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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迦勒
「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
耶穌說：

主

他們中間。」
（太18:20）信徒的家，是三一神同在的居所；家，是福音傳

播的最佳平台，可向四鄰擴展，迅速而大量的倍增；家，是信仰承傳的根據
地，代代相傳。藉著家與城郊的聚集，主的教會於主後第三世紀初傳遍了羅
馬帝國。藉著家庭以及田野中的聚會，主的教會於1960-1980之間遍布中華大
地。家，正是當今中國大陸無神論政權無法禁止的基督徒信仰的基地與社區
宣教平台。
家庭教會的場所，可以就在張奶奶的家，可以是王先生的辦公室，可以
是陳叔叔的農莊，可以在工廠中或餐廳裡。福音進入家中，福音傳出家外。其
中沒有有名的大牧師，沒有解經家，沒有大講員，甚至也沒有靈恩運動中的
眾多先知，然而有許多平凡的信徒，沒有高深的知識或顯赫的地位，然而，經
由平凡人，主的福音在各地迅速傳開，微型教會迅速被複製，這就是初代教
會的成長，廿世紀末葉中國大陸教會的崛起，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屬靈復興
運動的普遍模式（例如：烏干達、柬埔塞、印度）。請您注意一個經驗法則：
屬靈的復興往往也帶動社會與國家的興起！這是台灣與中國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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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大會

1949年以前 中國教會屬靈復興（節錄一）
── 以1920年以前為主

郭明璋老師

編按：本會於今年4月28日舉行「屬
受餐信徒不到500人，但是到1877年第一次在華宣教

所組成的三合一宣教事工的推動者。於是1895年北

郭老師在會中發表了〈1949年

士大會，信徒數上升到13515人，1900年為85000人。

美協會派遣第一位幹事來會理（D. W. Lyon）來華。

早在19世紀，福州、天津、北京的教會都曾經歷

穆德 於1896 年來華，當時中國只有5個學校青

復興（註3），不過這些復興的例子比較零散，只屬於

年會，他在來華三個月，遍訪全國高等教育機構，組

地區性，反而是在教會學校比較多出現小規模的屬靈

織成立了22處學校青年會。並且召集學校代表於上

復興，尤其是在基督教青年會進入中國後，在各地教

海舉行第一次全

會學校成立學校青年會所產生的復興（註4）。

國會議，會中成立

反之，西方城邦教會(以教堂為中心)興起

以前的中國教會屬靈復興〉專

之後，普世宣教熱忱開始冷卻、腳步開始趨緩

文，簡言之：悔改認罪與積極

與停滯；以牧師為中心的教會取代以平信徒

宣教為中國屬靈復興的特色。

為主角的家教會之後，教會的發長方向由外向

由於內容豐富，礙於刊登篇幅

轉向內向，由宣教導向轉為牧養導向，教堂林

有限，本篇僅節錄該文中關於

立，美倫美奐，然而教會卻不再自然生養，門

1920年代以前中國教會屬靈復

徒也不再揹著十架跟隨主基督。因此，我們需

興內容，1930年代以後至1949

要謹慎，不要限制了家教會、職場教會與微型

年的發展，留待下期刊載。

學生工作的萌芽
青年會在華的歷史可追溯到 1870 年代。最早

教會之發展，牧者與教會要放手讓平信徒去發

由中國學生設立的青年會是在1885 年，由 施美志

展小、快、多的家庭教會，勿以城邦中心思維

（George Smyth）在福州的英華書院（福建協和大學

限制了教會有機生命的繁衍。

的前身之一）創立。次年，畢海瀾（Harlan Beach）

中國官方控管的三自教會不會成為未來
中國教會發展的主流；合於聖經真理與教會發
展史實的主流教會永遠會在今日大陸家庭教
會這一邊，屬靈大覺醒、大復興永遠會屬於以
熱切祈禱、純正傳道、忠心服事的主的教會身
上，譬如：示每拿、譬如：非拉鐵非教會。冀
望台灣與華人教會切勿誤判屬靈情勢，反倒壓
制了家庭教會與微型教會體系在聖靈帶領下
的發展。
請與我們受苦的家庭教會弟兄們站在一
起！

註：本文感謝朱柬牧師指導



靈復興運動在中國」研討會，

雙月刊 92期 (2012．7-8)

中國與福音

廿世紀以前的中國教會復興：局部
性和地區性

在北通州的潞河書院 （燕京大學的前身之一）成立
學校青年會，之後又有杭州育英書院（之江大學的前

1840年鴉片戰爭後，來華宣教士的

身）的青年會成立 （註5）。由於青年會的聚會由學

活動侷限在香港和五個通商口岸，面對

生自己帶領，注重彼此的支持和社會服務，不同以往

排外的中國社會以及堅如磐石的中國文

由宣教士主講的方式，聚會變得活躍，人數也顯著增

化，基督教在這時期只求在中國立足，談

加，會主動在校園或組隊到校外傳福音。宣教士樂見

不到什麼復興。

這種信仰復興現象，於是要求北美協會差派幹事來

1858-60年英法聯軍，先後簽訂了天
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給予宣教士到內地

