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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課程主題內容

1 3/5/23 史说中国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義和團的始末

2 3/12/23 史说中国的宣道:內地會

3 3/19/23 內地會/非基运动的影響

4 3/26/23 动盪中坚立的中国教会

5 4/2/23 敬虔主義/十九世紀知識份子運動

6 4/9/23 Easter No Class

7 4/16/23 近世教會史:各宗派的走向 + 預定論的爭议

8 4/23/23 福音自西向東的趨勢:北美新大陸的發展

9 4/30/23 歐美灵命復興與继续西擴的發展

10 5/7/23 二十世紀理想主義,極權主義,世俗化及自由神學的衝擊

11 5/14/23 教會統一願景的破滅與現代神學的新紀元

12 5/21/23 十九世紀至今中国教会發展浅釋/近世宣道趨勢

13 5/28/23 總結 - 永不落幕的教會：汲取傳統+改革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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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乾隆 嘉慶

1800 1810 1820 1830 1840 1850

宣統光緒同治咸豊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807 馬禮遜來華

1835 伯駕開設博濟醫院

1851-1864 太平天國

1861-1865 美南北戰爭

1899-1901 義和團

1911 黃花岡及武昌起義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戰

1846 郭士立譯新舊約遺詔

戊戌變法

1904 日俄戰爭 1905 俄革命爆發

1894 甲午戰爭
1839-1842 第一次鴉片戰爭

1856-1860 第二次鴉片戰爭 英法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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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因英国貪財挑起之一連串掠奪衝突（在印度种植 轉賣中国賺錢，殘害中国
人健康，毫無道德底线的侵略战争）

❖為擴大掠奪利益，英軍曾三次增兵 (由第一次义律与湖廣總督林則徐两廣總督
鄧廷禎及水師提督関天培之虎門穿鼻衝突時之主力巡洋舰五艘，增至由好望角
海軍總督懿律增援之軍舰16艘 - 改攻浙江舟山且逼近天津大沽口），最后增東
印度海軍少将砵甸（Henry Pottinger)總舰艇逾70艘，兵力近二万人。並非少數。

❖英軍認为穿鼻條約獲利太少，曾涉長江西上，鎭江清軍死守，南京被迫簽和。
部分英舰曾騷扰台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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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時英海军上将西摩尔率舰十餘隻，海軍陸战隊
二千人進攻虎門炮台，1857葉名琛無能事件。 廣卅一直由英法控管。

➢ 1858联軍北上大沽口，直隶總督譚廷襄斡旋無果，联军2600 人攻占炮台，
簽天津條約。

➢ 1860 克林顿中将至香港任陸軍司令，北上舟山，佔大連，佔烟台，直入天
津。此时由于英法使团人員遭僧格林沁部捕獲，联軍北上。咸丰及帝后逃往
承德，联軍火燒园明園。奕訢為議和之欽差大臣。



▪ 無論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 由于清廷禁煙破坏英商利益造成中国失敗,
締簽南京條約或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英法列强籍亞罗号及廣西西林教
案以满足其貪婪搶掠造成中国被迫簽定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 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被迫簽定喪权辱國之不平等條約，對中国傳統自信心具極嚴厲打軎。

▪ 列强以船堅炮利野蛮性打開中國鎖國大門，搶掠中国財物，創出中國近代史
開端。

▪ 两次鸦片战争均包括一系列的爭战衝突，双方均派出可觀兵力（英方船 超过
70艘，兵力突破二万人，中方兵力亦達卄万。但犧牲人數及 艇數目中方是英
方四十倍以上，屬典型不对称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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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惨敗導致香港割讓，開放多處通商口岸，大量白银賠償，廣州大火，园明
園被毁。俄趁机奪取海参威，藉璦琿條約奪取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六十餘万平
方 土地。且欲染指東北。

▪ 中国有識之士開始覺醒，意识到中国傳統科技之落后。在傳統社会阻力下洋務
運动開始。

▪ 中國愛國之士開始覺醒清廷已無力且無能担当復興使命。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
時正值太平天國之洪楊起义，百姓第一次见証所謂排滿的運动。雖然洪楊之变
仍被封建帝王砭为政治性之邪乱，但本质上已興起去傳統中国化之滥觴。

▪ 基督教之宣教事工，在列强船堅炮利的陰影下逐渐進入中国社会，除内地会外
，仍多局限沿海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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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讓香港,九龍和新界

英國人很早就看中了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有成為東亞地區優良港口的潛力，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強佔香港島，
1842年的《南京條約》，清政府割讓香港島給英國；
1860年的《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區給英國；
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俗稱新界租約），
強行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區，以及200多個大小島嶼
通過三個條約，英國共佔有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

