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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大觉醒后，灵性的急速下降；自然神论和怀疑主义

 的影响；自由神学的高涨
• 18世纪末，美东出现属灵复兴；循道派传道方式来到新英

 格兰地区；西部也产生大复兴(露天聚会)
• 1795年起，耶鲁大学校长德威特(Timothy Dwight)演讲提

 出自然神论、物质主义背信的罪及其危险性；1802年起，

 开始属灵复兴

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imothy Dwight was the grandson of Jonathan Edwards.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was a Christian revival movement during the early 19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vement began around 1800, had begun to gain momentum by 1820, and was in decline by 1870.[1]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expressed Arminian theology, by which every person could be saved through revivals. It enrolled millions of new members, and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new denominations. Many converts believed that the Awakening heralded a new millennial age.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stimul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y reform movements designed to remedy the evils of society before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2].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August 29, 1792(1792-08-29) – August 16, 1875(1875-08-16)) was a leader in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He has been called The Father of Modern Revivalism.[1] Finney was best known as an innovative revivalist, an opponent of Old School Presbyterian theology, an advocate of Christian perfectionism, a pioneer in social reforms in favor of women and blacks, a religious writer, and president at Oberlin College.



• 第二次大觉醒(约1800-70)表达亚米纽斯主义神学(人因复

 兴而得救)
• 导致新的宗派产生；背道的情况、传统教义 被冲淡；异端

 和现代主义暗地渗透
• 刺激许多旨在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前医治社会罪恶的改

 革运动

西部大迁徙

露天聚会



• 第三次大觉醒(约1850-1900)，教会弟兄姊妹及城市百姓

 们都悔改认罪，渴慕认识主
• 户外的奋兴布道会带领多人悔改认识主，得着救恩
• 普世宣教的浪潮，福音传到亚非；社会福音运动

慕迪(Dwight L. 
Moody, 1837-99)

慕迪与善基(Sankey)主领聚会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he Third Great Awakening was a period of religious activism in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late 1850s to the early 1900s.[1] It affected pietistic Protestant denominations and had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activism.[2] It gathered strength from the postmillennial theology that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would come after mankind had reformed the entire earth. A major component was the Social Gospel Movement, which applied Christianity to social issues and gained its force from the Awakening, as did the worldwide missionary movement. New groupings emerged, such as the Holiness movement and Nazarene movements, and Christian Science.[3]

第三次大覺醒是指，第二次大覺醒十九世紀初，過了大約二、三十年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在美洲大陸又興起屬靈復興。教會的弟兄姊妹及城市百姓們都悔改認罪，渴慕認識主。戶外的奮興佈道會帶領人一波一波地悔改認識主，得著救恩。也因著復興悔改的浪潮，而開始普世宣教的浪潮，帶動宣教的烈火焚燒，使福音傳到非洲和亞洲。[1]


