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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派---从19世纪末开始，主张圣经无误，反对自由派神

 学，反对高等批判
• 20世纪初由美国长老会提出
• 广义与福音派基本一样；现常用于狭义，指比一般福音派

 更严格地按字面理解圣经的神学派别
• 基要信仰五要点(20世纪初提出)
o 圣经的完全无误
o 基督完全的神性
o 基督为童贞女所生
o 基督代替性的赎罪
o 基督身体复活与肉身再来
• 1910-15年， 出版保守信仰12册“基要信仰”
• 1920年开始称基要派，与现代派、自由派不同



• 从1940年代起，从原本的基要派传统中崛起两个新运动：

 福音主义及分离的基要主义
• 福音派的人数较多，他们不想被视为基要派，但他们在神

 学上，也是保守的
• 持守基要信仰，注重学术研究和社会参与
• 愿意与只要是认同基要福音信仰的教会合作
• 1942年福音派全国协会，1951年世界福音团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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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0年代起，从原本的基要派传统中崛起两个新运动：

 福音主义及分离的基要主义





• 1910年英国爱丁堡国教宣教士会议
• 1948年普世基督教协会成立(在教义根基上过于宽广自由)
• 1974年洛桑信约(The Lausanne Covenant) (全球150多个

 国家，2300多人参加)
o 强调在基要真理上寻求合一
o 在普世的宣教上要同心协力
o 应该关怀社会跟贫穷地区的需要

Lausanne, Switzerland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普世教协的性质：
从反面说：1)它不是一个超级教会，不是个世界教会。2)它不是一个负责教会之间合一谈判的代理；合一只能由教会自己作成，但协会却让各教会有了接触，提升合一的研究和讨论。3)它并非建基在任何独特的教会观之上，它让每一会员教派保持多元及开放的态度。换言之，普世教协尽量地想走中庸之道：一方面要避免有关教会观相对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要避免要求每一成员教会接受有关基督宗教合一的一模一样的神学观
从正面说：1)协会的成员教会都相信，交谈、合作、教会的共同见证都必须建基在一个共同的认知上：就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是祂奥妙身体的头。2)协会的成员教会也相信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并且，3)它的成员比自己教会的成员包容更广。因而，协会的会员都会致力与其他同样承认基督主权的基督徒团体保持生活的接触。4)协会的会员认为要继续研讨他们自己和信经所承认的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关系。不过，身为协会成员不一定暗示每一个教会必须视其他教会为真实的、完全的教会。5)它们会承认在其他教会中有真教会的因素。这互相承认也让它们深入地相互交谈，希望这些真理的因素会引导它们认识全部真理，也由于这真理，使彼此合而为一。6)它们更愿意一起学习，好认识主基督愿意他们带给世界的见证。7)它们也乐意彼此帮助，拒绝那些与兄弟姊妹之爱不能并存的行动。 8)透过精神上的联系，它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企望建立基督的奥妙身体，更新教会的生命，为促进天国的来临。