「中國基督教學塾
幼 徒 會 」， 來 會

理擔任總幹事，出
版《學塾月報》，
並立即加入世界
基督教學生同盟，
成為團體會員。穆
德此次來華，影響
了 76 名學 生 決 志
終身傳道，他們是
後來的中國學生立
志傳道團的前驅

穆德（John R. Mott）
圖片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
John_Raleigh_Mott,_1910.jpg

（註8）。

華，尤其需要能對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工作的人
才（註6）。

活動與買地建堂的權利，並且將宣教士

1890年第二次在華宣教士大會，北美協會巡迴

及中國信徒置於條約保護下，所以1860

幹事魏夏德報告青年事工，會中一致贊成青年會的

年後，在華傳教事業和力量快速增長。

宗旨，聯合請求青年會遣派代表來華，將在美國辦得

宣教士從1858年的85人，到1881年，宣

頗有成效之青年會事業推行於中國（註7）。在美國

教士及其家眷達618人 （註1），到1898

的穆德（John R. Mott）強烈支持這個計畫，穆德是

年宣教士腳蹤遍及18省（註2）。1858年

當時學生立志海外傳道團、基督教學生同盟、青年會

1898年，巴樂滿（F. S. Brockman）、路思義
（H. W. Luce）、格林（R. D. Gailey）先後抵華，分
別擔任香港、上海、天津青年會的幹事，並在這三個
地方開拓城市青年會（註9）。市會也有學生工作，到

1901年，全國已有市會3處、校會40處。因著這些宣
教資源的投入，學生工作始呈現復興的跡象。

1900年春天，復興也臨到華北的教會學院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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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登州的教會，學校和教會的奮興會充滿了

色的復興工作是從與韓國接壤的東北開始。古約翰

為各個差會若透過聖靈的復興，致力差派宣教士往工

認罪和奉獻的見證，一直持續三星期之久，這

（J. Goforth）由加拿大長老會差派到中國東北傳道，

場，「福音廣傳世界」便指日可待，但大多數與會的

些學院甚至停課讓學生到附近的鄉村去傳福

他致力於推動中國教會的復興，於是，橫掃中國東三

領袖以為倚靠教會的人力物力便可促成復興，忽略聖

音。這次復興也影響了北京、保定和天津的教

省的大復興就從1908年開始，這次復興的浪潮衝擊

靈對普世宣教的重要角色。

會。在同年發生的義和團排外運動時，這些學

全國各省，首先傳到山西和河南，復興所到之處顯明

生當中有40人為主殉道。在接下來的中國教

的記號就是「徹底認罪」和「靈性復甦」；接下來傳

會1900-10的復興，其實是19世紀末這一波復

遍了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直到陜西、甘肅，也往

興的延續和擴大。

南傳到了江蘇、安徽、浙江、湖北、四川、湖南、廣
東、廣西和雲南各省。復興也為中國教會訓練了大有

小結

能力的傳道人，例如丁立美等人。

19世紀來華宣教士的信仰絕大多數都秉
持正統的基督教，例如加爾文改革宗、清教
徒運動、衛斯理的追隨者、英國聖公會的福
音派，以及19世紀時美國復興運動的領袖，他
們的共同特色都做到一方面熱心佈道，一方
面也關心社會。這種特色體現於新教的宣教
共識（A Protestant Missionary Consensus）

1907年在上海舉行的宣教百週年大會
圖片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John_Raleigh_Mott,_1910.jpg
http://memoire.digilib.sh.cn/SHNH//tpsh.jsp?action=bj&value=336&sho
w=1907%C4%EA%C9%CF%BA%A3%B4%AB%BD%CC%CA%BF%
B0%D9%C4%EA%B4%F3%BB%E1

概念上，這共識有四個要點：一，福音傳道

和建立教會；二，對耶穌基督獨特神聖
本質的教義認定；三，願意承認傳教的社會意
義；四，實用的普世主義與宣教士的協作。儘
管，宣教士對宣教事業的重點和策略不同，但絕大多
數宣教士和機構對宣教的基本認識、社會服務在傳
教中的地位，以及基督教的獨特性、優越性，基本立
場是一致的。但廿世紀的基要派與自由派之爭，切斷

