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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講：浸信會與宣教

馬太福音28：18-19
耶穌要前，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浸信會信仰的特色可以用七個英語短句表達。
浸信會以《聖經》作為信仰和實踐的最高權威。
•Biblical authority 認識和肯定《聖經》的權威
•Autonomy of the local church 自主的地方教會
•Priesthood of the believer 信徒皆祭司（信徒都是人人平等的）
•Two ordinances - Believer's Baptism and Symbolic Communion 

兩種教會禮儀-信徒的浸禮與紀念性質的主餐
•Individual soul liberty 人有自由按照自己的良心選擇自己的信仰，
他人無權強迫。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政教分離
教會與國家之分離。教會拒絕國家控制，教會也不試圖控制國家。
•Two offices of the church - Pastor and Deacon 牧師和執事作為
教會僕人的職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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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蘇黎世的改革：烏利希·慈運理（1484-1531）

慈運理改革的根源：聖經

釋經式的講道，與羅馬決裂

《六十七條》與第一次蘇黎世論辯



浸信會的起源
重浸派（1525）一般浸信會（1609）特別浸信會（1638）美國浸信會（1639）

起源：
教義：
發展：

a. 宗教自由。浸信會非常強調良心的自由，認為只有神能夠審判人的良心，
國家無權判斷信仰的正確與否，信仰屬於良心自由的層面。國家的權柄是在
有限領域裡的。因此，浸信會也強調地方教會的自治。教會的權柄來自於教
會的全體會眾，沒有任何教會以外的機構（包括教會間的聯會、機構，或者
國家）能夠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地方教會之上。
b. 信而受洗。浸信會——無論什麼支派——都認只有那些真正從罪中悔改並
且信靠基督的人才能夠接受洗禮和加入教會成為成員。教會是由基督的門徒，
也就是真信徒組成的。



3. 第一個源頭是再洗禮派（重洗派，Anabaptist），1525年。
a. 起源：
i. 從瑞士的蘇黎世開始，他們是慈運理的追隨者中比較狂熱的那一群人。
ii. 格列伯 “重新”施行浸禮的緣故，所以他們被外界稱為“重浸派”。
b. 主要教義
i. 重浸派的教義非常多元，在很多問題上沒有一致的立場。
ii. 但是在重浸派中有一些極端的元素，可以作為區分的標誌：
有一些重浸派是強烈的和平主義者，他們認為基督徒不應該擔任政府公職。
有一些重浸派挑戰原罪，並不認為人生來就有罪。有一些是極端的平權主義
者，取消教會中所有的職分，包括允許姊妹在教會中進行帶領和講道。還有
一些是完美主義者，他們極度地追求回到使徒行傳中教會的樣式，凡物公用、
共同生活。
c. 重浸派的發展：今天的阿米希人和門諾會被認為直接起源於此運動，而弟
兄會則是重浸派後續所發展出來的教派，基督徒聚會處也是重浸派發展的結
果。



4. 第二個源頭是一般浸信會（1608年）
a. 起源：
i. 約翰·史密斯（John Smyth, 1570-1612），因為在英國遭到了迫害。他在
1607年帶領一群基督徒逃往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他們建立了自己的教會。他
相信唯獨信徒受洗是聖經所教導的觀念，嬰兒洗禮是不符合聖經的。b. 主要
教義：
i. 為什麼我們叫他們“一般浸信會”呢？因為他們認為基督的代贖是為所有人
預備的，代贖是普遍的。基督為所有人而死，每一個人可以選擇接受或相信，
救恩可能因為人的回應而失落。
ii. 這是神的主權和人的自由意誌之間的一個來回拉鋸，奧古斯丁與伯拉糾、
加爾文主義者與阿民念主義者、第一次大復興與第二次大復興，一直在這件
事上有不同的觀點。
c. 一般浸信會的發展：一般浸信會在1650年建立了47間教會，1664年建立
了全國性聯會。由於一般浸信會在教義上不那麼嚴謹，所以經歷了很多內部
的紛爭。到1800年幾乎消亡，有很多一般浸信會教會變成了一位論的教會。