洛桑信约 
洛桑信約（The Lausanne Covenant）是第二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的宣言，也是赴會者在主面前所立的信約：為福音齊心努力。本文由香港代表團中的唐佑之博士，與數位華人華表協同譯出。
引言
我 們這些主耶穌基督教會中的肢體，來自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共同參加洛桑世界福音國際會議。我們同心讚美上帝，因祂賜給我們極大的救恩，也因祂賜給我們與祂相 交的喜樂和彼此相交的喜樂。我們為上帝在這個時代的作為深感興奮；我們也為我們在宣教工作上的不足而懺悔；我們也深受未完成的宣教使命的挑戰。我們相信， 福音是上帝賜給全世界的好信息。我們決心憑藉上帝的恩典，順服基督的命令，向全人類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因此，我們在此宣告我們的信仰與決心，並將 此信約公諸於世。
1. 上帝的目的
我 們確信，獨一永恆的上帝是創造世界的主宰，聖父，聖子與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照祂旨意統管萬有。祂已從世界裏呼召人作祂的子民，又差遣祂的子民回到世界 中，作祂的僕人與見證人，擴展衪的國度，建立基督的身體，榮耀祂的聖名。我們感到羞愧，因我們常常違背上帝的呼召，或隨從這個世界，或在這個世界面前退 縮，沒有承擔起我們的使命。然而，我們感到歡欣的是，福音即使是放在我們這些瓦器裏，仍然是寶貝。我們願意重新奉獻自己，借著聖靈的能力，將這寶貝顯明出 來。 （賽40：28；太28：19；弗1：11；徒15：14；約17：6, 18；弗4：12；林前5：10；羅12：2；林後4：7）
2. 聖經的權威與能力
我 們確信，整本聖經，包括舊約與新約，都是上帝的默示，完全可靠，絕對權威。整本聖經是上帝唯一的成文話語，它所宣告的毫無錯誤，它是我們信仰與實踐中絕對 可靠的準則。我們也確信，上帝的話語滿有能力，能成就救恩的目的。聖經的信息是對全人類宣講的，因為上帝在基督裏和聖經中的啟示是不可更改的，現今聖靈仍 借著聖經說話。聖靈在各種文化中光照屬上帝的子民的心智，使他們透過自己的眼睛，重新得見其中的真理，從而使全教會更多地看到上帝諸般的智慧。（提後 3：12；彼後1：21；約10：35；賽55：11；林前1：21；羅1：16；太5：17-18；弗1：17- 18；3：10, 18）
3. 基督 — 世界唯一的救主
我 們確信，我們雖有各種不同的佈道方法，卻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一個福音。我們承認，人類借著上帝的自然啟示，對上帝有一些知識，但我們否認這些知識能使人得 救，因為人行不義阻擋真理。我們也反對貶低基督及祂的福音的各種類型的宗教混合主義和對話，它們認為基督在一切宗教及意識形態裏都有同等的啟示。耶穌基督 是唯一的神而人者，祂舍己作罪人的唯一贖價，祂是上帝與人之間獨一的中保。沒有任何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人人都因罪而滅亡，但上帝愛所有的人，不願 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然而凡拒絕基督的，就是棄絕救恩之樂，他們就被定罪，永遠與上帝隔絕。我們傳揚基督為世人的救主，並不是認為人人都可以自然得 救或最終得救，更不是認為一切宗教都能提供基督裏的救恩。相反地，我們傳福音是向世上的罪人宣告上帝的愛，並呼籲每個人回應祂，全心全意地悔改、相信、接 受祂為救主和主。耶穌基督的名超乎萬名之上，我們盼望主的日子，那時萬膝都要跪拜，萬口都要承認，祂是主。（加1：6-9；羅：18-32；提前 2：5-6；徒4：12：約3：16-19；彼後3：9；帖後1：7-9；約4：42；太11：28；弗1：20-21；腓2：9-11）
4. 佈道的性質
