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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宣教史概览

学习包括认知与态度的转变。俗话说，忽视历史，必将重蹈历史覆辙。本章将阐述福音跨越文化障碍在世

界传播的历史及原因。

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克服偏见。但是，人们似乎经常忘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举个例子，1946美国浸信会

在威斯康星州绿湖举行了“教会与宣教关系”讨论会，参与讨论的代表有数百名，可惜并无一人查考、借

鉴历史，似乎所讨论的问题在教会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好像仅是过去二十几年刚出现的。整个会议过程中，

无人提起1910年爱丁堡会议、1928耶路撒冷会议、1938年印度马德拉斯世界宣教大会，或者相关历史卷宗

（Covell, 1993）。事实是，基督教的根源远远不止于福音派或五旬宗派运动。由此可见，我们需要吸取历

史经验，以古鉴今。

课程 4.1 公元40年至公元950年
学习目标

4.1.1 了解罗马帝国时期教会迅速发展的原因。

4.1.2 阐述查理曼大帝的统治。

课程 4.2 公元700年至公元1600年
4.2.1 阐述公元8世纪初中东及北非教会软弱的原因。

4.2.2 了解“方济会（Franciscans）”与“道明会（ Dominicans ）”。

课程 4.3 公元1500年至公元1800年
4.3.1 讨论马丁·路德对天主教所关注的四个问题的回答。

4.3.2 阐述由敬虔派信徒和莫拉维亚教徒所开启的宣教事工。

课程 4.4 公元1858年至今

4.4.1 列举1858年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

4.4.2 了解神召会成立的主要原因。



32

4.1 公元40年至公元950年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公元40年–公元400年）

4.4.1 学习目标:了解罗马帝国时期教会迅速发展的原因。

1. 列出罗马帝国时期教会迅速发展的两个原因。

基督复活升天后的四百年间，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并于公元391年被定为国教。那时，福音已经传

到罗马帝国之外，从爱尔兰到印度，从埃塞俄比亚到亚美尼亚。福音能够在罗马迅速传播的原因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福音有条件传遍罗马帝国的所有城市。当时罗马的主要城市几乎都有说希腊语的群体，并且希

腊思想和文化占据主体地位。这些因素为当时信徒走进中世纪文明的中心提供了便利。此外，罗马帝国说

希腊语的城市之间联系密切。因此，福音能够在紧密联系的城镇和乡村传播。

第二，基督教很快脱离了犹太教。因此，立刻吸引了很多对犹太信仰不感兴趣的人。

第三，大范围的宣教旅行得以开展。有些宣教旅行并没有记载在使徒行传中。使徒保罗说：“我立了

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罗15:20）使徒彼得提到了居

住在本都、加帕多家、亚洲和比提尼亚的基督徒（彼前1:1），但圣经并未记载这些人是何时归主的。这

说明，公元一世纪还有一些使徒和传道人（并无圣经记载）也参与了福音事工。

第四，继使徒之后，很多伟大圣徒被圣灵重用，为主赢得信徒。其中一位是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

被称为“显灵迹者”（the wonder-worker），他在卡帕多西亚服事期间彰显了很多神迹奇事。“据说，

在他接任主教时全城仅有十七名教友，而当他去世时全城未奉圣教的人也只有十七名。”（Neill 1986, 47）

另一位亚美尼亚的贵格利，被称为“光照者贵格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他因具有极强的教

导恩赐而闻名。从一开始，贵格利就使用亚美尼亚的语言和思想布道、教导福音。后来，人们发明了字母

表，新约圣经被翻译成了亚美尼亚语（Neill 1986, 48）。这体现了福音本土化的发展。

第五，教会中心组织机构建立完成。在多元文化中，教会中心组织机构促进了教会的合一。这表明我

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城市中心作为在其他地区或国家侍奉的中心。

第六，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力量是平信徒。必须强调的是，对基督教传播起主要推动力的似乎并不是“挂

名基督徒”，而是那些在世俗社会中生活并向周围人见证福音的信徒。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en）

说，当时，每一位信徒都将传福音视为神圣的义务。

蛮族转变归主（公元400年–公元950年）

2.阐述哥特人回转归主的原因。

纵观这段时期的历史，就必须考虑政治及宗教上的分歧。这段时期，蛮族不断迁徙进入罗马帝国。公

元378年罗马军队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被哥特人击败，皇帝瓦伦斯阵亡（Cairns 1981, 127）。公元410年，

阿拉里克与哥特人攻占并洗劫罗马。最后在高卢西南和西班牙建立了一个王国（罗马帝国境内第一个日耳

曼王国——西哥特王国）（Latourette 1975a, 95）。公元5世纪到6世纪，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

