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宣教入門

我們要開始講到宣教與歷史–基督教在使徒行傳的時代
一直到現在廿一世紀，當中主要的宣教運動、擴展。
直
在
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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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徒十三1-3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

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
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
他們事奉主 禁食的時候 聖靈說 「要為我分派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
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
於是禁食禱告 按手在他們頭上 就打發他們去了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單元二：宣教與歷史

基督教擴展 A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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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提阿教會為首，保羅、巴拿巴成立聖靈所指派的團隊，
保羅
有猶太人、外邦人、白人、黑人…，要把福音帶到地極
 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彼得書信，
使徒行傳 保羅書信 彼得書信
幾乎都是福音傳往世界、傳到地極過程中，
所遇到各樣的問題 神學 做 方式
所遇到各樣的問題–神學、做工方式、
組織架構、機制上面去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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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課著重在公元初期一直到五百年，
怎麼樣擴展的 為什麼會這麼快
怎麼樣擴展的、為什麼會這麼快？
什麼原因讓基督所留下一小撮門徒可以增長到這個地步、
甚至在公元五百年內就主宰了龐大的羅馬帝國？
今天從歷史的制高點很容易分辨出當時環境
有幾個因素有利於這個新的信仰的傳揚：
1. 政治上是統一的，從非洲到大不列顛、
從西班牙到兩河流域、伊拉克境內，
全都歸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
所以要傳揚信仰的人不會受到國界的限制
2. 當時的百姓能夠自由的出入、到處遊歷，
當時的百姓能夠
的 入 到處遊歷
條條大路通羅馬、道路四通八達，
兵 官員 商
老百姓都可 使用
士兵、官員、商人、老百姓都可以使用，
海運、航道也都是這樣開放

3. 當時流行著希臘的語言跟文化，
雖然羅馬在政治上征服 希臘
雖然羅馬在政治上征服了希臘，
羅馬的官方語言照理說是拉丁文，
但是文化、著作、思想、哲學，
幾乎都是用希臘文來表達，
 保羅懂希臘文，他就到處展開宣教的活動
 現存最早期的基督教文獻，
也都是用希臘文寫成的
上帝是歷史的主宰，
一直在預備環境–道路、政治系統、語言，
這麼多外在的環境有利於 督教的傳揚
這麼多外在的環境有利於基督教的傳揚，
這個都是時候滿足。
祂差遣祂的兒子進到這個 界時
祂差遣祂的兒子進到這個世界時，
正是羅馬帝國很強盛的時候。

基督教內在的因素是吸引整個世代的人…
1 基督教根本的吸引力，對不同世代、一切的人
1.
基督教根本的吸引力 對不同世代
切的人
提供個人的救恩，滿足人最深切的需要，
也有能力拯救整個族群，因為這是神的道
2. 初代教會這階段，充塞著各種泛神論，
已經引起許多思想家的懷疑，
但基督教聲稱只有一位神，各種屬性都是無限的，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
3. 這位神不像希臘
這位神不像希臘、羅馬的眾神，
羅馬的眾神
不單只是能力無窮盡，而且有一個公義的性情，
所做的盡都正直 要求跟隨的人
所做的盡都正直，要求跟隨的人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這在道德敗壞日趨嚴重的羅馬帝國，
就好像一股清流流過

6. 客觀方面，接受基督福音的人
生命得到改變 是強有力的證明
生命得到改變，是強有力的證明，
基督徒生命中滿有能力的見證，在同儕、同輩
會比起任何有道理的論點更具說服力。
 早期的電影，像賓漢、聖袍千秋
都看到這些基督徒的見證，
 尼祿暴君焚城錄、在羅馬競技場上殉道的，
所表現出來的不怕死、彼此相愛、彼此相顧的
那種品格，大大震撼了羅馬帝國
7. 神的靈在工作，不信神的人不會了解
聖靈是整個宣教運動背後推動的重大推手，
背 推
推手
對信徒而言，這就是關鍵的所在，
 使徒行傳可以說就是「聖靈的行傳」
使徒行傳可 說就是 聖靈的行傳」
 聖靈帶領著神的兒女不斷的前行

4. 猶太人雖然也宣稱有這樣一位神、
並有眾多的歸依者，
有眾多 歸 者
但基督教更強調神的愛帶來奇妙的結果，
就是基督徒彼此相愛，當基督徒
彼此相愛的時候，世人就認出他們是基督的門徒。
 在當時的世界「彼此相愛」是很罕見的現象
 大部分奴隸制度、看誰拳頭大就誰就掌權，
在羅馬帝國是比較常見的
5.「愛」為幽暗絕望的世界帶來盼望，
 這個盼望不是盲目的樂觀主義，
基督
來
而是從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裡生發出來
 儘管他們在百般的試煉中，
卻能夠靠主大大的喜樂
卻能夠靠主大大的喜樂，
而且知道最終的勝利是他們的

