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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入華-元朝也里可溫教(十三世紀) 

• 第三次入華-明朝天主教(十六世紀) 

• “天主教” 

• 清朝百年禁教 (1717 – 1858) 

• 更正教來華 

• 第四次入華-第一次鴉片戰爭(十九世紀中） 

• 蓬勃發展與本土化的世紀(二十世紀) 

 

 

蓬勃發展與本土化的世紀(二十世紀) 

 

義和團事件對教會的影響(1900 – 1920) 

1. 1900年的義和團使傳教士和教會人士對自身進行反省和檢討，他們認識到基督教受不

平等條約的保護，就是涉及政治，與中國人對立。美國宣教士明恩溥說：「基督教要

想在中國取得立足之地，必先得到人民的承認、景仰、贊成與接受。」英國的赫德主

張：「傳教士和教徒的地位應由法律明文規定，教徒應當遵守法律，傳教士必須限制

只能從事傳教工作，並避免任何干預中國官方有關訴訟和調解之舉。」因此，英、美

、德政府和教會內部都響應，對教會和宣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領域的活動作了限制，

傳教士不得從事宣教和傳播知識以外的工作，違者予以處罰甚至驅逐。宣教士不再插

手排解教徒的訴訟事件。這樣使20世紀以後，各地因民教糾紛而引起的教案，很少發

生。 

2. 三自運動：1907年，基督教第一個宣教士馬禮遜來華100周年記念，在華各宗派各差

會在上海召開第三屆傳教士大會〔前兩屆於1877、1890年召開〕。主要討論百年來在

中國宣教的得失，提出更適合中國社會的傳教方針。當時在汕頭宣教30多年的汲約翰

作了《中國的教會》專題報告，他認為民教糾紛和教案的發生，是傳教士在中國傳教

的結果，在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大覺醒的今天，中國教會也不願意再受外國控制。這時

期中國教會已有少數信徒提倡「自治、自養、自傳」，組織了不受外國差會人力、財

力資助的教會。汲約翰從改變教會形象，更有利於傳播基督福音的角度出發，提倡教

會實行三自。關於自治，他認爲中國教會尚不能獨立承擔責任，傳教士必須積極地爲

教會訓練人才。關於自養，他認爲中國信徒多爲農民，難以負擔教會資金，因此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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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宣教基金」。關於自傳，他提出組織中國信徒四處佈道。汲約翰希望逐漸減少宣

教士在中國教會中的作用，把精力轉到教育、出版和神學方面。這是第一次在傳教士

大會上提出中國教會的三自問題。 

3. 1900年基督教來華差會有61個，1919年增至130個。宣教士方面：1900年1500人，1905

年3445人，1914年5400人，1919年6636人，20年增加4倍。大部分宣教士集中於上海、

北京、廣州、南京、福州、長沙、成都、濟南等中心城市。傳教活動呈現從沿海向內

陸、中心城市向四周鄉村輻射的形勢。1920年，傳教士在中國開設了693個傳教點，

1037個佈道機構。另外還有36個基督教團體，如基督教青年會、紅十字會獨立經營的

各種事業。1900年全國信徒有8萬，1906年增至17萬，6年間增長1倍，爲信徒發展最快

時期。到1914年有信徒25萬，1918年爲35萬，1920年達36萬。從1900年到1920年間，

中國信徒總數增長了4.5倍。 

4. 在中國基督徒質與量都大爲增長時，中國的傳道人也大幅增加，尤其1907年以後，被

按立的中國牧師逐漸增多。1906年按立的中國牧師爲345人，到1919年增加到1065人，

增長了3倍。爲培養傳教人才，差會在各地開辦了許多神學院和聖經學校，到1920年，

全國有神學院13所，男子聖經學校48所，女子聖經學校52所。中國教會的上層領袖大

部分都畢業於大學水平的神學院校。1907年傳教士百年大會時，教會選派的500名代表

中，沒有一個中國人；到1913年基督教全國大會時，115名代表中，中國人占了1/3，

到1919年中華歸主會議時，中國代表已占半數，中國教會領袖已成熟壯大起來，成爲

基督教發展中必不可少的力量。 

 

非基運動(1922 – 1927)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簽定的巴黎和會，中國在外交上遭遇挫折，引發五四運

動，知識分子大覺醒，知識分子希望通過知識和實踐來救國，他們的思想受無神論、自由

主義、懷疑主義、世俗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反基督教的各種主義影響〔陳獨秀的唯物主