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以及匈奴人纷纷进入罗马。公元7世纪到9世纪，保加利亚、

阿格斯、斯拉夫人也进入了罗马。

这些民族都接触了基督教，其中很多人接受了基督。哥特人接受福音应归功于宣教士乌尔菲拉

（Ulfilas，公元311年–383年）。乌尔菲拉的父亲是西哥特人，母亲是卡帕多西亚人。他在哥特侍奉长达

40年，创立了哥特字母，并把新约翻译成哥特文。他为福音在这个民族广泛的传播做出了极大贡献。

法兰克王国

公元5世纪，部分法兰克人迁入高卢北部，定居于莱茵河下游地区。希尔德里克一世是这个新兴小国

的第一任国王。那时他尚未归主，但与罗马政界领袖关系友好。公元481年，他的儿子克洛维（Clovis）

继承王位，并逐渐统治整个高卢。公元469年，克洛维受洗归主。在毫无外力的强加情况下，克洛维的大

部分跟随者都效法他归向基督并成为神职人员。有人说，这位国王归向基督是福音在欧洲大陆西北部非罗

马公民群体中广泛传播的主要因素（Neill 1986,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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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

4.1.2 学习目标：阐述查理曼大帝的统治。

查理大帝（即众人熟知的查理曼大帝）的登基标志着加洛林王朝的开始。公元771年至公元800年，查

理大帝通过50场战争将法国、大半个德国以及意大利北部俱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Cairns 1981, 185）。

公元800年，查理大帝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幸的是，查理曼是通过武力迫使人归信基督。他通

过武力迫使萨克森人改信基督教（Latourette 1975a, 350）。Latourette （1975b）总结说：故事情节

不断重复，带有些许变化，战争带来表面的臣服，继而是宣教士为和平努力，新的反抗出现，新的战争爆

发，或多或少令人感觉阴沉、压抑的默从，再反抗，最终取得胜利。”（103）

Stephen Neill（1986）列出了查理曼大帝制定的一些基督教法令：

杀害主教、祭司、执事的，必被处死。凡焚烧死人尸体者，必被处死，因为这是异教徒的风俗。撒克

逊人必须接受洗礼，凡企图隐藏在自己的人民中拒绝接受洗礼的，必被处死。凡与异教徒密谋反对基

督徒的，必被处死。

虽然撒克逊人最终接受了基督教，但是显然并没有真正委身于信仰，也没有与基督建立个人关系。基

督徒仅仅成为了他们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已。

凯尔特人宣教事工拓展

3.什么是“移民式宣教士”？

这段时期，宣教事工的迅速发展应归功于凯尔特人。两座修道院是凯尔特宣教士的主要训练中心，一

座是爱奥那修道院（Iona），另外一座是林迪斯法恩修道院（Lindisfarne），位于苏格兰海岸与英国东

部。McNeill，凯尔特运动的历史学家之一，说：“三百年来，爱尔兰光芒闪耀，照亮了苏格兰、英格兰

以及欧洲大陆。”（McNeill 1974, 175）他们重视圣经，并在个人生活中遵循圣经教导。无论走到哪里，

他们都建立学校，教导圣经。他们为成年人施行洗礼，极其重视祷告，相信神有能力回应出于信心的祷告。

欧洲中部和北部许多地区的人们都接受了凯尔特宣教士所传的福音（national Geographic 1977, 582–

632）。他们被称为“移民式宣教士”，意思是他们在宣教禾场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活。他们所开展的事工

迅速本土化。

4.2 公元700年至公元1600年

伊斯兰教与十字军东征

4.2.1学习目标：阐述公元8世纪初中东及北非教会软弱的原因。

4.拉蒙·卢尔（Ramon Lull）认为向穆斯林传福音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从公元700年到公元1600年的大部分时间，伊斯兰教几乎将中东和北非基督教清洗一空。当时，教会

卷入了与欧洲教会当局的政治冲突。关于基督人性与神性，存在一些异端邪说。而且，圣经没有通过当地

语言被宣讲。因此，伊斯兰教面对的是一个软弱、分裂的教会。公元638年到公元846年，伊斯兰教的军事

侵略尤为频繁。最终，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罗马/希腊帝国的中心在公元1453年陷落。

基督教曾通过军事侵略而扩张，这是基督教历史上令人伤心的一笔，尤其是反对北非与中东穆斯林的

十字军东征。欧洲列强并没有宣讲基督的爱，反而通过残暴的战争攻打穆斯林。在这期间，教会历史上伟

大的宣教士——拉蒙·卢尔（Ramon Lull）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位学者指出向穆斯林传福音需要