路線，雖然他四處奮興佈道，走的卻是自由派神學路
線，除了講個人救
恩之外，也談社會
改革，嘗試將福音
經驗與社會激情

這次復興的關鍵人物古約翰，是傳統路線的代

互相結合。民國初

表，承襲北美復興運動的精神，他受到在台宣教士馬

年，他見中國社會

偕的感召，到中國宣教十多年。有一位英國宣教士在

貧弱、政治紊亂，

考察了這波復興的果子以後，如此說：「從這次的

便認為中國人當時

復興運動我們發現中國人也富有宗教情感，中

最重要的課題是

國人和在倫敦或芝加哥的人一樣可以一聽見福

救國。第一次世界

音即信主，並且中國人對聖靈充滿的渴慕和願

大戰所帶來的災

意捨棄一切來得著主的心願，與西方信徒並無

難和文化衝擊，促

兩樣。」（註12）

使他樂於接受社

第一階段在華北、東北、華南已出現復興現象。

1903年東北滿州發生了普遍的復興，幾乎各地都有

據宣道會的紀錄，1908年在中國南方是教會的

歸主的潮流，同年南方廣州也出現復興的現象，有

復興年，中國內地會的報告指出，從1900-10的十年

747人受洗加入各地教會。1905年廈門、中國西北的

中，該會所屬的傳

教會都有復興的現象。

道據點從394處增
加 到 了 10 01 處，

會福音─ ─以為
基督教的中心思
想是天國在人間
的實現，而天國就

艾迪（Sherwood Eddy）
圖片來源：
h t t p : / / w w w. c o s m i c c a r e . o r g /
Magazine/2011/201103_age.asp

是一個基督化的
社會秩序。艾迪當時是北美青年會的同工，他代表了

了宣教共識，1907年的宣教百週年大會，是共識的最

第二階段顯示全國各地都有復興現象。1906年

後一次展現，也是在華宣教士最後一次整體性的神

有一份宣教士的報告說：「今年中國也經歷了奇妙的

為 995 所，基督徒

學宣告。

復興，特別是北方的教會。這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從 8557 人增長至

無論在北方、上海或廣東，中國傳道人都起了領導

23000 人。內地會

作用。這次復興的記號是，教會中充滿了認罪悔改的

青年會在中國基督教史上有另一個重要的意義，

1907 年有 20000

就是有許多中國基督徒大學生和知識份子投入中國

會友，同一年就有

教會事業。中國教會長期以來都在低下階層中發展，

2720 人受洗加入

傳道人教育水平低，而青年會由於學生工作的需要，

教會。

參與的西教士知識水平都極高，且極重視人才網羅

廿世紀後的中國教會復興：1900-20年中國教
會的復興

見證和為親友鄰居迫切的代禱。……南京的五個宗

廿世紀初的中國教會復興，有學者將其分為三

派舉行了聯合佈道會。」（註11）這次的復興是全國

個階段：第一階段在1900-05年，教會有特別的禱告

性的，1906年的資料顯示，在這之前四年中，全國基

運動；第二階段在1906-07年，有廣泛的歸主運動發

督徒從113900人增加到178000人，教會人數共增加

生；第三階段在1908-09年，教會發生空前的復興，

57%。

一直持續到1911年（註10）。



三階段復興

艾迪（Sherwood Eddy），代表了另一條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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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階段的復興從1908年開始，這次最具特

福音堂從387所增

古約翰（J. Goforth）
圖片來源：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
goforth-index.htm

1910 年 愛 丁
堡宣教大會讓古
約翰失望，他原以

青年會中一股逐漸傾向自由派神學的力量。

青年會的影響

與訓練，華籍幹事必須在國內或國外受訓，起初要
求最少具備中學畢業程度，後來更規定必須大學畢
業（註13）。幹事在職期間常有機會出外進修，例如

雙月刊 92期 (20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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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專三傑」的徐寶謙、吳耀宗、張欽士，在投入青

領奮興會，所到之

繼續幹下去，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取代復興。」

道團」，向邊陲地區傳福音；1919年底「中華續行委

年會後都先後接受青年會的支持赴國外進修，以後

處 座 無 虛 席。當

（註18）

辦會」發起「中華歸主運動」，號召全國教會合作

的謝扶雅、梁小初、胡學誠、丁光訓、江文漢、周聯

時還有其他的奮

華等人都是如此。

興 佈 道 者，包 括

余 慈 度（女 奮 興

舉辦學界的佈道大會是青年會一個頗具影響力

家）、楊維翰、薛

的事工，最著名的是 穆德、艾迪的學生佈道工作。

沈文卿。

五天內，展開各地的學校佈道工作，各處聚集人數都
在千人以上（註14）。艾迪則在1899至1948年間七次

19 0 7 年 宣 教

來華佈道，被稱為「中國學界之使徒」。1913年，穆

百 週 年 大 會，宣

青年達12萬1千多人（註15）。
與學界佈道有關的是青年會所支持的「學生立

志傳道團」（註16）。1896年穆德第一次來華時，有

76名學生決志終身傳道，這些人是中國學生立志傳
道團的前身。到了1909 年，當年決志學生之一的丁
立美在山東濰縣的廣文學堂佈道，300名聽道的學生
中有116名立志獻身事主。次年，青年會安排丁立美
到天津、北京、北通州證道，又有200名學生獻身。
同年，青年會的華北會議在北通州協和大學召開，決

興運動總算把中國教會團結了起來，有助於日後教會

復興佈道運動直接、間接都促進了中國若干宣教
事工。1918年誠靜怡、丁立美等發起「中華國內佈

聯合事工的發展。

孟 則、張 有 信、

1907年，穆德藉著宣教百週年大會第三次訪華，在廿

德與艾迪同來中國，在13個城市中佈道，累計聽道的

宣教。雖然教會人士對復興的觀念不盡相同，但是復

小結

丁立美
圖片來源：
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
readebao.php?a=20081114

註解：
1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Ch’eng-wen Pub,1966; reprint of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p.405-6.

