐败，走向灭亡。 

五、基督徒该如何关心社会 

1、在属灵的国度里借着生命的改变来影响社会。 

2、在有必要时，基督徒应该对一些罪恶问题发出良知舆论的声音。 

3、当在制度上有所改变的时候，要非常小心，领导者一定要对真理非常的清楚、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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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要正直，同时还要防范人的私心，才不会落入太平天国的失败中。 

讨论：请列举圣经中记载哪些混合主义的事件？ 

1. 列王记上十二章 25 至 33 节,耶罗波安在北国造＿＿＿＿，在 ＿＿＿＿烧香献祭。 

2. 使徒行传十四章 8 至 18 节：路司得的人将保罗、巴拿巴视为＿＿＿＿人的神。 



 14

第五课  从北京条约到庚子教案时期 
经文：罗 12：1-2 “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许多宣教士的写照。 

 

第一单元  从北京条约到庚子教案—建设时期（1861-1900） 

 

一、时代背景 

1、宏观背景 

工业革命以后，资本家在世界各地寻找市场，扩张势力，这段时期中国被迫签订了许

多不平等条约。 

2、内部背景 

（一）中国内部有两个很大的势力，一是改革 放，维新变法势力；另一个是当权派

保守封建思想势力。 

（二）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传教受到条约保护。宣教士可以自由

在中国各地设医院，办学校，用各样方式传教，幷且 始深入内地。 

二、传教概况 

统计数字表明更正教当时来华宣教的团体有 160 多个，传教范围遍及到全国各地。1858

年宣教士只有 80 多人，到 1900 年已经超过 2,000 人。 

当我们考察宣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时，要结合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这是研究中国教

会历史的重要思路。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2 年，签定南京条约； 放五口通商及传教。 

1858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打天津； 

1860 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订北京条约。 

三、宣教士代表人物： 

1、娄理华（Water M. Lowrie ，1819-1847），普林斯顿大学毕业，1842 年来中国。当时可以

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主要工作是翻译圣经，1847 年在上海杭州湾被强盗杀死。他是

更正教来华的第一位殉道传教士。 

2、宾惠廉（William Burns ，1815-1868），苏格兰人，欧美两洲是很出名的布道家，曾带领

了英国和美国两次的属灵复兴。1847 年来中国，先到香港，然后是上海，北京，东北

很多地方传教。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随时待命：Always ready”，是除马礼逊以外来

华宣教士当中比较早的一位。他所写的书和文章影响了很多的人，包括近代很有名宣

教士，如戴德生、马偕、慕安德烈等。 

 

讨论： 

从戴德生家族第六代来华传教的事迹，可看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今日如何在家庭或教会

中培育下一代爱主侍奉主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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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一、宣教士代表人物 

1、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英国人。1854 年来到上海，宁波，浙江等

地学习宣教。 

1865 年 6 月 28 日，在伦敦设立中国内地会。成为西方宣教信心差会的榜样。 

1905 年，戴德生逝于中国。 

他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

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No, not China, but Christ.）。” 

2、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英国人。1870 年 2 月到上海，那时候宣教工

作已经渐渐深入内地，幷且有相当基础。他到上海，山东，山西做宣教工作，1890 年

办了一个中文日报叫《时报》，接下来几乎一生的时间都是负责广学会的工作。广学会

是文字机构，且是中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出版社。他一生中写过很多书。 

3、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美国人。1860 年来华，主要担任翻译，教书，

1868 年办了一个周刊《教会新报》，1874 年改名为《万国公报》。后来又在上海办了中

西学院，中西女校。 

4、顾乔纳单（Jonathan Goforth，1859-1936）：加拿大人，1888 年来中国， 始在河南传

教， 1908 年在东北带领大复兴，一天之内几千人受洗。 

5、 剑桥七杰：1885 年，七个很杰出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中国宣教。 

四、传教策略 

从事街头布道，医疗，赈灾，办学校，设教会以及各种文字工作。 

1、街头布道； 

2、医疗； 

3、赈灾； 

4、办学校； 

5、设教会； 

6、文字工作：设印刷厂，办出版社，办杂志。 

这期间有三次重要的西方来华宣教士的全国会议，分别是 1877 年，1890 年，1907 年。这

三次宣教会议里面，宣教士研讨宣教策略，并向政府表明了基督教的立场。 

 

讨论： 

为什么历代的属灵复兴会产生献身宣教的热潮？请从以下四个角度讨论： 

1、圣经实例；2、教会增长（注：属灵复兴必会教会增长，教会增展和宣教有何关

系？）；3、信徒（属灵复兴为何会影响信徒参与宣教）；4、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为何会

促成宣教？徒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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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传教士与帝国主义 
经文：林后 11：24-29；太 10：16-20；宣教者必会遇到逼迫，他们应如何“灵巧 

像蛇，驯良像鸽子”？ 

 

第一单元 

一、许多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跟西方帝国主义一起传入中国，是侵略中国的同伙人，基督徒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1、首先，身为中国人，在情感上要与国人认同。 

2、确实有不可否认的事实： 

（一）近代西方宣教士来中国的时间与西方列强势力进入时间是一样的； 

（二）有部分传教士参与中外的谈判跟条约的制定幷出任驻华使节，如： 

a、马礼逊曾做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 

     b、郭实腊，1840 年鸦片战争时曾经在英国军队担任翻译官； 

c、卫三畏，1856 年在美国驻华使馆做官员，幷于 1858 年参与签订《中美天津条

约》； 

（三）很多宣教士认为随着列强势力进入中国，所订的这些传教保护条款是神的 路，

如： 

a、雅埤理：“鸦片战争跟列强入中国，是神用来打 中国的大门的手段”； 

b、裨志文：“上帝的旨意受到推行，不再受到阻扰”； 

（四）确实有部分传教士与教民，利用条约的保护特权欺压当地百姓。 

二、如何客观看待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1、基督教不是在 19 世纪中国衰弱之时进入中国的，而是早在 7 世纪唐朝就已进入。 