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2）写一本书，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表明基督教的真理；

（3）信徒愿意成为忠心且勇敢的见证人，向穆斯林传福音（(Neill 1986, 115–117）。尽管拉蒙·卢尔

并没有为主赢得穆斯林，但他启发信徒寻求较为合理的方式向穆斯林传福音，他在爱心、学习以及热心方

面是基督徒的榜样。

宣教团体（公元1200年–1600年）

4.2.2学习目标：了解“方济会（Franciscans）”与“道明会（ Dominicans ）”。

方济会（Franciscans）与 道明会（ Dominicans ）都产生于十三世纪早期欧洲的动乱中。这段时

期，大学和教堂兴起，意大利商人开始了亚洲商业冒险。宗教复兴也拉开了帷幕。许多信徒意识到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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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应由个人选择而不是政府强加。在学术方面，基督信仰启发了一些学者，例如：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与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a），同时也激励一些人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例如：圣·弗朗西斯，

他深受经文启发，例如马太福音10:7–10：

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疯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

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 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

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按照这节经文的教导，圣·弗朗西斯倡导：通过简单贫穷的生活培养个人品格；布道；帮助穷苦患病之

人。公元1210年，他所创立的方济会得到教皇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的承认。公元1220年，该团

体吸引了5000名成员。他们为基督的缘故奉献自己，甘愿在贫穷的生活中传扬福音。

道明会由圣多明我（St．Dominic）创立（公元1170年–公元1221年）。该团体以布道为宗旨，着重

劝化异教徒，排斥异端，正式名称为“传道兄弟会”（Order of Preachers）。道明会对宣教事工怀有

极大的动力与热诚，正如方济会（Neill 1986, 99）。道明会成员几乎全部来自贵族家庭，而方济会成

员大多从贫民中招募（Latourette 1975a, 437）。“这两个团体都致力于宣教，广泛投身于欧洲、亚洲

和非洲的宣教事工，帮助挂名基督徒获得真正的信仰，同时也带领非信徒归主。”（Latourette 1975a，

439）

15世纪末，尽管众多宣教事工得以开展，尤其是在东方国家，但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欧洲的

信仰。福音事工在欧洲之外的拓展有限，Stephen Neill 将原因总结如下：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路途遥远且交通极为不便。宣教士多年无人探望，支援团队无法到达。很多宣教

士失去了生命，有些是因为蛮族部落的暴力行为，有些是因为在未知区域遭受自然灾害或者无法适应当地气

候。土耳其部落接受福音貌似相当容易，但他们转为穆斯林或改信其他宗教也是极为容易且相当频繁。这些

地区的基督教几乎没有持久性和稳定性……这个时代动荡不安且灾难不断，原因是蛮族部落频繁入侵（Neill

1986, 112–113）。

4.3 公元1500年至1800年

新教改革初期

4.3.1学习目标：讨论马丁·路德对天主教所关注的四个问题的回答。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将自己撰写的《九十五条论纲》（《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的辩论提纲，

共95条）钉在了德国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他与人辩论罗马天主教会中与圣经相悖的教义。Bruce Shelley 写

道，路德如此回答天主教所关注的四个问题：（1）人如何得救？——不凭行为，单靠信心；（2）教会权柄

的来源？——并非看得见的罗马教会，而是圣经中上帝的话语；（3）何为教会？——整个基督徒团体，因

为在上帝面前每位基督徒都是祭司；（4）基督徒生活的真谛是什么？——侍奉上帝，无论蒙受何种呼召，

无世俗神职之分。直到今日，关于新教教义的任何阐述都以这几条真理为核心（Shelley 1982, 264）。

然而，路德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当时并不理解宣教使命——将福音传到地极。David Bosch说，“宗教

改革者们如果不是对宣教怀有敌意，那就是对宣教漠不关心”（Bosch 1991, 243）。事实上，新教徒一直

遭受逼迫并在信仰上存在分歧，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Neill 1986, 187）。

4.3.2学习目标：阐述由敬虔派信徒和莫拉维亚教徒所开启的宣教事工。

5.莫拉维亚宣教士是如何在宣教禾场谋生的？

欧洲全球性宣教事工的开展始于施本尔（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所推行“敬虔主义”

运动。施本尔是路德宗的一位牧师，生活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他聚集一小群信徒在他家中查经、祈祷，

教导他们追求圣洁的个人生活（Cairns 1981, 381）。尼古劳斯·路德维希·辛生道夫伯爵（Nicolaus Ludwig,

Count of Zinzendorf ，1700–1760）在虔信派的影响下长大。他在自己的庄园中建立了一个村庄——

守望村（Herrnhut），为那些逃避天主教迫害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基督徒提供了栖身之所。辛生道夫

