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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廿八章十九节：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
遵守。	



A	 內地開放期教會面臨的挑戰	
	

B 	 清朝末年及民國初年中國教會的發展	
	

C 	 非基反教浪潮与本色运动	
	

D	 抗戰國戰時期的中國教會	
	

中國教會歷史講義－世界華文聖經學院	

中國基督教會史- 蘇文峰：http://springbible.fhl.net/Voice/history.html	

中國基督教史綱－王治心	



o  教會信徒的素質：	
•  信徒大多是一些比較窮苦的人。許多人信教是另有目的︰
為了兒女享受免費教育，有疾病時可享有免費住院；還有
一些流氓分子混入教會，影響了教會全方面的發展	

o  基督徒信仰挑戰：	
•  「重生得救」，「罪」與「悔改」的觀點對中國人來說是

一個全新的概念。对 “苦難” 和“不公”的疑問	
•  中國基督徒面對許多的壓力。在國家方面，基督徒被斥為

信奉“洋教”、通敵賣國。在家庭方面，基督徒又蒙上背
祖忌宗，離經叛道的罪名	

o 傳道人的訓練方式：	
•  學徒式：時間太短，聖經的教導方面不夠全面和深入	
•  學校式：可觀察學生是否能擔任傳道人的角色	

o  教會自立的嘗試：1862年長老會閩南大會的成立	

A. 內地開放期教會所面臨的挑戰及事工	



B. 清朝後年及民國初期中國基督教的發展	
	

1. 從馬禮遜1807年來華，到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國經歷了一
百年的努力。信徒的數目增長了十五倍，1895年至1927年這段
時期稱為“全盛期”	

o  1890年︰三萬七千多人　	
o  1910年︰十六萬七千多人　	
o  1920年︰三十六萬六千多人　	
o  1928年︰四十四萬六千多人	

2.全盛期教會的特點和概況	
o  教會的佈道事工是非常興旺，佈道聚會頻密	

o  傳教士開始比較受歡迎了	

o  中國教會已經長大到自己來承擔工作和經費，也出現不少
有恩賜的中國牧師和傳道人，信徒也已成熟，能擔任教會
執事等事工	

o  教會與教會之間開始尋求“合一”和“合作”的途徑	



	

3. 清末民國初教會佈道事工	
	

o  民國以前的佈道工作:	

•  用口傳福音：宣教士每到一地方，就跟當地人講道，派
發單張，小冊子等等	

•  建立佈道的機構和基地。設立禮拜堂、醫院、學校等等，
使之成為可以立足的佈道中心	

o  民國初期的佈道情況:	
	

•  中國教會在1900年以後進入了一個鼎盛的佈道期：	
§  1910年成立的“中国学生立志献身佈道团”	
§  1918年由中國人發動的第一個宣教差會成立了，“中
華國內佈道會”	

§  “湖南逐家布道团”，广东的“河南佈道團”，“上
海車夫聽道處”，“福洲旗族佈道”等	



4. 民國建立時期的教會事工	
	

o  孫中山先生：1883年，孫中山在香港受洗，一同受洗的還有
陸皓東。孫中山遺言中要求去世後，以基督教的儀式安葬	

	

o  教會教育事工：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中國各省各府都效法
教會所辦的新式學校。而此时的基督教學校已經向大學的程
度進發，開始籌備中國最初的幾間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
學”，南京的“金陵大學”等等	

o  辦醫療：廣州的“博濟醫院”，“惠愛醫院”，北京的“協
和醫院”	

o  文字出版事業：廣學會是基督教最大的出版機構。 專以出
版宗教性讀物為主。1924年非基運動時出版了一些小冊子，
如《辟基督抹殺論》、《質疑答問》、《基督教合理論》	



C. 非基反教浪潮与本色化運動	
	

1.  反教浪潮的背景：	
	

o  五四新文化運動：1）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
为主的一场愛國運動。2.）新文化、新思潮運動。兩者間有
著密切的關聯，都是追求民主和科學，反帝反封建的	

o  無神論思想開始傳播：1917年，蔡元培出版《以美育代宗
教》；1920年，少年中國學會出版「人是否宗教的動物」、
「新舊宗教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新中國是否還要宗教」	

o  五四文人看宗教：	
•  否定論：全盤否認宗教存在的價值	
•  取代論：以美學代替宗教，有美感便可提升心靈	
•  選取論：選基督教有價值的東西，如“博愛”，“寬

