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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華人基督教會．DNA 領袖進深訓練課程 

教會歷史概覽及信仰反思 

福音大復興與宣教運動 

陳宗遠 

 

學習目標 

 認識十八世紀英美大復興及其代表人物  

 認識十九世紀美國大復興及其代表人物  

 認識十八、十九世紀宣教運動及其代表人物  

 從上述運動、人物學功課 

 

十八世紀：翻天覆地的年代 

東方、西方大事選錄 

東方 西方 大復興 

1721康熙閉關鎖國， 

禁止宣教士來華 

1750s 英國控制印度 

大部份疆土 

1756-63 七年戰爭 

1765-83 美國獨立戰爭 

1789-99 法國大革命 

1799 拿破崙崛起 

啟蒙運動、工業革命 

第一次 (1730-55) 

第二次 (1790-1840) 

第三次 (1855-1930) 

第四次 (1960-80) 

 

大復興 @ 英國 (The Great Awakening) 

當時的英國 

 政治：Act of Uniformity 1662、Conventicle Act 1664、Five Mile Act 1665 

 宗教：唯理主義、自然神論、繁文縟節 

 工業革命前夕：文盲、暴力、粗鄙、酗酒 

 

George Whitefield (1714-70) 

 以 servitor身份就讀牛津，結識 John and Charles Wesley 

 1735 年，深覺罪的勢力，徹底在神面前認罪，得著極

大平安 

 1736年 6月，首次講道，有 15人信主，強調唯有悔改

認罪，真心信主，藉著聖靈重生，才可以得著救恩 

 1738年，首次踏足美國，與 Jonathan Edwards成為知己 

 後來與 John Wesley 對預定論和奴隸的看法不同，分道

揚鑣，專注公開佈道 

課堂講義、錄音連結 

http://rhcccm.com/portfolio/2018-

dna-leaders-advanced-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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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年，在英國籌款興建 Bethesda Orphanage，乃美國首間孤兒院 

 1740年，再踏足美國，講了一連串的道，是為 The Great Awakening of 1740 

 與 Benjamin Franklin成為莫逆之交 

 

John Wesley (1703-91) 

 在牛津讀書期間參加 Holy Club，蒙恩得救 

 1730年和兄弟 Charles Wesley去美國 Georgia宣教，遇上Moravian Brethren，得著

啟發，再次悔改認罪接受耶穌作他救主與主宰，感到極大喜樂 

 1738 年，返回倫敦，發覺不是很多教會容讓他講道，那些教會亦不歡迎較草根階

層參加，於是就如Whitefield一樣，在公開地方傳道 

 50 年期間，走了 250,000 哩，主要騎馬。在佈道會中，成千上萬的人流淚悔改，

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罪，接受耶穌為救主 

 Wesley 強調：重生得救、因信稱義、聖靈內證、全然成聖、反預定論 

 1739年，在 Bristol創立 Bristol Chapel。後來這個 Society的傳道人增多，Chapels

也增多，John and Charles Wesley、另外 4 位傳道人、四位平信徒在倫敦舉行

Methodist Conference，選出 John Wesley 為 President，Methodist Church 由此誕生 

 其實Wesley無意建立宗派，他在聖公會按立為牧師，但他是一個極有組織能力的

人，再加上他在聖公會受到壓逼。起初他們在家中聚會，稱為 Societies，但當人

愈來愈多，Wesley 就組織一些 classes，每一個 class十二人，其中一個是領袖 (後

來再改組為 bands，由六至八人組成)，他們每星期一起祈禱、讀聖經、團契、行

善、彼此守望、認罪代禱，男女分開，口號是：  

o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The Use of Money) 

o “Do all the good you can, by all the means you can, in all the ways you can, in all 

the places you can, at all the time you can, to all the people you can, as long as 

ever you can.” (Rule for Christian Living) 

 當聖公會不信任他、不歡迎他時，他就說：「我看這世界為我的牧區 (the world is 

my parish)。我的意思是，無論我到哪裡，我要向一切願意聆聽的人傳講救恩的福

音，這是正確、合宜、責無旁貸的事。」 

 Wesley總共講過 40,000篇道，當他死的時候，循道會已經有 294個牧師，71,668

英國信徒，19 個宣教士，43,265 個美國信徒，198 個美國牧師，現在循道會有三

千萬會員。 

 