对宣教充满热情，渴望将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后来，这些难民被称为“莫拉维亚教徒（Moravians）”。

他们成为宣教士，在世界各地传福音（Latourette 1975b，897）。他们大多是泥瓦匠、木匠、面包师，

居住在各自的宣教禾场，靠手艺谋生，同时传福音、开拓教会。他们是独立完整的宣教团队——成为莫

拉维亚教徒也就意味着成为宣教士。

这段时期，还有一位伟大的人物——来自英格兰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他品格高尚，被

誉为“近代宣教士之父”。1973年，克理乘船前往印度，之后住在塞兰坡，距离加尔各答三十多公里。

他学会了孟加拉语。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将整本圣经翻译成了六种语言，将新约翻译成了二十三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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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福音得以广泛传播。克理与同事致力于文化的研究，其中有位同事华德（William Ward，1769-1823）

撰写了一部关于印度文化的著作。克理被称为“孟加拉散文文学的奠基人”。此外，克理与同事还建立

了学校，用以培养当地信徒参与宣教（Covell 1993）。

4.4 公元1858年—至今

第二次新教宣教热潮

4.4.1学习目标：列举1858年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

公元1858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以签订一些列条约结束。外国人可以进入中

国，基督教也取得了合法地位（耶稣教教士可以进入内地自由传教）（Covell 1977, 94）。此时，美国

开始了第二次福音派觉醒（Evangelical Awakening）。这次复兴的特点是更多平信徒参与祷告。宣教机

构应运而生，圣经学校兴起。宣教合作会议得以召开，例如：1900年在纽约举行的传教士会议，162个宣

教机构，超过17.5万人出席会议。

1858年，近代第一位宣教士到达日本。1857年，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出版了著作

《南非传教旅行考察记》（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Neill 1986，275）。

这本书再次推动了非洲宣教事工的发展，引导了中非大学生宣教事工以及其他事工的开展。福音在中国

的传播情况可以说明基督教在这段时期的发展。1853年中国仅有350名基督徒，1889年人数接近4万。1858

年，宣教机构仅有20所，宣教士81名，1889年宣教机构增至41所，宣教士1300多名。

宣教与五旬宗，1914年—至今

4.4.2 学习目标：了解神召会成立的主要原因。

关于向异教徒传福音，英格兰的约翰·瑞兰德（John Ryland）对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说：

“年轻人，请坐下。我知道你为主大发热心。但是，当上帝想让异教徒转变的时候，祂并不会征询我们的

意见。而且，首先必定会蒙方言......”（Covell 1993）。【当克里威廉首次在同工会议时提出向海外

异族宣教时，被约翰·瑞兰德即刻拒绝，并吩咐他坐下……】尽管克理最终去了印度，现代宣教事工也已

经展开，但是瑞兰德所说的话在很大程度上预言了五旬节之后20世纪的宣教推动力量（圣灵）。19世纪见

证了基督教的快速发展。统计数据表明，截至1910年，共有21307位宣教士在世界各地侍奉（Beaver 1968,

115）。然而，20世纪的基督教在圣灵的大能和恩膏下将会获得更大发展。

了解神召会全球宣教事工的发展与策略使我们认识到五旬宗对全球宣教事工的影响。贺西纳（Vinson

Synan）说：“神召会的发展在五旬节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影响范围不仅限于美国，而是全球。”（Synan

1987，15）1914年，五旬宗派创始人也积极推动神召会的发展，因为需要设立一个机构作为海外宣教的中

心。五年后，神召会海外传道部成立（McGee 1986, 89）。

神召会在宣教事工方面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坚持建立能够“自治、自养、自传”的本土教会。因此，

事工的重心是建立圣经学校培养本土教会领袖。宣教士的首要任务是传福音，他们期待也的确见证了事工

中所发生的神迹奇事。另外，他们也积极开展医疗事工，帮助人们摆脱疾病。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宣教策略，

最好的证明是丽莲·翠舍（Lillian Trasher）在埃及建立的孤儿院（McGee 1986, 97–99）。

2004年12月31日统计得出的数据表明了神召会在宣教方面的成就。数据显示，当时全球范围内五旬宗

教派成员与支持者共52,534,858名，圣经学院及大学869所，学生47,628名，培训项目1,131个，学员45,869

名。其中，本土教会牧师109,463名，平信徒领袖100,367，他们侍奉181,590所教会，74,653个分堂点（神

召会全球宣教，2004）。

Grant McClung在美国著名杂志《今日基督教》（In Christianity today）中报告说，全球有5.8亿

五旬宗信徒，增长速度为1900万人/年，54,000人/天。他列出了大卫·巴雷特（David Barrett ） 和托

德·约翰逊（Todd Johnson）的统计数据：

1.五旬宗派主要三个教会团体组成。这三个团体对五旬宗教义的理解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分散在世