家庭背景
慕迪生于1837年，美國東部麻州北田的鄉下地方，九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七[1]。家境贫穷，四岁时父亲因飲用過量威士忌而逝世[2]，享年四十一歲，當時母親也只有三十六歲，[3]便要独自抚养九个孩子。[4]她因需要賺取生活費，便把小孩送去學校寄宿，唯獨留下年幼的慕迪在身邊。[5]因此，小時候的慕迪，不愛看書，只喜歡跟朋友在一起說說笑笑，打打鬧鬧。在同村落的人看來，都認為這個孩子將來可能沒有什麼出息，縱然如此，他的母親也沒有就如此的對他感到任何的失望。1853年，慕迪向來訪的舅父自告奮勇的表示，他願意到舅父在波士顿的鞋店做学徒。於是在1854年，慕迪便離開他的故鄉，到波士頓展開他人生的下一段路程。[6]
[编辑] 信仰與服事經歷
雖然，慕迪的母親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在家鄉時，每個主日都會催促所有的孩子們上教堂。儘管如此，慕迪的信仰生命，卻是在波士頓的時候開始的。1856年4月21日他因主日学教师金波的邀請下，參加公理教會的奮興聚會，[7]因此經历了重生。1865年慕迪遷往芝加哥，因他的勤奮而開始置富。他找到一份外勤業務的工作，[8]後來普里矛斯公理會積極的服事，積極參與傳福音工作。[9]他自告奋勇地为主日学邀 请学生，一開始只有18名貧童參加。雖然聚當中，小孩的聲音和歌聲使得會場十分吵鬧，但他們卻被慕迪的同情心和幽默感所迷。因此，人數便成到將近600 人，慕迪因此全時間投入傳福音的行列。他白天在新成立的基督教青年會中，擔任宣教士職份，而晚上為孩童和成人開設週間晚上的聚會。[10]每次主日都會骑马出去拼命请街头的孩子参加主日学。很快的人数增到1000人，人称「疯狂的慕迪」。[11]
在內戰期間（1861-65），他的事工不但沒有停止，反而不斷的擴張。他的主日學事工發展成為獨立教會，而他在青年會的事工也拓展到大衛營。[12]他不斷的穿梭在軍營之間，使無數軍兵心靈得到安慰，也使得這四年之間，一股愛國和愛基督的熱潮同時興起。[13]在1862年8月28日，他與英國出生的艾瑪麗薇（Emma Revell）結緍。[14]當時慕迪才25歲，而艾瑪也只有十九歲。在內戰期間，她隨著慕迪四處宣教，成為他最大的幫助。[15] 1867年，因艾瑪罹患了氣喘病，慕迪便陪同艾瑪回到英國去，這是他首次到訪英國。在那裡，他認識了司布真和莫勒。在1866到1869年間，慕迪被提升為芝加哥的基督教青年會會長。也在他的任內，完成第一座基督教青年會的大樓──法威爾大廳。1870年，慕迪與桑奇組成佈道團，並持續合作二十九年之久。[16]1871 年的10月8 日，慕迪在法威爾大廳佈道會中，邀請在場的參加者，回去檢視自己與基督的關係，並邀請下次回來獻身。但因當晚芝加哥發生空前大火，把青年會的所有建築都一 同吞滅了。1875年10月31日，慕迪在可容納七千人的克勒蒙街溜冰場，舉行第一個全城的佈道會。只因到場人數太多，只得規定只許非基督徒進場，而當晚 約有一、兩萬人無法進場。[17]往 後的二十年，慕迪和桑奇在美國各地，以及歐洲舉行多次奮興會，參加人數難以計算。到1886年，慕迪回到芝加哥，並成立芝加哥宣教會。初期他們只能進行家 庭探訪或在帳幕中舉行崇拜。到了1889年，宣教會人數逐漸增多，便購地建堂和學校。慕迪找來叨霍博士擔任校長，在慕迪逝世後，該校便更名為「芝加哥慕迪 聖經書院」。[18]
[编辑] 事奉經歷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慕迪到前线传福音。共开了1500次佈道会，使无数士兵获得身心的安寧。
1870年一位税务署官员孙盖(Isa. D. Sankey,1840-)有诗歌的恩赐，放下职业与慕迪配搭宣扬福音。有人说：「慕迪讲福音，孙盖唱福音。」他们出版自己的诗集，销路奇佳，赚到百万美元，让别人用来在芝加哥建造一间礼拜堂。
1871年10月8日芝加哥发生大火，全城变为平地。慕迪所用的法威尔堂全部烧毁。大火後的二个月又十五天，一所新建筑物「北岸会幕」落成，慕迪的福音工作更加兴旺。
后来他访问英国，听大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讲道，到布利斯托尔城参观慕勒(George Muller)的孤儿院，从他的凭信心度日得极大的帮助，立志每晨四点钟起床祷告。
自1872年至1892年，慕迪的足迹走遍英美各大城，复兴的火开始燃烧大西洋两岸。1893年芝加哥举行世界博览会。慕迪抓住机会召开佈道大会，蒙恩得救的人，以千数计。






• 意大利人勒略和浮士妥·苏西尼否认三位一体
• 苏西尼主义(Socinianism), 与古代神格唯一论

 和亚流主义相似
• 迎合理性；主张基督不过是人
• 18世纪，英国的苏西尼主义变成神体一位

 论；强调人得救是借基督的个性，而非他所

 流的救赎之血
• 1774年，圣公会牧师林西(Lindsey)在伦敦组

 织了神体一位会(Unitarian Church)
• 1779年，英国国会接受以圣经取代三十九

 条，打开通往各种异端的大门
• 1825年，美洲神体一位协会成立
• 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合在一起的称为

 Unitarian Universalism (他们自称支持自由

 和负责任地寻找真理和意义)

浮士妥·苏西尼

 
(Faustus Socinus, 
1539-1604)

