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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和引用的書目

當代中國教會歷史 :
中國教會歷史- 第11 課
及香港台灣等地教會歷史更新
（1949-）

大衛市基督教會國語主日學
10/25/2015

第十一課 四九年以後的劇變和七九年以後的恢復重整
一. 三自運動中之教
三自運動中之教會時期
動中之教會時期(1949-1958年)
1.三自運
1.三自運動的
三自運動的宗
動的宗教統治:中國政府以十年的時間，透過「自治、自養、
自傳」的三自運動，以及吳耀宗、劉良模等教會人士來逐步進行要
求教會參與共產的解放中國運動。(馬克思的宗教理念強調“宗教是
人民的鴉片”，提出宗教是人創造的。而人因現實生活的苦難而創
造了上帝。說明統治階級利用宗教來控制人民思想。)
2. 1950年「三自革新運動
自革新運動」宣言: 乃「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
努力的途徑」,主旨乃要求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在政府的領導下
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 要求全國教會負責人簽
名支援，決定五年內完成「三自」。
3. 三自初期教會的一般反
三自初期教會的一般反應
的一般反應: 許多教會人仕，深覺宗教要超越於政
治，不必提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及反官僚資本主義於教會之
中。重要教派領袖也警告這樣的運動將危害到國外差會繼續對國內
教會的支援，要求傎重考慮未來的教會路線。
4. 韓戰爆發
戰爆發: 1950年11月，全國展開抗美援朝運動。許多外籍宣教
士遭驅逐出境，沒收和凍結外國在華教會的財產，要求中國教會與
外國斷絕各種關係，並表明對政府的態度，發表擁護效忠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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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運動中之教會時
動中之教會時期
會時期
年三自革新運動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
團體會議」 舉行控訴會 被指名控訴的包括美國李提摩太(Timothy
、畢範宇
、駱愛華。華人則為梁小初(青年會)、陳
文淵 衛理公會 、朱友漁 聖公會 及顧仁恩 獨立傳道會)等人。控訴
的罪名是 美帝主義傳教士中的特務份子 和 中國基督教中的敗類’。
此次控訴會在教會內舉行乃是首次。也開啟日後各地教會控訴鬥爭
的序幕。
6. 正式成立
式成立: 1954年的8月, 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召開中國基督教全
國會議:報告外國差會已經在中國絕跡，帝國主義傳教士也全部出境。
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正式以基督教會
最高的地位組織，負起在全國各地設立分會，推展三自教會的任務。
7. 加入三自
加入三自會或面對整
三自會或面對整肅
會或面對整肅: 1955年的10月，政府正式宣告凡三自以
外的基督教活動為非法。至此在大陸的基督教會，除了關閉，除了
秘密轉入地下，其餘無論宗派教會或獨立教會均加入三自會。一些
自立教會，像北京的基督會堂(王明道)、廣州的林獻羔、耶穌家庭(
敬奠瀛)、教會聚會所(倪柝聲)都不肯加入三自會，因此要面對整肅，
接受勞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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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主义制度下之三面紅旗的教會時期
社会主义制度下之三面紅旗的教會時期(1958-1966年)
1.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 1958年，中國政府發動了三面紅旗大躍進運動: 「社
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大
運動。因三大運動都是指向社會主義改造的躍進計劃，故又稱「大
躍進」運動。
2.教堂首度全面關
堂首度全面關閉
面關閉: 三自教會紛紛投入此運動的行列，使得定期聚
會禮拜因無人參加而停止，迫使聚會停頓和教堂關閉。
3.教會略得
會略得復甦的
復甦的機會:由於運動過於激進，引起的變動太大，使得
人民心存不滿而退縮，結果造成經濟上的危機，毛澤東讓出主席之
位由劉少奇出任。教會因行政體系在宗教政策上的放鬆，而獲得復
甦的機會。但是教會中的信徒必須在服從生產、服從國家法令和社
會主義利益的前提下，安排宗教生活。三自運動愛國委員會仍然全
面控制教會的一切活動。
4.半导体收音
4.半导体收音机
半导体收音机與福音: 为了使“最高指示”不过夜传达到千家万
户，半导体收音机大量生产，这却为后来收听福音广播做好了准备，
很多人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福音，信了主。