義，胡適之的實驗主義，錢玄同的疑古主義〕。使得人們對基督教反感加增。又因民族主

義的氣焰高漲，國內政局動蕩不安，國人對西方來的基督教更加仇視，以致爆發了兩次大

規模的「非基運動」(1922 年 4 月, 1924-1927)。 1927 年蔣介石展開清黨行動，掃除共産

黨分子及激進分子，並大力壓制各地的社會運動。共黨於城市策動武裝衝突失敗，被迫逃

至山區，在工人及學生中間的活動也轉至地下。在政治形勢逆轉下，原由政黨推動的反教

運動遂受到遏止。雖然各地仍有零星的反教事件，但隨即被平息。前後綿延 5 年，對教會

帶來極大破壞的「非基運動」終於落幕。 

 

中國教會本土化 

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中，反教人士猛烈地抨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這時，

大多數西方傳教士才醒悟過來，要把教會的領導權移交給中國信徒。中國教會的領袖也意

識到要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必須儘快建立中國化的教會，於是針對過去教會對「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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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外治」的依賴，提出了「自立、自養、自傳」的「三自」方針。教會的建造不再是

靠西方差會，而是靠中國人和對神的信靠。 

 

1927 年由 19 個宗派統一建立「中華基督教會」，成爲中國最大的宗派。另外，以事工合

一為導向所成立的合一組織「基督教全國協進會」於 1922 年成立，該會主要爲顧問及聯

絡性的機構，負責計劃、調查、研究等工作，並探討一些新的路向及工場，特別是農村重

建工作、大型的佈道計劃等聯合事工。抗日戰爭前，該會共有 16 個宗派的教會參加，包

括 30 萬信徒，終占全國信徒人數 61％。 

 

許多中國佈道家興起，在屬靈工作上取代原來西方傳教士，成為中國教會的屬靈領袖。當

時著名的佈道家有王明道、陳崇桂、王載、宋尚節、計志文、倪柝聲、賈玉銘、趙世光等

人。在他們的推動下，中國各地掀起了奮興運動。佈道家足跡所到之處，中國教會都掀起

奮興的熱潮。佈道家通過個人見證、戶外聚會、福音大會、奮興培靈等活動，同信徒一起

認罪、悔改、奉獻，使教會變得生機勃勃，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人信主，加入教會。 

 

1920年代，中國各地出現了獨立自主的教會，大部分都維持不久或發展不起來，但其中發

展到頗具規模的有三個，真耶穌教會、耶穌家庭，和聚會所。前兩者有五旬節的色彩，

後者受弟兄會的影響。到了1950年時，都發展到將近10萬人。這三個中國興起的本土教派

，由於獨特的神學觀與運作方式，內聚力很強，少有與其它教會間的互動。至今耶穌家庭

已經式微，真耶穌教會和聚會所仍蓬勃發展。 

真耶穌教會：真耶穌教會是中國本土第一個靈恩教會，自立、自養、自傳，教會發展得

很快，但由於其特殊的教義，在傳統宗派中被視為異端或極端。創會人魏保羅從「使徒信

心會」中得著靈洗，說方言和醫治。 

聚會所：聚會所由倪柝聲建立，1928年首先在上海擘餅聚會；其後此小團體漸漸發展，在

各地建立聚會點。他們自認不屬於任何宗派，只是一群奉主名聚會的人，所以沒有任何名

稱。後來因為要向政府登記，必須使用一個名稱，就用「基督徒聚會處」或「教會聚會所

」等名字。又由於他們在未有名稱前使用一本「小群歌集」，故亦被稱爲「小群教會」。 

 

中國教會的海外宣教 

中國教會原本集中在沿海省分，因著日本侵華，許多人蒙召往中國內陸傳福音，甚至到海

外作宣教的工作。在個人佈道方面，最著名的是宋尚節，他不僅到中國各地傳福音，也

到東南亞和台灣。中國也建立向國外宣教的差會，其中最著名的有五個，使海外的華人

教會，在世界各地被建立起來，為福音傳遍地極作好根基。 

1. 中華國外佈道團：這是中國第一個向國外宣教的差會，由加拿大宣道會牧師翟輔民

Jaffray 於1929年與王載合作，在廣西梧州創立「中華國外佈道團」。翟輔民認為南洋

福音工作應由華人承擔，西方宣教士只是從旁協助。 

a. 朱醒魂到越南，林證耶和練光臨到印尼。成立8年後，平均在工場上的宣教士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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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到1930年，共派出64位宣教士，在南洋各國設立教會。 