没有神的教会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蘇西尼主義是反對三位一體論的一種基督宗教主張，以李立歐·蘇西尼與其姪子浮斯土斯·蘇西尼而得名。

現代的神體一位論派，就是所謂「蘇西尼派」起始於改教運動的時期，但其根源可追溯至第二、第三世紀的神格唯一論運動。歐洲中部與南部，在當時有好些人文主義者對於教會各種的教理，開始發表他們的異議，特別是關於基督神性的教理。這些人當中之最著者，為十六世紀李立歐·蘇西尼與其姪兒浮斯土斯·蘇西尼。李立歐·蘇西尼是義大利著名的律師，因有異端的嫌疑，於1547年離開了義大利。其遊歷甚廣，因而得以認識復原派的領袖神學家，其中包含墨蘭頓以及加爾文在內。
浮斯土斯·蘇西尼具有高尚的道德，曾研究法律與神學。他叔父的手稿在他腦子裡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離開義大利之後，曾拜訪和他叔父一同反對三位一體論的一些團體。1579年，他前往波蘭組織了一個神體一位論的團體，名叫波蘭弟兄會。他的活動由此擴展至匈牙利、外西凡尼亞及其鄰近諸國。外西凡尼亞成了神體一位論的大本營。他消除了神體一位論派所有重洗派的思想，並融合了許多小小的異點。
1603年在波蘭克拉科夫所召開之神學一位論派的宗教會議，規定重洗禮並非加入神體一位教會必須的條件。1600年他在拉寇（Racow）創立一個神體一位論派的大學，每年有成千的學生到該校肄業。神體一位論派的年會，亦在拉寇舉行。在此曾印行許多神體一位論派的書籍，其中包含1605年出版著名的拉寇問答（Racovian Catechism）。[1]這拉寇問答大為廣傳，在荷蘭、英國、美國都帶出很大的影響。[2]

蘇西尼派的主張（拉寇問答）

「它主張以聖經為真理的源頭，但新約真理的證明端賴其中所記載的許多神蹟，而以基督復活一神蹟為首要。這樣用超自然的眼光證明新約，也就保證舊約之 真實無訛。新舊兩約之作都為使人瞭解永生的道路，其中所記載雖有些超出理性以上，但其價值總不違反理性。聖經要人相信上帝是存在的，是賞善罰惡之主。人本 來是必死的，憑著自己不能找著永生的道路，所以上帝賜他聖經、生命，又以基督做榜樣。基督不過是人，但他一生完全順服上帝，作人榜樣，滿有屬神的智慧，所 以上帝賜他復活，賦予他一種神性，所以他如今還能聽人禱告。
在思想批判方面，蘇西尼派最大的成功為其對救贖的補罪教理所加的攻擊，而這種補罪的教理卻是一切改教家所一致承認的。他們說補罪的要求原與上帝的本 性不合。既有赦罪，便無須補罪，此二者乃互相排斥的觀念。以無罪的人代替有罪的人受罰，是絕對不公平的事。基督受死是表明順服的最好榜樣；在必要時，這種 順服也是每一基督徒所應該表明的；但基督的順服虽大，卻不超過祂所應有的，所以祂不能將祂順服的價值轉移給他人。假如這種转移是可能的話，那麼，人便需在 道德上努力追求公義，而品格也就因此嬴弱了。」[3]
[编辑] 蘇西尼主義的演變
「十八世紀時，英國的蘇西尼主義變成神體一位論。 林西（Theophilus Lindsey）是英國聖公會的牧師，他發出一道請願函，要求國會准許牧師不必接受三十九信條而只需對聖經效忠。這份公函的動機顯示蘇西尼派牧師不肯相信三十九信條，因為該信條承認基督的神性。這份請願公函竟然獲得二百五十多人的贊助簽名。但當公元一七七二年呈給國會時，遭國會否決。於是林西牧師退出聖公會，而於一七七四年在倫敦組織了神體一位會（Unitarian Church)）。公元一七七九年國會修改信仰容忍法案，通過以接受聖經取代接受三十九信條。這個修正案為安立甘教會打開了通向各種異端的大門。再過不久，國會又通過取消對「否認三位一體者」的刑罰。
英國神體一位論強調人得救是藉基督的個性，而非藉祂所流得救贖之血。他們宣稱，拒絕一切「人所編的信條」，但是他們當然也有自己的信條，這是無可避免的。神體一位論嚴重地侵入長老派及普通浸禮派教會，摧毀他們的靈性生活，教會很快地衰退。另一方面，公理派及特別浸禮派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他們的人數增加，教會興旺。在信仰容忍法案時期，本來是長老派教會人數最多，現在公理派和特別浸禮派的人數則遠遠超過了他們。」[4]