5. 特別浸信會（Particular Baptists）
a. 起源：
i. 特別浸信會是從一個清教徒的分離主義教會（從聖公會中分離出來）開始
的，這間教會的領袖是亨利·雅各（Henry Jacob），建立於1616年。
ii. 在1638年，第一間英國加爾文主義浸信會開始聚會。
iii. 到1644年，七間加爾文主義浸信會開始建立聯會，他們寫下了1644年倫
敦浸信會信仰告白，這份文件宣告了他們與重浸派和一般浸信會的不同。
b. 主要教義：
i. 有限的救贖——基督是為選民而死，而不是為所有人死。基督的死是為神
的百姓所預備的，救恩是不會失落的。這是和一般浸信會截然不同的教義。
ii. 特別浸信會是加爾文主義者，他們相信神恩獨作（Monergism）：只有神
能夠發起救恩和成就救恩，人毫無功勞。
c. 發展：
i. 在英國內戰期間（1642-1649）、空位期（1650-1660），特別浸信會和一
般浸信會都得到了快速發展。到1660年，全英國一共有三百多間浸信會教會。
ii. 兩個主要的特別浸信會領袖：約翰·班楊和司布真。



6. 美國的浸信會。
a. 起源：
i. 美國的第一間浸信會是1639年由羅傑·威廉姆斯建立的。他畢業於劍橋

大學，在劍橋學習時成為一位清教徒和分離主義者。
ii. 當時，殖民地政府禁止清教徒去印第安部落傳福音，威廉姆斯認為政府對
教會事務增加限制是沒有理由的。
iii. 因此，馬薩諸塞總督溫思羅普禁止威廉姆斯去英國佈道，於是威廉姆斯在
1635年離開了馬薩諸塞州，1636年來到了羅德島。由於威廉姆斯公開認為
殖民者不應該奪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從而得到印第安人信任，賣給他一片土
地，建立了普羅維登斯莊園，並隨後建立了美國第一個浸信會。
b. 教義：
i. 早期的美國浸信會教會包括了特別浸信會和一般浸信會。
ii. 特別浸信會於1707年在費城成立了聯會，稱為費城聯會。費城聯會是美國
第一個加爾文主義浸信會聯會。到1879年，費城聯會共有81間教會，兩萬四
千多成員。
c. 發展：浸信會早期發展較慢，直到1740年才開始展現影響力。



在波士頓的牧師羅傑威廉斯（Roger Williams）宣佈
他反對清教徒將個人與神的關係交給政府去管，認
為政府只應管理民政事務。他也認為殖民地的主權
應屬於印地安人。殖民的政策是不義且非法的。

這些的「極端」主張使他成為非常不受歡迎的牧師。
當他決定要將他的教會從清教徒中脫離分開時，麻
州的政府正式的將他驅逐出境。趕到現在的羅德島。

在羅德島，威廉斯於1638年成立了北美第一個浸信
會教會。並在Providence建造了現今猶存的北美第
一間浸信會教堂。之後，在英國清教徒革命時得到
批准用民主的制度治理「羅德島與普羅維登斯農場」
（Rhode Island and Providence Plantation。
Providence 的意思就是神恩帶領賜予）。他主張
「政教分離」及「宗教自由」。因此羅德島後來也
有其他基督徒移入，包括靈恩派、貴格會、及其他
的清教徒。



浸信會的信仰告白
首先，是1644年的倫敦浸信會信仰告白。 1638年由特別浸信會
的眾教會在英國內戰期間共同製定。 1644年信仰告白是一個溫
暖的、靈修式的、溫和的加爾文主義信條，目的是為了和一般浸
信會區分開來。
在1689年，出版了倫敦浸信會第二信仰告白，也就是我們所說
的改革宗浸信會信仰告白。這一信仰告白其實是1677年寫成的，
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浸信會版。為什麼要根據長老會的信仰
告白改寫出一個新版本替換1644年的告白呢？因為教會們想要
強調浸信會和長老會之間的相同之處，以追求宗派間的合一。這
份信仰告白只在教會治理（會眾制）和洗禮（信而受洗）這兩個
章節上與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不同。



