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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梗 

• （1）重新理解中國TJC的開始：置放回1920年
的基督教環境 

 

• （2）重新理解中國TJC的分裂歷史：物質生存
條件及文化的觀點 

 

• （3）中挫、復與及現今各省現況 

 

• （4）未來趨勢及展望 

 

 



 
（1）重新理解中國TJC的開始：置放
回1920年的基督教環境-A 
 
• 義和團事件後的反省及調整 

-中國國族主義與三自呼聲▼培養本土人才 

-宣教策略的轉換▼ 菁英化取向 

-面對非基運動及反教風潮▼主流教派自由化及社會
福音 

－美國信仰復振▼資源湧向世界最大的禾場 

• 結果：新教建制化的傾向（醫院、學校、社會團
體） 

 

• 反應：基要派及靈恩派的逆襲 

 



 
（1）重新理解中國TJC的開始：1900-
1920年代的中國基督教場域 

 

主流教會(西教士差傳建立) 
深受社會福音影響 

致力傳教事業的建設 
劉廷芳, 趙紫宸, 誠靜怡, 余日章 

本土靈恩教派 
敬奠瀛, TJC三傑, 山

東大復興 

獨立或基要派的
本土傳道人 

宋尚節, 倪柝聲, 
王明道, 計志文 

廣大中國農村地帶的俗民 



 
（1）重新理解中國TJC的開始：四種
人群的特徵及信仰表現 

主流教會領袖 獨立傳道人 靈恩派（TJC三傑） 廣大農民 

家境 
（原經濟資本） 

極高 
（富商，買辦） 

低 
 

低 低 

教育程度 
（文化資本） 

極高 
（留學） 

高 
（西式教育） 

低 
（識字） 

極低 
（文盲） 

浸淫基督教 
（宗教資本） 

極高 
（家庭，學校，
工作，與外國傳
教士的淵源） 

高 
（家庭，學
校） 

低 
（成年信主） 

極低 
（無） 

經濟資本 高／穩定（任職
大學裡或傳教機
構領袖） 

低（靠信徒
接濟資助） 

高（經商成功），
因致富而有機會
信主 

低 

與庶民社會的
連結（逆文化
資本） 

低 低 高（鄉村成長，
民間信仰家庭） 

高 

對靈恩接受度 低 低 寬容／高 高 



 

 
（1）重新理解中國TJC的開始: 三群人的
相互觀感 

 
主流教會
及外國傳

教士 

靈恩派 

獨立傳道
人 

反智：神的智慧高
過人的智慧 

洋鬼子，巴比倫
淫婦，西洋兒子
誇西洋媽媽 

三自，回歸聖經，專注福音 

粗俗，不服從教會權威，偏激 

同
情
，
解
經
片
面

有
誤
，
不
體
面
，

大
眾
會
反
感 異

端
，
危
險 



 
（1）重新理解中國TJC的開始: 真耶
穌教會初期徒的兩種來源 

 

• 吸納外教會歸真起家(18/25) 

• 標準的農民宗教 

• 靈恩現象豐富 (天國大醫院, 治鴉片教) 

 

基要信念的堅持         靈恩體驗的激情 

 

 

(外教會中層人士)                  中下階層 

                                  外教會患病者 

 

TJC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對tjc定義.docx
青年班上課的影片/lay hands for healing.MOV


 
（1）重新理解中國TJC的開始: 早期
TJC的兩種領袖 

 

教派菁英  
 

Fundamentalism為主(字義解經及奧秘傳統, 綜攝各
小教派特色) 

主要活動: 印製聖靈報及宣傳信寄往各教會, 直接殺
入村莊中的會堂辯道搶羊 

成果: 吸引各教派內不滿者(未接受神學教育, 有錢
有勢, 甚至有文化者) 

 