2、当时的基督教不仅进入中国，也进入世界其它地方，宣教运动是源于信仰大复兴。 

3、从伦理学上看宣教士的动机： 

（一）动机伦理：出于圣灵感召，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愿意传福音救灵魂，这是出于爱

的动机； 

（二）责任伦理：做错了事情愿意承认，或愿意承认前人犯的错。 

4、不要以偏盖全，幷不是全部的宣教士到中国作威作福、抢占人民的财产等，这表现

在： 

（一）当时也有宣教士不要条款的保护 

a、法国的梅得尔，他讲“我们不要求，也不需要特殊的照顾，我们一心仰赖上

主”； 

b、应思礼“基督教传教工作是上帝差派的使命，不需要世人的同情，不要世人来帮

助，教务一端不应该放在条约里面”。 

（二）部分宣教士不需要赔偿： 

a、戴德生 1868 年扬州教案不要赔偿； 

b、1900 年中国内地会 58 个宣教士被杀，但他们不要求任何赔偿。 

5、很多宣教士为中国贡献他们的一生及儿女，如：戴德生、林乐知和季雅各布（被称为

蒙古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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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思想 

这些宣教士真正的动机是传福音救灵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讨论：西方教会历史中，有哪些宣教的事工（本地、外地）是因属灵的复兴而产生的？请至少

列举一项。 

 

第二单元  传教士贡献 

资料：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初版时，代表传统官方立场对传教士的批判。后来顾长生

到美国后得到更客观的资料，再版时提到了传教士对近代的贡献。 

 

一、社会改革方面 

1、设禁烟局  

传教士们反对东印度公司卖鸦片给中国； 

2、设立天足会  

让中国妇女不再被强迫裹小脚； 

3、孤儿院 

传教士建立育婴堂，收养很多被遗弃的孤儿； 

4、收容所  

收容离家出走的不幸的人； 

5、建立红十字会、医院与诊所，创办青年会； 

6、赈灾工作  

1876- 1879，1888-1889 1920-1921 中国连续发生旱灾，传教士要求本国教会参与关心中

国这些受灾的人。 

二、教育方面  

1、19 世纪 始办高等学院： 

（一）1835 年，伯驾在广州设立博济医院； 

（二）1882 年，林乐知在上海办中西书院； 

（三）1850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 1827-1916）到中国后，于 1860 年设

了同文馆以及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他设立中国科学教育课程，并把西方科学实

验室带到了中国。 

2、更正教在 20 世纪 始设立大学，有十三所，如： 

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

学、华西医科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等。 

三、文字方面工作 

1、理雅各布（James Legge， 1815-1897） 

1840 到中国后翻译很多中国经典，如《四书五经》等。 

2、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 

翻译很多中国的经典，如老子《道德经》，他为中国编了一套教育丛书。 

3、花之安（Ernest Faber， 1839-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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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德文版《儒学汇编》、《中国宗教科学导论》、《孟子思想》，被称为中国文化辩护

人。 

4、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 

主办《万国公报》，设立广学会，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介绍新知促进中国维新变法与现

代化有很大的贡献。 

讨论：直到今日，许多中国人仍将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等同于西方列强侵略者，这件事让我们

学到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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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戴德生与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 
经文：林前 3：4-9 

神给每一个传道人不同的使命，不同的恩赐。栽种的，浇灌的不应该彼此批评，应该相辅

相成。 

 

第一单元  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宣教路线的比较 

 

一、戴德生 

1、神学观点 

戴德生在神学观点上属于保守的基要主义，特别是他对末世的看法对他宣教的路线有

很重要的影响。他在书里写道：“人死后不是在地狱的火中永远被烧，就是在天堂的祝

福里永远喜乐。”只有这两种结果，没有其它的可能性。 

他对祷告和信心的观点：差会是因祷告而产生和增长的，求神借着人来行事，要坚信

依靠神，不要仰赖个人和政府。 

2、戴德生的事工原理（中国内地会的特色） 

（一）传教士的条件 

要及时的抢救灵魂，不能等到神学院毕业了才可以成为传教士，应该超越宗派，

超越国籍； 

（二）传教士的薪酬 

传教士一律没有固定薪水，要单单仰赖神来供应。收入不是归个人而是归公，然

后一起分配，同工同酬； 

（三）差会的募捐 

不对外公 募款，不贷款； 

（四）差会的领导 

中国的事工由中国工场的领袖们来主持，不是远在英国的理事会来主持（跟其它

差会不一样）； 

（五）事工的次序 

强调社会关怀的工作（如办学校，办医院），一定要“把福音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

们”才值得做。后来内地会只办 小学，让孩子认识圣经；  

（六）信徒的造就 

信徒应该是重质不重量。传教士应该在民间深入地去耕耘。1865 年成立内地会，

到 1905 年在内地会归主的信徒大概只有 2 万 2 千人； 

（七）宣教士本色化 

强调宣教士一定要尊重中国文化，认同中国人民感受。所以传教士的衣服食宿都

要跟当地的相同； 

（八）本地同工培养 

西方的传教士应该训练中国同工，交棒给中国教会。 

3、戴德生的政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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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传教士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该向本国政府上诉，如遇到威胁，可以请当地的中国政

府来处理。 

二、李提摩太 

1、李提摩太的神学观点 

（一）倾向于自由神学的普救论； 

（二）神的国不只是建在人心里面，也建在世界的一切的机构里面。 

2、李提摩太的事工原理 

（一）除了灵性以外，一定要很优良的学术水平，而且精通中国文化； 

（二）在宣教的策略他强调要注重培育本地精英人才； 

（三）做福音的预备工作。设立学校，提倡教育。 

3、李提摩太的政教关系 

提倡政教合一，借着政治来推动传教的工作。 

讨论： 

对于上述的内地会事工原理，你认为在你现在所事奉的地区，仍然全部适用吗？为什么？ 

 

