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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教會歷史 
第十一講：教會與變化的世界 

導論 
• 保羅在歌羅西書 2:8-9 向教會發出警告，他請求教會不要允許“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進入教

會的教導，也就是說，不要讓人本主義的東西、來自世界的觀點進入教會，以至於人們被帶領偏離

基督這一目標。 
• 今天上午，我想要帶領大家認識到從 1750 年到 1850 年，世界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

人們的世界觀，並且最後如何影響到基督的教會——尤其是新教的教會。 
• 所以，今天我們要認識這些事情： 

1. 啟蒙運動和啟蒙運動帶來的影響。 
2. 啟蒙運動的後果： 

 美國革命 
 新教自由主義神學的興起 
 第二次大復興和美國福音派的產生 

啟蒙運動 
• 什麼是啟蒙運動？啟蒙運動是指在 17 世紀及 18 世紀歐洲地區發生的一場哲學及文化運動，該運動

相信，理性發展知識可以解決人類實存的基本問題。人類歷史從此展開了在思想、知識及媒體上的

“啟蒙”，開啟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發展歷程。德意志哲學家康得以“敢於求知”（dare to know，拉

丁語：Sapere aude）的啟蒙精神來闡述人類的理性擔當。他認為啟蒙運動是人類的最終解放時代，

將人類意識從不成熟的無知和錯誤狀態中解放出來。啟蒙運動強調： 
1. 理性是認識真理的唯一途徑； 
2. 世界是建立在完美的自然法則之上的； 
3. 啟蒙運動同時也樂觀和自信地相信人類有能力發展社會。 

• 簡單地來說，啟蒙運動就是人類理解世界和理解自己在世界裡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一個世界觀的

轉變。 
• 誰是啟蒙運動重要的思想家呢？ 

1. 主要哲學家包括：牛頓、洛克、休謨和伏爾泰。 
2. 他們的思想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包括： 

 人類有能力理解這個世界，並且 
 人類有能力改變這個世界 

• 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認為，宗教信仰的基本觀點是可以從理性推導而出的。 
• 他們認為，宗教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通過理性認識宗教的主要觀點。所以，宗教是源于自

然的，又是合乎理性的。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透過他們的寫作，主要形成了三個有關宗教信仰的觀

點： 
1. 受到牛頓機械宇宙觀的影響，哲學家們認為神是一個偉大的設計師，神創造了世界，神為世

界提供了一套自然法則，世界因此得以持續地運作。 
2. 全體人類都感覺到對待身邊其他人有某種責任或者道義上的倫理。 
3. 因為人類所共有的善惡觀，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結論：人還有死後的生命，今生的善和

惡都會在死後的生命中被審判、得到獎賞或者懲罰。所以你看，啟蒙運動把宗教信仰壓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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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最簡化、最基本的層面。 
• 啟蒙運動對宗教的觀點給傳統的基督教信仰帶來了很多挑戰，主要表現在： 

1. 在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把人類的理性看作是真理的首要來源之前，聖經一直被看作是真理的權

威，也是認識真理的源泉。 
2. 雖然啟蒙運動同意上帝是創造者，但是他們認為三位一體是理性無法理解的，所以三位一體

這一教義必須被摒棄。他們也同樣拒絕神今天仍然在主動護理世界這一觀點。 
3. 耶穌教導的主要是基督徒應當效法和跟從的倫理，但耶穌的神性是應當被拒絕的，因為既是

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這完全違背經驗與理性。人的救贖是透過效法基督的道德性影響

和榜樣，而不是透過神要基督去死。 
4. 由於啟蒙運動思想家深信理性、科學和因果關係，所以違背自然法則的神跡奇事是不可能發

生的。 
5. 對於當時在美洲大陸被廣泛接受的加爾文主義來說，啟蒙運動給加爾文主義帶來了嚴重的挑

戰。啟蒙運動相信人的自由意志，反對加爾文主義所教導的原罪論、有限的救贖和預定論。

所以在十九世紀，美國教會普遍修改了他們所相信的教義或者徹底放棄了加爾文主義。 
6. 到十八世界末的時候，啟蒙運動帶來了一個重大成果：美國革命和美國的最終獨立。 

美國革命 
• 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嗎？ 
• 如果我們仔細讀《獨立宣言》的話，你會讀到這句話：“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

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

權利。”這句話足以讓我們相信，美國的建國者們的確受到基督教信仰某種程度的影響。 
1. 首先，他們相信人的罪性和人的墮落本性，因此他們認為權利必須是被分割和制衡的。這一