b. 1941年的統計，中國同工有20人，西方教士有30人，另有140位本地同工。分散在

印尼、新幾內亞及附近國家和島嶼，共有139個福音基地。 

c.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火逼近南洋，翟輔民為要照顧在印尼的同工和事

工，就留在印尼。日軍佔領印尼後，所有宣教士被關在集中營。翟輔民被關押3年

半，於1945年日軍投降前不久，在睡夢中安息。 

2. 靈糧世界佈道會：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堂會為基礎，創立中國人全球性的差會。創辦人

為趙世光，他原在上海宣道會守真堂牧會，1936年及1938年，兩度去南洋佈道後，深

感「現今是中國教會給的時候了」，盼望中國教會能組織宣教團體，按力量將人才和

金錢獻與神，專爲國外佈道之用。 

a.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接受西方差會支持的事工陷入困難，趙世光便決心建

立不屬宗派的中國宣教差會。1942年，他和五位同工成立上海靈糧堂，開始主日

崇拜，並開設訓練傳道人的聖經學校。上海靈糧堂便成爲「靈糧世界佈道會」的

母會。後來在南京、杭州、蘇州都有分堂。 

b. 1942年10月，上海靈糧堂向來華的兩萬名德國猶太難民傳福音，教會有許多人參

與對猶太人的救濟，用英語帶領猶太人查經，趙世光每週都帶領猶太人的會眾作

崇拜，這事工一直持續到1945年大戰結束。這期間趙世光也濟助被關在日本集中

營的數位西國宣教士。 

c. 1947年，靈糧堂差遣樂傳真到印度加爾各答，又派周主培到印尼雅加達宣教，並

設立分堂，向華僑和當地人傳教。1949年後，靈糧世界佈道會往海外拓展，在香

港、臺灣、南洋、日本、北美、英國等地，設立分堂。 

3. 中國佈道會：計志文在1927年成立「伯特利佈道團」，十年間帶領多人信主。 

a. 1946年，計志文離開伯特利差會後，在上海開始主日崇拜，兩年之內，約有500人

信主，乃於1947年成立「中國佈道會」教會。開始在別處植堂，又在杭州建立中

華聖經神學院，在江灣建兒童樂園孤兒院。 

b. 1949年，中國佈道會在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美國、泰國等地

，建立了聖道堂及聖經學院、神學院、孤兒院，和教會學校。這差會在1949年之

前雖未差派宣教士到國外，但因計志文在國內外多年宣教事奉的果效，到了1949

年後，其事工在海外卻擴展開來。 

c. 1952年，中國佈道會在瑪琅設立東南亞聖經神學院，其畢業生遍佈印尼華人教會

。直到今日，「中國佈道會」的事工在各地仍有深遠的影響。 

4. 遍傳福音團：「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異象始於1920代的後期，當時山東的「耶穌家

庭」之成員相信神要他們回到耶路撒冷，途中他們要向每一個城市和民族宣揚福音，

但他們當時未能完成這異象。直到1940年代，張谷泉弟兄成立了「西北靈工團」和馬

可牧師組織了「遍傳福音團」延續了這個異象。 

a. 1943年，陝西鳳翔西北聖經學院的師生看見中國教會欠各國福音的債，便由院長

戴永冕和副院長馬可帶領，成立「遍傳福音會 The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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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stic Band」，此團只限中國人參加，不接受外國支持。 

b. 遍傳福音團的工作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將福音傳遍中國境內七省：新疆、內

蒙古、西藏、西康、青海、甘肅、寧夏，繼而延伸至七個亞洲國家：阿富汗、伊

朗、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及巴勒斯坦。第二階段是在宣講福音之地

建立新教會，並牧養及復興當地原有教會。 

c. 「遍傳福音團」由馬可任團長，後來還出版《遍傳福音團報》。1944年起福音團

的幾位同學先後差派去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西藏、新疆，其中趙麥加和何

恩證夫婦更南下至喀什。1950年這事工便停滯了。 

5. 西北靈工團：1946年，在華北，西北巡迴佈道、培靈的張谷泉，在山東濰縣設立靈修

院。學生約40人，每天上課，凡物公用，他們多半來自「耶穌家庭」。1946年，聖靈

感動兩位學生要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他們便來到新疆的哈密居住。1948年，當全校