浸信會的信仰告白
1833年，三年大會制訂了新罕布什爾信仰告白，也就是我們教會現在在用的信
仰告白。
i. 國會山浸信會建立於1878年，使用了這份信仰告白。
ii. 1925年，美南浸信會採用了這份信仰告白並加以修改，形成了美南浸信會信
仰告白（Baptist Faith & Message，簡稱BFM）。 BFM在1963年和2000年經
過了兩次修改，所有美南浸信會聯會下屬的大學、神學院和機構都需要認信
BFM。
iii. 1833年新罕布什爾信仰告白強調了我們所關注的、出自聖經的最重要的教義，
總結了我們所需要教導的核心觀念，也能夠幫助我們在神的話語和真理上保持
忠心。
iv. 不是說你要認信這份信仰告白才是基督徒，但是對於加入一間地方教會和促
成教會的合一而言，這樣的一份信仰告白是一個有利的邊界。



美國浸信會的發展

第一次大復興

爭取宗教信仰自由
北方：以撒·巴庫斯（Isaac Backus）

南方：約翰·利蘭（John Leland）

成果：憲法第一修正案（1791年）



美國浸信會的發展:第一次大復興
a. 教會和政府的關係應當是怎樣的？
b. 第一次大復興帶來很多成人的信主，而這些成人原本也是受過嬰兒洗禮、看
自己是基督徒，這就對嬰兒洗禮的教義提出了挑戰。
c. 浸信會教會因著第一次大復興而得到增長，主要是加爾文主義的特別浸信會。
在美國北部，新英格蘭地區1740年只有25間浸信會教會，到1804年有312間。
在南方，到1770年有上千間浸信會教會。但是，相對於其他大宗派（長老會和
公理會）而言，仍然不是很大的數目。
d. 由於浸信會反對嬰兒洗禮，而當時來到美國的清教徒主要是長老會和公理會
的基督徒，他們受到聖公會的影響，仍然主張嬰兒洗禮，並且在盟約神學的基
礎上建立民事政府。美國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宗教自由的。除了賓夕法尼亞和羅
德島州這兩個地方以外，其他地方仍然要求傳道者和教會都必須是聖公會、長
老會或者公理會的。浸信會開始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施加影響力，並且呼籲政
府放鬆控制。



美國浸信會的發展:爭取宗教信仰自由
i. 馬薩諸塞州北部開始施行一條新的法令，就是政府有權扣留那些不願意奉獻給
教會的人的財產，並強制奉獻給教會。有一位浸信會牧師以撒·巴庫斯（Isaac 

Backus）開始反對這樣的做法，他的母親因為沒有把錢奉獻給國教（公理會）
而遭到逮捕。巴庫斯於是寫作主張教會與政府分離，國家不應當設立國教。他主
張說，基督的國不在這地上，我們也不應當把地上的國當作天上的國。
ii. 南方的情況更糟糕。弗吉尼亞州的教會以聖公會為主，如果傳道人不是來自聖
公會的，他就需要政府頒發執照給他。1777年，有一位來自馬薩諸塞的浸信會
傳道人約翰·利蘭（John Leland）來到了弗吉尼亞。他與憲法之父麥迪遜都是弗
吉尼亞州的居民，是麥迪遜和杰弗遜的朋友和同盟。麥迪遜本來不打算在憲法中
加入一條保護宗教自由的權利法案，所以浸信會人士決定提名利蘭作弗吉尼亞州
的代表在1789年憲法大會上批准憲法，利蘭勝選希望很大。於是，麥迪遜拜訪
利蘭，承諾若當選為弗吉尼亞州代表就將保護宗教自由的權利法案作為修正案加
入憲法中，因此利蘭支持麥迪遜當選為1789年美國第一屆國會議員。麥迪遜為
了兌現對利蘭和其他浸信會人士的承諾，堅持將第一修正案加入憲法中。