Unitarian History
Unitarian Universalism is the result of the merger of two separate denominations: Unitarianism and Universalism.
Originally, all Unitarians were Christians who did not believe in the Holy Trinity of God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Instead, they believed in the unity, or single aspect, of God. Although people have held Unitarian beliefs since the time of Jesus’s death, religious groups did not form around these ideas until the mid-1500s in Transylvania and the 1600s in England. Religious authorities at this time saw early Unitarians as heretics and often persecuted them. Important figures from this period include John Biddle, Francis David, Michael Servetus, King John Sigismund and Faustus Socinus.
Unitarianism emerged in America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stressing importance of rational thinking, each person's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e humanity of Jesus. By 1825, Unitarian ministers had formed a denomination called the 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 Members spoke out on issues such as education reform, prison reform, moderation in temperance, ministry to the poor,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fter growing increasingly theologically and ethically close, the Unitarian and Universalist denominations consolidated in 1961 to form the new religion of Unitarian Universalism. Although Unitarian Universalism no longer solely holds traditional Unitarian or Universalist beliefs, it does draw directly on its heritage for much of its inspiration and grounding. To learn more about Unitarian Universalist beliefs today, please see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There are many Unitarian congregations today outside America that are part of the Unitarian Universalist community. The largest concentrations are in Transylvania (now part of Romania and Hungary) and India. To learn more about Unitarians, Universalists, and Unitarian Universalists outside of America, please see the UUA’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There are also Unitarian denominations that are unaffiliated with Unitarian Universalism, most of which are called Biblical or Christian Unitarians.

Universalists are Christians who believe in universal salvation, meaning that all people will eventually be reconciled with God. While people have held Universalist belief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faith did not become a widespread religious movement until English Universalists came to America in the late 1700s to escape religious persecution.

普世主义是哲学上的一个分支，它强调普遍的事实能够被发现且被理解。在伦理上，普世性就是指能够应用在所有人身上的价值观或事物。这种思想存在于许多宗教或哲学体系之中。普世主义最早出现于宗教、神学和哲学概念上的普世（universal，意为适用于所有的）。

Universalism, in its primary sense, refers to religious, th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cepts with universal application or applicability. Religion in this context is defined as a set of beliefs concerning the cause,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universe, especially when considered as the creation of a superhuman agency or agencies, usually involving devotional and ritual observances, and often containing a moral code governing the conduct of human affairs.[1] Universalism is a term used to identify particular doctrines considering all people in their formation. Universalism in the religious context claims that religion or religious man (sic) is a universal quality. This can be contrasted with nonuniversalist religions.
In its secondary sense, a church or community that calls itself Universalist may emphasize the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most religions and accept other religions in an inclusive manner, believing in a universal reconciliation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divine. For example Abrahamic religions like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still claim a universal value of their doctrine and moral principles because they feel they are inclusive.[2]
A belief in one common truth is also another important tenet. The living truth is seen as more far-reaching than national, cultural, or religious boundaries.

Unitarian Universalism is a religion characterized by support for a "free and responsible search for truth and meaning".[1] Unitarian Universalists do not share a creed; rather, they are unified by their shared search for spiritual growth and by the understanding that an individual's theology is a result of that search and not obedience to an authoritarian requirement. Unitarian Universalists draw on many different theological sources and have a wide range of beliefs and practices.
Historically, both Unitarianism and Universalism have roots in the Christian faith. Contemporary Unitarian Universalists espouse a pluralist approach to religion, whereby the followers may be atheist, deist, theist, polytheist, or have no label at all.
The Unitarian Universalist Association (UUA) was formed in 1961, a consolidation of the 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in 1825, and the Universalist Church of America, established in 1866. It is headquartered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and serves churches mos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Unitarian Council became an independent body in 2002.[2]





• 1820年代，约瑟·史密斯宣称天使摩洛

 尼向他显现，告诉他当时教会的许多错

 误
• 1830年，史密斯翻译所挖出的金页书，

 出版“摩门经”
• 1830年，成立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or 
LDS Church)