禁食禱告時，聖靈感動張谷泉放下靈修院，帶領全體師生及家屬，離開家鄉往新疆去

。於是西北靈工團共115人到達新疆哈密。他們的工作路線是：在哈密建立總站，於新

疆各地設立教會，分派工人進入西藏，再到中東，廣傳福音，直到耶路撒冷，迎接主

來。凡加入靈工團的人，必須有受苦的心志，撇下—切田地、房屋，和財産來跟隨主

。各人必須學習一種生計，收入完全獻入神家，凡物公用。兩年間，他們蓋建了八間

禮拜堂，信主人數約300人，其中大部分原是回教徒。1951年起，逼迫來臨。喀什的同

工首先被捕，1952年張谷泉等也被捕，1956年死於獄中，事工也暫時停頓。到了1970

年代末期，有些靈工團的同工回到新疆，開始家庭聚會，當初傳向耶路撒冷的異象和

使命，又再點燃。直到今日，當年加入「西北靈工團」的老同工們，仍有人堅守在西

北邊疆地區，在當地事奉主，直到如今。 

 

三自革新運動〔1949~1954〕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在以吳耀宗為首的現代派基督教人士的合作和支持下，中共倡導的

「三自革新運動」在中國教會展開，藉著反帝愛國運動和韓戰爆發，政府開始驅逐外籍傳

教士，清除「問題分子」，利用控訴大會對教會進行大清理。因著三自革新運動，整個基

督教在組織上逐漸被中共政府完全控制。 

1. 建國初期的宗教政策：新中國成立之初，政府雖然標榜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事實上中

共採馬、列的反宗教觀，視宗教為人民的鴉片，基督教被視為帝國主義的反共工具。

建國初期，中共一方面爭取團結各類宗教信徒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吸引他們投

身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另一方面則以間接手段對宗教信徒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使

宗教變質、減弱，逐步趨向共產主義。 

2. 三自革新運動的發展：1950年，周恩來接見以吳耀宗為首的基督教訪問團，根據周的

指示，寫成了《三自宣言》：1) 提高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對帝國主義的警惕，2) 表

達基督教在中國鮮明的政治立場，3) 促成一個由中國人自己組織的中國教會，4) 指出

全國基督徒對新中國建設所應當負起的責任。當時教會不少人反對《三自宣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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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宗教是超政治的，不要直接參與政治運動。9月23 日《人民日報》刊登《三自宣言

》全文，並把第一批簽名的1527名基督教人士的名單公布出來。發表《基督教人士的

愛國運動》社論，鼓勵信徒響應宣言。這日成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紀念

日。1954 年公布統計，在宣言上簽名的基督徒共41 萬7 千多人，約占全國基督徒42%

。 

3. 反對加入三自會：在基要派和屬靈派教會領袖的眼中，吳耀宗等三自教會的負責人是

搞社會福音的「不信派」。因為他們講的「新神學」否定基督教信仰真理，包括神的

創造、耶穌為童女懷孕所生、基督復活，和復臨。他們認為「不信派」沒有一定的信

仰原則，只是看環境而改變論調，教會在不信派的人手中只會變質。為了保持教會的

聖潔，他們寧願順從神非順從人，對三自運動抱消極、不合作的態度，堅持政教分離

的原則。因著教會與政府對立，就成為「反動」、「反革命」的罪名。許多信徒拒絕

加入三自，私自組織家庭聚會。其實早在中共政權建立前，早就存在家庭聚會，如耶

穌家庭、聚會所、真耶穌教會。因著他們不簽名，不登記，許多教會領袖和傳道人陸

續被捕，教會的活動受到限制、整頓。但由於中共並不能宗全禁止散於各地的聚會點

，家庭聚會的情形反而愈來愈多，這些都成了後來政府要打擊的對象。 

 

三自愛國運動〔1954~1958〕 

 

1954年公佈的憲法第8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宗教信仰和馬

、列主義是根本對立的，政府雖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但卻不容許反革命活動的自由。1958

年反右整風時，政府表示不以行政手段干涉宗教事務，而是以統戰為對待宗教的政策，來

團結廣大信徒，灌輸社會主義思想。但隨著政治形勢的「左傾」，中國教會陷入極大的困

境，無力自拔。 

1. 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發展：1954年，北京舉行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來自全國各地