成果：憲法第一修正案（1791年）
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言論自由
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抗議的權利。
要相信，宗教為個人與其神明間之事，個人不因其信仰或行禮拜而負欠他人，
政府之立法權僅及於行為，而不及於思想，我以對主權之崇敬忖度全美民眾之
作為，宣告其立法機構應“不立任何有關設定國教之律法，或禁制行使之自由”，
依此於政教之間設立阻隔之牆。 ”

——托馬斯·杰斐遜（1801年）

iii. 政教分離的目的是為了限制政府的權利在公務的範圍之內，而不至於乾涉到
屬靈和思想自由的領域。政教分離不是說基督徒，或者教會，沒有對公共政治
的看法，也不是說基督徒不能擔任政府公職。政教分離的起初目的，是為了避
免政府強制收稅去支持某個宗派。
iv. 修正案的目的是為了在教會和政府之間建立一道分隔的牆。但這帶來另一個
後果，就是政府的世俗化和世俗主義成為另一個主流的意識形態。



第二次大復興

普世宣教運動
威廉·克理（浸信會宣教差會）

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會（乾草堆禱告會）

“三年大會”（Triennial Convention）



1. 第一次大復興
a. 教會和政府的關係應當是怎樣的？
b. 第一次大復興帶來很多成人的信主，而這些成人原本也是受過嬰兒洗禮、
看自己是基督徒，這就對嬰兒洗禮的教義提出了挑戰。
c. 浸信會教會因著第一次大復興而得到增長，主要是加爾文主義的特別浸信
會。在美國北部，新英格蘭地區1740年只有25間浸信會教會，到1804年有
312間。在南方，到1770年有上千間浸信會教會。但是，相對於其他大宗派
（長老會和公理會）而言，仍然不是很大的數目。
d. 由於浸信會反對嬰兒洗禮，而當時來到美國的清教徒主要是長老會和公理
會的基督徒，他們受到聖公會的影響，仍然主張嬰兒洗禮，並且在盟約神學
的基礎上建立民事政府。美國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宗教自由的。除了賓夕法尼
亞和羅德島州這兩個地方以外，其他地方仍然要求傳道者和教會都必須是聖
公會、長老會或者公理會的。浸信會開始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施加影響力，
並且呼籲政府放鬆控制。



2. 第二次大復興
a. 上週我們已經講了第二次大復興，發生在1795年到1820年。
b. 第二次大復興呼籲每個人都要向神做出自主的決定。浸信會和
循道會在這方面起了很大的領導作用。
c. 1812年，全美只有二十萬的浸信會成員。但到1850年的時候已
經超過了百萬。大多數的浸信會教會在當時美國拓荒的前沿，包
括俄亥俄、弗吉尼亞、肯塔基和田納西。
d. 同時，第二次大復興建立了很多支持宣教的機構。這使世界宣
教運動走上了歷史舞台。



1. 在此之前的新教宣教努力：愛德華茲在印第安人當中傳道。除
了愛德華茲以外，還有其他的印第安宣教士。

2. 威廉·克理，是英國浸信會的牧師，是啟動了普世宣教運動，
也被稱為是“近代宣教之父”。

1791年，克理完成他的第一本书《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领异教人民归正》。内
容分三大类：（一）世界各国宗教概况，（二）异教徒得救之道与基督徒之义
务，（三）前人引领异教徒归成功归主事例，与未来可行的方法。被赞誉为“现
代传教事业的宪章”。
浸信会牧师团契于1792年10月2日接受了克理的建议，终于通过以下的议案，
特命差会为“浸信会异域传播福音差会（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近代第一个传教士差会就这样成立了。克理
是第一位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也正是因为克里，教会开始建立跨教会的机构，
以专注于某个特别的事工。
克里后来举家前往印度，妻子和孩子都死在了印度。他和他的同事们把圣经翻
译成了42种亚洲语言，并在印度建立了二十多间教会。