史密斯和天使摩洛尼
史密斯翻译摩门经

约瑟·史密斯(Joseph 
Smith, 1805-44)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约瑟斯密特(Joseph smith)住在纽约的波密拉(Palmyra)城，他在年轻时就看见过许多异象，并宣布天使摩洛尼(Moroni)曾向他显现，告诉他当时教会的许多错 误，又告诉他为西方世界所写的圣经被埋在附近的山里。公元1827年九月廿二日，他宣布挖出一个石盒，盒内放着一本金页书。��　　斯密特用三年时间将这些金页的内容翻译出来，于公元1830年出版了摩门经(Book of Mormon)。这本书宣称是一本从巴别塔讲起的美国历史。并宣称摩洛尼是摩门的儿子，是神选民的最后一个生存者，他在公元四世纪时将这些金页埋藏起来。��　　跟随「先知约瑟」的人，于公元1830年四月成立了一间教会。从公元1831年到1837年，摩门教总部都设在俄亥俄州的科特兰城 (Kirtland)；后来杨百翰(Brigham Young)加入这个运动，而且很快成为「十二使徒」之一。由于法律事件及社区间的摩擦，摩门教徒在迁到密苏里州之后，又于公元1840年迁到伊利诺州的 诺浮城(Nauvoo)。��　　约瑟斯密特宣布他于公元1843年七月看见异象，因此创立一夫多妻制。这种措施引起人们对摩门教不满。当斯密特和他的兄弟被关在监牢时，暴民打破牢门，入监将他们残暴地杀死。两年后，在杨百翰的领导下，摩门教徒集体迁往大盐湖(Great Salt Lake)。��　　这个教会影响信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它为贫困者及病人提供救济，又为信徒提供教育、娱乐和职业，年轻的摩门教徒两个、两个地出去，用一年或更多的时间义务为教会工作。��　　摩门经被看为与圣经同等，是支持圣经而不取代圣经的一本书。对于圣经，则只接受它正确的翻译。在基本教导上，他们认为斯密特的另外两本书也极其重要。这个教派有两个特别的教义：「为死人施洗」及「属天婚姻」(Celestial Marriage)。�



• 1831-37年，摩门教总部在

 Kirtland, Ohio; 杨柏瀚加入
• 后迁至密苏里，和伊利诺的

 Nauvoo
• 1843年，史密斯创立一夫多妻制
• 1844年，史密斯被暴民杀死
• 杨柏瀚领导摩门教徒迁往犹他州
• 教导神是从人变来的，今日人将

 来可变神；认为没有原罪，地

 狱；人回归神要跟随耶稣的榜样

 等
• “为死人施洗”及“属天婚姻”的教义

盐湖城摩门殿

杨柏瀚(Brigham Young, 
1801-77)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he Mormons are a religious and cultural group related to Mormonism, a religious movement beginning with the visions of Joseph Smith in upstate New York during the 1820s. After Smith's death in 1844 the Mormons followed Brigham Young to what would become the Utah Territory. Today a vast majority of Mormons are members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LDS Church) while a minority are members of other independent churches. Many Mormons are also either independent or non-practicing. The center of Mormon cultural influence is in Utah, and North America has more Mormons than any other continent, though the majority of Mormons liv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Mormons have developed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ality that stems from their doctrine and history.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Mormon converts tended to gather to a central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between 1852 and 1890 many Mormons openly practiced plural marriage, a form of religious polygamy. Mormons dedicate large amounts of time and resources to serving in their church, and many young Mormons choose to serve a full time proselyting mission. Mormons have a health code that eschews alcoholic beverages, tobacco, coffee, tea, and other addictive substances. They tend to be very family-oriented, and have strong connections across generations and with extended family. Mormons also have a strict law of chastity, requiring abstention from sexual relations outside of marriage and strict fidelity within marriage.
Mormons self-identify as Christian, though some of their beliefs differ from mainstream Christianity. Mormons believe in the Bible, as well as other books of scripture, such as the Book of Mormon. They have a unique view of cosmology, and believe that all people are spirit-children of God. Mormons believe that returning to God requires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Jesus Christ, and accepting his atonement through ordinances such as baptism. They believe that Christ's church was restored through Joseph Smith, and is guided by living prophets and apostles. Central to Mormon faith is the belief that God speaks to his children and answers their prayers.