第二单元  当今中国的宣教策略 

一、精英路线 

1、优点： 

（一）精英的吸收力强，文化水平比较高，受人尊重，可以掌控教育跟各种的传媒。可

以影响社会、文化思潮跟平民大众的价值观人生观；   

（二）精英比较有世界性的眼光触角，有跨文化多语言的能力； 

（三）精英可以改变社会对基督教的观感跟视听； 

（四）精英可领导中国宣教的整体策略。 

2、不足： 

精英理性很发达，但感性较缺乏，难以信主。 

二、平民大众路线 

1、优点： 

（一）平民大众比较单纯，比较容易相信，没有太多思想和理性的包袱； 

（二）可以在本地建立草根性的教会，生命力强。 

2、缺点：平民大众易走向混合主义，且视野较窄。 

 

评析： 

1、我们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 

2、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人宣教时，要用圣灵所赐的智慧，思考用什么样

的策略最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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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传播的过程与规划图： 

 
3、任何的策略跟路线，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跟基督生命的根基，都只是草木禾秸。 

 

讨论： 

你认为在当今中国大陆（或你所在的海外地区）的宣教处境中，应采取哪种宣教路线？应优先

注重精英或平民大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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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 
经文：彼前 3：14-15 卫道与殉道，是宣教士一生要打的“美好的仗”。 

 

第一单元 

 

一、庚子教案及其影响 

1、义和团 

义和团原为民间组织，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后来受到清朝政府支持，烧教堂，杀

基督徒，围攻外国使馆。 

义和团运动后果： 

（一）引发八国联军入侵，对后来清朝的崩溃造成巨大影响。 

（二）造成损失最大的教案。更正教 188 名传教士被杀，共有 5 千多教友殉道。尤其是直

隶、山西一带损失最大； 

（三）南方政府有自保条约，运动波及不大。 

2、庚子教案对教会的影响 

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 

（一）在火的试验中，信仰的真假得到考验； 

（二）宣教士 始觉悟，不再依靠条约的保护，在争讼中主持正义； 

（三）宣教士 始培养本地人才，支持中国发展。如提倡归还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 

（四）中国教会 始自立、自传、自养，本色化教会 始成立。 

3、评价 

中国教会产生了巨大改变，后来教案逐渐减少，教会 始走向复兴。灾难当中有神的

祝福，必先拆毁才得以重建。 

二、民国初年到对日抗战 

1、民国初年基督徒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 

（一）孙中山（1866-1925），广东人。1883 年，在香港受洗，教名为孙日新。1896 年，在

伦敦蒙难时经历神的力量。革命时期受到信仰影响巨大，虽然晚年偏向博爱精神，并

且离婚另娶，但直到 1925 年去世，他做到了爱国基督徒的典范。 

孙中山的一生，证明了做一个爱国中国人和做一个基督徒并不冲突。 

（二）当时的革命志士及很多社会名流都是基督徒，如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宋耀

如等。 

2、非基同盟 

（一）背景 

a、1919 年爆发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大觉醒，但主要受到的是 19 世纪西方反基督教的

各种主义的影响，例如：陈独秀的唯物主义；胡适之的实验主义；钱玄同的疑古主义

等； 

b、1922 年 3 月北京大学发起非基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

文化侵略，后引发国内大学的反对基督教运动； 

c、评价：从思想上反对基督教，比义和团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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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会的反应 

a、对教外思想界的冲击，除了一位张亦镜外，基督教会正式响应的人很少，主要进

行的是内部的反省。 

b、评价：当基督教信仰受到教外攻击时，教会应当护教响应。正如初期教父，在信

仰受到希腊文化冲击时捍卫了基督信仰，从而建立了西方信仰的基础。 

（三）中立派 

从第三者的角度判断，主张信仰自由，以梁启超等为代表。当基督教沉默的时候，

反而是教外人士在为教会辩解。 

（四）非基运动对教会界的影响 

提倡教会本色化运动，主张自治、自养、自传，去除西方色彩。例如用中国音乐谱

写圣歌： 

代表人物：刘廷芳  

代表作品：《普天颂赞》等。 

 

讨论： 

在过去推行本色化运动时，有人主张将教堂建成传统中国宫殿样式，有人主张传道人应穿

长袍马褂。你赞成这种做法吗？为什么？（参：约 4：23-24） 

 

 

 

第二单元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对基督教的四种看法 

1、否定论 

全然否定宗教（主要指基督教），提倡科学和理性。 

2、取代论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 

胡适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3、选取论 

以陈独秀为代表，在基督教中选取对中国有益的部分接受，如宽恕，博爱，服务精

神。放弃基督教中超自然的事物。 

4、二元论 

宗教和科学是两种不同领域，两者各有价值，当并行不悖。 

以梁漱溟、屠孝实、刘明伯为代表。 

5、评价 

到如今传福音时，一般会遇到这四种看法。其中持二元论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多。 

（一）教会没有积极主导这场知识觉醒，最终失去了文化阵地；五四运动之后，基督教

的影响更小了； 

（二）新文化对基督教的攻击是不同以往。动机明确，言之以理，从根本上来反对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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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这对教会如何响应知识分子的疑难提供教训。 

二、对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建议 

1、基督信仰的客观性 

旧约预言的实现与圣经的权威，在客观上显明基督教的真实性； 

2、生命改变的主观性 

没有人能用科学来否定个人生命的改变，可用个人经历见证福音； 

3、依靠神的恩典 

问题是无穷无尽的，唯有通过神赐予我们智慧才能合宜回答。 

讨论： 

基督徒在宣教工作上，面对上述四种看法，应如何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请说明基督

信仰的真实性： 

（一）基督教的客观性（旧约预言的实现，圣经的权威）； 

（二）个人生命改变的事实（参：约 9：25）； 

（三）其它（例：科学的发现、人体的奇妙显明创造之工，人对永恒和爱的需求，罪性

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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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1931-1949 年） 

经文：《来》12：1-4 我们有许多信心伟人如云彩围绕，是美好的榜样。 

 

第一单元 

一、布道及文字教育事工 

1、国内布道工作 

（一）1910 年，“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在山东潍县成立，丁力美任干事。布道团有团