信念同時也在美國憲法中得到了體現。 
2. 他們相信神的護理。在字裡行間，獨立宣言和其他早期建國文檔都體現出建國者們相信是神

引導、保護和護理著這片土地。 
3. 他們同時也確信宗教信仰是重要的，能夠為人類社會提供道德指引和保護良心的自由。 

• 在美國革命期間，北美殖民地組成了“大陸會議”來帶領各個殖民地一同反抗英國。在 1777 年，大

陸會議通過了一項“感恩節公告”並且送到各個教會。這一決議呼籲美國人民“要懷著感恩承認一

切的恩惠都是從神領受的......同時要為他們的罪懺悔，因著這些罪他們喪失了各樣的恩寵；獻上他們

在耶穌基督裡蒙神喜悅的謙卑和迫切的祈禱，使他們的過犯被饒恕並不被紀念...... 因此建議......分別

星期四......作為莊嚴的感恩和讚美，良善的人民用一口和一心表達他們的感謝和獻上他們自己服侍他

們的恩主......帶著感恩的心承認他們領受神的恩惠要承擔的義務......為了傳揚和拓展神的國度而興旺

福音。”他們要認罪，要在基督裡，要尋求被饒恕。這些都是基督徒信念的表達。 
• 大陸會議第一次開會的時候，是邀請了聖公會的神職人員來獻上禱告的。這位聖公會的牧師同時也

是大陸軍的軍牧。 
• 在 1776 年，就美國國徽的提案中，佛蘭克林和傑弗遜都主張採用這樣一個方案：在國徽上，神將法

老的軍隊淹死在紅海中並拯救了以色列人。他們希望借此表達“上帝給祂的選民帶來自由和拯救”

這一重要觀念。 
• 雖然美國國父們非常尊重聖經，也看重聖經的觀點，但是美國的建國並不是基於聖經，或是基於傳

統的基督教信仰的： 
1.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這種說法是出於自然神論的觀點，也是美國早期

政治思想家湯瑪斯·潘恩的觀點。 
2. 早期的美國國父們不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他們中大部分甚至不能夠認信和加入我們這間地方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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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例外：約翰·傑伊（John Jay，《聯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他後來擔任美國聖

經公會的負責人；還有一位是派翠克·亨利（Patrick Henry，被稱為“美國革命之舌”，

“不自由，毋寧死”的演講者），他也是一位篤信聖經的福音派基督徒。還有一位是

在獨立宣言上簽名的約翰·威瑟斯普（John Witherspoon），後來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

校長。 
3. 其他的美國國父們包括：道德主義者，以及懷疑和反對神跡、三位一體和基督復活的“基督

徒”們。 
 佛蘭克林、麥迪森和傑弗遜對基督教信仰抱有敵意。在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的第二層

有一個小室，裡面有一本 18 世紀時期的《聖經》，書中全都是洞。這些洞都是精心

用剃鬚刀刮掉的結果，因此這不能被視為是破壞活動。 實際上，這是湯瑪斯·傑弗遜

的“傑作”，當年他只有 27 歲。他刪除了什麼？他刪除了他認為耶穌的追隨者傳下

來的“錯誤的觀念”，在他看來，這些人“難以向他人表述連他們自己都沒有弄明白

的東西”。著名觀點包括： 
• “我最近已經檢查了世界上所有所知的迷信，在我們特有的基督迷信中我沒

有發現贖罪這一特點。他們都是建立在神秘傳說之上。百萬計的無辜男女，

因為基督教的勸導，被焚燒、折磨、處罰和禁閉。這種威權的作用何在？讓

一半人成為傻瓜，另一半成為偽君子，去支持地球上的欺詐和謬誤。” 
•  “總有一天，所謂耶穌以上帝為父，在處女的子宮中神秘誕生的說法，將與

彌涅耳瓦從朱比特的腦中誕生的說法一樣，被視為寓言。” 
• “基督教是曾經照射人類的體系中最不正當的體系。” 

 所有的建國文獻都沒有確認聖經中的這位神，而是用“護理”、“造物主”、“自然

之神”之類的觀點來表述。在美國憲法中也沒有提到上帝。 
• 當時教會的情況： 

1. 只有 5%-10%的美國人是教會的成員，雖然有 40%的美國人主日參加崇拜。 
2. 根據歷史學家的估計和調查，到 1776 年，全國基督徒的比例大約是 17%。北方比南方稍高一

點，北方是 20%，南方是 12%。 
3. 但是這一情況很快得到了翻轉，耶魯大學歷史學家 Jon Butler 稱之為“內戰前的屬靈溫室”，

我們很快就會談到發生了什麼。 
• 所以，總的來說，美國在建國時期並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當然，美國也不是一個基督徒國家，更