界各地分，有59种不同类型的教会。

2.全球150个非灵恩教派中，都有五旬宗信徒。

3.五旬宗派信徒来自9,000种文化，其语言种类有8000。

4.五旬宗派的成员，城市人多于农村人，女性多于男性，来自不发达国家和主体世界（66%）多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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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34%），穷人（87%）多于富人（13%），家庭多于个人，年轻人多于老年人。

5.五旬宗活跃在3,300个大都市中，占整个世界的80% 。

Grant McClung还说：

从五旬节运动开始，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宣教。事实上，脱离“宣教”，我们就无法理解“五旬宗”，

因为五旬宗的“身份”就是：上帝兴起的宣教运动，让福音在末后的日子传遍天下。如今我们正预备进入

五旬宗的第二个百年，需要决定是否继续坚持宣教这一特色（2006）。

自我测试

单项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括号内。

1.福音传遍罗马帝国的时间是基督复活升天后的（ ）。

a）200年

b）300年

c）400年

d）500年

2.福音在罗马帝国迅速传播的原因包括（ ）。

a）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渊源

b）教会组织多元化发展

c）专业神职人员的发展

d）福音能够传遍罗马帝国所有城市

3.蛮族转变归主时，罗马帝国的政治状况（ ）。

a）相对稳定、和平

b）不断遭受蛮族入侵

c）军事征服及势力达到顶点，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d）帝国中心君士坦丁堡建立

4.哥特人接受福音应归功于宣教士（ ）。

a）“显灵迹者”（St. Gregory，“the wonder-worker”）

b）“光照者贵格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

c）克洛维（Clovis）

d）乌尔菲拉（Ulfilas）

5.查理曼大帝使人归向基督的主要方式是（ ）。

a）差遣宣教士

b）使用武力

c）通过文学

d）将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

6.凯尔特宣教士（ ）。

a）有热心，但是受教育程度不高

b）重视教会传统

c）被称为“移民式宣教士”（immigrant missionaries）

d）主要在亚洲开展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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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济会（Franciscans）的创立者是（ ）。

a）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

b）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a）

c）博尼法斯 ( Boniface )

d）圣·弗朗西斯（Giovanni Bernerdone）

8.敬虔运动（Pietist movement）创始人是（ ）。

a）施本尔 (Philipp Jakob Spener)

b）路德维希（Nocolaus Ludwig）

c）麦兰顿 (Melancthon)

d）辛生道夫（Zinzendorf.）

9.新教第二次宣教热潮发生在（ ）。

a）1797年

b）1812年

c）1858年

d）1901年

10.神召会创立的目的是（ ）。

a）为牧师提供资格证书

b）建立海外宣教中心

c）建立五旬宗教派

d）提供正规的神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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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答

第4章

为了帮助大家不局限于课本知识，对所学主题进行更深入思考，以下列出了一些问题并提供了参考答案。

1.列出罗马帝国时期教会迅速发展的两个原因。

第一，福音有条件传遍罗马帝国的所有城市。

第二，基督教很快脱离了犹太教。

第三，大范围的宣教旅行得以开展。

第四，继使徒之后，很多伟大圣徒被圣灵重用，为主赢得信徒。

第五，教会中心组织机构建立完成。在多元文化中，教会中心组织机构促进了教会的合一。

第六，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力量是平信徒。

2.阐述哥特人回转归主的原因。

（1）宣教士乌尔菲拉的服事（公元311年–383年），他的父亲是西哥特人，母亲是卡帕多西亚人；新约

被翻译成哥特语。

3.什么是“移民式宣教士”（immgrant missionary）？

“移民式宣教士”，在宣教禾场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活。

4.拉蒙·卢尔（Ramon Lull）认为向穆斯林传福音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1）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2）写一本书，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表明基督教的真理；（3）信徒愿意成

为忠心且勇敢的见证人，向穆斯林传福音神不但伟大、良善，而且掌管万有。

5.莫拉维亚宣教士是如何在宣教禾场谋生的？

他们大多是泥瓦匠、木匠、面包师，居住在各自的宣教禾场，靠手艺谋生。

6.初代教会是怎么看待基督再来的？

显然，初代教会的信徒认为基督随时再来，这样的认识激励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并竭力完成主的工作，

以免基督再来时发现他们正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