员 1170 人 ，后近一半投入传教事工。 

       （二）“逐家布道团”，内地会设立，布道方式是游行布道，逐家挨户派发单张。据统计，

布道团 5 年之中到过 107，000 多家庭布道。 

（三）“河南布道团”，布道范围在广东珠江以南。 

（四）“车夫听道团”，设立于上海。 

（五）“中华国内布道会”，1918 年该布道会从云南 始，逐步拓展到黑龙江、蒙古等

偏远地区，是第一个中国人自己设立的布道团。 

（六）“伯特利布道团”，1931 年成立，是抗战前后影响力最大的布道团。团长为计志

文。计志文与宋尚节（1931-1933 年）为该团主要讲员。“伯特利布道团”3 年之

内到达中国 13 个省，聚会达一千次以上，听道人数超过四十万人，其中信主近

一万八千人。 

2、文字工作 

       （一）景教在历史上曾翻译近 30 部经卷。 

（二）天主教文字工作 

a、孟德高维诺：《新约》、《诗篇》 

b、吴经熊：《圣咏释义初稿》 

c、天主教圣经思高译本 

       （三）更正教文字工作 

a、马士曼译本（1822 年），最早的更正教圣经译本； 

b、马礼逊译本（1823 年），当时通行的文言文译本； 

c、代表译本，1852 年译成新约，1853 年新旧约全书译成； 

d、麦都思译本（使用南京国语，官话译本），1857 年译成新约； 

e、施约瑟译本（使用北京国语），1878 年出全书； 

f、和合译本，1890 年上海第二次宣教士会议决定派代表翻译圣经，1919 年圣经

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翻译完成； 

g、海外圣经翻译版本：《今日佳音意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新译本》； 

h、书报刊物 

这一时期，更正教出版机构达 69 家，如宣道书局、青年协会、圣教书会、

浸会书局； 

1913 年《圣经报》、1926-1928 年，基督教刊物有《基督教文社》、《金陵神学

志》； 

1936 年，中文基督教杂志有 211 种、英文杂志 27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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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出版书籍达 549 种。 

3、教育 

这一时期教会注重高中与大学的创办。 

（一）天主教创办 3 所大学： 

1903 年，上海，震旦大学 

1921 年，天津工商学院 

1925 年，北京，辅仁大学 

（二）到 1934 年，更正教共办 13 所大学，3 所医学院，7 所神学院，男中学 115 所，

女中学 102 所，男女同校中学 43 所，高年级小学 1000 所，初小约 6000 所。 

4、社会事工主要为救济难民灾民、设立孤儿院、难民收容等。 

二、中国自立教会的设立 

1、中国较早的自立教会 

1862 年，厦门设立闽南大会； 

1881 年，席胜魔在山西设立“福音堂”； 

1906 年，俞宗周在上海设立“中国自立教会”。 

2、真耶稣教会，1917 年 始聚会，1926 年在南京正式设立。 

3、教会聚会所，1922 年在福州 始聚会。初期成员有王载、倪柝声、李渊如等，他们在

上海编“小群诗歌”，所以后来人叫他们“小群”。初期的口号是“走出教派，归回圣

经”。文字工作早期是《复兴报》和福音书房。到 1949 年，发展将近有 700 间教会，7

万信徒。 

4、中华基督教会，1918 年由刘寿山在山东设立，主要是医疗传教。 

5、耶稣家庭，山东敬奠瀛创立，他们提倡的口号有： 

（一）“破家出世，参家入世”，意思是打破原来的家庭制度，用入世的精神加入耶稣

家庭； 

（二）“换一个生命，耶稣为家主”，意思是生命更新，让耶稣做主； 

（三）“打倒衣食住，成全衣食住”，这是耶稣家庭的生活方式，包括不过奢侈的生

活，信徒聚集在一起，凡物公用； 

（四）“存心为主活，立志为主死”。 

6、基督徒会堂，王明道于 1937 年在北京设立。原则为自传，自立，自养。特点是对受浸

要求严格，在 1943-1949 年间，基督徒会堂受浸入会的只有 570 多人。 

 

讨论： 

在中国教会这段 展时期，文字工作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你认为在中国教会当今的处境

中，最需要的文字事工是什么（内容、对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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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一、本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道人 

1、石美玉（1873-1953 年），江西九江县人，是中国少数留美学医回国的女医生。毕业于美

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她不仅是医生，也组织医院，作医学教育，并且也是布道家。

《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介绍石美玉时说她在布道方面的贡献比作医生的名声还要

大。 

2、丁立美（1875-1936 年），山东人，是一个奋兴布道家。他组织“学生立志布道团”，任

第一任巡行干事，后去云南布道会作拓荒工作。 

3、贾玉铭（1880-1964 年），山东人，民国时代很杰出的神学家、解经家。于 1936 年 10 月

创立“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简称灵修院。他与丁立美为“文会馆”（齐鲁大学）同

学，曾主编《灵光报》。其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五卷《圣经要义》。 

4、刘廷芳（1892-1947 年），浙江人，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神学家、教会音乐

家、牧师，曾经作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他曾出版《生命杂

志》、《真理周刊》，后合并为《真理生命》月刊，并自办基督教文艺季刊《紫晶》。1922

年在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上提出“我们同意见解相歧，但决心彼此相爱”。 

5、王载（1898-1975 年），福州人。他传福音随走随传，被认为是“走方宣教者”的第一

人。他曾跟倪柝声、王峙、缪绍训、陆忠信、魏光禧等组织团队事奉。1928 年以后常

到南洋等第布道，并担任中国第一个差会“中华国外布道团”负责人将近四十年。他

讲道特色是每次讲道不超过三十分钟。其名言“不读圣经，不进早餐（No Bible， No 

breakfast）”在教会中影响甚广。 

6、宋尚节（1901-1944 年），福建莆田人。他被认为是 30 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奋兴布道家。 