教士成立了福音

2 同上註，p.361.

協 會，1910 年 在

3 James Ware, Revivals with Special Conference to the Mission Schools and Colleges of China , CR 36(May 1905）, p. 220.

漢口制定了城鄉

4 基督教青年會是1844年由英國商人喬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在倫敦創立，最初目的不是為學生，而是為工

佈道計畫，包括訓

業革命之後湧入城市工作的城市青年，傳到北美後才開始有學校青年會。參S. S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練本地佈道人才、舉辦佈道會，向社會不同的階層傳
福音。民國成立後，新政府與外強建交，因基督徒參
與革命之故，各級政府基督徒比例也高，對基督教友
善。1913年，中西教會領袖舉行的全國大會，肯定教
育、醫療、慈善事業的價值，另一方面強調直接傳福
音的迫切性。這助長了民國初年的復興佈道運動。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985-192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8-29.
5 來會理，《中華基督教育年會二十五年小史》（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0），頁2。又參S. S.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 pp.25-27.
6 S. S.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 p.55.
7 余日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史略》(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7)，頁1。
8 瑪泰士，《穆德傳》，頁102。

議成立「中華學生立志傳道團」（註17），團員資

1914年「中華續行委辦會」為協助各教會推行佈

格為立志終身投入傳道事工者，聘請丁立美為該團

道事工，設立佈道促進特委辦，從全國性的角度來處

巡迴幹事，1910 年在通州正式成立。傳道團的主要

理佈道事工的問題，並以教會為中心，透過長期的工

目的，在喚起青年基督徒自動自覺地負起傳福音、服

作直接向各階層人士宣教。為鼓勵人人佈道，該特委

11 同上註，頁48。

務社會的任務。1912年青年會第六次全國大會召開

辦於1917農曆新年發動全國性的特別星期大佈道，

12 同上註，頁53。

時，該團就附屬於當時青年會總機關「中華基督教青

動員了中國教會一般信徒發揮屬靈力量，採取了一些

13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香港：基督教文藝，1969），頁97、110。

年會組合」（青年會全國協會之前身）的學生部門。

頗具創意的佈道方法，與傳統式的佈道會、奮興會產

該團的口號是「在這一代裡，讓祖國和世界福音

生相輔相成的作用，此次所接觸到的人數高達60000

化」。

人，派發出去的福音單張98000份，慕道者超過5000

華人佈道家興起
在當時仍是西教士為主力的中國教會中，丁立

人。隔年2月，全國再次發動新春特別星期佈道，獲
得了8000多間教會支持。

9 余日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史略》，頁4。又參來會理《中華基督教育年會二十五年小史》，頁5。
10 歐伊文，《東亞教會大復興》，頁47。

14 引自查時傑，〈基督教在清朝的傳佈〉，《宇宙光》（1982年10月），頁57。
15 來會理，《中華基督教育年會二十五年小史》，頁11。
16 中國的「學生立志傳道團」源於北美的「學生立志海外傳道團 」，該團起源於1886年，慕迪在麻薩諸塞州黑門
山的青年會夏令會中，鼓舞了100名大學生致力海外宣教。1888年，穆德加入青年會擔任學生巡迴幹事，他正式
組織了「學生立志海外傳道團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在以後六十年間呼召了10

美是第一代中國奮興佈道家的代表，也是1930年代

面對中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的福音工場，復興早

萬名大學生獻身宣教，其中20500名正式到國外宣教。據統計，從1886年至1919年，傳道團派往海外的宣教士共

眾多華人奮興佈道家的先驅，佈道腳蹤遍及全中國，

已是眾人的共識，只有復興才能突破困局，正如一位

8140位，其中2524位到中國，幾乎接近總數的1/3。傳道團的性質完全是宗教性、宣教性的，口號是「我們這一

他被稱為「中國的慕迪」。他鼓勵信徒領人歸主、立

宣教士在《教務雜誌》所說：「求上帝幫助我們各

代要使世界福音化」。

志讀經，還設立聯禱團。1915年秋，他在山東多處主

人同有一個感受──若沒有復興，我們就不能

17 江長川，〈中華基督教學生立志傳道團〉，《中華基督教年鑑》第七期（1924），頁44。
18 Philemon, Thoughts on Revivals , CR 38(June 1907), p.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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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審判 是寬恕 的前提： 從基督教神學評柴玲言論
曼德（定居美國，從事文字和文化宣教）
無知，也缺乏對神的審判和饒恕相