次要活動的結果: 耶穌比其他神明靈驗, 擊敗了眾神, 最厲害 
TJC傳教士又具有相對高的文化資本, 利用俗民儒家文化創造卡理

斯瑪, 呼應農民的文字崇拜,及對文人及城裡人的尊敬  

 
地方領袖 

次要活動: 行神蹟奇事, 見證所傳的道, 傳主要再來, 
接納俗民文化表現(只要聖經有記載)—包括異象, 啟
示, 預言, 靈歌, 靈舞, 聖靈附著後的特殊表現 

 

http://www.zysjh.org/zhuankan/stzj/1_4.asp
http://www.zysjh.org/zhuankan/stzj/1_3.asp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三十週年中見證死人复活.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三十週年中見證死人复活.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三十週年中見證死人复活.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三十週年中見證死人复活.docx


 
（1）重新理解中國TJC的開始: 宗教
創新的契機及魏保羅 

• 本色化 vs. 本色基督教 

• 洪秀全/太平天國與魏保羅/真耶穌教會 

• 被邊緣化後的宗教創新 

 

A.淺嘗〝正統〞基督教文明 

B.浸淫草根民俗信仰 

C.結合時空下的文明使者想像及基要傾向 

D.本土的基要主義 

 



（2）重新理解中國TJC的分裂歷史:  
南北真教會異同 

南方 北方(魏家/非魏系統) 

洗禮 同 

安息日 同(全天半天) 

聖靈 同(靈言聲音不同) 

基本教義 五大教義 五義教恩       
註 (大道之行四--教義大綱) 

十大信條 十二標準/不講十二標準 

蒙頭 否 要 (姊妹禱告唱詩時/尺度
不一) 

禱告 朝著講台, 不論方向 向西 

聖餐禮 靈恩會, 原則上春秋各一 每年一次, 逾越節四月第
一個星期四晚上/日子不一 
加油加鹽 

洗腳禮 洗禮後, 一生一次 年赦, 終赦(臨終洗腳)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五義救恩的詩歌.jpg
http://www.zysjh.com/dadaozhixing.asp
http://www.zysjh.com/12bz.asp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蒙頭.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蒙頭.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蒙頭.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蒙頭.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蒙頭.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蒙頭.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蒙頭.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蒙頭.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為什麼要面朝西禱告.docx




（2）重新理解中國TJC的分裂歷史 

• 1917  魏保羅得啟示創本會 (受聖靈 
, 禁食39日, 受洗, 會名), 2年後病逝 
• 1922  魏以撒,高大齡及張巴拿巴至 
上海出席全國基督教大會 
• 1922  魏以撒至湖南傳教,始推行其 
領受, 更改其父所傳教義 
• 1923  張巴拿巴至福建福州,郭多馬 
自安息日會轉受洗歸真 
• 1924  張巴拿巴自行在長沙召開全 
國代表大會, 南北分裂開始(天津/上海) 
• 1926  張將真道傳至台灣, 隔年到新 
加坡 

 



（2）重新理解中國TJC的分裂歷史 

• 1929  上海總會進行調查欲解決張之問題, 促南
北合一, 魏以撒來上海商議 

• 1930  上海召開七大, 對張進行革職除名, 作出
南北合一決議 

• 1932  日軍發動128事變, 上海總部毀, 召開八大
對南北教義差異作出決議 

• 1939  魏以撒在湖北恩施形成十二標準要道 

• 1944  總部隨政府內遷至重慶, 魏以撒搭機至渝
主持大局, 郭多馬滯留福建 

• 1947  總部遷回南京, 召開十一大, 魏主張的教
義列入實施辦法 

 



（2）重新理解中國TJC的分裂歷史: 卅週
年紀念刊上的四十六篇聖徒傳記分析 

• 經濟資本通常很高, 有不少是地方紳商, 沒有
那種世代信主或一路在基督教體制內成長的。 

• 信主的原因無非(1)病得治(有錢人, 外教會信
徒) (2)熱心查考追求 

• 南北有別:傳記多來自南方教會地區的長執(尤
其是台灣, 湖南, 江蘇), 北方教會集中地區(
河南, 山西, 河北, 東北, 陝西)偏少。 

• 南方的長執文化資本有多在中上(集中在台灣, 
上海, 福建),北方則較低(例如王靈泉, 夏靜真
,牛子音) 