基督教是怎麼樣擴展？並不是由教會計畫、教會領袖策動，
反而好像教會經常落後 兩步
反而好像教會經常落後一兩步…
 差派巴拿巴去堅固在安提阿的初信者，
表示那邊已經有人不知道誰傳福音給他們，
就是被迫分散的基督徒到處去傳的，
教會領袖不是發動者，發現有信徒、差個領袖去看看
 當決定要認同保羅、巴拿巴在外邦人當中
已經成就的工作時，教會也是落在後面的，
徒十五 耶路撒冷大會可以看的出來
基督教擴展，好像是自然發生的、如森林大火往外擴展。
非正式的宣教士靈裡面受到催逼，
非
式的宣教 靈裡面受到催逼
要把福音傳給還沒有聽聞的人，
 或受到逼迫、做生意，帶著福音的火隨走隨傳
或受到逼迫 做生意 帶著福音的 隨走隨傳
 早期基督教的擴展，都是歸功這些無名的傳道者

當信仰傳到希臘文不普及的地區，
他們就把書信、聖經其他的部分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書
其
譯成
聖經翻譯在福音廣傳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方說：
 敘利亞文，當時東方教會所用的語言
 科普特語，現在在埃及還存在，
已經從耶穌基督時代一直到現在，
是一個非常歷史悠久的教會
 羅馬帝國西部包括北非用的是拉丁文
 哥特文，是為了羅馬帝國以外的蠻族，
今
今天日耳曼民族等等都是早期的蠻族。
耳曼
等等都 早
蠻
野蠻部落這個時期攻破了多瑙河的保障，
在羅馬境內建立了他們的勢力
在羅馬境內建立了他們的勢力，
語文的翻譯，就給他們有機會聽見福音

至於羅馬帝國以外的地方，有幾個重點…
東部 以後就是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 帶
東部，以後就是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一帶，
基督教出現在羅馬帝國的靠東的地方，
是在以色列，
從那裡繼續往東傳是很自然的事情。


敘利亞就是使徒時代第一個
在巴勒斯坦以外福音到達的地區，
因為通往東方的主要路線都要經過敘利亞，
主要就是由說敘利亞話的宣教士所策動


一直到今天，印度早期的崇拜的語言
都還是用敘利亞文
都還是用敘利亞文，
多馬相傳在第一世紀中期
就把福音帶到印度的使徒，
今天都還有一些多馬時代的教堂

基督教在什麼地方開展呢？
 從羅馬帝國東部巴勒斯坦開始，短短數年就在大部分的
重要城市，安提阿、亞歷山大、羅馬都建立了據點
 北非很早就有了福音，早期的教父大概都是在北非，
俄利根、居普良、亞他拿修、特土良、奧古斯丁
 受到基督教福音更全面滲透是在小亞細亞，
羅馬
小亞細亞
也就是土耳其、還有靠近希臘的地方，
是保羅幾次宣教旅程所到達的地方
北非
當君士坦丁在第 世紀初即位時
當君士坦丁在第四世紀初即位時，
 基督徒在大多數地方仍然屬於少數，
儘管受到迫害 是越發的 盛 增長
儘管受到迫害，是越發的旺盛、增長
 後來信耶穌，基督教變成羅馬帝國的國教，
整個情況扭轉對基督教的發展非常的快速
整個情況扭轉對基督教的發展非常的快速，
當然有很多的副作用



亞美尼亞是在黑海、裏海地區，
AD301 第一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
第
基督教為 教
家



繼續往東，就是波斯帝國，
 波斯帝國是羅馬帝國的頭號敵人，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普及，
反成波斯人信主主要的阻力，
政治抗衡、有很多的戰爭
 在教義上，羅馬的教義跟波斯那邊的教義
原則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波斯信奉所謂涅斯多留，
後來被羅馬天主教判為異端
來 羅
判為異端
 但是他們往東傳的早期信徒，
在唐朝已經傳到蒙古
在唐朝已經傳到蒙古、西藏、中國，
藏 中國
講基督教擴張的時候還會繼續再說

羅馬帝國往南方傳，就是今天的衣索比亞，
有
有一所在第四世紀初落成的古老教會。
在第
落成 古老教會
衣索比亞人曾在紅海海邊屠殺腓尼基商船的船員，
俘擄了兩位基督徒少年優內庇斯、伊迪休斯，被帶到
首都阿克蘇姆，得到皇帝重用、恩准在當地傳揚福音。
後來皇帝過世，他們重返自由、返回祖國。
 優內庇斯到亞歷山大港後就呼籲基督徒
要到衣索比亞去牧養當地正在增長中的信徒
 埃及科普特教會的長老認為優內庇斯就是最佳的人選，
就立他為主教、差他返回衣索比亞，
索
會 科普特
會
從此衣索比亞的教會跟科普特的教會
就建立了聯繫、淵源深遠直到今日
在非洲衣索比亞是唯 沒有被殖民統治的國家
在非洲衣索比亞是唯一沒有被殖民統治的國家，
跟他們早期接受福音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在羅馬帝國以外的北方跟西方，
是歐洲眾多蠻族的勢力範圍。
是歐洲眾多蠻族的勢力範圍
在帝國衰落之前，
蠻族已經越過邊境入侵羅馬帝國 –
由馬其頓進入西班牙、
非洲西北部，加速了西方帝國的解體。
這些蠻族也歸入了不同的基督教派
這些蠻族也歸入了不同的基督教派，
當中最主要的
 哥特人 – 日耳曼民族
 法蘭克人 – 今天的法國
 愛爾蘭
德國、法國、愛爾蘭，成為繼續
把福音往外傳的三個重要據點。
把福音往外傳的三個重要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