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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2000年           李振群 著 !
教會歷史              谷勒本著 李少蘭譯    !
基督教會史略          梁家麟 著 !
基督教發展史新釋      余達心著 !
教會史                優西比烏 著 !
聖經及教會歷史地圖集  蔡錦圖 主編 !
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 !
見証的火炬            約翰甘乃迪 著  劉志雄編譯 !
世界基督教歷史故事    金洪基著 !
基督教會史            華爾克著，謝受靈、趙毅之
譯 !
基督教概論            麥格拉思著，馬樹林、孫毅
譯 !
新編歷史上下五千年    胡鋒主篇 !
教會簡史              范愛侍編寫 !
基督教會史            呂沛淵著 !
歷史研究              阿諾德湯因比著，劉北成、
郭小凌譯 !
福音派的腳蹤          匡正著 !
回顧洛桑前瞻2000     斯托得著 !
基督教歷史年代表      網絡版 !
教會時代七階段歷史年表 #

主要參考和引用的書目#

資料取自《中國企業福音管理教育學會》#

基督教簡史#
作者：清泉#

緒論#

一、教會歷史的所屬范疇──歷史神學#

二、研究歷史的價�所在#

三、教會歷史的几種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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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教會歷史的所屬范疇──歷史神學#
其一，歷史神學是要研究“教會的歷史”#

其二，是要研究“神學的歷史”，#
也就是我們的信仰在歷史當中#
所流傳、整理、傳播的過程#

緒論#
二、研究歷史的價�所在#

  “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

（一）明古知今#

（三）開闊視野#

（二）避免盲點#

歷史能幫助我們了解過去，以致知道我們的現今是如何從昨天演變過來的，因著這樣
的了解，使我們知道為什么我們今天會站在這個位子上，而同時可以向前看，知道如
何走下一步。#

因為歷史可以幫助我們清楚的看見一些我們過去也許看不見的事情，避免一些過去的
人曾經犯過的錯誤。 曾有人說“那些不理會或者是忽略歷史的人，注定要受一種咒
詛：就是重復歷史所犯的錯誤。” 又有人說“歷史給人最大的教訓，就是人不吸取歷史
的教訓。”#

我們都知道，站得高就望得遠，視野也越廣闊。我們能�綜合歷史的資料，就會更加
的丰富。當我們去仔細的研究探索歷史，看過去發生的事，以及過去的人如何整理他
們的信仰，能提供許多我們過去曾經忽略的資料，并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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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三、教會歷史的几種分類#

三分法#
五分法#
七分法#

古代教會#
30-590A.D. # 中世紀教會#

 590-1517 A.D. # 近世紀教會#
1517-現在#

影響力已經擴張到了文明世界的各部分!
希羅文化”曾盛極一時!
蠻族入侵而滅沒!

476A.D.- 世界史初期終結之時!
大貴格利就職教皇為中世紀的分水嶺!

希羅文化與條頓拉丁文化之間的一個過渡時期!
黑暗時期!
基督教、希臘、羅馬和條頓，這几種因素之混合，!
漸漸產生了一種新文化!

條頓精神則于改教運動中自覺其已達成熟之境而得到解放!
拉丁精神在文藝復興之際已達到成熟的境界!

30! 2015!

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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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會#
30-590A.D. # 中世紀教會#

 590-1517 A.D. #

改教時期（復原時期）# 近代時期（現代教會）#
1517-1648 A.D.# 1648-現在#

1517 年，馬丁路德公布了“95條”綱領，!
正式開始“宗教改革”（又稱“信仰復原”）!
“三十年戰爭”!

歷史一般認為人類進入了“現代”的時期!

四分法#

使徒時期#
30-100 A.D. #

教皇時期#
 590-1517 A.D. #

復原時期# 復興時期#
1517-1648 A.D.# 1648  -  >#

多元化時期#
1910  -  >#

逼迫時期# 國教時期#
100-312 A.D. # 312-590 A.D. #

七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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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時期# 30-100 A.D. #1! 從耶穌升天到使徒約翰去世!

一、教會的誕辰#
二、初期的組織形式#
三、承當的大使命（徒1：8  太28：19）#
（一）福音使命!
（二）教導使命!

貳、使徒的腳蹤#

壹、教會的誕生#

一、彼得的傳道#
二、保羅的傳道（徒13-28章）#
三、其它使徒的去向 #

叁、福音的拓展#
一、三大差傳中心#
二、福音的阻礙#

（一）猶太教的阻礙──向猶太人傳福音的困難!
（二）希羅文化的阻礙──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困難! 1、希羅文化的產生：!

2、文化差異引發的問題!
（三）阻礙的跨越! 1、架設福音橋梁!

2、耶路撒冷大會!
三、成功的因素#

（一）外在因素──教會環境!
2、通用的希臘文化!
1、安定的政治局面!

3、便利的交通樞紐!
4、希羅文化的沒落!

（二）內在因素!