代表共232 人出席，代表62 個教會和團體。會中成立了「三自會」，通過三自會章程

，產生139 位委員，吳耀宗當選全國三自會主席。1955年起，三自會在建設教堂方面

取得進展，全國20省的教會工作人員，都進行學習，全國的三自組織有197處，各地紛

紛成立分會。早期的地方三自機構，多屬市縣級。到1958年起，省三自會組織陸續出

現，如四川、廣東、陝西、河南，和山東等。三自分會成立的目的是要聚集各地教會

領袖與信徒，鞏固和擴大三自的團結面，使三自會統一領導地位得到鞏固，以便使政

府能從上而下，在教會內推動國家政策，逐步掌握教會行政領導權，藉以改造「中國

基督教」，服從「黨的一元化領導」，這是三自運動的根本目的所在。 

2. 肅清反對三自的教會領袖：在三自運動期間，一些持守基要信仰的教會領袖指斥三自

領導人吳耀宗等為「不信派」，拒絕與他們合作，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1955年8月，

王明道以「反革命」罪名被捕。10月，政府宣布三自以外任何基督教活動均屬違法。

林獻羔被打成「大馬站反革命集團」而被捕。1956年1月，政府宣布破獲「倪柝聲反革

命集團」；其實在1952年倪柝聲已被捕，指控他支持帝國主義及國民政府、反對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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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敗壞青年、破壞生產、犯淫亂等罪，判刑15年。聚會所改組，正式加入三自會

。自「三自會」成立以來，無論是有名或無名的傳道人或教會人士，只要他們反對加

入三自，就會背著「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入獄。而他們所領導的教會和聚會點，則都

遭查封。此後多數信徒開始在家裡聚會，並轉入地下，進入隱密聚會的狀態。 

3. 鳴放與反右運動：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三自會副主席陳崇桂等一大批基督徒因批評政

府政策而被打成「右派份子」，遭到批判、鬥爭，許多牧師被勒令退職，有些甚至被

判入獄，教會右派分子被處決的達2200人。翌年「大躍進」運動，全國教牧人員都被

送進政治學習班學習，安排到工廠、農村從事體力勞動或其他工作。結果許多教會無

人牧養，三自會便安排聯合崇拜，使教會數量大減。上海200間教會只剩20 間，北京

原有教會65間，只剩下4間。 

4. 總結：從1954年「三自會」正式成立，到1958年「教會大聯合」，中國教會經歷了空

前的變化，中共透過三自會，徹底地摧毀了有組織的中國教會。1949年，中國有2萬間

教會及福音堂，到1958年，全國總共不到100間。教會的神學院由三十幾間，壓縮到兩

間。其它出版社、教會醫院，教會學校及其它福音機構，不到1958年就早已停頓了。

對中國教會的全面控制和摧毀，可說是「三自會」的成果，藉著管制和摧毀，使中共

打擊基督教計劃得以落實。 

5. 中國基督教協會（英譯名為 China Christian Council，縮寫為 CCC），簡稱全國基協，

是中國基督教新教三自愛國教會的全國性教務組織，受國家宗教事務局管理並受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對社會團體的管理，1980年於南京市成立，現會址位於上海市九江

路，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合稱為“基督教全國兩會”或“中國基督教兩

會”（英譯縮寫為 CCC/TSPM）。 1991年，中國基督教協會正式加入世界基督教協進

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 

 

中共醞釀「文革」之時，其對宗教的看法，轉為「敵我矛盾」，宗教政策亦趨於強制，目

的在加速宗教的滅亡。在宗教工作中，削弱宗教影響，促進宗教滅亡的主張，在1966年之

前已相當流行，文革爆發後，更是明顯。1966年到1969年紅衛兵活動最強烈的時期，基本

上所有宗教活動都被消滅，所以1974年，中共領導人對西方媒體表示，基督教在中國已

經不存在，只有在博物館可以看到。 

 

1. 家庭教會的發展：在政府壓迫下，公開聚會停止了，聖經被沒收，信徒大多互不往來

，也不敢出聲禱告。有些信徒被迫放棄信仰，但仍有無數信徒持守他們所信的，他們

千方百計地收藏少量、零碎的聖經，有些靠收聽福音廣播把聖經逐字抄下。國內信徒

暗中保持交通連繫，以秘密方式聚會，基督教在中國不但沒有消失，反而逐漸興旺，

並在極大危險中，繼續聚會，傳揚福音。中共雖然摧毀了有形的教會，無形的教會卻

在各地信徒家中不斷被建立起來。 



 