不是新的選民以色列。 
• 借著美國革命，啟蒙運動的思想得到了廣泛傳播，也給美國社會帶來了很多改變。那麼基督徒和教

會的反應是什麼呢？ 

基督徒的反應 
• 在前面，我講到啟蒙運動給傳統的基督教教義帶來很多挑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基督徒並沒有很

好地回應這一挑戰。有些基督徒甚至犧牲了基督教信仰中重要的教義以迎合啟蒙運動的挑戰。 
• 弗裡德里希·施賴爾馬赫（Freide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19 世紀的德國神學家。 

1. 啟蒙運動攻擊基督教的信仰不夠“合乎理性”，施賴爾馬赫對此感到很苦惱，因為他已經讓

步於理性主義者們，認為他們是對的。 
2. 為了解決這一困擾，施賴爾馬赫提出說教義和歷史證據其實都不重要，基督教信仰的本質是

“感覺到對上帝的絕對信靠。”他進一步解釋說： 
 神是那位元我們應當依賴的物件。 
 罪就是我們沒有完全依靠神。 
 基督是那位真正、完全、在每一個思想言語和行動上都倚靠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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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對神的依靠最後致使神存在在基督裡面。 
 基督的使命就是把這種對神依靠的感覺傳遞給更多的人。 

3. 施賴爾馬赫在教會中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影響力，尤其是對情感、經歷的強調，認為情感和經

歷比對真神的知識還要更加重要。 
4. 雖然我們的感覺也是神所給的恩賜，感覺是我們之所以為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感覺總要降伏

於基督在十字架上客觀的工作，和上帝已經啟示的客觀性的真理。 
• 索倫·克爾凱郭爾（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麥神學家、哲學家及作家，存在主義之

父。 
1. 克爾凱郭爾是一個丹麥哲學家，他對國家教會（所有丹麥人一出生就自動成為路德會信徒）

的教導有很多疑惑，同時又受到啟蒙運動帶來的理性主義的影響。 
2. 克爾凱郭爾於是選擇輕看教義和道德性教導，他認為福音的核心本質是徹底的自由意志和徹

底的信心。 
3. 於是克爾凱郭爾發展出了“基督教存在主義”，這種觀點認為每個人主觀的、對意義的尋求

是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主體性”是他的主要觀點。 
4. 他認為，每個人都要向著神作出“信心的跨越”，即便這一“信心的跨越”缺乏對客觀真理

的認識作為根基。 
5. 雖然克爾凱郭爾的存在主義所帶來的害處沒有施賴爾馬赫的觀點那麼明顯，他的理論仍然向

理性主義作了很多妥協，強調個人主義的基督教，沒有給教會任何空間，而且讓很多人面臨

著陷入焦慮的風險。 

蘇格蘭常識哲學 
• 與此同時，在美國也有相當一部分思想家、哲學家和神學家，尤其是當時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教授們，

在啟蒙運動的挑戰面前堅持傳統的基督教信仰。 
• 在十八世紀，長老會牧師約翰·威瑟斯普（John Witherspoon, 1723-1794）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他

從蘇格蘭引入了一整套的哲學系統，被稱為“蘇格蘭常識哲學”，又叫蘇格蘭常識學派。 
o 雖然蘇格蘭常識學派在某種程度上同意啟蒙運動對人類理性的認可，但同時它更借著“普世

經驗”來證明基督教信仰的真實性，而不是貶低和否定信仰。 
o 威瑟斯普和他的同事們提出，看一看這個世界，我們就會同意神的存在，也會看到一套普世

性的道德準則。同時，透過聖經我們可以認識到有關基督的真理和人對救恩的需要。 
• 在十九世紀，兩位普林斯頓神學院的神學家在為傳統的基督教信仰辯護、反擊理性主義的入侵這件

事上有著傑出的貢獻。他們分別是阿奇伯德•亞歷山大（1772-1851） ——神學院的第一位教授，和

他的學生查理斯·賀智（1797-1878）。賀智後來在普林斯頓任教了半個世紀，他既堅持和忠於改革宗

信仰，又在知識界對基督教的挑戰上積極參與，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 所以，到目前為止，這些都是知識界和學術界發生的事情，他們當時在為我們看來離我們很遠的事

情進行爭論。但是這些僅僅發生在知識界和學術界嗎？在象牙塔外，教會在發生什麼？我們需要認

識第二次大復興。 

第二次大復興 
• 簡介 

1. 美國革命爆發於 1765 年至 1783 年，到 1795 年的時候，美國教會陷入了停頓。 
2. 美國革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實是一場內戰，教會生活被迫停滯。不僅如此，美國革命也破