1926 年，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 

1927 年 2 月 10 号，在纽约经历圣灵浇灌； 

1927 年 11 月，回国， 始在闽南传教，以十字架、重生、宝血作为主题； 

1931 年，加入“伯特利布道团”，讲道强调不只要认罪，而且要悔罪、改罪、赔罪； 

1934 年，离 “伯特利布道团”，成为自由传道人，于南洋、中国等地布道。 

宋尚节讲道特点： 

（一）生命的完全投入； 

（二）使用实物教材； 

（三）又讲又唱。 

7、倪柝声（1903-1972 年），福州人。他长于解经、祷告，并有领导恩赐，文笔流畅。倪柝

声讲道注重教会建造、灵命建造，提倡走出宗派，长老治会，并提出福音移民观念。

他的教会路线对中国教会影响非常大，也引起争议。1952 年被捕，1972 年 6 月去世。 

8、王明道（1900-1991 年），北京人。他可以说是基要派神学的发言人。王明道嫉恶如仇，

抨击社会罪恶与不公义现象不遗余力。他提倡要“读书、读事、读人”。教会路线上强

调教会是重生的团契，所以要生命改变的人，才可行浸礼。他认为教会要尽量简朴，

包括不称牧师、不传奉献袋、不庆祝圣诞等。主张政教分离。1955 年被捕，中间因软

弱被释出狱，1958 年再次宣告信仰，被捕。1980 年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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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派合一运动 

1、信义宗称“中华信义会”； 

2、浸礼宗成为“中华浸信联会”； 

3、圣公会成立“中国圣公会”； 

4、监理会、美以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合称“中华卫理公会”。 

三、校园事工 

1、1938 年，赵君影在西南联大 始做学生工作； 

2、1944 年，赵君影在重庆大学与中央大学带领属灵复兴运动； 

3、1945 年 7 月，重庆举办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灵修会，7 月 22 号成立学联

会（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赵君影任第一任总干事； 

4、1946 年，艾得理加入学联； 

5、1945-1949 年，沿海地区学生复兴运动； 

6、从 1951 年，各地 始家庭聚会； 

7、1955 年，北京学联会解散。 

8、海外学生运动兴起。 

 

讨论：综览从三十年代的教会复兴到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的校园学生事工，我们可看到什么历

史规律（神在历史中的计划和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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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1949 年以后的中国教会 
 

经文：徒 8：1 初期教会经历了圣灵降临的大复兴后，逼迫随之来临。 

 

第一单元 

一、教会大事记 

1、 土地改革时期 

1950 年，三自革新运动；起草《基督教宣言》，提出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 

1951 年 4 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 始

接管教会办的一些医院、学校，一些教会的领袖也遭到了控诉。这个时期“三自会”

取代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1950 年，西方宣教士 始撤离中国； 

2、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4 年的 7 月 22 日到 8 月 6 日，召 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成立“中国基督教

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1955 年 10 月，政府宣布三自会以外的任何基督教活动都属于非法的，教会正式被控

制，不参加三自的教会的领袖被捕； 

1956 年，大部分的信徒转到地下，以家庭教会的形式聚会。 

3、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8 年 1 月到 1959 年 5 月，教牧人员被送到政治学习班、工厂、农村去参加政治劳

动，导致很多教会没有人牧养。三自教会 始组织联合崇拜，进行教会合并，比如上

海原来有两百多间教会，合并成为 15 间； 1959 年，三自会完全控制了全国的教

会，并压缩在几个大城市里面的几间教会而已。 

1960 年第二届基督教全国会议召 ； 

4、1961 年到 1965 年─毛、刘两条路线的斗争时期 

1961 年 7 月 30 日，《天风》批判儿童主日学。  

5、1966 年 始文化大革命 

1966 年 8 月，红卫兵 始关闭所有的公 教会，烧圣经，烧属灵书籍，属于教会的大

浩劫时期。虽然是遭到禁止，但是农村的家庭教会却更加的兴盛； 

1975 年 1 月 17 日，新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

的自由“。 

6、改革 放时期:宗教局 始恢复工作。 

1979 年 4 月 9 日，宁波教会重新 放，成为文革以后第一间重新 放的教会； 

1980 年 10 月 6 日到 13 日，第三届基督教全国会议召 ，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教会机

构“中国基督教协会”，以后基督教协会和三自会就合称两会，丁光训担任两会的会

长； 

1981 年，省级三自组织恢复工作； 

1982 年，县级三自组织恢复工作； 

1982 年 9 月在北京的会议中，宗教局肯定了在云南三自会的一个三定政策：定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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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定人； 

1985 年 1 月，《中共问题数据双周》报导，中共内部传达了宗教的七个禁止： 

第一、禁止家庭聚会；第二、禁止秘密祈祷；第三、禁止政治涉入； 

第四、禁止跨县传道；第五、禁止跟外国教会秘密的联系； 

第六、禁止私自转让圣经、书籍；第七、禁止私建教堂； 

1985 年 4 月 19 日，爱德基金会在南京成立，后来成立了爱德印刷厂； 

1986 年 11 月，《天风》刊登了三自运动爱国委员会的章程，说明三自会的宗旨和目

标： 

第一、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保卫和发展三自运动的

成果； 

第二、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第三、 展国际友好往来； 

第四、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贡献力量； 

7、经济发展时期 

1996 年 12 月，丁光训辞去两会会长，但是仍担任金陵神学院院长； 

1990 年后，中国兴起了“基督教热”。 

二、从 1949 年到现在六十年，影响中国宗教政策的四个主要因素： 

1、官方正统思想，跟政府控制宗教的传统； 

2、1920 年代知识分子的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宗教观； 

3、马克思、列宁的宗教理论； 

4、中国共产党的统战论，和毛泽东的矛盾论。 

 

注：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估计在公 教会的，约二千万人，家庭教会约五千万人，但无法确

定。天主教约一千万人。 

 

讨论：过去六十年来（改革 放之前与之后）中国大陆教会的发展，和第一世纪的初期教会，

有何相同之处？请从社会、语言、水陆交通、思想（信仰）、教会本质等多种角度分析。 

 