• 南方的多是自安息日會及長老會轉入(如台灣, 
湖南及江蘇) 

http://www.zysjh.org/zhuankan.asp


（2）重新理解中國TJC的分裂歷史:
真耶穌教會的雙重性 

• 雙重宣教路線, 雙重信徒來源,雙重的領袖背景及 
階級文化 

• 魏保羅/魏以撒vs.郭多馬/黃以利沙 

 

• 信陽馬教師 vs. 福清王長老 

 

• 幾個故事:周口(北轉不了南), 

珠海(南轉不了北), 

平頂山(北到南),北京(南北北) 



（2）重新理解中國TJC的分裂歷史: 
從外觀探尋南北的特色 



(2)重新理解中國TJC的分裂歷史: 南
北差異的物質環境根源 

南方    Moving to “Church” 北方  Moving to “Cult” 

地理文化 靠近世界及西方, 清末以來較為西化及開
放, 重視科學, 西式教育 

較為封閉 

經濟 做生意的人較多, 受高教育者多 多為低文化的農民 

領導者背景 多為受西式教育的外會背景歸入真教會 多為傳統儒生或未受教育的農
民 

信仰特色 思考如何面對外界 
講道故事見證多 
道理上追求生活應用 
重視制度及人才培訓 

思考如何與外界不同(成聖),  
講道串珠, 聚會與上課 
道理上追求奧秘及悟道 
重視順服及靈修(受苦) 

權力架構 較民主, 重視組織架構 長老獨裁, 地盤山頭觀念重 

唱詩 讚美詩中採納許多西方聖樂 以地方小調加聖經而成靈歌1 

張力 變得跟基督教一樣 變成異端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為什麼要面朝西禱告.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魏派標準談道流程.docx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北方教會/陳執事教靈歌.mp3
北方教會/陳執事教靈歌.mp3


（3）中挫、復與及現今各省現況 

• 1950  周恩來接見魏, 中共陸續推動三自愛國運
動 

• 1958  魏以撒在天風刊登〈我的檢討〉,  真耶穌
教會被打成反革命團體, 蔣約翰、李正誠、張撒
迦相繼入獄。跨地區組織無以為繼。 

• 1966  文化大革命展開 

• 1979  第十一大後恢復宗教活動 

• 1982  十九號文件(积极开展国际友好往来，抵制
敌对势力的渗透) 



中挫、復與及現今各省現況:  
中共的宗教政策  

• 三自愛國運動會的成立(清除反革命及帝國主義
遺緒) 

• 中共統戰部及宗教局(中央,省, 地極市) 

• 後宗派時期(特例, 有TJC傳統普遍存在的地區) 

• 唯愛主義及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神學院,聖經學
校,吳耀宗,丁光訓以降) 

• 人有信教及不信教的自由, 共產黨員不得信教 

• 和諧社會及維穩原則(鼓勵教會參與社會福利事
業) 



中挫、復與及現今各省現況:  
中共的宗教政策(續) 

• 三定原則: 1.定人(宗教教育, 神學教育) 2.定點
(不得在宗教場所外進行宗教活動) 3.定片(傳教
人員不得跨區) 

• 公安及國保大隊在意的反邪教運動 (anti-cultic 
campaign): 廣東,四川的例子 

• 中央的走向, 地方官僚(宗教局官員素質), 及政
策的因地制宜(discretion) 

• 地方教會派系之間的鬥爭—違維穩及和諧社會原
則 

 

 



（3）中挫、復與及現今各省現況 

• 福建的復興(王德全異象錄) 