把握上。聖父主要是創造、審判、預定揀選，他體現神

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預定論認為神只愛他

互關係的正確認知。

公義、憤怒、絕對的屬性；聖子耶穌基督主要是救贖，

所預定揀選的人，耶穌基督上十字架不是拯救全人

他體現神犧牲、愛、憐憫的屬性；聖靈也體現安慰、溫

類，他要拯救的是神在創世之先在耶穌基督裡所揀

柔的一面。如果僅僅把握《新約》中耶穌的屬性，而不

選的人。

柴玲的言論不是孤立的個案，
不少民主人權人士成為基督徒後
也有此通病，在對信仰沒有整體把
握的情況下，他們只講愛、祝福和
海內外基督教界享有盛譽的趙天恩牧師積極

在

鼓勵中國基督徒參與政治，尤其是參與中國

民主運動，王炳章、嚴家其、王希哲等資深民運人士
都曾被其教誨，六四一代的張伯笠、傅希秋等牧師
也都受過他的教導和攜助。雖然趙牧師鼓勵基督徒
參政，但他在其《21世紀與後共產主義思想》一文中
對從政和進入司法界的基督徒指出：「他們的預備中
也應當有至少兩年的嚴謹神學訓練裝備」（見《薪盡

火傳》，頁190，中福出版公司2005年版）。可惜目前不
少進入民主運動界的基督徒，在沒有嚴謹神學裝備

《舊約》一樣，對聖經和神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根據預定論，全人類只有一部分人蒙恩得救，而
另一部分人註定下地獄。正如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