第二单元  中国的家庭教会 

一、优点 

1、注重祷告； 

2、渴慕真道，下功夫读圣经； 

3、火热的传福音； 

4、生活俭朴； 

5、愿意做接待家庭，愿意全家都奉献给神； 

6、有为主受苦，殉道的心志； 

7、没有受来自教外的束缚，直接以耶稣基督为元首。 

二、不足与危机 

1、神学基础薄弱，同工传道人的训练水平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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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知识水平较低； 

3、教导和牧养跟不上，羊很多，牧人很少； 

4、由于教导不足信徒生命的程度参差不齐； 

5、教会组织管理不完善； 

6、教会之间各自为政，彼此缺少合一； 

7、超脱世俗，消极处世，脱离实际； 

8、经济起飞后，信徒贪爱世俗。 

9、海外教会带来的混乱。 

三、展望  

1、彼此相爱，取长补短； 

2、加强圣经真理的教导，抵制异端邪说； 

3、提高教会领袖的（素质）程度，建立青壮年的领袖群； 

4、教会的经费来源，多向内看，少向外看，尽可能的自立，不要仰赖外来的支持； 

5、注重文字事工，培养写作人才； 

6、 提倡爱心关怀，关心社会； 

7、 抓紧对青年基督徒的训练； 

8、 尽可能的传福音给少数民族的地方； 

9、 重视在大城市里的发展。 

10、承担普世宣教的大使命。 

 

讨论： 本课列举了过去家庭教会的七项优点。你认为当今你所参与的教会，在这七项优

点中，有哪几项仍然保持？ 

 

附录:：神托付给家庭教会的信息 

马可福音十六章 24 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

我”。 “走十字架道路”正是主耶稣所托付给家庭教会的中心信息。过去二千年来的普

世教会和五十年来中国教会都见证了这一信息。 

这“十字架道路”在中国的处境中，是如何走的呢？ 

(1) “无论得时不得时”（《提后》四 2） 

五十年代起，教会渐受逼迫，许多传道人被控诉、监禁、劳改，信徒们只好自己在家中聚

会。十年文革时期，教会的外在聚会几乎全停止了，但仍有信徒聚集。文革后至今，宗教

政策时松时紧，但基督徒无论得时不得时，仍然聚会、传福音、事奉。因为教会是属灵生

命的有机体（organism），不是组织（organization）；神的道不受教堂形式的限制，无论局

势如何，都会传 。 

(2) “一粒麦子……结出许多子粒来”（《约》十二 24） 

正如第二世纪的教父特土良（Tertulian，160-240 年）所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

子。”许多神仆及信徒都如麦子埋地死了，他们的生命见证却为福音禾田带来丰收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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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3) “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林前》一 27-28）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看似无能的能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正是神彰显大能的方式

（《罗》一 16）。使徒行传的教会是由一群“无知的小民”发起的，今日的家庭教会也靠

神的大能而非高言大智。 

(4) 真实的敬拜（《约》四 21-24） 

神将西方宣教士来华后所建立的宗派、组织、活动完全拆毁，使中国教会简朴化；不以教

堂和节目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用心灵诚实敬拜主。 

(5) 依靠圣灵与祷告（《徒》一 8，《亚》四 6） 

一切事工的进展，和面对逼迫所需的智慧，全靠圣灵的能力和祷告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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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海外华人教会现况 
经文：徒 2：5-11 五旬节后，也界各地的犹太人侨胞，成为福音传人。近日海外华人，也遍布

全球。 

第一单元 

一、全世界的教会 

1、宣教学者 David Barret 研究认为：全世界人口 63 亿人，广义基督徒约 13 亿人左友。虽

然大宗派人数在减少，但小宗派在增加。 

2、最大的宗派是美南浸信会，拥有 1,500 万会友。 

3、灵恩派数目增加迅速。 

二、海外华人教会数目 

根据 1998 年 1 月《华传路》总干事林安国牧师报导： 

（一）世界华人教会总数： 

台湾地区：3,000 间；香港地区：1,200 间；美国：1,000 间 

马来西亚：1,000 间；新加坡：387 间；加拿大：350 间 

印度尼西亚：210 间；海外华人教会总数：约 7,813 间 

（二）世界华人教会在各大洲的分布： 

亚洲：6,089 间；美洲 1,350 间；大洋洲 176 间；欧洲 128 间 

拉美 57 间；非洲 13 间；总数：约 7813 间 

以上为 90 年代末的统计数字，估计目前世界华人教会超过 8,000 间。国内教会信

徒约 6,000 万人。 

海外华人神学院数目约 100 间，福音机构 500 间。 

三、华人学生事工 

1、第一波（1945 年-1950 年） 

神在沿海地区借着学联会的工作产生的复兴； 

2、第二波（1950 年后） 

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宣教士秉承内地会精神，通过大学对面建教堂和学习英

文圣经等方式积极培养本地人才。台湾成立了校园团契，香港成立了学生福音团契； 

3、第三波（1960 年-1970 年） 

大量留学生出国之后在海外 始华人查经班。70 年代之后，查经班渐渐成为教会，这

是北美教会的基础； 

4、第四波（1978 年后） 

80 年代中国改革 放之后，中国留学生到海外接触福音并纷纷信主； 

5、第五波（1989 年后） 

1989 年之后，大批学生和学者信主。这是中国学人事工的重要转折点。到 2000 年为

止，海外学生学者人数超过 70 万人，在美国已有 500 人以上献身进入神学院，大批知

识分子在海外信主并委身事奉； 

6、第六波（2001 年后）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各个方面都不断发展，海外学人有机会回到国内。这些人就将福

音从海外带回神州。 



 34

四、海外福音运动的经验 

1、海外教会的优势 

（一）海外自由宣教，资料丰富，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二）直接学习到西方改教运动中的经验，造就完备； 