恕”，剔除中國人不接受的教義，如“復活，升天”等	
•  二元論：宗教和科學是兩各不同的領域，宗教是主觀的， 
體驗的，科學是客觀的，理性的。各有其價值，可並存	



2. 非基運動的兴起：	
	

o  非基運動的發起：1922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於4月4
日借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十一屆年會。一些反對基督教
的知識份子藉著這機會在當年3月9日在上海成立「非基
督教學生同盟」，在3月11日在北京成立「非宗教大同
盟」，5月再成立「非基督教同盟會」	

	

o  對基督教的指控：	
•  從來源看，基督教是騎在帝國主義的槍炮上進入中
國的，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  差會大辦福利事業，如學校，醫院等，为了吸引廣
大群眾，是收買人心，使國人有上帝思想，削弱了
國家精神	

•  基督教的排他性特別厲害，妨礙國人的團結	



3. 教會對非基運動的回應與本色化運動:	
	

o  教會對引起別人誤解和不滿的地方，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其
中，“合一”，“本色化” “自立”是重要討論題目：	

	

•  本色化的探索：一些基督教的學者積極的思考本色化的
含義，在禮儀上和神學上如何適應中國的特色	

•  合一方面：1927年，由19個宗派聯合成立了中華基督教
會。1922年，成立顧問及聯絡性的機構-「基督教協進
會」，抗戰前，共有16個宗派加入，有30萬信徒，約佔
全國信徒人數61%	

•  自立方面：1917年，山東張靈生和張巴拿巴創立「真耶
穌教會」，共有一千多處教會和祈禱所，信徒約八萬人。
1928年倪柝聲在上海創辦的「基督徒聚會處」，到1949
年已有七百間教會，擘餅信徒超過七萬人。山東敬奠瀛
創立了「耶穌家庭」。王明道在北京也建立「基督徒會
堂」	

	



4. 中國教會著名佈道家：	
	

o  石美玉（1873〜～1954): 江西九江人。密西根大学畢業。著名
女医疗宣教士、医学教育家、布道家和慈善家	

o  丁立美(1871~1936): 中国教会二十世纪著名奋兴佈道家、基
督教学生运动领袖，被誉为“中国的慕迪”。 “中国学生立
志献身佈道团”干事。在1910年间，他主领了87次佈道会，
讲道200余次。在山东和北京的福音佈道会中，有数千人信主	

o  劉廷芳(1892年~1946): 浙江溫州人。民國時期著名基督教教
育家、神學家、教會音樂家、心理學家和教會領袖。編輯基
督教雜誌和詩歌本《普天頌贊》，翻譯了“禱告良時“	

	

o  神學家和解經家賈玉銘(1880~1964)：寫過一套以“系統神
學”為主的“神道學”書籍，榮獲博士學位。此外，其他著
作有“完全救法”，“靈修日課”，“聖經要義”等等	

	

o  王载（1898〜～1975）：福州南台人。著名基督徒佈道家，
有"中国慕迪"之称；中华国外佈道团主席	



5. 中國教會三巨人：	
	

o  宋尚節(1901~1943): 福建省蒲田縣人,十八歲去了美國念化學，
並且考獲第一名。但後來放棄了深造和留美工作的機會，去
了協和神學院攻讀神學。他風格和能力都是獨特出眾的，其
著作包括有《查經集》、《我的見證》，《工作的回顧》等	

o  倪柝聲（1903〜～1971): 强调属灵。代表作有《属灵人》《人
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是組織“本地化教會”的能手。追求
里团体的见证。他无论传扬福音、教导圣经、造就青年信徒、
带领特会或训练、并出版文字，都是为此目标。这方面的代
表作有《工作的再思》《圣洁没有瑕疵》《教会的正统》以
及《聚会的生活》等		

o  王明道(1900〜～1991): 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为信仰甘心受苦。
王明道不仅主张读经，也主张“读书、读事、读人”。他的
神学思想和讲道信息都非常注重现实生活问题，帮助人认罪
悔改，追求圣洁，以效法耶稣基督为最终目标，由生命带来
生活上的改变	



D. 抗戰與國戰時期的中國教會	
	

1.  1924年的收回教育主權議案：	

o  在1924年的全國教育第十屆聯會上，有人提出要取締外國人
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並且禁止在學校宣傳宗教，教导聖經
和舉行宗教儀式。教會方面發表了一份中華基督教會教育宣
言，指出基督教學校不但對愛國教育沒有衝突，而且對社會
建設是有益的。1928年，國民政府控制全國，正式收回教育
主權。教會學校必須向政府註冊，許多擔負教育任務的傳教
士便撤退離開了中國	

