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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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滋
B.

 
芬尼

C.
 

慕迪
D.

 
司布真

答案：B



A.
 

摩门教
B.

 
基督教科学会

C.
 

亚流主义
D.

 
耶和华见证人

答案：C



答案：Unitarian Universalism





• 近代宣教之父
• 英国浸信会宣教士
• 1793年到达印度，在印度生活41年
• 翻译圣经(40种印度语言)，编写文法书

 籍，字典，132本关于植物，社会风俗，

 文学的书

威廉·克理(William 
Carey, 1761-1834)

威廉·克理在印度的工作
1993年印度发行邮票纪

 
念威廉·克理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1812年的大火烧了出版社，但他很快重新翻译。

Because William Carey obeyed the call to India, and persevered through the trials, he was able to change India forever. He translated the entire Bible into five Indian language and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parts into over 30 languages! His influence in this dark nation is felt today throughout India. Hundreds of churches, schools and missionary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named after him.
Carey is called the “Father of Modern Missions” because he has inspired thousands of Christians to become missionaries in the 10/40 Window (unreached nations).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he sparked a fire that led Western Christians rot renew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Great Commission. 




• 出生于麻州牧师家庭，1807年毕业于布朗

 大学，1808年进入Andover神学院
• 在神学院期间，对亚洲宣教工作深受感动
• 1812年缅甸宣教
• 翻译缅甸文圣经
• 1850年离世时缅甸已有七千多基督徒

耶德逊(Adoniram 
Judson,,1788-1850)

仰光大学的耶德逊

 
纪念教堂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耶德遜出生於1788年8月9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馬爾頓鎮（Malden）的一位牧師家庭中。1807年畢業於普維敦斯學院（Providence College，現今的布朗大學），領受學士學位。之後的一段時間，以教書和編寫教科書為主。在1808年進入安多福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讀神學。[1]

在神學院中，耶德遜偶然讀到了一篇布坎南博士的「東方之皇」說教辭。之後又讀到一本有關沈美士（Symes）出使緬甸的紀錄書，使耶德遜對亞洲傳教工作深受感動。從此，耶德遜決心獻身去亞洲傳教。美國「傳道部」在1812年2月6日，在一公開儀式中第一次按立四位青年包括耶德遜，封立為牧師，任職傳教士到國外做宣教事工[來源請求]。2月19日與安·哈信天（Ann Hasseltine）結婚。夫婦同行這一段艱辛的路程。

在這遠程航行中，耶德遜在船上從事翻譯新約聖經，由希臘文翻譯為英文。由此可以讓他更熟悉聖經的名辭，以至於影響之後到緬甸時翻譯緬甸文聖經的事工。回顧當年耶德遜往亞洲傳教的行程有多少風險，據其他方面的情報，在緬甸傳教前途甚不樂觀。於是認為到印度比較沒有危險性，但情況並不是像想像中那麼妙，遭遇各種不如意的事情，甚至同伴之妻因患肺癆病去世。最後耶德遜已窮途絕境，並無他路可走，只好趁一艘駛往緬甸的葡萄牙船前往仰光。

耶德遜在緬甸初期的工作，就是學習緬甸語文。耶德遜後來甚至把聖經新約，舊約翻譯成緬文聖經。1835年，耶德遜的緬文聖經譯本印刷出版.

緬甸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國家。如今雖仍然是信奉佛教，但根據耶德遜時代相比，已有不少基督徒。當耶德遜進入緬甸時，沒有一個基督徒。1850年他離世時（62歲）緬甸已有七千多基督徒。耶德遜前在仰光建立的第一間教會，就是現在的吳諾（緬甸第一位基督徒）紀念堂。今天的仰光大學裡能看到一所耶德遜紀念教堂（Judson Memorial Baptist Church）。




• 新教第一个来华的宣教士
• 1807年来到广州，住在美国人的货仓里
• 在华27年，翻译圣经，编写字典，文法书
• 1818年在马六甲创办英华书院，教育华人

 青年和儿童，是华人的第一所洋学堂
• 影响戴德生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马礼逊和中国同工

 
翻译圣经

马礼逊编写的字典 澳门马礼逊纪念碑



• 英国探险家，宣教士，为非洲探险的最伟

 大人物之一
• 宣教，寻找贩卖黑奴的路线，拯救黑奴，

 寻找非洲各河道的集水区
• 一生致力向非洲土著传扬基督教

大卫·李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 1813- 
1873)

维多利亚瀑布附近

 
的李文斯顿纪念像

李文斯顿的探险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David_Livingstone_memorial_at_Victoria_Falls,_Zimbabwe.jpg


• “假使我有千磅英金，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

 有千条性命，决不留下一条不给中国。”
• 1854年来华宣教，在华51年，1865年创办“中国内地会”
• 内地会强调道成肉身，深入民间，为中国教会带来祝福
• 差派800多宣教士，建立125间学校，带领一万八千人信主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 
1905)

戴德生和玛丽亚

年轻时的戴德生

珍妮(Jennie)



• 中国内地会(今海外基督使团, OMF International)

九个内地地区

内地会成员

1905年戴德生

 
与内地会同工

 
合影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James_Hudson_Taylor_1905.jpg


• 1887年，宣信建立基督教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MA)

• 意思是“基督徒与宣教士同盟”
• 宣道会总部在Colorado Springs
• 1888年开始差遣宣教士到中国宣教
• 起初并非要成为一个宗派，而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全

 球普传福音”运动

宣信(A. B. Simpson, 1843-1919) 宣道会标志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基督教宣道會（簡稱宣道會，英语：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简称： C&MA），是在美國成立的基督教差會，由宣信博士於1887年成立。意思是「基督徒與宣教士同盟」。宣道會總部設於美國Colorado Springs。於1888年開始，差遣傳教士到中国宣教。現活躍於美國、加拿大、中國、香港、澳洲及台灣等地。信徒分佈於75個國家，會眾人數超過200萬。
 






• 19世纪中，美洲循道会发扬卫

 斯理的完全成圣的教导
• 认为悔改称义是第一次祝福，

 成圣与圣灵的洗是第二次祝福
• 从圣洁运动产生五旬节运动，

 强调受灵洗，说方言
• 1901年，帕翰在堪萨斯建立伯

 特利圣经学院
• 帕翰门生赛姆尔在洛杉矶产生

 第一波灵恩运动

帕翰(Charles Fox Parham, 
1873-1929)

赛姆尔(William 
Seymour, 1870-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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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赛姆尔在洛杉矶产

 生第一波灵恩运动
• 黑人灵歌影响后来的歌
• 神召会，神的教会，四方福音

 教会
• 1960年代，第二波灵恩运动，

 没有那么强调说方言
• 摇滚音乐，影响很多大学生

阿族撒街的复兴

阿族撒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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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年代，洛杉矶的John Wimber开始第三波灵恩运

 动，又称葡萄园运动
• 注重圣经，祷告，医病，赶鬼
• 权能事奉
• 今天全世界有5亿灵恩派信徒，占新教信徒的一半

John Wimber和葡萄园运动
John Wimber, 
1934-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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