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音大復興與宣教運動



學習目標

•認識十八世紀英美大復興和代表人物

•認識十九世紀美國大復興和代表人物

•認識十八、十九世紀宣教運動和代表人物

•從上述運動、人物學功課



George Whitefield (1714-70)

• 以 servitor 入讀牛津，結識
Wesley 兄弟

• 1735 年徹底認罪

• 1736 年首次講道，15人信主

• 1738 年首次踏足美國

• 與 John Wesley 分道揚鑣，
專注公開佈道

• 1739 年籌款興建Bethesda
Orphanage

• 1740 年再踏足美國

• 與Benjamin Franklin成為莫逆
之交



John Wesley (1703-91)

• 在牛津蒙恩得救

• 1730 年去美國 Georgia 宣教，
遇上Moravian Brethren

• 1738 年開始在公開地方傳道

• 1739年，創立 Bristol Chapel，
成為 Methodist Church 誕生的
伏線

• 50 年期間，走了250,000哩

• 強調重生得救、因信稱義、聖
靈內證、全然成聖、反預定論



Charles Simeon (1759-1836)

• 在劍橋帶動福音工作，致力海外宣教

• 先後創立多個會社

• 流芳百世的作品為 Horae Homileticae

• 身後 40 年……

• 劍橋學生團契

• 再3年後，牛津大學基督徒團契

• 大學查經班、祈禱會如雨後春筍

• 再兩年後，劍橋七子往中國宣教

• 在美國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 1905 年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 Inter-varsity Fellowship興起



Jonathan Edwards (1703-58)

• 1731年，在Boston講道，領人悔改認
罪歸信基督

• 1735年，復興之火蔓延整個 New
England

• 往 Stockbridge 傳道，並寫成 Freedom
of the Will (1754)

• 1741年，講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 同年講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True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 列出真悔改
的印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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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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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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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罪

•與未信者的關係

•團契生活

•門訓熱潮

•團契深廣

•侍奉果效

•為 Urbana 18 祈禱



宣教運動



Charles Finney (1792-1875)
D. L. Moody (1837-99)
Finney 追求成聖

• 人有自由意志做抉擇

• 成聖是人一連串經驗

• 靠自由意志達到無罪

Moody 強調

• 人被墮落所毀

• 要被寶血舊屬

• 經由聖靈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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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Carey (1761-1834)

• 1791 年寫成「基督徒當竭盡
所能引領異教人民歸正」

• 1792 年成立浸信會傳道會

• 1793 年出發往印度

• 1800 年出版 Bengali NT

• 1801 年帶領 Krishna Pal 信主

•任教 Fort William

• 1818 年創立 Serampore College

• 1820 年創立 The Agri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India



An I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
基督徒當竭盡所能引領異教人民歸正



David Livingstone (1813-73)

• 1848-56 第一次歷險

• Lake Ngami、
Zambesi River、
Victoria Falls

•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 1858-64 第二次歷險

• Zambesi River

• Zambesi Narrative

• 1865-73 第三次歷險

•卒於 Ilala, Northern 
Rhodesia





馬禮遜 (1782-1834)

• 1807年抵達廣州

• 經過 25年

• 完成聖經中譯

• 帶領十人受洗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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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偉人的生平、際遇

•參與本土、海外短期服侍

•關心、支援宣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