寬恕，不講公義、審判和人的罪，

柴玲的兩文，通篇都是對聖子耶穌基督的讚美，但

章9節所說：「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卻為你

動輒就對專制政權進行原諒和超脫。這也不限於民運

缺乏對父神屬性的闡述。聖子耶穌基督寬恕、憐憫的背

所賜給我的人祈求，因他們本是你的。」在基督教早

人士基督徒，在大部分海外華人教會，出於恐共也出於

後，其實是父神永恆的審判和義怒；是父神差遣耶穌基

期最勇敢的清教徒的信條《威斯特敏斯特信條》第

逃世遁世的宗教化神學觀念，華人教會也都是這個腔

督履行神的公義審判，完成了對人類審判的程式正義；

三章，論神永遠的定旨第3條寫到：「按照神的定旨，

調：只講神的祝福、愛、憐憫，幾乎不講神的公義、審

耶穌基督為什麼非得要上十字架、非得要犧牲，原因就

為了彰顯神的榮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選定得永生，並

判和憤怒，對中國國內時刻發生的不公義，華人教會的

是不經審判和懲罰，罪就不得赦免。正如聖經希伯來書

其餘者被預定受永死。」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一

大部分牧師們都是裝聾作啞、從來都不敢出聲。在這種

九章22節：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可見，耶穌

書中寫道：「神並非不分青紅皂白地揀選所有的人有

沒有公義的海外基督教的大背景下的柴的言論，固然不

的犧牲、愛，是建立在神公義的審判基礎上的。耶穌基

救恩的盼望，而是給某些人這個盼望，卻拒絕其他的

僅是民運人士基督徒的悲哀，也是海外華人教會的悲

督替人上十字架是神對人類的公義審判的實施。可見公

人。由此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的預定，乃揀選

哀。

義是愛、寬恕的前提。

某些人有得生命的盼望，宣判其他的人得永死，這個
教義是所有敬虔的人都不否認的。」（註：見約翰加爾

情況下，拿出《聖經》中一兩句經文斷章取義大肆張

剛從天主教中脫離出來的基督教（Protestant），又

目前中共三自教會的所謂神學頭頭，是金陵神學院

揚，或只強調神某一方面屬性而罔顧其他，結果造成

被稱為抗議宗，大多堅守加爾文主義教義，堅持神的公

的丁光訓，他就是一個極端不喜歡《舊約》，而僅僅喜

不小的破壞力，不僅有損民主運動，而且也使更多人

義、盟約和預定揀選，具有對邪惡和黑惡勢力強烈的反

歡《新約》的偽基督徒，他在書中多次咒罵《舊約》中

預定論認為耶穌基督的愛是建立在神的主權揀

對基督信仰產生了誤解。

抗精神。但是今天的華人教會，毫無早期基督教的抗議

的耶和華上帝是暴君、是動輒殺人的魔鬼等等，丁光訓

選基礎之上，耶穌基督的拯救、饒恕的人類群體不是

精神，堅守加爾文主義的教會更是鳳毛麟角，由此導致

創立了一套名為「因愛稱義」的神學，最後發展到只要

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只有一部分人被饒恕、耶穌基

軟弱無力、毫無原則的福音派在華人教會界大行其道。

對他人有愛心，雷鋒、焦裕祿都可以得救的地步。三自

督也只為一部分人上十字架，其他的人不在寬恕之

最近，前六四學生領袖柴玲女士，在六四23周年

一般福音派教會注重教導聖子耶穌基督及其救恩，尤其

神學就是拋棄父神和公義之後的必然惡果。

列，註定要接受神烈火的審判。預定論使我們明白神

紀念期間，以基督徒身份公開發表《我原諒他們》、

是耶穌的愛、憐憫，但是對父神的主權、預定揀選和公

《再談寬恕》兩文，雖然後文是前文的補充，但中心

義很少涉及。

起因

思想都一致，那就是我們要效法耶穌基督寬恕罪人
一樣，寬恕23年前屠殺民眾的兇手。儘管兩文大量列



顧其他位格，就是不全面的。就正如唯讀《新約》不讀

片面闡述神的屬性

文《基督教要義》網路電子版）

的愛是有原則的，建立在神的主權和公義屬性基礎上

神的主權和揀選

的；耶穌基督的救贖、憐憫和大愛，也是實施在神的

不僅耶穌基督的愛是建立在父神的公義審判

預定揀選和公義聖潔的範圍之內。預定論完全符合聖

基礎上，而且更建立在父神的預定揀選基礎上，這

經，也是早期基督教所堅持的。但是時至今日，華人

舉《聖經》經文和故事，但在斷章摘句的背後，缺乏

就是非基督徒都知道，基督教裡的上帝是三位一

就是基督教神學尤其是加爾文神學中著名的預定論

基督教會大多數並不持守預定論，而在一種泛愛論、

的是對《聖經》整體和基督教系統神學全面的把握，

體（Trinity）的神，聖父、聖子、聖靈缺一不可，對神

「就如
（Predestination）。正如聖經以弗所書一章4節：

全人類都得救的普世論中扭曲神的原則、向邪惡妥

缺乏的是對神的預定揀選和神的公義與慈愛屬性的

屬性的把握要建立在對聖父、聖子、聖靈三位的全面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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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的神不僅有慈愛和寬恕，更重要的是

實際上也是愛人如己，因為自己是人，別人也是人！

有公義、審判、對邪惡絕不寬恕的屬性。聖經說，神

你若想別人怎樣待你，你就要怎樣待人。如果我犯

是忌邪的神；神斷不會以有罪為無罪。神必然審判

錯、我犯罪的時候，我希望別人阻擋我，不至於在罪

罪惡，就是在今世沒有審判，在末世的最後審判中，

惡中沉淪；因此，在別人犯錯、犯罪的時候，我也盡

也會審判罪惡和罪人。亞伯拉罕曾說「審判全地的主

我所能阻止別人。所以對邪惡，要阻擋和抵抗，這是

不行公義嗎？」
（創世記十八25）申命記卅二章4節：

為了他好，讓他不至於下地獄，這也是以牙還牙的目

「他所行的無不公平」
。詩篇九六篇13節：
「因為他來
了，他來要審判全地。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他的
信實審判萬民。」

公義審判是寬恕的前提

的。

的淵源

編輯室

球今年夏天最大的盛事，就是在英國倫敦舉辦的世界奧林

「愛你的仇敵」不僅是慈愛的體現，而且它的基
礎實際上也是上帝的公義：愛是為了得到人的靈魂，
讓他得以悔改認罪、歸向上帝，使他能在永恆國度中

全

匹克運動會，世界各國的頂尖運動選手齊聚一堂，努力為自

己贏得最高的榮譽及為國爭光。在中國及台灣也紛紛派出最優秀
的選手，致力於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

得以永生，讓上帝的救贖和審判能在仇敵身上體現。

回溯自古中國的教育觀，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耶穌基督來到世間，說他來不是廢棄律法，而是