一、教會的誕辰#

五旬節聖靈降臨，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教會的誕生#
福音帶著聖靈的大能迅速傳開，當天就有三千人歸主#

加利利和猶太的居民#
流散在外的猶太人#

甚至一些希伯來祭司也參加進來#

這個基督徒團體很早就采用了“教會”這一名稱#

教會此詞的希臘文意為“召出來的聚集”。#

原先的意義似乎不僅僅是“聚集”，#
還用以區別那些承認耶穌為基督的會眾與那些不承認這一點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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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期的組織形式#

當時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仍到會堂禮拜，遵守猶太律法#
但除此之外，他們有自己的特殊儀式#

每日在私人家中一起禱告，互相勸勉和�餅#

耶路撒冷教會組織形式簡單，#
起初以彼得為首，約翰居次，其余使徒和他們結成一團#

由于本地信徒和講希臘文的猶太信徒之間因為供應問題發生矛盾#

故指定了一個七人委員會，被視為執事團的起源#
但更可能是長老制的開始#

不久在保羅組織的教會中就有“長老”出現（徒14：23）#

三、承當的大使命（徒1：8  太28：19）#

（一）福音使命#

（二）教導使命#

主耶穌特別的提到福音的路線和方向：#
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

其用意首先指出福音要從猶太人到外邦人#
福音的傳揚是循序漸進的#

門徒培訓# 將主耶穌的道教導人遵守#

福音的傳開是教會在量上的增長#
門徒培訓則是教會質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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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彼得的傳道#

差傳中心#耶路撒冷教會 #
主要對象#

(一）耶路撒冷福音的開拓及教會的建立  徒2/7章#
（二）福音傳到撒瑪利亞                徒8章 #
（三）福音遍及猶太全地                徒9章#
（四）外邦福音大門的開�             徒10/11章#

彼得在使徒行傳十一章之后就很少提及#
使徒彼得大約于公元64年死于羅馬尼祿的逼迫之下#

猶太人#

據教父耶柔米的記載#彼得被倒釘十字架而死#

貳、使徒的腳蹤#

二、保羅的傳道（徒13-28章）#

差傳中心#
主要對象#

安提阿教會#

小亞細亞──歐洲（西進）#

先是猶太人，后是外邦人�#
其實到了最后，基本上是以外邦人為主#

福音方向#
第一次布道#
第二次布道#
第三次布道#

第四次布道#

第五次布道#

48-49A.D#
50-52A.D#
53-57A.D#

57A.D.#

這一次聖經中只有他的計划而無記載他的行動#
(羅15：19-29). 根據傳統，他自從羅馬獄中被放后#
于62-67A.D.開始第五次旅行布道，#
目標是要把福音傳至當時的地極──西班牙#

小亞細亞周游布道#
在聖靈的引導下，開始了歐洲之旅#
作神學培訓兼作布道#
以以弗所為據點，#三年, 很大的影響#
然后去歐洲轉了一圈#
帶著各教會的捐款回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被捉拿#
兩年后帶著鎖鏈上羅馬#
軟禁的情況下作了二年的福音布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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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使徒的去向 #
安得烈#
西古提、希臘等地傳揚福音，被俄國人尊為他們的使徒#最后到達希臘的帕特利城.#
以得撒的巡撫埃奇斯#要把城中凡信仰基督的百姓收監或處死#向羅馬諸神獻祭#
為了拯救城中的弟兄姐妹，安得烈主動赴難#最后被挂在X形的十字架上為主殉道#

腓力#

巴多羅買#

多馬#

馬太#

奮銳黨的西門#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

弗呂家一帶傳揚主的救恩，許多人歸主#
在弗呂家的希拉波立城被當地的祭司捉拿下監。几天后為主殉道#

曾到印度、亞美尼亞歐大陸等地傳道，#把《馬太福音》譯成印度文#
十二門徒中他應該算是死復電最慘的#在亞美尼亞的阿爾賓諾波立斯為主殉道#

東方人傳福音，先后到過帕提亞，波斯和印度等地，#
被尊為“帕提亞使徒”和“印度使徒”#在印度被異教徒捉拿，被火燒死#

在本國人中間傳道，并寫成《馬太福音》。#
后來他到埃及和埃塞俄比亞等地工作,#不幸落入暴民手中，悲壯的為主殉道#

傳福音的足跡跨越亞、歐、非三洲。他先去埃及、利比亞、毛里塔尼亞等地#
后轉赴不列顛（今英國），深入到未開化民族中間.#最后在波斯被釘十字架#

先后在巴勒斯坦和埃及傳道#

叁、福音的拓展#
一、三大差傳中心#

耶路撒冷#

以弗所# 安提阿#

因著當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以弗所遂成為宣教的中心，老年的約翰也在此度過晚年#
“到達以弗所即到達全世界”#

在羅馬帝國里以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向前推進#
福音在使徒時期先后以這三處為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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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音的阻礙#

（一）猶太教的阻礙──向猶太人傳福音的困難#

(二）希羅文化的阻礙──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困難#
1、希羅文化的產生：#
2、文化差異引發的問題#

(三）阻礙的跨越#
1、架設福音橋梁──解決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困難#
2、耶路撒冷大會──解決外邦人信主后的生活方式的問題#
3、彼此接納──解決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成功的因素#
（一）外在因素──教會環境#

   1、安定的政治局面 #
2、通用的希臘文化#
3、便利的交通樞紐#
4、希羅文化的沒落#

（二）內在因素#

2、愛心、平等、合一的見証、勇敢 －  叫人羨慕的。#

邦人為他們的行為所折服，為他們起一個獨特的名字──基督徒 

1、當時教會信徒所表達出來的見証#

內在的生命力，吸引了許多人來聽從耶穌基督的福音 

使徒時期教會大得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