《教會歴史》  Page 8 of 12 

泉谷华人宣道会主日学 

 

 

2. 中國基督徒的試煉：自國內基督徒的角度來看，文革是一場火與血的試煉。基督徒與

國內無數的同胞，一同受苦，但教會卻藉著這苦難，成長茁壯。 

a. 基督徒發現苦難與為主受凌辱，乃是作主門徒不可避免的。基督徒蒙召從主得恩

典，也蒙召與主一同受苦，兩者都是神所賜的恩典與權利。 

b. 基督徒通過苦難經歷神的恩典，並且體驗神的恩典在患難中是夠用的。 

c. 苦難使中國基督徒體會到，與主一同受苦，同死，同復活。因此經歷了主復活的

大能，信徒的主觀經歷，與基督徒的客觀救贖，結合在一起。 

d. 中國基督徒發現通過苦難，信徒的信心經歷了考驗，而在考驗的過程中，經歷神

大能的保守，和信心的增長，並在苦難中學習了如何赦免和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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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會的發展歷史 

 

台灣位於中國大陸邊緣，自古以來並不受重視，島上的原住民屬南島語系，明朝開始才有

從福建來的移民。後來移居的漢人逐漸增加，台灣也進入歷史的舞台，自1624年 ，台灣

受到不同的統治。1624~1662〔38〕為荷人佔台時期，1662~1683〔21〕為鄭氏統治時期

，1683~1895〔212〕歸屬清朝，1895~1945〔51〕為日據時代，1945至今為中華民國。這

些年來的福音工作，經歷許多試煉，直到清末才見果效。一般而言，基督教傳到台灣為

1865年，英囯長老會的馬雅各醫師(James Maxwell, 1836-1921)開始。而基督教蓬勃發展

，影響社會，則是二十世紀下半才見到的成果。 

 

4. 荷人佔台時期：16世紀中期，葡萄牙船隻經過台灣，有船員看到青蔥翠綠的海島，禁

不住喊出「Formosa〔葡語：美麗之島〕」，「福爾摩莎」就成了西方對台灣這島嶼的

稱呼。當時台灣的居民多數為原住民，漢族移民只是少數。由於地理位置特殊，台灣

成為倭寇或海盜的整補地及避風港。1624年荷蘭人佔領台灣，直到1662年被鄭成功趕

走，共38年。荷蘭屬改革宗，佔台期間，也把福音傳到台灣，工作最有果效的是宣教

士尤羅伯(Robert Junius, 1606-1655)。他於1629年到台灣，直到1643年為止，這期間他

為5500位原住民洗禮〔不包括小孩〕，為超過1000對的夫婦舉行基督教的婚禮。他為

大型的村社設立學校，有超過600位學生，教導羅馬字書寫原住民的語言。訓練50位教

師，並為原住民翻譯教理問答，禱告詞，十誡，主禱文，使徒信經，每個禮拜舉行3到

4次的崇拜。鄭成功攻台時，許多宣教士殉道。荷蘭人被迫離台後，宣教活動都停止了

。 

5. 福音進到台灣：清朝統治台灣212年〔1683-1895〕，原先採鎖國政策，福音被限制，

只能秘密傳教。直到1858年英法聯軍之役後，福音才正式進入台灣。 

a. 開放通商：英法聯軍之役後，清朝與英美法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允許傳教

士在華傳教，開放淡水為通商口岸〔後加上安平(台南)、雞籠(基隆)、打狗(高雄)

〕。 

b. 鳳山教案：1868年英國傳教士在高雄鳳山買房建堂時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引起