• 摩门教注重传教
• 今日全世界约有1400多万摩门教徒

摩门教宣教士

Harry Reid

Mitt Romney



• 1831年，威廉·米勒开始传道，说基督

 将于1843年复临；后多次修正
• 1846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为了犹太

 人安息日的问题及对但以理书第八章

 的解释问题，脱离米勒的组织
• 1863年正式成立，以怀爱伦为女先知
• 守安息日和预言耶稣基督即将再临日

 期
• 相信三位一体和圣经无误
• 独特教义：死人无知觉和查案审判等

威廉·米勒(William Miller, 
1782-1849)

怀爱伦(Ellen G. White, 
1827-1915)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这时代所有福音派都传讲基督的复临。米勒尔(Miller)是新英格兰的农夫兼浸礼派平信徒传道人，他根据但以理书及启示录，将基督复临的日子订在公元1843年三月廿一日，有许多人相信并跟从他。��　　米勒尔于公元1831年开始传道，起先在附近乡村，后来被请到大城市讲道，最后全国各地都要求他去讲道，他的著作大为流行。�　　�　　 公元1843年三月廿一日到了，又过了；米勒尔解释说：「在这一年中，基督随时会复临」，但公元1844年三月廿一日到了，又过了；这个日期再度修订；公元1844年十月廿四日也到了，又过了；每个日期都因预备期的延长而耽搁。��　　他们于公元1845年成立了一个很弱的组织。但到公元1846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s)为了犹太人安息日的问题及对但以理书第八章的解释问题，而脱离该组织。��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教义上非常保守，怀特夫人(Mrs. White)是早期领袖。他们在慷慨捐赠、禁酒、禁烟方面，都是最好的榜样；他们的医疗及福音工作，遍布之地涵盖九百种语言。根据公元1963年的报导，他们有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间教会及一百三十万成年受洗者。�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英语：Seventh-day Adventist），是与基督教有关、却有本质差别的一個组织，原自19世紀中期美國的米勒耳派運動，该組織成立於1863年，以遵守基督教傳統曆法中每一週的第七天（即星期六）為安息日和预言耶穌基督即將再臨日期為人所知。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神學觀點大致取自福音派，例如三位一體和聖經無誤等。另外有獨特的教义則包括死人無知覺和查案審判等。另外，這個组织也因強調飲食和健康，宣揚宗教自由和強調保守原則和生活方式為人所知。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全球組織由全球總會（General Conference）統管，轄下分為分會、聯合會和地方區會，現時教友人數超過1700萬（歐美和白人信徒近年已變成少數），在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駐有組織。除信徒聚會外，教會對外傳道的主力是教育、醫療、文字印刷、廣播和救災。




• 安息日会强调饮食和健康，宣扬宗教自由和强调保守原则

 和生活方式
• 教会对外传道的主力是教育、医疗、文字印刷、广播和救

 灾
• 今日全世界约有1700多万信徒

Loma Linda University



• 1866年，爱迪女士突然从重伤中痊愈，发展“科学神医系

 统”
• 著作“科学与健康附---圣经之钥”
• 1879年，创立基督教科学会
• 泛神论教训；认为一切是灵，物质不存在，苦难疾病是幻

 影
• 宣称没有基督教所信仰的创造、堕落、救赎等

爱迪(Mary Baker Eddy, 
1821-1920)

科学与健康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在摩门教、安息日会及属灵主义出现后几十年，又有基督教科学会兴起。公元1866年，艾迪夫人(Mrs． Eddy)突然从重伤中痊愈。她过去曾学过精神与属灵关系学，此后便发展她的「科学神医系统」，她相信所有「和谐的意志行动原则便是神」。很明显地，这个 运动不但不合圣经，也不合科学。��　　艾迪夫人写了「科学与健康」一书，成为基督教科学会的教科书。公元1879年，依照她的指示，在波士顿建立了一间教会。又于公元1892年重组，改名 为基督教科学会第一教会，其它教会都是这间母会的分支。由当地教会领袖分别担任「诵读者」、「从业者」及「老师」的工作。「诵读者」在聚会中，诵读他们出 版的讲道课程；「从业者」全时间做医治的工作；「老师」则教导慕道班。��　　母会常提供免费演讲。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是全世界最好的报纸之一，为读者提供没有偏见的报导，是有效文字工作的榜样。这个团体绝不宣布他们信徒的人数。