佈 道就是將福音傳揚出來。這福音是照經上所記：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從死裏復活，掌權的主使我們的罪得赦，而且將釋放我們的聖靈賜給所有悔改相信的人。我們 基督徒在世上的存在對於福音佈道是必須的，與非信徒對話也是必需的。因為要瞭解他們，我們就必須傾聽他們。但佈道本身是傳揚聖經上所記載的歷史上的基督是 救主和主，勸導人們親自信靠主，並且與上帝和好。我們發出福音的邀請時，不能向人隱瞞作門徒的代價。基督依然在呼召所有跟隨祂的人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與 教會認同。福音佈道的結果包括順服基督、融入教會和在世上負責地服事。（林前15：3-4；徒2：32-39；約20：21；林前1：23；林後4：5, 5：11, 20；路14：25-33；可8：34；徒2：40, 47；可10：43-45）
5. 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我 們確信，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因為每個人都是 按上帝的形像造的，不論種族、宗教、膚色、文化、階層、性別或年齡，每個人都有內在的尊嚴，所以應當受到尊重及服事，而不應受到剝削。我們在此表示懺悔， 因我們忽略了社會關懷，有時認為佈道與社會關懷是互相排斥的。儘管與人和好並不等同於與上帝和好，社會關懷也不等同於佈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於救恩，我們 還是確信：福音佈道和社會政治關懷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因為這兩方面是我們在神論和人論的教義上，以及我們對鄰舍的愛和對基督的順服的必要體現。救恩的 信息也包含對各種形式的疏離、壓迫及歧視的審判。無論何處有罪惡與不公正的事，我們都要勇敢地斥責。當人們接受基督時，他們就得以重生，進入祂的國度；他 們不僅必須努力在這不義的世界中彰顯上帝的公義，還要傳揚祂的公義。我們所宣告的救恩應當在個人生命和社會生活各方面都改變我們。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徒17：26, 31；創18：25；賽1：17；詩45：7；創1：26-27；雅3：9；利19：18；路6：27, 35；雅2：14-26；約3：3, 5；太5：20；太6：33；林後3：18；雅2：20）
6. 教會與佈道
我 們確信，基督差遣祂所救贖的子民到世上，正如父差遣子一樣，這就呼召我們要付相似的代價深入到世界上。我們需要突破教會狹窄的藩籬，進入非基督徒的社會。 在教會犧牲的事奉中，佈道是首要的。普世宣教事工需要普世教會將全備的福音帶給全世界。教會在上帝的宇宙計劃的中心，是祂命定的傳福音的途徑。然而，傳講 十字架的教會本身必須有十字架的印記。如果教會背叛福音，對上帝缺乏活潑的信心，對人缺乏真誠的愛心，在凡事上，包括在晉升和財務方面，缺乏完全的誠實 時，就會成為佈道的絆腳石。教會是上帝的子民的團契，而不是一個機構，不可與任何特定文化、社會或政治制度，以及人類的意識形態等同。（約17：18, 20：21；太28：19-20；徒1：8, 20：27；弗1：9-10, 3：9-11；加6：14, 17；林後6：3-4；提後2：19-21；腓1：27）
7. 佈道的合作
我 們確信，上帝的旨意是要教會在真理中有可見的合一。佈道也要求我們聯合，因為合一能增強我們的見證，而分裂有損於這和好的福音。然而，我們承認，組織的合 一可以採取多種形式，組織的合一也未必會促進佈道的事工。我們有相同聖經信仰的人，應該在團契、事奉以及見證上緊密聯合。我們承認，我們的見證有時會因混 雜的個人主義及不必要的重複事工而受損。我們承諾，要在真理、敬拜、聖潔及宣教上尋求更深的合一。我們呼籲大家，開展地區性和功能性的合作，制定策略性的 計畫，增進相互間的勉勵，加強資源的共用與經歷的分享，使教會的使命得以進展。（約17：21, 23；弗4：3-4；約13：35；腓1：27；約17：11-23）
8. 教會在佈道工作上同工