（三）借鉴了西方宣教的经验。 

2、国内教会的优势 

（一）通过受苦，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 

（二）在苦难中依靠神，在简朴中建立教会体系； 

这些经验该彼此交流，肢体配搭，以待将来为神所使用。 

 

讨论：海外华人教会已遍及全世界，这对于华人参与普世宣教事工有何帮助？ 

 

第二单元   海外中国学人教会 

 

目前，大量中国学人和新移民移居海外，在海外正在形成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学人指

的是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是指该教会的固定成员来自中国大

陆的人数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教会。海外中国学人教会大概有四种发展模式。 

一、在华人或西方教会增设普通话堂 

1、优点： 

（一）可以使用现有教会的资源，设备，制度，规章； 

（二）在信息，牧养，聚会方式上比较有针对性； 

（三）中国学人比较有观摩并参与事奉的机会； 

（四）可以体验不同群体在教会中的合一。 

2、难处： 

（一）中国学人容易有依赖性； 

（二）不同语言的堂会间沟通不容易，在看法，做法，神学立场上可能有分歧； 

（三）因为附属于现有教会，比较缺少自主权； 

（四）因为只有少数有负担的人参与，通常比较缺乏同工。 

二、华人教会对外拓植新的分堂，或者认领一个已经有的团契 

1、优点： 

（一）中国学人教会初设立的时候可以获得母堂的支持； 

（二）这种教会因为亲自经历了植堂的过程，可以成为自立后去国内或海外的参考； 

（三）在这种教会中，学人比较有自立的责任感和自主权。 

2、难处： 

（一）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传道人和负责同工； 

（二）这种教会可能长期依赖母堂； 

（三）母堂须投入额外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分堂。 

三、原来以海外华人为主体的教会渐渐转变为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 

1、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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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转变过程中，可以传承华人教会的优点，并避免其缺点； 

（二）是逐渐转变，而非争执后分裂。避免了大陆背景的学人与海外华人间的隔阂； 

（三）在设备、财力上较为轻省；中国学人可承担责任，有一段预备过程； 

（四）信徒对教会有认同感。 

2、难处： 

（一）转变为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后，原先的海外华人信徒常被忽略； 

（二）缺乏有经验的传道人和负责同工； 

（三）在转变的过程中，容易承袭原先华人教会的模式，缺乏突破和创新。 

四、中国学人查经班或团契成立为独立教会 

1、优点： 

（一）最有自立感、自主性和认同感、责任感，最少依赖性； 

（二）可以从探索，失败中学习成长，获得宝贵的教训和经验； 

（三）可成为未来中国大陆学人教会的模式； 

（四）最有事奉操练的机会； 

（五）最容易与国内亲友、教会交流，促进中国福音工作负担。 

2、难处： 

（一）会友背景相同，缺乏与其它背景的群体交流、学习、合一的好处； 

（二）一切都要从头 始，灵力，财力、人力物力缺乏，孤军奋斗，独力苦撑； 

（三）信徒（或传道人）缺乏海外教会生活经验，常有争执和分裂； 

（四）缺乏有牧养经验的传道人和负责同工，事奉起来相当辛苦。 

五、总结 

1、无论是这四种中的哪一种，都应该优先建造同工，不要太快 始节目和活动。先有

人，再有事工。（参路加福音 3：14 ，门徒要先和耶稣同在才去传道） 

2、如何建造同工？ 

灵命的培育上包括：基要真理，灵命塑造，灵修生活，品格和价值观的建立。事工的

培育先要到教会观摩，并有同工祷告会，建立同工团队。 

3、过去十几年海外中国学人教会的概括：布道有成，根基尚浅，牧养不足。 

4、愿景：海外中国华人教会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布道、团契、崇拜的功能，而要建立全方

位的福音、真理、宣教的基地。莫忘中国、胸怀普世！ 

 

讨论：你认为中国学人“从神州到普世”的过程中，应特别学习哪些事项？（例如：恩赐、跨

文化宣教体验、灵命塑造……） 



 36

第十二课  福音进中国出中国 
经文：徒 1：8 福音的传扬，是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马利亚及地极，同时并进的。 

 

第一单元 

 

一、总结西方来华传教士宣教策略：依附、自然发展、迎合、对抗、改造。 

1、唐朝景教（公元 635─879 年） 

（一）本土化，圣经信息套入佛教道教术语里面，过分依附本地文化，失去了福音的特

色； 

     （二）结交权贵，依附朝廷的支持。随着政权衰落，不能够扎根，也没有培养本地人才。 

2、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公元 1029─1368 年） 

     （一）自然发展的方式，没有特别的策略，没有特别的原则； 

     （二）依附政权，政亡教息。 

    3、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公元 1583─1724 年） 

     （一）迎合中国文化，合儒很成功，补儒很有限，超儒无贡献； 

     （二）部分差会对抗中国文化，遭到政治力量的干涉。 

    4、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更正教（公元 1807─1949）改造的宣教策略 

     （一）预备时期（1807─1842）：做翻译圣经，文字事工等的工作，成为以后福音传入的很

好的基础； 

     （二）五口通商、自由传教时期（1842─1900）：设立宣教中心，建学校、医院，出版书刊

等； 

     （三）自立时期（1901─1949）：西方的宣教士从领导者转换成为辅导者。 

二、1949 年之前中国教会的国外宣教工作 

    1、中华国外布道团（1929 年，广西梧州） 

中国第一个向国外宣教的团体。1928 年的夏天，加拿大籍翟辅民牧师鼓励王载做布道

旅行，回来之后成立“南洋布道团”，后改名为“中华国外布道团”。布道团在南洋各

地设立教会，带领很多人信主。他们传福音的对象有华侨，还有当地人。 

    2、遍传福音团（1943 年，陕西凤翔） 

40 年代，西北圣经学院的副院长马可牧师成立了一个祷告会，为宣教的工作祷告，认

为中国应该有一条宣教的丝路。异象是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随后成立“遍传福音

团”。当时的目标路线是：西北七省──西北七国──耶路撒冷。 

1947 年，有几位同工被差派到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五个地区； 

1950 年，福音团事工停止； 

文化大革命之后，有很多的同工又回到了宣教工场继续当初的异象。 

3、西北灵工团（1949 年，新疆哈密） 

1945 年，山东潍县的乐道院教会决定成立灵修院。 

1946 年秋天，圣灵指示灵修院的师生要差派工人转向大西北、新疆、耶路撒冷。 

从 1946 年到 1948 年，先后有 6 批共 42 人经历了巨大的艰难，1949 年 6 月才全部到达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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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3 月 19 日，在哈密的工人自己盖教堂，6 月 5 日完工。杨邵唐为此团体定名为