三. 文化大革命的教會時期(1966-1976年)
在文革的十年內，基督教會受到最熾烈的衝擊與挑戰，但是教會反
而藉著這時期形成了復興的暗流。
1.破四舊下的
破四舊下的苦
舊下的苦難煎熬:文革的頭三年，教會受到空前的破壞與暴虐
對待。當時紅衛兵在意識思想上及意識形態上，對宗教極度仇恨。
在破四舊 - 舊文化、舊習慣、舊思想、舊風俗 - 的口號下，有「四
舊」形象的基督教會遭到紅衛兵暴虐破壞。他們搗毀教堂，凌辱信
徒(剃光頭、遊街示眾，戴高帽)，焚燒聖經。各地的基督教會被迫
停止公開活動，基督教徒再經歷一次苦難的煎熬。
2. 教堂再次全面
教堂再次全面關閉: 1968年成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不少
的教會人仕被以「反革命」之罪判刑，這時連三自會也被關閉了。
3. 外交式的教堂開放
外交式的教堂開放: 1971年，中國政府基於宗教政策上為外交的
應用，應巴基斯坦大使館之請求，在北京重開米市街教堂，但只供
外人與外籍遊客使用，中國基督徒仍禁止入內禮拜。
4. 「家庭教會」
家庭教會」茁壯成長
茁壯成長: 雖然有形的教會都關閉了，但在全國各
地，基督教徒透過家庭聚會的方式，聚會崇拜。無形的「家庭教會」
於是成長、茁壯於這段受苦害的時期, 平信徒熱切起來傳福音,神興
起不少遊行佈道者，為文革迫害時期帶來了一線盼望。

四. 四個「現代化運動」
現代化運動」曁十二、
曁十二、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的教會時期
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的教會時期
(1976-1989)
1. 四個現代化
個現代化時期: 1976年打倒文革時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
姚文元四人幫集團。次年，鄧小平重掌政權，提出四個現代化 - 工
業、農業、科學、國防運動，採較溫和的路線，對外也結好西方國
家，以圖對華益處。宗教事務局在「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
對宗教活動與迷信活動加以區別，嚴格界定宗教活動的範圍。這時
期，整個宗教政策的精神還是含有強烈控制的意圖。
2. 三自教會滿
三自教會滿座
教會滿座: 從1979年起，中國政府採取把大量教會恢復的溫
和路線後，造成各個教堂聚會滿座的情形。
3. 基督教第三屆全國兩次會議:1980年,上海會議
海會議由丁光訓擔任主席，
堅認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也相信宗教必消滅，但肯定這些不會妨礙
共產黨與基督教間的團結。會議決定重印聖經，許多教牧人員獲得
平反; 最重要的是肯定「三自教會愛國運動」的成就與存在的價值。
4. 南京會議: 根據上次上海會議的決定，落實中國政府在文革之後
的教會路線:三自教會承認家庭教會的合法化，期望今後「共同走愛
國愛教」的道路(中國宗教局並沒有把家庭教會合法化)。與國外的
關係，則願平等友好交往，但若敵視中國者，則將堅決反對。

家庭教会
庭教会 - 起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许多基督徒，
特别是乡村信徒，已经有了在家庭中查经、崇拜、祷告的
习惯。到1958年教会大量关闭，一些敬虔的基督徒就在家
庭中查经，崇拜、祷告、团契。家庭教會大致可以分成鄉
村家庭教會與城市家庭教會兩類，早期以浙江的蕭山、溫
州；山東青島；與福建、安徽、河南等最盛。自從海外進
入大陸旅遊開放之後，從海外教會得著大批聖經、詩歌本、
培靈書籍之類的圖書，使聚會的內容上更為豐富。
5.1. 1982年起中共中央
共中央対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之基本政策
基本政策
19号文
19号文件
号文件: 1982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
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编号：
编号：[1982] 19）
提到家庭教会：“关于基督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
关于基督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
原则上不应允许，
原则上不应允许，但也不要硬性制止，
但也不要硬性制止，而应经过爱国宗教
另作适当安排。”文中“爱国宗教
人员，
人员，说服信教群众，
说服信教群众，另作适当安排。
人员”，指三自会教牧，“适当安排”，指由三自会建立
聚会点，取代现有的家庭教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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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家庭教会领袖对
庭教会领袖对19号文件
19号文件规
号文件规定的反应
定的反应：
a. 不少的人因为三自会在以往极左年代严重伤害了教会和教友，
怕以后遭到新的伤害，所以坚决不肯与三自会合作。
b. 有些人认为，三自会在国家的立场上为基督教提供了一个合法
的架构，教会可以在其中成长，因为“葡萄架或许是死的，但葡萄
藤却有生命”；所以有的家庭教会与三自会合作；或者已向政府登
记，成为政府允准的聚会点。
※(19号文件為1982年底新憲法三十六條之主要指導文件:「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
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
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
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5.3. 19号文
19号文件
号文件对家庭教会
对家庭教会的影響:
的影響: 不肯与三自会合作的家庭教会，
則面對巨大的政治压力。尤其当政策或地方干部左倾的时候，对家
庭教会的压制和逼迫就会加大力度。
5.4. 新的挑戰:
新的挑戰: 来自全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世
俗主义的冲击以及异端的病毒。
6.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
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的
期間的教會光景