	

o  1931年，當國民政府通過“訓政時期的約法”時，有人又掀
起了一股對宗教施加壓力的小風潮。基督徒張之江用“人民
信仰自由”為題，寫了洋洋千言的文章，提交國會再度審查，  
最終維持原案 	



2. 五年奮進運動與佈道：	
	

o  口號：“求主奮興你的教會，先奮興我“	

o  六樣工作大綱：	
	

•  佈道事工：“伯特利環遊佈道團”、“鄉村佈道團”等。
此外，還有電台佈道、演講佈道等	

•  改進宗教教育︰鼓勵教會辦主日學。組織一個宗教教育委
員會，專職探討教會在教育方面事工	

•  基督化家庭︰基督化家庭是栽培信徒靈性的重要地方	

•  識字運動︰當時中國有百分之八十五是文盲。因此他們召
開全國性的“識字運動研究會”，參加的有十一個省的九
十幾個代表，一同商討推動識字運動的種種問題	

•  受託主義︰信徒把一切都奉獻給神	
	

•  青年事業的倡導︰對青年人提出了四方面的培養方向：(1)
青年佈道(2)青年修養(3)青年事業(4)學生事業	



3. 教會在抗日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及教會的事工:	
	

o  參加世界性的教會會議︰1937年7月的“牛津會議”。同
年八月在愛丁堡的“信禮大會”，十二月在馬德拉斯舉
行的“世界宣教大會”	

o  佈道和教育事工仍繼續。例如︰賈玉銘的靈修學院，從
南京搬到四川。教會當時成了受難人民的避難處，在戰
火的危險中，神還是為中國打開了福音的門	

o  教會在戰爭時為國家提供了救援和醫療的服務	

o  鄉村的建設：1928年後，教會開始對農村全面的關懷，
招募和訓練鄉村教會的信徒	

o  校園工作：大學生福音工作也有明顯的發展，主要領導
者有計志文、趙君影、賈玉銘等傳道人。大學生獻身傳
道的有焦源廉，陈终道，王国显，滕近輝，邊雲波等。
他們對中國的宣教和海外事工都有影響	



4. 教會抗戰後的事工：	
	

o  向遥远之地、未得之民传福音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许多基
督教青年加入边疆佈道的行列，例如边云波等	

o  1949年，中国基督教信徒达九十多万，比抗战前的1936年增
长百分之七十七；教会达一万多间（此外，还有其他崇拜点
七千多处），比抗战前增长约一倍	

o  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版圣经，仅1946年一年间就分送三百万
册。金陵神学院章文新博士主持编译的《基督教历代名著》
五十三卷宣告完成。教会学校全面复课，仅1947年一个学年，
申请上教会大学的青年人就有十一万之多	
	



怀念的心愿-边云波	
	

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	
我就飞去，	
看望我怀念的姊妹兄弟。	
亲爱的弟兄！	
尽管几十年的雨露风寒	
早已把我们一脸的皱纹刻满，	
任它几十次的霜雪漫漫	
已经染白了我们的两鬓斑斑。	
我们度过的岁月	
虽然像一声长叹，	
但是那难忘的怀念啊，	
却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	

你记得吗？！	
在那清彻见底的汉水两岸	
我们诵读过不朽的诗篇。	
在那水流湍急的嘉陵江边	
我们把自己献上了祭坛。	
我们的诗歌	
像玉泉山旁的小溪，	
涓涓潺潺	
流遍了华北平原。	
我们的祷告	
像玄武湖上的彩霞	
飘飘点点	
照遍了祖国的河山！	
	

	
	



你记得吗？	
在那牛头山前的玫瑰花旁，	
你放下了自己纺织的空想。	
在那凄霞山下的小桥头上	
你见到照耀永世的光芒。	
你把手上的名利成就	
看成是几十年的一场幻梦；	
你说世上的虚荣享乐	
不过是钓饵上可怕的芬芳；	
你自己的灵魂之锚	
终于抛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上；	
你就像飘摇不定的孤舟	

从此驶进了永远安息的海港。	
总有一天	
我们会暂时的离别，	
也许我就象天边上白云的余
波	
消逝在茫茫的远方．．．．．．	
但是有一天	
我相信	
必会再一次的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