Charles Simeon (1759-1836) 與學生運動 

 1779年在劍橋大學畢業，1782年按立為牧師，是 Holy Trunity 的 Vicar，當時只有

23歲，已經是 Fellow of th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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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劍橋帶動大學福音工作，又致力海外宣教 

 先後創立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The London Jews 

Society、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Bible Society、

Simeon Trust 

 流芳百世的作品為 Horae Homileticae，從三方面解經：

如何折服罪人、如何高舉救主、如何導人聖潔 

 1836年逝世 

o 40年後劍橋的學生團契成立 

o 再 3年後，牛津大學亦成立基督徒團契 

o 大學查經班、祈禱會如雨後春筍 

o 再兩年後，劍橋七子往中國宣教  

o 在美國，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誕生，推動海外宣教工作 

o 1905年，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誕生 

o 後來 Inter-varsity Fellowship興起 

 

大復興 @ 美國 

Johnathan Edwards (1703-58)  

 1741年 7月 8日，他所講的一篇道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7,100 多

字)，非常震撼。一下是部份節錄： 

 

… O sinner! Consider the fearful danger you are in: it is a great furnace of wrath, a 

wide and bottomless pit, full of the fire of wrath, that you are held over in the hand of that 

God, whose wrath is provoked and incensed as much against you, as against many of the 

damned in hell... And consider here more particularly…  

Whose wrath it is: it is the wrath of the infinite God… 

It is the fierceness of his wrath that you are exposed to… 

The misery you are exposed to is that which God will inflict to that end, that he might 

show what that wrath of Jehovah is… 

It is everlasting wrath. It would be dreadful to suffer this fierceness and wrath of 

Almighty God one moment; but you must suffer it to all eternity… 

And now you have an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y, a day wherein Christ has thrown the 

door of mercy wide open, and stands in calling and crying with a loud voice to poor 

sinners; a day wherein many are flocking to him, and pressing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 Oh, sirs, your case, in an especial manner, is extremely dangerous. Your guilt and 

hardness of heart is extremely great… 

And let every one that is yet out of Christ, and hanging over the pit of hell, whether 

they be old men and women, or middle aged, or young people, or little children,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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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ken to the loud calls of God’s word and providence… 

Therefore, let every one that is out of Christ, now awake and fly from the wrath to 

come. The wrath of Almighty God is now undoubtedly hanging over a great part of this 

congregation. Let every one fly out of Sodom: “Haste and escape for your lives, look not 

behind you, escape to the mountain, lest you be consumed.” 

 

 同年，另一篇講章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True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 列出真

悔改的五個印記：愛基督、厭惡罪、愛聖言、愛真理和神的事、愛信徒 

 Edwards 強調：為復興運動申辯、駁亞米紐斯主義、自然神論的危機、尋索完美

的境界 

 以下是 Edwards 部份事蹟：  

o 十三歲時入讀耶魯大學 

o 1720年耶魯大學畢業，然後再攻讀兩年神學 

o 1729年加入 New England一間教會，在教會作牧師直至 1750 

o 牧養期間，深深體會到社會的敗壞，尤其青年更是如此 

o 1731年，只有 28歲，在Boston講了一篇道，針對人罪的問題而直斥其非，

很多人悔改認罪歸信基督，他深信這復興是神恩典的結果  

o 1735年，復興之火蔓延整個 New England，他除了到處講道，每天用 14-15 

小時研讀及寫作，更作宣教工作，往 Stockbridge 地方向當地的印第安人及

白人傳福音，並在當地寫成重要的著作 Freedom of the Will (1754) ；否定有

自由意志這回事，以為人犯罪，什麼 (包括他的意志) 也是犯罪，並不是自

由的 

o 1758年，成為 College of  New Jersey 的校長，此乃 Princeton的前身，但在

三月死於天花 

 

大復興的影響 

 自由佈道家的興起 

 走出傳統體制框框 

 崇尚情詞迫切宣講 

 逐漸以講員為中心 

 重實際輕神學爭拗 

 帶動各種教會運動 

 推動各種社會改革 

 

停一停，想一想 

 大復興一眾偉人強調悔罪，鞭撻「掛名」的信仰，對你有何提醒？ 

 你跟未信者的關係如何？Whitefield 贏得 Franklin 的尊重，成為莫逆之交，對你有

何提醒？ (西四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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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團契生活如何？Wesley 的約章、彼此守望生活，