基督科學教會（Christian Science），亦譯為基督教科學會、基督教科學派，總教堂（或稱母教堂）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由瑪麗·貝克·艾迪於1879年創立。此教派的教義主要來自她所著的《科學與健康暨解經之鑰》。
位於波士頓的總教堂
艾迪宣稱，既然上帝是絕對的善與完美，那麼罪、疾病和死亡都與上帝無關，因此都不是真實的。這個物質世界是虛幻的，真正的真理和存在都是在精神層面上，所以所有的物質上的“錯誤”都可以靠更高層次的靈修來解決。她更進一步地說明她所領悟出來的道理正是如同《聖經》裡所記載的那樣，耶穌基督有治癒能力也是因為有同樣的領悟。基督科學教徒（或基督科學者）則根據這個教義深信疾病可以透過信仰，祈禱和領悟更高一層對於上帝、基督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治癒。這樣的結果就是教徒有病痛時往往只靠著祈禱而不尋求醫療協助，他們的教會刊物上也常常刊登這類的透過祈禱而治癒的報導。
基督科學教會非傳統的傳教方式和內容因此引起許多爭議。一些教會人士因為不肯尋求正常的醫療協助，只靠著祈禱來治病，結果死於一些本來可以醫好的疾病。其中因此而死的小孩，他們的父母因此被提起刑事訴訟，理由是疏忽和不當致死。教會方面則辯稱根據他們的完整記錄，他們的“靈修治病”祈禱方式確實治癒了許多連醫生都束手無策的絕症。
在神學界，基督科學教會的教義也引起一陣騷動，特別是透過19世紀起盛行的科學角度來看（註：也就是基督科學所稱的“科學”完全稱不上科學），一些其他基督教派人士則譏諷的說科學會只能算是一種聖經解說學派，只是一時的，根本不算是一種新的基督教派。即便如此，基督科學教會在發展初期，以及在1960和1970年代的再次發展卻也因此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長。
在分類上，基督科學教會通常被歸類到基督教分支的復原教派這一旁支上，不過也引起一些爭議。




• 基督教科学会并非主张信心治病，他们认为病不必治，深

 信病可透过信仰、祈祷和领悟更高一层对于神、基督与人

 之间的关系而治愈
•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位于波士顿的总教堂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 1870年，罗赛尔在匹兹堡开始

 学圣经小组
• 出版守望台杂志(Watch Tower)
• 1931年定名为“耶和华见证人

 会”(赛43:10-12)
• 不信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

 基督身体复活与再来

罗赛尔(Charles Russell, 
1852-1916)

守望台杂志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另一个分布全球的教派是耶和华见证人会。该会直到公元1931年才定名为耶和华见证人会；以前曾称为「千禧 年曙光派」(Millennial Dawnists)、「国际圣经学生会」(International Bible Students)、及「如瑟立派」(Russellites)，因创始人如瑟立(Russell)而得名。如瑟立吸引很多人听他讲基督的再来。公元 1872年，他在匹茨堡第一次正式将跟随者组织起来。他的书印行了一千三百万本。公元1909年，总部迁到布鲁克林(Brooklyn)，又于公元 1939年改名为「守望台圣经与单张协会」。公元1916年如瑟立去世，拉塞福法官继承领导地位；公元1942年，诺尔(Knorr)再继承拉塞福。�
　　该会所有信徒都是传道人。虽然他们不收什一奉献，但他们为见证及宣教工作的奉献非常慷慨；他们所写、印、分发的文字刊物数量之多无法估计。他们的正式 刊物是「守望台」(Watchtower)，每期印三百七十万份。公元1920年后，书及小册的分发超过七亿本。全美国有四千间教会，全世界有二万间耶和 华见证人会的教会。��　　耶和华见证人会反对向国旗敬礼或为国家当乓，他们认为「政府暴政」是撒但三大联盟之一，其它两项是「教会错误教导」与「对事业的压迫」。虽然如瑟立的 某些教导后来被修改，但这一派的教义有许多方面和传统基督教是冲突的。他们不信三位一体、不信基督的神性、基督身体复活与基督的再来，却教导有关千禧年及 坏人灭亡的第二次试验；他们对基督代赎论、人类管理及灵魂的存在，都持不合圣经的看法。



• 耶和华见证人会所有信徒都是传道人
• 他们所写、印、分发的文字刊物数量之多无法估计
• 耶和华见证人会反对向国旗敬礼或为国家当兵
• 全球约700多万人

纽约布鲁克林耶和华见证人会国际中心 耶和华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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