a. 深入並加強對農村教會管控
深入並加強對農村教會管控: 1987 “反資產階級自由
化運動”期間,三自會與基督教恊會限制教會與海外的
聯繫,深入並加強對農村教會管控, 建立一個自上而下
-省、縣、市級,遍及全国的網絡體系-全國教會的管理
系統,對拒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會打擊限制。
b. 走出去
走出去: 家庭教會繼續“走出去”宣道, 克服艱苦万
難,將福音帶到內蒙、黑龍江、新彊、西藏地區。
c. 六四學運対
六四學運対家庭教
運対家庭教會之
家庭教會之影
會之影響: 対六四學運,三自及其他
宗教團體均表態支持政府鎮壓行動;大部分家庭教會以
避免影響福音工作為前題,則採谨慎低調態度,沒有公
開表態。許多原本已“半公開”的家庭教會又紛紛轉
向地下，而登記的公開教會則受到各級地方幹部對教
會內部事務的直接干預。
~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第十章
&

家庭教会
庭教会「七條大綱」
七條大綱」

5.5.
1. 講十架救恩 – 「生命會」
生命會」(奮興培靈會
奮興培靈會),
靈會), 清楚認識十架
救恩,
救恩,重生並悔改信主的經歷。
重生並悔改信主的經歷。
2. 走十架道路 – 跟隨主走十架道路 ,願意和祂一同受苦
3. 認識三自– 是屬世政治組織,头是政府不是基督
4. 建造教会 – 建立基督為元首的教会,牧養管理教會的責任
託付給有恩賜、學習配搭事奉且經過時間考驗者
5. 供應生命 – 講道、查經、禱告、培訓、書籍
6. 联絡交通 – 聖徒相通, 建立基督身体
7. 開荒佈道 – 大使命
5.6.
- 訓練教會服事同工及遊行佈道者:
a. 教學內容以「七條大綱」為主之神學教育
b. 無固定校園, 每期三個月,每日5:30AM-9:30PM
c. 受訓者需有清楚呼召、甘心奉献、有受苦心志、願走十架
道路者

「野地神學院」
野地神學院」

~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趙天恩著 p.398p.398-399, p457p457-459

五. 六四後的中國基督教(1990-2000)
1.政府對家庭教會急速成長中的收編
對國內宗教迅速發展,國務院於1991年2月發佈〈六号文件〉,提出黨
和政府対宗教活動的重視及「加強管理」與「依法懲治」等原則。
然而如何正確地理解和貫徹管理與懲治的界定-對象、範圍、界限等,
在實際工作上仍存在不少問題。再者,因為沒有宗教基本法, 省、縣、
市政府制定和頒布的地方性宗教行政法規便沒有具體的立法依據,
各地執法實施程度上也有差異。
2. 「抵制海外滲透」
抵制海外滲透」 :「六四」後, 中共官方強調所謂「抵制海外滲
透」, 「滲透」是「指海外反華勢力…破壞我國基督教三自方針,妄
圖重新控治我國基督教主權的宣傳與活動。」。例如許多城市規定
不准收聽海外廣播(包括福音廣播), 對海外來的傳福音團體或人士提
出防止或制止措施。1992年十四大前後兩年, 全國各地傳出許多與
海外宗教組織、人士有聯繫的傳道人被捕,家庭教會被查封的消息,
以及海外來華宣教人士遭扣留、審察、驅逐出境。再者家庭教會拒
絕登記、不肯加入三自,也是地方幹部扣留、懲罰的理由。