“哈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1951 年此团体被迫停止。 

    4、当今中国宣教新动向：移民宣教 

中国内地的家庭教会曾差派同工移民宣教。 

 

讨论：从遍传福音团和西北灵工团的事迹中，我们可学到什么榜样？ 

     

 

第二单元 

 

三、1949 年之后的海外华人教会的宣教团体 

1951 年英国王又得牧师设立了基督教华侨布道会，宣教的主要对象是欧洲的华侨；  

1954 年台湾的浸信会成立了国内和国外的布道部， 始差派宣教士； 

1960 年菲律宾的灵惠堂，郑果牧师和许书楚长老， 始了差传部； 

1961 年王永信牧师在美国 始了中国信徒布道会； 

1963 年基督使者协会在宾州 始； 

1964 年中国内地会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MF）； 

1968 年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在台北成立； 

1972 年香港希伯伦堂设立差会； 

1973 年香港差传事工联会 始； 

1975 年香港成立中华福音使命团； 

1976 年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在香港举办第一届的“华福会”； 

1978 年台北地方教会有联合差传小组； 

1990 年美国大使命中心成立； 

1995 年美国华人福音普传会成立。 

（恕无法全部列举） 

四、跨教会的华人独立差会 

1949 年以后，许多不属于一个宗派或教会的独立宣教差会，在海外成立。 

五十年代，英国的王又得牧师在伦敦创办基督教华侨布道会。 

六、七十年代，移居北美的华人知识分子日增，以留学生及专业人士为对象的中华归主协

会(1959 年，赵君影)、中国信徒布道会（1961 年，王永信）及基督使者协会（1963 年，周

主培、蔡锡惠）等福音机构成立。他们在推动北美华人教会的差传事工上，有很大的贡

献。 

其它独立差会还有 1968 年在台北成立的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吴勇），1975 年香港的中华

福音使命团（郭诚），1990 年美国的大使命中心（王永信），1995 年北加州的华人福音普

传会（黄存望、林安国）及其它差会，都已差派不少宣教士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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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以专业和医疗、救济、扶贫事奉的华人差会成立，如 1974 年台湾的路加传道

会、香港的国际关怀协会（1997 年，李秀全）、中亚分享援助协会（2001 年，杨嘉善）、

美国德州的恩友国际服务社（2002 年，黄善荣等）等，及差派教师去中国或其它国家的差

会（恕无法全部列举）。 

在联合性的差传事工上，香港于 1973 年成立了一个共同推动差传的“香港差传事工联

会”，西马早已在 1971 年成立“马来西亚国内外宣教协会”， 1980 年新加坡成立“布道

与差传中心”， 台北于 1998 年成立“基督教联合差传事工促进会”，其它地区也有类似

的差传联会。而最能代表全球华人教会共同推动差传的联会，当推 1976 年 10 月在香港成

立的“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简称华福会，CCCOWE）。 

五、国际性差会 

1964 年，在中国宣教近一百年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新加坡改组为海

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在此之前，远东广播公司(1945 年成立)等不少机构早已成为国际性差会的一员。 

八十年代起，许多原来只有西方宣教士的差会改组为国际差会，并在华人地区成立华人事

工委员会，招募华人加入事奉。有些华人差会在多个地区注册，并接纳不同国家的同工加

入事奉，也成为国际性差会。 

六、海外华人宣教士 

总计 1949 年以后至今的海外华人宣教团体，应已超过五十个。1998 年 1 月《华传路》刊

登林安国牧师统计的华人宣教士数目是一千余人（新／马 400 人，香港 250 人，台湾 200 人，

北美 200 人），至 2004 年应已超过一千二百人。若加上目前神在中国大陆已储备的宣教人才，

将来海内外华人教会可差派的宣教士，将如美国宣教学者 Peter Wagner 所预测的，到 2025 年将

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注：根据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杂志 2004 年 1

月号的一篇文章 Status of Global Missions 报导，2004 年全球跨文化宣教士约有四十四万四千

人，差会超过四千个。） 

海外华人宣教士的足迹已达到世界各地，事工类别也兼容并包，且有许多宣教士已和普世

差传事工及差会接轨，成为普世教会完成大使命的生力军。若是海内外教会齐心努力，携手共

进，我们深信，“廿一世纪是中国人献身宣教的世纪”，已是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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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作业（自己先做，再小组讨论） 

一、请写出下列年代在中国教会史中，有何最重要的事件？ 

请各用 20 个字以内简答。若同一年代有几项事件，请选你认为最重要的一项。（可看讲义或

参考书） 

1.  635 年 
2.  1807 年 
3.  1823 年 
4.  1842 年 
5.  1860 年 
6.  1865 年 
7.  1900 年 
8.  1919 年 
9.  1922 年 
10.  1951 年 
 

二、你从这 12课《中国教会史》中学到哪些榜样和鉴戒？ 

请至少列举举三项，每项约 100字。 

 

三、请从“拆毁和重建”的角度，看上帝在中国近代史中（1807 年以来）做了哪些工作？请至

少列举三项，每项约 100字（可看讲义）。 

 

四、请针对 1920 年代“非基运动”的“选取论”和“二元论”，提供圣经的解答。 

两项各约 100字（可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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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讨论 
中国教会在今后跨文化的宣教事工上，可从近二百年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策略、原理、路线上，

学到哪些榜样？ 

请以你现在服事的地区为本，先个人写作，再到小组中与同工彼此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