壞了教會之間的關係，與英國關係比較緊密的宗派——例如聖公會——遭到了人們的猜疑，

人數因此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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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啟蒙運動的影響和威脅也隨之來到了教會。 
• 對於教會衰退的反應之一是很多佈道家們滿有熱情地在全國進行巡迴佈道，以期帶來教會的復興。

這一熱情的佈道發生在 1795 年到 19 世紀初。 
• 這一佈道運動帶來的結果是全國性的屬靈復興，人們對宗教和屬靈的事物爆發出濃厚的興趣。 

1. 無論是浸信會、長老會還是循道會，都積極地參加到戶外佈道和在山野間舉行的特別營會中。 
2. 在 1801 年，大約有兩萬五千人在肯塔基州的蔗嶺（Cane Ridge）聚會，聆聽佈道資訊，並且

對佈道資訊表現出情緒激動、狂熱和歇斯底里等情緒。 
3. 當時也有很多忠心傳講福音的佈道家，他們帶來了大量的人群歸信基督，並且開始建立教會。 

• 我們稱之為“第二次大復興”，但是和第一次大復興相比： 
1. 兩次大復興都是出於想要帶領更多的人信主和得救，兩次大復興都影響了整個美洲大陸和部

分歐洲地區。 
2. 然而， 他們之間又有顯著的區別： 

 在第二次大復興中，更多的機構被動員和參加，很多機構成立，目的是要更好地傳揚

福音。到 1827 年，最有影響力的六個大福音機構是：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美國主日學協會（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美國福音單張協會

（American Tract Society）、美國本土宣教協會（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美國教育協會（American Education Society），以及海外宣教委員會

（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神學上的差異： 

 第一次大復興的領袖人物是愛德華茲、懷特腓和坦能特兄弟，他們強調的是

加爾文主義所高舉的“神恩獨做”：是神的恩典拯救罪人，罪人是死在罪惡

過犯中、靠自己無能為力的。 
 但是在第二次大復興中，由於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強調個人的能力和個人

的關係，神學上偏向“神人合作論”，他們相信救恩是神的恩典和人的自由

合作的結果。 
o 所以，第二次大復興認為，人可以拒絕或者接受神的恩典。 
o 在信主之後，人的救恩是不確定的，人可能會因為不敬虔而失去救恩。 

• 第二次大復興的兩個重要人物：法蘭西斯·亞斯理和查理斯·芬尼 
1. 法蘭西斯·亞斯理（Francis Asbury, 1745-1816）是循道會傳道人。 

 出生於英格蘭，1771 年他回應了衛斯理的呼召來到美國大陸傳福音。美國獨立革命

於 1776 年爆發時，21 歲的亞斯理是當時留在美洲的唯一一位循道會傳道人。 
 他在美國巡迴佈道 45 年，騎在馬上旅行了三十萬英里，他六十次翻越阿帕拉契脈。 

2. 查理斯·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十九世紀最廣為人知的奮興佈道家 
 芬尼在加入佈道運動時，他也帶著改良社會的目的。他使用了佈道運動作為平臺而傳

播別的理念，包括廢奴主義、提倡戒酒、關心窮人和推廣教育。 
 芬尼在神學上是膚淺的，他非常強調傳福音的手段 

 他輕看罪和罪的後果，他認為人可以靠著自己選擇上帝。 
 衛斯理認為，神透過恩典預備人的心（先在的恩典）、然後人才能相信神，

而芬尼則認為任何人都可以選擇信神。 
 新的佈道方法： 

 如果有合適的氣氛、使用合適的方法，你可以勸告某個人接受成為基督徒的

建議。 
 於是產生了“講臺呼召”和“接受禱告”。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東西。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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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復興之前，人們透過去教會、聽道、學道、受洗而成為基督徒；現在，

人們通過一個接受禱告成為基督徒，這是聖經從來沒有教導，傳統基督教從

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3.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也有很多忠心的牧師和巡迴佈道家投入他們整個的生命來傳揚福音，

主也使用了他們帶領了多人歸主。 
• 到 1850 年，美國的基督教面貌大為改變。第二次大復興使教會人數大大增長，但是卻又改變了美國

基督教的版圖。原先最大的宗派是聖公會和公理會，但是現在最大的宗派是循道會、浸信會和長老

會。有很多教會在和現代思潮進行爭戰、有的做出了妥協，也有很多教會和神學家們堅持聖經的真

理，並且按著真理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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