我 們感到歡喜的是，一個新的差傳時代已經開始。西方教會在宣教中的主導作用正在迅速消失。上帝正從新興的教會中興起強大的新生力量，致力於普世宣教，這表明 佈道的責任是屬於基督的整個身體。因此，所有教會應當求問上帝，並且自問，應當如何得著當地的人以及如何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其他地方。我們對差傳的責任及角 色應當不斷地反復評估。教會間的彼此協作會因此而不斷加強，而基督教會的普世性也會更清楚地體現出來。我們也為那些從事聖經翻譯、神學教育、大眾傳播、文 字事工、佈道、差傳、教會復興及其它專門事工的所有機構感謝上帝。他們亦當不斷地自我省察，評估自己在教會宣教中的果效。（羅1：8；腓1：5, 4：15；來13：1-3；帖前1：6-8）
9. 佈道任務的緊急性
世 界上還有超過全人類三分之二，共計二十七億多人口尚未接觸福音。這麼多人被忽略，我們對此深感羞愧。這對我們及全教會是一種持久的譴責。然而，現在世界上 有許多地方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接受主耶穌基督。我們深信，教會和宣教機構現在就該為尚未聽聞福音的人得救而懇切禱告，並且儘快開展新的努力，實現普世宣 教。有時我們有必要在已福音化的國家減少外國宣教士及資金的數量，這有利於促進當地教會的自立，從而將資源分配到福音未及之地。宣教士們應以謙卑服事的精 神，更加自由地往返於六大洲之間。我們的目的是以一切可行的方法，儘早使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聽到、明白並接受好信息。我們不能期待不付甚麼代價就能達到此目 的。我們為千千萬萬的人仍生活在貧困之中而震驚，也為造成貧困的不公平而難過。我們當中生活在富裕環境中的人們，生活應當儘量簡樸，好使我們更慷慨地為救 助和佈道奉獻。（約9：4；太9：35-38；羅9：1-3；林前9：19-23；可16：15；賽58：6-7；雅1：27, 2：1-9；太25：31-46；徒2：44-45, 4：34-35）
10. 佈道與文化
普 世宣教策略的發展，要求創造性與先鋒性的方法。在上帝引導之下的結果將會是，各個興起的教會既深深地植根於基督，又與各教會所處的文化息息相關。文化必須 始終以聖經真理為檢驗的標準。既然人類是上帝所造的，人類的文化中就富含美善的內容。然而，由於人類已經墮落，所以文化都被罪所玷污，部份甚至含有魔鬼的 成份。福音並沒有預先假定，某種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優越，而是根據福音的真理和公義原則來評估一切的文化，且在各種文化中堅持道德的絕對性。宣教工作常將異 國的文化與福音一起輸出，導致教會受制于文化，而不是服膺於聖經的真理。傳揚基督的人必須謙卑地倒空自己，但仍保持以他們的真誠去服事別人。教會也必須致 力於改造並且充實文化，這一切都是為了上帝的榮耀。（可7：8, 9：13；創4：21-22；林前9：19-23；腓2：5-7；林後4：5）
11. 教育與領袖
我 們承認，我們有時追求教會的成長而忽略了教會的深度，並且把佈道與培靈分開了。我們也承認某些宣教團體，在裝備和鼓勵當地領袖擔當責任方面的行動過於遲 緩。然而，我們的原則是使教會本色化，我們渴望每個教會都有自己的領袖，表明基督徒領袖的風範不在於轄制人，而在於服事人。我們認識到，提高神學教育是當 務之急，這對教會領袖更是如此。在每個國家和文化中，應當為教牧人員與平信徒提供在教義、門徒訓練、佈道、培靈及事奉方面有效的培訓計劃。這些培訓計劃不 必依靠任何一成不變的方法，而應按照聖經的準則，採用當地創造性的構想來開發培訓計劃。（西1：27-28；徒 14：23；多1：5, 9；可10：42-45；弗4：12-13）
12. 屬靈的爭戰
我 們深信我們一直在與執政的、掌權的惡魔進行屬靈的爭戰。它們恣意要推翻教會，挫敗普世宣教的任務。我們知道我們需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以真理和禱告 為屬靈的武器來爭戰。我們發現仇敵不僅在教會外傳播錯謬的理論，也在教會內散佈歪曲聖經、以人取代上帝的假福音。我們需要儆醒，以分辨的心，維護聖經的福 音。我們承認，我們會受世俗思想及行為的影響，向世俗投降。比如，雖然從數字方面和屬靈方面細心研究教會的成長是很有價值，但我們有時卻忽略了這方面的努 力。有時候我們太過於追求傳福音時別人有所回應，就在福音信息上打了折扣，用各種方法向福音對象施加壓力，過份注重數位統計，甚至謊報數位。這些都是屬世 的作法。教會必須進入世界，然而世界卻不可混入教會。（弗6：12；林後4：3-4；弗6：11, 13-18；林後10：3-5；約壹2：18-26, 4：1-3；加1：6-9；林後2：17, 4：2；約17：15）