英國在佔有香港後，想要強行租借100年；不過在租借時間上，清朝官員竟然罕見地強硬起來，堅決反對100年的期限。

英國在佔有香港後，想要強行租借100年；不過在租借時間上，清朝官
員竟然罕見地強硬起來，堅決反對100年的期限。原來當時國際上有一
個慣例，如果一個國家佔領了某片土地100年或以上，那麼這片土地不
管之前有沒有主人，在100年之後土地所有權都會有所改變。也就是說
清朝一旦允許英國租借香港100年，那麼100年後香港就成了英國的領
土了！還好當時有一些留過學的學子提醒清朝官員，所以他們才沒有
徹底的喪失尊嚴，嚴厲拒絕將香港租給英國人100年。 租借新界的條約由1898年李鴻章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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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廣西客家人發起之農民起义運动
• 以上帝会為号召，東王楊秀请，西王蕭朝贵，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
石達開

• 1851永安建制，1852因攻長沙不克改攻下漢陽，1853沿江而下殺安徽壽春總兵
恩長遂攻下江宁（今南京）。两江總督陸建瀛及副統霍隆武陣亡。

• 清廷集結綠營（即尔後江南及江北大營）尾隨。
• 1853 林风祥李开芳奉命北伐，遠達保定。清集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部，八旗
察哈尔部，欽差胜保部全力阻止北于天津附近。其時西太平軍与曾國藩拉距苦战，

• 1856湖北巡撫胡林翼收復武汉。



之敗亡

❖楊秀清与韋昌輝不和，造成1856 天京之变，楊秀清被殺，石達開出逃，欲入
四川為四川總督駱秉章誘殺。洪秀全死後，陳玉成与李秀成不和，1862南京
為曾國荃包圍

❖由于太平天國禁用鴉片，威胁外國利益。故在上海爭奪战中，英法俄均 敌
对態度，法駐華司令卜罗德与太平軍爭战時死亡。

❖ 1868東捻在楊州覆滅，西捻在山東覆滅，1869保定捻军亦為左宗棠消滅，最
后之石達开餘部李文彩在1872于贵州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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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楊之变是横跨咸丰同治二朝長達十四年（1851-1864）之漢族反滿战爭。由
于太平将士蓄髪又多來自兩廣，故又名髮逆或粤匪。

➢ 是世界历史上傷亡最惨重之内战（最保守估计達四，五千萬人）。战争波
600余座城，遍及十八省。

➢ 太平天國採神权之君主制，雖然採郭士立（Karl Gutzlaff) 之新舊遺詔聖書
為本，但添加自己許多妄言。尊耶稣為天兄，自称天帝，創立政府為太平天國
，故錢穆言”断与民族革命不同”。但刘浦江言”由楊秀清,蕭朝貴之奉天討
胡檄文，重在排满，未多倡教，用語頗類明太祖之討元檄文，足见太平起义以
民族主义為号召，与天地会之反清革命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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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楊之事画分滿漢界線。在未定都南京前具强烈反封建之愛國情操。其顺应農
民”著佃交粮”及”耕者有其田”之效，使農村生產力發生变化。讓地主将资
金投入工商，衝擊地主之土地所有制。

➢唤起中国人民愛國及反列强侵略之精神，揭開中国民主革命序幕，引進西方科
技，開學校辦報紙，颁行天曆打倒封建，延緩了中国陷入半殖民化的進程。

➢洪秀全于攻陷天京后迅速墮落，打軎破坏古文化及傳統，披基督教外衣，而以
奴隸制度控制其下軍民实是一極端利已及政治性之邪教，令社会之大动乱及大
倒退為代价。破坏性遠大於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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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剿平髮逆，清廷不得不重用湘軍及淮軍，東捻軍在1868 年一月在楊卅覆滅，
西捻軍在1868年八月在山東為李鸿章之淮軍消滅，北進之捻軍在1869 在保定
为左宗棠消滅。清廷的命运開始掌握在漢人手中。但满人之嫉恨，導 卅年後
几乎亡國之义和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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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甲午战败後，中原基督教影响增加，頻生宗教激化事件。雖有識之士对
基督徒有好感，低層民眾多有誤解抵制態度。慈禧尤其在宫庭权力内鬥中鼓励
無知百姓作反对外國人之行动，助長对西人之仇視。
➢ 山東曹縣單縣出现之大刀会，因德國神父被殺， 德出兵青島。山東冠縣之
梅花拳及山東西南之金鈡罩，朱紅灯以降神附体鼓动仇西行动。
➢ 1898 光緒戊戌变法失敗，造成巳亥建儲事件，天下嘩然。
➢ 又值山東直隶天災，民眾歸罪洋教，殺戮洋人及基督徒，手段殘忍導 八國出
兵。慈禧西逃西安令慶親王奕劻及李鸿章為交涉特使。
➢ 李堅称义和团為民间叛逆不能認為是國家间之交战衝突，故不应涉及割地協定
祇有金额賠償。