蔡少琪﹕傳播與21世紀的中國福音事工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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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這段約佔五十年的基督教會歷史，在整個中國基督教
會歷史之中的地位，則有幾點可以歸納出來：
1. 成全了基督教會本色化的路線
全了基督教會本色化的路線: 過去整一百五十年中國
教會皆受西方差會的影響和扶持成長。但是在本段時間內，
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全面排除了與西方的聯繫，使中
國基督教會在歷史中，成為最具本色化傾向與有本色實效
的一個時代。
2. 維持以政府控制教會的局面
持以政府控制教會的局面: 五十年來，在政治與教會
關係上，紿終維持在政治全面控制宗教的局面之下，把政
治置於教會之上。教會更受政局的演變而起伏不定，使中
國基督教會在歷史中，成為承受政治壓力最大而時間長的
一個時代。
3. 醞釀並成長了「
釀並成長了「家庭教會」
家庭教會」的獨特教會模式
的獨特教會模式: 充分表明
基督教會可以不是西方教會的產品，也表明在任何的社會
制度與環境之下，基督教會能生存下去，是中國基督教會
歷史中，最承受得起考驗的一個時代。

六. 二十一世紀
十一世紀早期中
早期中國教會
國教會的發展趨
的發展趨勢
展趨勢 (2001(2001-present )
一.部分家庭教會走向公開化: 例如北京守望教會
二.城市化深深影響中國教會的發展 - 農村教會經歷極大的萎縮。缺
乏青成人的農村教會如何繼續發展也是一大挑戰。
三.堂會制和全時間牧職的發展 - 部分中國教會正面臨從「巡迴牧養」
式的「點片制」模式，改變為重視「定點牧養」的「堂會制」
模式的變動期。
四.期待中國教會發展走向全方位化：更多社關服事和宣教努力 - 中
國教會有一獨特的情況，就是無論三自和家庭教會，都側重
「堂會裡的事工」，對社會的服侍和宣教聖工仍顯薄弱。
五.中國教會和信徒視野的「國際化」- 中國教牧組團出外學習交流
繼續加增。
六.中國教會面對「後」「後宗派」主義的時代 - 曾有人認為隨着三
自教會的建立，中國教會已經處於「後宗派主義」的時代。但
當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重新接軌後，因著不同的神學立場、教
會管理體制和牧養的策略，不同路線的教會將會相繼形成。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周年紀念特刋》（香港：建道神
學院，2013）

香港基督教
港基督教
基督教於1841年开始传入香港。從1842至1949年間,香港是歐、美
差會進入中國或華南地區傳教的踏腳石或後勤基地, 尚無本土獨立
意義的「香港教會」。五十年代, 大量中國難民滯港,外國差會及
傳教士決定在此開展新的事工，延續其對華宣教的使命。香港教會
於是开始了较具规模、多宗派及整全发展的局面。
I. 五十年代基督教在香港激增。由1949年不超過一萬基督徒(人口
136萬之0.7%), 1962年信徒多達11.2萬(人口352萬之3.2%)。
II.香港基督教能夠迅速回應對教育及社會福利服務方面的需要，
不僅促成了香港教會的增長，更紓解了香港社會的危機。
一、1841—1969奠基时期: 慈善救济是香港基督教社会福利的主要
工作,资金主要来自欧美差会,而非英國殖民政府。
二、1971-1996本土化时期: 西方教会势力的淡出,英國政府与本地
教会建立合作机制。
三、1997後调整期: 隨著特區政府在社會服務及教育方面推行的改
革，以及改變資助的方式，教會與特区政府互动帶入各项改革措施。

III.香港基督教97回歸前後的光景與使命
一、對回歸感到恐懼和不安,1980年中期香港移民海外浪潮開始,教
牧和信徒亦然;一群教牧及信徒寫下了《信念書》,深感有某些基本
信念必須持守,選擇留下牧養並安撫他們的羊,(例如中國神學研究
院教授余達心牧師及香港西區浸信教會林海盛牧師);六四事件後移
民浪潮持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於1999年公佈的普查，揭示出信徒
人數下滑。
二、香港基督教多年的教育及福利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因為特區政
府的政策調整，面對前途不明的困局。
三、近二十年來,香港及台湾分别发展成为多功能专业的福音事工
基地，包括不同类型的福音机构及神学教育的
教育的发展，且成为其他地
区福音的助力。香港教會繼續其作為進入中國對華宣教跳板與後勤
基地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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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基督教歷史人物的傳記辭典
•