愛仇敵的過程，充滿了十字架的犧牲，耶穌的死，使

「開卷有益，戲無功」，將體育視為旁枝末節，甚至輕視之，再看

成全律法。律法的一點一劃也不能去掉。這說明耶

上帝的公義審判得以在愛中實現。仇敵因愛而悔改歸

穌對神的公義和審判的堅持。他在約翰福音十二章

現今中國在運動體育方面的表現與重視，讓人好奇這其中的轉變。

主，他們的原罪被饒恕，但他們在現實中的罪孽，還

31節說到：「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

是要清算。就像一個殺人犯，他臨死前因信主而靈魂

出去。」希伯來書六章1-2節：永恆的審判是基督道理

得救，他的原罪被饒恕，他可以得享永生，但他照樣

的開端。耶穌基督憤怒地潔淨聖殿、耶穌基督在世間

要被處死，因為殺人要償命。

（Justice）、耶穌基督要在末世審判世人，這一切都
彰顯了神的公義的屬性。作為基督徒，我們在感受神
的愛的同時，更應該明白愛的前提，就是神的公義和
審判。

帝卻能，上帝是超越邏輯的。一個真全的上帝必然是

態陋習，導致舉國積弱不振，不論是國力和人民之體力，都不足以

慈愛（饒恕與恩典）和公義（律法與審判）的上帝。

和西方列強相比。由於時勢所逼，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

上帝既是慈愛的，也是公義的。沒有公義的愛就是縱

潮中，中國除了發展船堅砲利重振國威，也開始重視國人的體能強

容邪惡，在沒有公義下談愛、在沒有盟約下談赦罪、

身，當然來華傳教士在這方面扮演了極重要的催生推手。

經文，這些經文要在整個聖經神學和系統神學的大背

成廉價的、粗淺的福音。只有在公義、盟約、審判基

景下來理解。耶穌說「愛你的敵人」是在《聖經》馬

礎上的愛、救贖、寬恕，才是基督徒應該具有的愛。

太福音五章43節：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
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的仇敵，為那

總之，神是公義的神，神的原諒、寬恕，建立在

逼迫你們的禱告。」耶穌引用的話出自舊約利未記24

耶穌基督替人履行公義審判基礎上，沒有公義的審

章17-22節的教導：「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

判就沒有愛和寬恕，耶穌的犧牲也是為了滿足神的公

的，必賠上牲畜以命償命…。以傷還傷，以眼還眼，

義，不能只講愛不講公義審判。一切正如聖經：

句話其實沒有衝突，是上帝屬性的一體兩面，是公義
和慈愛屬性在三位一體上帝的不同展現。

「耶和華保護一切愛他的人，卻要滅絕一切的惡
人」
。
（詩一四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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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屆全國運動會
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由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發起
的首屆全國運動會(亦稱“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
體育同盟會”)在南京南洋勸業場舉行。
比賽設田徑、足球、網球、籃球4個項目。華北、
華南、上海、吳寧(蘇州南京)、武漢派140名運動員
參加。
1924年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在南京成立，以10月18
日定為該協進會成立紀念日。
圖片來源：http://history.inewsweek.cn/story-396-p-1.
html
播基督信仰，亦從事社會慈惠事業，尤
其在體育文化的推廣方面，促使國人對
體育活動逐漸普及起來。以北京青年會

基督教青年會
真正將近代體育正式和有系統地介紹到中國，要屬基督教青
年會，青年會在中國掀起了知識份子和青年們的認同參與，除了傳

1921年上海女青年會女子體育師範學校畢業表演
圖片來源：
http://data.book.163.com/book/section/000BNaaT/000BNaaT4.html

為例，想要推廣體育，就需要有場地，

1913年北京青年會大樓竣工，體育館
具備各式球類、體操、健身房等室內設
施，其後又建立了室外球場、游泳池，
引進更多樣的體育活動。多元多樣的體
育活動吸引不少青年學子加入，同時也
帶動北京的娛樂休閒文化不再僅流於
傳統看戲、聽評書等，而是可以有體能
鍛鍊和觀賞運動賽事的選擇（註1）。在
其他各地的青年會也同樣帶動國人對

「耶和華在他一切所行的，無不公義；在他一切
所做的都有慈愛」
。
（詩一四五17）

「以牙還牙」不僅是公義的體現，而且它的基礎

悠久文化的中國，在面對外強侵門踏戶的衝擊之下，不由得開始

生」是知識份子給人的形象，加上社會抽大煙和纏足所形塑的病

在沒有信靠耶穌下談饒恕，都會把神的救恩和愛變

牙」，新約是突現聖子慈愛的「愛你的仇敵」，這兩

背景有關，尤其十九世紀，西方列強紛紛進入中國，致使自恃擁有

愛和審判同時在一個人身上，在人做不到，在上

另聖經中也有很多耶穌饒恕仇敵、寬恕罪人的

以牙還牙。」舊約的教導是突現上帝公義的「以牙還

那麼，中國何時突破傳統觀念，開始重視體育呢？這與時代

檢視中西文化之差異。中國一向缺乏尚武和強身的精神，「文弱書

要盡諸般的義、耶穌基督的受死復活完成神的公義

10

傳教士 與中國體育

體育活動的重視，對於社會文化和青年
學子的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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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刊物

李愛銳（Eric Liddell）
圖片來源：
http://www.heraldmonthly.
ca/newspaper/web/article.
php?date=0808&id=interv
iew_0808

技 能 和 精 神，並 透
過例行的運動競賽

透過在華傳教士的翻譯

建立學生的體育情

及著作，不少相關體育活動等

操 和 團 隊 精 神，有

的專書得以在中國出版，如麥

益於學生的全人發

克樂（C. H. McCloy）的《體
操釋名》、及《網球》、《籃

展教育。柏格理（S.