賠款

19

❖中国賠償4.5億兩白銀，分39 年償还，史称庚子賠款。

❖後美将 40% 作为建立中国海外留学基金”清華學堂”，為現清華前身。英亦
歸还部分（不足原10%）建山西学專斋，为山西大學前身。直到七七事变，中国
才停止对日付款。

❖有識之士对清廷之無能完全洞識，对以前尚存修正改革清廷之夢想完全幻滅。



❖义和团事变乃1899-1901（光緒卄五至廿七年）清廷支持之武裝排外暴乱。中国
战敗与八國聯軍（英俄日德法美義及奥匈帝國）簽定辛丑條約。

❖义和团事件造成中国及世界經济嚴重損失，中国需賠4.5億白銀，史称庚子賠款。
負面造成 33%全球國际貿易 。平津区商貨滞留上海，國家税收銳減，銀行倒閉。
俄乘机掠奪東北領土，与日本及英美勢力較勁，導 三年後之日俄战争，也直接引
發以后之七七事变。

❖中国文物損失慘重，永樂大典遭焚毁，科擧停擺。列强視中国為螻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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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因源自戊戌变法，光緒被囚瀛台，六君子被斬，梁啟超康有為潛逃。依蔡元培
言”满州政府自慈禧以下仇视新法且仇視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謂頑固矣”。
宫廷內鬥激化了义和团事件。

➢ 滿人統治之威信驟降，各地封疆大吏已不受中央控制。加速十年後武昌之辛亥
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得以肇建。依历史學家言”义和团之行为，殺害無辜的外國人
（宣教士）也直接造成無辜的中国人受害，各地無法無天，实屬野蛮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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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國本色化的進程

十九世纪基督教雖以船堅炮利打一開中国鎻國的大門，但在中國本色化的進程中受到極大的阻力。這种
阻力的演变可分為十九世紀前葉及後葉两段：
（一）前葉
在1860 前西方約派150宣教士，約設立22 佈道所，吸收約350中国信徒。任何本色化可依以下五点分類
（1）聖經翻译：除馬礼遜原來努力外，以麥都思（Medhurst),郭實獵（Gutzlaff), 禆治文（Bridgman)
及馬儒翰（馬礼遜之子）之四人翻译小組最出色。
（2）出版：1832 馬礼遜倡導之”中国叢報”，麥都思在上海之”墨海書館，梁發寫之”勸世良言”对
洪秀全影响颇深。
(3)興學：1815 米憐在馬六甲之”英華書院”1843 遷至香港。1839紀念馬礼遜之”馬礼遜教育会”在澳门
成立學堂，1842 遷至香港（培养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如唐廷樞，容閎，黄寬等）。1830 裨治文在廣州創
貝滿學校，1844 有寧波男塾，1850 有上海清心書院，1853 有福州格致書院。
（4）医藥：1827 原馬礼遜在澳门之中医診所為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增設眼科又于1833
設廣卅医館。1835美部会差伯駕（Peter Parker）在廣州設博濟医院（曾治癒林則徐疝氣），雒魏林，
合信于1843 在上海設医院，又于1861 在北京設第一所西医院。
（5）文化交流： 馬礼遜首編華英字典，方言字典有歐德里（Erriel) 之廣州話字典黎力基（R. Lechler)
編三潮州德華字典及客語德華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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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國本色化的進程

（二）後半葉
A. 太平天國之踞起，原有建立一基督教社会的意味，但由于洪秀全不明白三位一体（如基督是上帝之子
又怎么是上帝本身）及基督救贖世人的重要性，且对天國之含意不清楚（把古代之大同社会视為地上
的天國）加上抵制傳統中国礼儀文化，加上濃厚皇权思想，在入駐上京後逐渐走向異端路綫。

B. 其後洋務運动（自强運动）興起。1862/1865 李鴻章在上海設廣方言館及江南制造局。1867 在北京
設同文館。在甲午战前，中国有西方傳教士2000人，基督徒增至十一万人。内地会已向内陸發展，
狄考文培养新知識份子，韋廉臣，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出版
”万國公報”。可惜甲午之战惨敗於日本，是对中國人民心極嚴重打击。形成中国極端仇洋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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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清末基督教藉列强以船堅炮利之入侵手段進入中国，您对這种方式的意见為何？

Q2 义和团之極度仇外在中日甲午战後達到最高点，使自強運动趨向崩溃，您对這
時間節点有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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