仇洋反教的行動。英國派軍艦攻擊安平，迫使清廷與英議和，允許英人在臺灣自

由貿易和旅行、居住、傳教，永遠保證教會安全。 

c. 中法戰役：1884年，法國攻打基隆、淡水，引發台民仇洋，殺害信徒，摧毀教堂

。事後巡撫劉銘傳向教會道歉，撥銀1萬兩修建教堂。新教堂繪製焚燒中的荊棘，

意爲「焚而不毀」，為長老會百年來在台的精神圖騰。 

6. 英國長老會：1860年，英國長老教會駐廈門宣教師杜嘉德和駐汕頭的金輔爾抵達淡水

、艋舺(台北)訪問，提議以「醫療傳道」的方式開拓臺灣宣教。該會首任宣教士馬雅

各〔James Maxwell〕於1865年來台，先在府城〔臺南〕傳道並行醫，後因民眾反對而

撤至旗後〔高雄旗津〕。1866年建立首間禮拜堂和第一所西式醫院，有漢人信徒高長

等受洗。相較於漢人傳教的困難，平埔族的皈信是一大突破。1865年底，馬雅各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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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必麒麟陪伴下到府城周邊拜訪平埔社並施藥醫病，因平埔族視洋人為「蕃仔親」，

便善待馬雅各等人，藉著醫療和傳道，1869年起，南部許多平埔族教會開設。1871年

，傳到豐原、埔里等地。 

7. 加拿大長老會：晚清台灣政經中心逐漸北移，淡水「開港」，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

馬偕〔又名偕叡理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於1872年抵達淡水宣教。他雖非

正牌醫生，但藉助傳道旅行、拔牙、施藥〔奎寧〕，深具實效。馬偕具 語言天分，精

力過人，在30年間創建60間教會兼診所，培育本地牧師2人、傳道師60人、女宣道婦24

名，信徒2633人。他的足跡遍及北臺灣，早期以台北盆地為主，後期才轉往蘇澳、宜

蘭，並開設噶瑪蘭族教會，向南到苗栗、公館一帶，更遠至花蓮。面對台灣民眾的排

外情緒，馬偕透過醫療、教育、文字、社會服務等，化解敵意和偏見。馬偕於1879年

在淡水設「偕醫館」，1882年創建北部高等教育的「牛津學堂」，1884年開辦台灣第

一個「女學堂」。他娶臺灣女子張聰明為妻，兩個女兒都嫁台灣人，於1901年病逝，

葬於淡水。 

8. 日據時代：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直到1945年，共51年。日本領台初期，台灣社會動

亂，南部宣教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為了教會和市民身家財產的安全，

而引導日軍入府城，北部教會則由辜顯榮代表鄉紳引領日軍入台北城。日本統治下穩

定和進步的社會發展，為宣教帶來新的契機。由於基督教在日據時代擔任和平使者而

獲日本認同，使宣教活動得以展開。當時活躍的教會有長老會、日本長老會、聖公會

、公理會、救世軍、聖教會、美以美教會、安息日會、真耶穌會等宗派。日據時期基

督教發展的特點是以長老會為代表，而南部的發展又勝於北部。日據前期，對宣教士

頗為禮遇，少有干涉。但是到了後期，尤其是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態度轉趨猜疑與敵

視，甚至派員加以監視且多方刁難，終於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迫使所有在台的西

方宣教士全部離去。 

9. 戰爭結束後：1945年，台灣歸還中國，許多原來的宣教士返台。1949年隨著中國赤化

，國民政府遷台，原本在中國的宣教士與差會大部分都轉移來台，為台灣的教派帶來

爆炸性發展。政府允許宣教士進入山地，藉著救濟品傳教，使大部分部落接受福音，

稱為台灣傳教史上「20世紀的神蹟」，至今有80%的原住民信奉基督教。回顧1948年

至1965年間，台灣基督教會快速成長，較重要的原因包括：山地原住民信徒大量增加

、來自大陸的外省人容易接受基督教信仰、政府宗教政策的開放、來自大陸的傳道人

與多達5萬信徒加入。抗戰結束以後，台灣的主要的宗派以長老會、日本聖公會及真耶

穌教會為主。1948 年，美南浸信會與神召會進入台灣，中國大陸的各基督教派也隨之

來到台灣，成為百家爭鳴的景象，為台灣教會史上寫下新的一頁。 

 

海外華人教會的發展歷史 

 

相對於基督教在中國受到限制和壓迫，海外華人教會享受更多的宗教自由。中國大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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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華人，以台灣為最多，其次是印尼，香港、泰國、馬來西亞，美國，新加坡。這些海外