球》等專書，將體育項目的細

Pollard）在貴州石

節和規則中文化，並介紹運動
形式和技能，成為當時國人的
體育教材，他同時也大力推動
中國學校的體育制度化。青年

《青年進步》
圖片來源：
http://www.cadal.
zju.edu.cn/Detail.
action?bookNo=12009975

會發行的期刊如《青年進步》，每期內容涵蓋十項目，其
中必包含體育項目，向國人傳播近代西方體育文化。在其
他教會刊物如《教務雜誌》、《萬國公報》，不時也有體

門坎一帶傳教時，引
進各種體育文化活
動，並在所創立的學

以國家之力栽培優良的選手投入國際賽事，亦

校 內 建 游 泳 池，不
僅 供 師 生 使 用，也

後，不眷戀名位，翌年就到中國傳教。不少傳教士本

對當地少數民族開

身都有擅長的運動項目，他們在中國不僅傳基督信

放（註3）。

育文化的介紹，如《萬國公報》第201冊刊載〈論中國亟

最 為 人 津 津

需設立幼稚園〉（註2），強調遊戲對兒童早期教育的重要

樂 道 的 劍 橋 七 傑，

性，藉此傳播體育作為教育一環的思想。

1924年巴黎奧運，李愛銳打破了男子400米的奧運會紀
錄和世界紀錄，奪取了該項目的金牌。
圖片來源：http://www.scotland.cn/zh-hans/node/140

板球好手──施達德（Charles
Studd）
圖片來源：
http://www.wellsofgrace.com/
messages/studd/bio/index.htm

他們不僅個個會
讀書，也都是運動好手，如，施達德（Charles

辦教會學校

仰，也將蘊含基督信仰的精神文化帶給中國，體育文
化就是其中一項，將神創造人時所賦予人的光、熱、

是肩負起國家榮譽的責任。每當有運動員在海
外體育賽事表現優異，都會被冠上「為國爭光」的稱
號；運動員參與國際賽事，更有如出征打仗，其成敗
承載著國家的榮辱，壓力不少呢。

力與美發揮得淋漓盡致。

註解：
今日中國體育教育的發展和普及，昔日在華傳教
士貢獻不少，從而豐富了現代學校教育的內涵。

1 左芙蓉，《社會福音、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造》（北京：宗
教文化出版社，2005），頁118-120。

S t u d d）就是當時英國最知名的板球好手。來

讀書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同樣地，

教會學校不僅只是傳授知識、信仰的殿堂，也都有體

華傳教士的第二代李愛銳（Eric Liddell），曾

體育可以是一國民族精神之展現及作為強國之彰

2 引自王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山東：齊魯
書社，2004），頁64。

育課程設立，非常重視學生的體能訓練，培養學生的體育

在1924年巴黎奧運奪得奧運田徑四百公尺金牌

顯。所以，體育除了作為一般休閒娛樂、強身之用，

3 王大衛，《中國石門》（香港：文匯，2006），頁68。

1910年石門坎舉行規模盛大的運動會(柏格理攝)
圖片來源：http://www.shimenkan.org/book/e/b.htm

柏格理（S. Pollard）
圖片來源：
h t t p://c h u m818.b l o g.163.
com/blog/static/10108747220
1111300172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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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石門坎的游泳池
這是中國西南地區的第一個游泳池。
柏格理是位游泳高手，故在石門坎學校內修建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
用於鍛鍊或比賽。
圖片來源：http://bbs.jrj.com.cn/msg,57567451.html

這個游泳池於1913年端午運動會正
式啟用。

石門坎的足球場
柏格理也在學校內設足球場。球場建在平整的坡地上，
學生們練球稍不小心，球就會滾下山去，學生只能背著
乾糧去找球。因此學生們個個練就高超的控球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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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同工： 平安！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
上。」
（賽五三6）蘇拉颱風肆虐之際，我有幸出席了唐崇榮牧師十月份巡迴佈道
籌備會議與解經講座，席間，唐牧師幾次流淚勸勉台灣牧者與信徒需要悔改、教
會與社會需要悔改，從沒有十字架的牧養神學中回轉。是的，我們都需要切身的
悔改歸正，何必滅亡呢？
十八年前，弟兄回應主的呼召，放下了航空公司主管的高薪，加入了中國福
音會為同工，歡喜跟隨主走過宣教、牧會與教會行政，嘗過許多苦與甘，今年受
命帶領宣教團隊，所執著的就是以生命回應主的恩召，完成主的大使命。
感謝主，祂有說不盡的恩賜，也謝謝您與貴教會經常的代禱與奉獻，使我們
手牽手一同為台灣與中國的屬靈復興運動獻上身心！未來中國宣教的發展仍將
以家庭教會為主流，中國福音會將堅持此一聖經路線，推動：中國福音化、教會
國度化、文化基督化的三化異像，也懇請您堅定與我們同行。我們計畫於十一

月5日週一上午，於本會會議室舉辦大陸宣教工作坊，請對培訓有負擔
的同工預留時間參加。願一切頌讚、國度、榮耀歸與父、子、聖靈！

于迦勒 敬上
2012.08

財務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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