尤羅伯 ( Robert Junius)

• 1606 ~ 1655
•

荷蘭宣教士，在臺灣
原住民中推廣教育與
文明的先驅。

•

賓惠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

• 1815 ~ 1868
•

蘇格蘭長老會宣教士，享
譽歐美和中國的佈道家。
在華20載，在香港、汕頭、
廈門、上海、北京和營口
宣教，帶來復興。

參、馬關條約後的宣教
馬關條約後的宣教1895~1945
1、初期日本對基督教持友善態度，教會發展平順。日本在台後半
期極力推動台灣人民皇民化， 奉行日本民族的传统神道教(Shinto) ，
崇拜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也赋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當時規定学校
儿童在饭前要做敬拜日本天皇的祷告等事，引起教會極力抗拒，結
果迫使台南神學院關閉，許多牧師、信徒入獄。
2、日本時代初期僅有長老教會在台灣宣教，爾後有真耶穌教會從
中國傳入，另1926年有日本聖潔教會傳入，即為後來的台灣聖教會。
肆、台灣光
台灣光復後的宣教1946~1990
1、有很多宣教士從海外及大陸來台(特別在1949年後)。光復後最
先回台的外國宣教士，是孫雅各牧師, 重視山地傳教工作，為原住
民翻譯聖歌和聖經。 (日本時代，封閉山地，不准上山傳教。1945
年後，才得恢復。)
2、彭蒙惠博士（Dr. Doris Brougham）1951年從上海轉至台灣宣教。
早年在花蓮山地宣教，後來創立救世傳播協會、天韻合唱團、空中
英語雜誌，贏得所有台灣民眾的尊敬，被稱為「2,300萬人的英語老
師」。

台灣基
台灣基督教會歷史
壹、台灣宣教前史1624~1864
1、1624年荷蘭歸正
荷蘭歸正教曾差派32名牧師及多位宣教士來台傳教，對
象以原住民為主。
2、1662年，鄭成功攻陷安平，荷蘭人退出台灣，而基督教也隨著
荷蘭人一起離開台灣。從此到1865年，此200年間，是台灣基督教
傳教中斷時代。
3、1858年(清咸豐八年)西班牙
西班牙天主教
天主教神父Fernando Sainz 又名郭德
剛來台並於1860年建造台灣第一所教堂於打狗(今高雄市前鎮區前
金教堂)。
貳、教會宣教開始1865~1894
1、1865年英國長老會
英國長老會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在台南等處建立教
會共計五十餘處，隨同來台的Dr. James L．Maxwell來台灣在台南開
設醫院開始。
2、1872年加拿大長老會的George Leslie Mackay在淡水開始傳道,建
立60所教堂。所以台灣南北共有兩個長老會在傳教。
3、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51年3月7日，南部的英國長老教會和北部
的加拿大長老教會，因為神學立場及母會淵源旋即於二次大戰結束
合併成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為臺灣基督教
最大組織，屬加爾文（歸正教派）系統。
4、校園團契
校園團契-1957年，査逸琨弟兄開展臺灣學生校園工作，從臺北
到台中、台南、高雄成立了校園團契。
5、鄉村福音佈道
村福音佈道 - 美籍內地會宣教士魏德凱牧師夫婦Richard A.
Webster成立於1971年。(他們早在1956年成立了「學友團契」在學
生中工作多年)陸續在貧瘠沒有教會的鄉鎮開拓建立教會;起首20多
年,福音事工不斷展開。然而鄉福工作在經濟轉型由農業轉向工商
業的變化當中日形困難,鄉村人口外流，鄉村教會逐漸委縮，鄉村
宣教也漸被忽略。
伍、2000年福音運動1990年~2000年
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以公元2000年12月31日為目標時間，推動台
灣福音化運動，以達成信徒數200萬、教會數1萬間、差派宣教士
200位為目標。 1999年台灣教會差派的海外超文化宣教士已達到
204位，但是教會信徒數由1990年之557,483增長到780,529；教會數
由3,127增長到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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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人教會
北美華人教會-歷史背景
第一浪潮：
第一浪潮：勞工潮
1635年華人理髮師已在美國立足，那時代中國閉關自守，很少與外
國接觸，只有極少數人飄洋過海，到世界的另一邊謀生。美國移民
局有記錄的第一位華人到達美國是1820年。到了1848年，加州發現
了金礦，數萬華人勞工應需前往。1862年，美國興建太平洋鐵路
平洋鐵路，
招募大批華工，那些勞工完成工作後被辭退，有的回國，有的留下
務農，有的開餐館，也有的開洗衣店。
第二浪潮：
第二浪潮：留學潮
北美的華人信徒，大部份是近數十年到北美求學的一群，他們獲大
學或研究所學位後，便留下來工作，從學生身分變成工作身分，然
後是移民身分，創家立業，也落地生根。按原居地分類，他們可以
分為四類：來自香港、臺灣、東南亞及中國大陸。
第三浪潮：
三浪潮：移民潮
1965年，美國移民政策改革，配額給中、港、臺的華人移居美國，
這些配額年年有別，從二至六萬不等。美國90年普查結果，華人人
口共164萬5千。到了2000年，美國華人人口已達270萬。
~世界華福CCCOWE