3. 美國的宣教運動領頭羊是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
a. 1806年8月，威廉姆斯大學的5名學生聚集在Hoosic河附近的樹叢，當時稱為史
洛恩草地（Sloan's Meadow），討論亞洲人的屬靈需要。1808年，乾草堆禱告
小組和威廉姆斯大學的其他學生，開始了組成名為“弟兄們”的團體，宗旨在於向
非基督徒傳播福音。 1810年，這些成員在馬薩諸塞州成立美國第一個海外傳教差
會：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會，簡稱美部會。 1812年，美國公理會差會派出了第一
批5名傳教士到達印度。
b. 第一批美國宣教士包括了耶德遜（Adoniram Judson）和萊斯（Luther Rice）。
他們被公理會的差會派遣前往印度的加爾各答傳福音。在那裡他們遇見了威廉·克
里，克里影響他們成為了浸信會主義者，放棄了嬰兒洗禮的觀點。
c. 萊斯後來回到美國，組織了1814年浸信會宣教大會，這一會議當時決定每三年
召開一次，又名“三年大會”（Triennial Convention），這是美南浸信會的前身。
d. 耶德遜後來去了緬甸，最後死在那裡，他先後有三任妻子，都死在緬甸，他也
在緬甸身受牢獄之苦。但是，他在緬甸的事工大有果效。到他去世時，有七千個
緬甸基督徒，和一百多個緬甸本地的傳道人。
e. 三年大會從1814年開始，在頭二十年裡一共差派了一百多位宣教士去到海外。



對華的宣教: 馬理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

  
 



十九世紀對華的宣教熱潮

   
戴德生 ２０歲時的戴德生 李愛銳（Eric Liddel） 

 



對華的宣教

 

 

劍橋七傑（The Cambridge 

Seven ）在 1885參加中國內地

會，年決志到中國宣教。 

 



戴德生的後代
「我若有一千英鎊，沒有一鎊不給中國；我若有一千條生命，沒有一條不給中
國。但是，不是給中國，而是給基督。我們豈能為他做過多的工嗎？我們為寶
貴救主所做的，豈會足夠嗎？」

戴德生的後代承續他在中國及華人社區的事奉，一直到今日。戴紹曾 James H. 

Taylor III 與他的兒子戴繼宗 James H. Taylor IV（與柯以敏Kuo Yue-Min結婚，
是第一位戴家的華人媳婦)，都仍全時間的從事華人的事工。
戴德生
戴存仁
戴永冕
戴紹曾
戴繼宗
戴承約



美南浸信會: 分裂
a. 到1830年代，在北方和南方的浸信會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主要是奴隸
制的問題。
i. 首先，浸信會並不主張奴隸制。相反，浸信會由於本身的神學主張民主、良
心自由和平等，所以浸信會從一開始就致力於廢奴運動，呼籲消除不平等，
也挑戰了根據人種和階層劃分教會的做法。
ii. 但是，新一代的傳道人由於在南方長大，習慣了奴隸制度，也習慣了上層
人士的舒適生活。他們發展出一套捍衛奴隸制度的神學來（私有財產權）。
b. 1845年，三年大會拒絕接受蓄奴的傳道人成為宣教士，這激怒了南方蓄奴
州的浸信會。
i. 於是，南方蓄奴州的大部分浸信會教會都脫離了三年大會，自行組織了美南
浸信會，以表示對三年大會的抗議和不滿。
ii. 由於美南浸信會是全新的組織，所以也採用了和三年大會不同的組織方式，
特別是在宣教和植堂上採用地區聯會而非機構推動，帶來了不同的果效。



美南浸信會:道歉和悔改
c. 當然，對於浸信會歷史上來說，這是羞辱的一頁。美南浸信會公開正式地在
1995年為當時的蓄奴主義而道歉和悔改。
i. 正式地譴責奴隸制度和種族主義。
ii. 為歷史上支持奴隸制度和種族主義的行為道歉。
iii. 從各種種族主義表現中悔改。
iv. 請求美國黑人的原諒。
d. 在新教中，美南浸信會是最大的宗派。 2015年的統計是45793間教會，一千
五百萬成員。美南浸信會有六間下屬神學院，和幾十所大學。
e. 為不滿世界浸信會聯盟容忍同性戀和按立女性牧師，2004年，美南浸信會正
式脫離世界浸信會聯盟。美南浸信會曾是世浸聯最大的會員及奉獻來源。世浸
聯4600萬成員中，美南浸信會1600萬人，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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