有何借鏡之處？ 

 近年，「門徒訓練」之風熾熱。你會著眼什麼？人數的

倍增？生命的特質？ 

 你的團契容得下其他階層 (雅二 1)、立場的人嗎？但後

者界線何在？ 

 此刻，你正介懷自己服侍的果效嗎？Charles Simeon 服

侍的成效，要在身後幾十年才開花結果。對你有何提醒？ 

 敬請為 Urbana 18 祈禱。 

 

十九世紀：否定超自然、列強逐鹿的年代 

東方、西方大事選錄 

東方 西方 哲學的發展 神學發展 

1841、56 鴉片戰爭 

1842 教案浮現 

1851-64 太平天國 

1858 日美修好通商條約 

1861-95 洋務運動 

1868 明治維新 

1894-95 甲午戰爭 

1898 百日維新 

1814-15 維也納會議 

1830 摩門教冒起 

1848-49 歐洲革命浪潮 

1848-70 義大利統一 

1861 美國內戰 

1871 德國統一 

1881-1914 帝國主義浪潮 

(瓜分亞非) 

1898-1912 英德軍備競賽 

Schleiermacher 

Hegel 

Kierkegaard 

Feuerbach 

Marx 

Nietzsche 

Darwin 

自由神學抬頭 

What my reason says, 

God says 

福音派的崛起 

What the Bible says, 

God says 

天主教的回應 

What the Church says, 

God says 

 

第二次復興 @ 美國 (Second Awakening) 

Charles Finney (1792-1875) 

 律師出身，1821 年決志信主：「像泉水般的愛湧流入我心中。」開始自己研讀聖

經，加入了長老會，但對加爾文神學抱著懷疑的態度 

 頗有恩賜傳道，1826 年開始在費城及附近城鎮舉行大型佈道會，後來更轉往 New 

York、Boston等城巿佈道 

 相信人有自由意志，是第一個傳道人實行「呼召」，每次講完道，他都呼召人信

主，走到台前，在眾人面前認信。 引進「新辦法」，包括一連數天的延長聚會、

逐家探訪、在講道和禱告時呼喚會眾的名字、使用粗俗俚語、女士可在會中禱告

和做見證、設立「焦急櫈」 (anxious seats) 等等 

 後來到 Oberlin聖經學校教書，成為首個神學教授  

 Finney 主要的恩賜是佈道，神學並非一流，所建構的成聖追求的教義，既是 

Oberlin 的商標，也對聖潔運動有貢獻，但對後世有以下值得商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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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人人都有自由意志，選擇信主 

o 成聖是人一連串的經驗，靠自己意志達到 

o 人可以靠著自由意志達到無罪的境地   

 

D. L. Moody (1837-99) 

 十九世紀末，美國越來越工業化，從事農業耕種的越來越少，大量昔日耕種的湧

進大城巿中，特別是黑奴，城市宣教的需要也越來越大 

 Moody是先鋒之一，本來賣鞋生意，經主日學老師認識耶穌 

 前往芝加哥發展生意，但覺得神呼召他去傳福音；沒有受過正統的神學訓練，但

蒙神大大使用，開始時在 YMCA、內戰時的軍營，之後在各大城巿主持大型的奮

興佈道大會，在十九世紀的末後 30年常常如是  

 有別於 Finney，跟從加爾文的神學，但對 limited atonement卻有保留 

 後人分析，Moody 強調：人被墮落所毀、要被寶血舊屬、經由聖靈重生 

 不但在美國有極大的影響，也曾到英國傳道，其中在 1873-1875 年前往倫敦主領

佈道會，有 2,500,000人參加 

 Moody雖沒有受過正統的神學訓練，但看重神學訓練，在芝加哥設立Moody Bible 

Institute，在訓練海外宣教甚具影響力 (Jewish Studies) 

 

第二次大復興的影響 

 普羅信徒興起 

 新興事工發展：聯合事工、福音機構、青年工作、主日學運動 

 