13. 自由與逼迫
上 帝賦予每個政府的責任是維護和平、公正與自由，使教會可以順服上帝、服事主基督、不受攔阻地宣揚福音。所以我們要為國家的領袖祈禱，並且呼籲他們根據上帝 的旨意和《世界人權宣言》的聲明，確保思想與良知的自由，以及實踐和傳揚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們也深切地關注那些遭受不公正囚禁的人，尤其是那些為耶穌作見 證而受苦的人。我們承諾，要為他們的自由而祈禱和努力；同時，我們也不因他們的遭害而膽怯。上帝正幫助我們，不管要付多大的代價，我們都要反對不公正的 事，並且忠於福音。我們也不可忘記耶穌的警告：逼迫是不可避免的。（提前1：1-4；徒4：19, 5：29；西3：24；來13：1-3；路4：18；加5：11, 6：12；太5：10-12；約15：18-21）
14. 聖靈的能力
我 們深信聖靈的大能。父上帝曾差遣聖靈為聖子作見證，若無聖靈的見證，我們的見證也就徒然。聖靈叫人知罪，信服基督，得以重生及長進，這些都是祂的工作。並 且聖靈是宣教的靈，所以佈道應當在聖靈充滿的教會中自然地興起。一個教會若不宣教，她就是自相矛盾，且是消滅聖靈的感動。普世宣教要落到實處，必須先有聖 靈在教會中作更新的工作，在真理、智慧、信心、聖潔、仁愛與能力中更新。所以我們呼籲所有的信徒祈禱，求上帝的靈來復興教會，使所有子民結出祂的所有果 子，使基督的身體充滿祂的所有恩賜。只有這樣，普世教會才能在上帝的手中成為合用的器皿，使全地聽見主的聲音。（林前2：4；約15：26-27, 16：8-11；林前12：3；約3：6-8；林後3：18；約7：37-39；帖前5：19；徒1：8；詩85：4-7, 67：1-3；加5：22-23；林前12：4-31；羅12：3-8）
15. 基督的再來
我 們相信，耶穌基督必會在權能及榮耀中再來，這是位格性的和可見的，是為成全祂的救恩及審判。這再來的應許更加激勵我們去傳福音，因我們紀念祂的話說，這天 國的福音必先傳給萬民。我們相信，應當以教會的佈道事工充滿基督升天及再來之間的間隙，所以我們未到終點決不停歇。我們也記得祂的警戒說，在那最終的敵基 督到來之前，會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現。因此我們拒絕人類的狂傲及自信的夢幻，以為人能在地上建立烏托邦。我們基督徒確信，上帝必成全祂的國度，我們也熱切 期待那日子的來到，就是新天新地，有義居住在其中，上帝要作王直到永遠。同時，我們也重新奉獻自己，樂意一生完全順服上帝的主權，服事基督和世人。（可 14：62；來9：28；可13：10；徒1：8-11；太28：20；可13：21-23；約2：18, 4：1-3；可12：32；啟21：1-5；彼後3：13；太28：18）
結語
因此，我們以信心和決心，鄭重地與上帝立約，也與眾弟兄姊妹堅立此約。讓我們為了普世宣教而一同禱告、共同計畫、合力事奉。我們呼籲其他人與我們一起同工，願上帝以祂的恩惠為祂的榮耀，幫助我們，使我們誓忠於此信約。阿們，哈利路亞！ 




• 1961年东正教加入普世教协(但反对政治性参与)
• 1962年约翰二十三世撤销1054年对东正教的开除教籍；

 派代表参加普世教协；崇拜仪式上配合当地文化
• 称新教教徒为分离的弟兄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现代的东正教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Slide Number 7
	Slide Number 8
	Slide Number 9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1
	Slide Number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