北美華人教會歷史
北美華人教會歷史
一．十九世紀末
早期華人教會的開始，乃由北美的一些白人大宗派設立，主要在大
城市如San Francisco、Vancouver等地。
二．二十世紀初
亞洲派來的華人牧師或移民來的華人牧者開創教會，華人教會即由
白人手中接管自立。華人教會因有華人牧者牧養，增長較佳。而在
1931年，美國有華人教會六十四家，加拿大有六家。
三．二十世紀中
留學潮及移民潮影響了華人教會大增，各大學基督徒也組成了查經
班。華人教會不單集中在華埠或唐人街，更延伸到各衛星區。
四．二十世紀末至今
二十世紀末至今
華人教會近年的增長的兩條路線:一條是第二代華裔線，一條是中
國大陸線。過去，華人教會著重新移民事工，但看見第二代華裔流
失，華人領袖開始醒覺，開始注重英語崇拜及聘請第二代華裔牧者。
80年中期後中國大陸新移民及學者的湧入，紛紛開設中國大陸的事
工及團契，這兩條路線帶來了教會的增長。
~世界華福CCCOWE

北美查經班的發展以及查經班轉型成教會的歷史透視
一、萌芽期：
萌芽期：學生事工的興起（
生事工的興起（1950—1961年）
由於大陸政權的易手及緊隨着的韓戰，那時候5000名左右的中國留
美學生大多被迫滯留在美國。到了五零年代的下半，由於東南亞政
治不穩定，加上港臺兩地的學生開始來美留學，查經班在北美各地
應運而生。
第一個北美查經班，是1950年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基督徒團契”。
在1952至1957年間，金陵神學院基金會也曾在紐約、費城、芝加哥
及波士頓、西雅圖等五地工作，舉辦過夏令會。第一個華人學生工
作機構，則是趙君影於1956年在洛杉磯成立的中華歸主協會。
二、成長期：
佈道與聯繫（1961—1972年）
成長期：組織、
組織、佈道與聯繫（
1960年代學生潮繼續湧現。 1961年，王永信在底特律成立了中國
信徒佈道會，作佈道、文字、影音與人才訓練。蔡錫惠與周主培在
1963年成立基督使者協會
基督使者協會成立查經班並透過退修會和文字工作及差
傳工作等，來領人歸主、栽培中國留學生的靈性。
查經班除了解決靈性上的需要外，也成為當地的“中國同鄉會”，
是留學生活動與聯絡中心。

北美查經班的發展以及查經班轉型成教會的歷史透視
三、發展期：
發展期：轉型為華人教會（
轉型為華人教會（1972—1981年）
留學生畢業之後，大多數人選擇留在美國結婚生子，有些父母會來
短期探親，也有申請居留，這樣查經班裏年長、中年、青年都有。
至1980年代這些查經班已陸續轉型為華人教會。
1978年中國開放留學政策，中國學生學者開始逐漸到達海外各地。
四、定型期：
宣教（1982年至今）
定型期：增長、事奉、
事奉、宣教（
年至今）
1980年中期開始, 尤其是1990年後中國學生學者大量湧入北美華人
教會.近二十幾年來，大量中國留學生到北美接受福音、信主、進
到教會，並且借著這些留學生將福音帶回大陸去。也有越來越多的
在北美成長起來的基督徒、牧師及傳道人到中國大陸傳道、培訓、
建立查經班與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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