宣教運動 

William Carey (1761-1834) @ 印度 

 生於 Northampton，對科學及語言極有心得和恩賜，後

來成為浸信會牧師，對宣教極有負擔 

 1792年成立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當日，共

有 12個浸信會的窮牧師參與，共籌得 13磅 6便士，翌

年差派 Carey去印度 

 Carey 在印度的工作一點也不簡單…… 

o 起初在 Calcutta立足，一面工作餬口，一面學習

Bengali語言 

o 經過六年時間，完成 Bengali New Testament 

o 後來改在丹麥殖民區 Serampore 立足，買了一間屋，用來棲身、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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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801年，帶了第一個印度人信耶穌，名叫 Krishna Pal 

 信主後首個疑難：這位木匠應否維持 Caste呢？ 

 1802年，Krishna Pal 的女兒 Sudra嫁給一個 Brahmin。婚禮表明教會

的立場 ── 反對階級制度 

o 後來，印度總督成立 Fort William College (公務員學院)，邀請 Carey 教授

Bengali。他因利成便，為Bengali 編製文法，又學習 Sanskrit，替 Sanskrit製

訂文法，更把聖經翻譯成 Sanskrit。Carey把聖經譯成 44種不同的印度方言 

o Carey 的太太 Dorothy 患有情緒病，對 Carey形成極大的重擔和負擔。1807

年，Dorothy 逝世，1808 年他與 Charlotte Rhumohr 結婚，Charlotte 是丹麥

人，極有學問，與 Carey不分伯仲。結婚十三年，她就死了 

o 1818年，創立 Serampore College，專門訓練印度人作本地宣教工作 

o 1820年，創立了 The Agri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India，熱衷植物學 

o 後來，Carey跟總會及新來的宣教士無法合作，就毅然離開親身建立的差會，

投身 College，直至 1834年逝世，人稱近代宣教之父 

o 短短 40年 (即：由 Carey 奉差到逝世那年)，印度已經有 50萬基督徒 

 

David Livingstone (1813-73) @ 非洲 

 生於蘇格蘭，家貧，但非常敬

虔，後來在 Glasgow 唸醫科，在

倫敦醫院工作，又在英國唸神

學。集醫生、宣教士、探險家於

一身 

 1841-1856 參 加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南非工

作，深入非洲內陸，掌握風土人

情 

 1851-56 年間，從西至東，走遍

非洲，發表所見所聞。但差會不

以為這些遊記與傳教有任何關係，他就轉為英國政府去探索 River Zambezi 。但在

這次旅程中，太太去世 

 1866年，重返非洲，在東非探險，直至 1873年 5月 4日(1日?) 因患瘧疾逝世。其

土著隨從 Chuma、Susi 挖出其心臟，將之埋於逝世地點附近一棵樹下，後為

Livingstone Memorial。他的同工則把其遺體運回英國，葬在 Westminster Abby 

 Livingstone的成就：遏止販買奴隸、介紹非洲地理風土 (The Victoria F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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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 (1782-1834) @ 中國 

 1807 年，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的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抵達中國廣州。他來華傳道，並不得到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贊同，船長向他說：「你

以為你可以憑著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改變這麼大的中

國的信仰嗎？」馬禮遜答道：「我不能，但神能！」  

 經過 25年的辛勞工作，把整本聖經翻譯成中文 

 但在 25年內，只有 10個人接受了水禮。第一個接受福

音的中國人是蔡阿高，他於 1814年在澳門接受水禮 

 滿清政府一直禁止他們傳教，但對他們在廣州及澳門

的宗教活動卻稍為寬容。中國人若然信教，要被送往

新彊，成為回教徒的奴隸。 

 

待續：基督教在中國 

 馬禮遜的宣教策略 

 內地會的興起擴展 

 義和團與殉道熱血 

 風雨飄搖中的堅信 

 變色後的政教關係 

 

停一停、想一想 

 上述宣教偉人的生平、際遇，給你什麼提醒？ 

 你曾／一直參與本土、海外短期服侍嗎？有何體驗？什麼驅使你繼續參與？ 

 若你未曾參與過，會否在新一年有所體驗？ 

 你身邊有奉獻宣教的弟兄姊妹嗎？你清楚他們的處境嗎？你如何支持他們？ 

 當這些宣教士面對各樣難題 (例如：思鄉、懷古、疑惑、憂慮、不爽、語言未通、

被人誤會、與同工有齟齬、事工一籌莫展、健康出了問題、家庭遇上挑戰、本鄉

家人發生事故……)，你會怎樣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