華人在宗教自由的保障下，教會各有不同層面的發展。他們為中國人的福音工作做出貢獻

，在異文化的環境中，也擴展宣教的視野，在世界各地散播福音的種子。 

1. 香港：1842 年，鴉片戰爭後，香港割讓給英國，但一直到 1949 年，香港並不存在獨

立治理的「香港教會」，而是中國大陸教會的分堂，人數並不多。新中國成立後，原

屬華南教區的香港教會與國內教會的關係無法維持，只能獨立運作。同時，許多原來

在中國的差會及宣教士也撤至香港，隨著大量的中國難民滯港，香港教會便有突破性

的發展，有宣教士統計，1955年，香港共有 188 家堂會，信徒 5 萬 3 千人。到 1962

年，教會數目為 344 家，信徒達 11 萬 2 千人，佔當時人口的 3.2 %，基督教為香港的

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做了相當的貢獻。1997年，香港回歸中國，成為「特別行政

區」。香港特區《基本法》第 141 條「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宗教組織可按原有

辦法繼續興辦宗教院校、其他學校、醫院和福利機構以及提供其他社會服務」的條

款，不僅使教會繼續正常運作，同時，回歸亦激發香港教會及信徒對中國的關注。許

多宗派、堂會、機構均在不同程度上開始參與中國大陸的事工。但隨著近年中國對宗

教的管控，其前景是可預見的。 

2. 澳門：1807年，馬禮遜來華的第一站是澳門，但他宣教對象並不是澳門人，而是廣州

的中國人，所以並未在澳門建立屬於華人的基督教會。香港割讓給英國後，基督教宣

教士和居澳英國人遷至香港，當時澳門幾乎沒有更正教徒。直到 20 世紀，澳門才開始

有家庭聚會。在香港教會支持下，澳門第一所基督教會志道堂於 1905 年登記，並於黑

沙環建堂。澳門浸信會則在 1905 年開始聚會，成為第二間華人教會。相對於基督教在

香港蓬勃發展，基督教在澳門顯得停滯不前。今天 44 萬多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一是基

督徒。澳門教會多半由香港或外國教會建立，屬於不同的宗派。因此，澳門各教會間

基本上不會彼此合作。直至澳門基督教聯會 1990 年成立後，才加強了彼此的合作。澳

門囘歸中國後，基督教的發展的前景也不樂觀。 

3. 新加坡：1807 年馬禮遜來華，由於無法在中國本土公開宣教，便以當時英國殖民地麻

六甲為中國宣教後勤基地。1820 年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在麻六甲建立了約 60

華人的聚會點。隨著新加坡殖民地的建立，部份信徒移居新加坡，成為新加坡島最早

的華人基督徒。1823 年，米憐開辦學校，藉此向本地人及華人提供了以基督教信仰為

基礎的教育，並在校內開設基督教聚會。其它西方差會也陸續派宣教士到這地開拓福

音事工，直到 20 世紀，大部份的差會仍以中國及印度為主要目標，新加坡處於輔助地

位，並非是重點地區。1949年，大批宣教士撤離中國，如：「中國內地會」遷到新加

坡，易名為「海外基督使團 OMF」，其他差會與機構也相繼在新加坡設立地區性或全

球性總部，新加坡福音事工自此蓬勃發展。1965年新加坡獨立後，經濟穩步成長，政

治清廉穩定有效率，使教會在安定中逐步成長。到 1990年，新加坡基督徒佔總人口的

百分之十五。 

4. 北美地區：北美華人移居可分三個浪潮：勞工潮、留學潮和移民潮。早期的移民大都

是 1848 年後的淘金熱和修建鐵路來美的勞工。19 世紀末葉，美國各宗派開始向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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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1892 年在美國已設立的華人教會有 7 間。20 世紀初期，美國華人教會漸交由

從亞洲移民到北美的牧師，或在美國生長，曾受神學訓練的傳道人帶領。1931 年，美

國有 64 間華人教會。1949 至 1978 年間，美國有很多來自港、台、東南亞等地的留學

生。50 年代在北美華人留學生中，開始有夏令會及成立查經班，到 60 年代遍佈在北

美各校園，成為福音據點和訓練基地。70 年代美國和加拿大的移民法例放寬，北美華

人教會開始劇增。留居北美的華人基督徒留學生，把查經班演變成為教會。1989 年，

受到六四事件衝擊，使得來自中國的學生學者對福音態度空前開放和渴慕。許多中國

學人團契、福音機構紛紛成立，並舉辦佈道會、專題講座、家庭聚會、福音營會等。

留美的中國學人使美國華人教會的發展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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