• 蘇北王執事/長老的奔走 

• 北方教會的振興及接棒 

• 情勢一片大好的八零年代至九零年代 

1.醫病趕鬼, 神蹟奇事--社會安全網及醫療的破口 

2.早期簡單及有彈性的傳教手段 

3.教育程度低及生活封閉單調 

 

 

 

 

 

 

 

 



一個在家庭
中的教會 

青年班上課的影片/玉泉寺環顧.MOV
青年班上課的影片/玉泉寺環顧.MOV




 

 

 

• Amyo     

 

• Fjdlkjaf 

 

 







 







（3）中挫、復與及現今各省現況: 
地方領袖即興發展的宗教實踐 

• 缺乏橫向聯絡及縱向指揮體系的情況下, 造成地
方各自發展出自己的宗教實踐傳統,  

• 如山東濟南, 山東2, 

• 重慶1,重慶2  

• 尋找墓地  

• 重慶治病等例 

 

青年班上課的影片/濟南老人表演.MOV
青年班上課的影片/東門dance performance.MOV
青年班上課的影片/東門dance performance.MOV
青年班上課的影片/dancing in a funderal service.MOV
青年班上課的影片/instrument practice.MOV
青年班上課的影片/instrument practice.MOV
青年班上課的影片/instrument practice.MOV






歷史、人數與地區 
省份 人數 

(括號內是
南方教會) 

概況 

江蘇 40萬 
(3萬) 

教會如工廠, 到處是上千人教會 
同化很嚴重, 不能掛會名 
主要集中在蘇北 

湖南 20萬 
(1萬) 

原真教會人士充滿兩會及神學院 
同化嚴重,不能掛會名 
主要集中在長沙以北以東, 近湖北及江西 

河南 30萬 主要集中在豫東 
農村可掛會名 
長老各據山頭, 典型的北方教會形態 

福建 15萬 
(15萬) 

集中在沿海一帶, 福清, 莆田, 漳浦三大地區 
農村可掛會名 

湖北 10萬 
(2千) 

以武漢為中心 

重慶 10萬 
(1千) 

山區,農村可掛會名 
 

山西 5萬 
(3千) 

農村可掛會名 
 

山東 5萬 
(8千) 

外教會力量強大 

陝西 10萬 
(數百) 

集中在咸陽 





（3）中挫、復與及現今各省現況           
     TJC持續存在的張力 

過度強調
靈恩、啟
示、奧秘
而成為異
端, 或分裂
為各種真
真耶穌教
會 

被同化或
淪為與外
教會無異 

靠著醫病趕鬼, 神蹟
奇事吸引中下階層
的人 
 
靠回歸聖經及聖靈
的教義來吸引基督
教徒 

靠著組織發展及人
才培養來漸進發展 
 
回應時代變化而調
整, 但漸失熱情而淪
為官僚 

邪教, 異端 極端,  
宗派意識強烈 

外教會/大教會 



（3）中挫、復與及現今各省現況: 
擺盪在天平的兩端 

• 偏向天平左端的TJC(1)—魏迎新的天啟末世預言 

• 偏向天平左端的TJC(2)—靈恩經驗指導信仰原則 

• 偏向天平左端的TJC(3)—推陳出新的長老獨裁的
崇拜團體(cultic groups) 

 

• 偏向天平右端的TJC—害怕變異端而抑制方言 

• 偏向天平右端的TJC—想獲取政治權力而放棄教義 

• 偏向天平右端的TJC—認同在官方神學院裡的唯愛
主義及後宗派時代理想 

• 偏向天平右端的TJC—喪失信仰熱情及獻身意志 

 

 

 

 

 

 

 

 



 

(4) 未來趨勢及展望: 
為何中國TJC愈來愈重要 

 
• 1. 學界研究 

• 2.同得福音的好處, 傳道(而非牧師)的使命 

• 3.台灣對於中國福音工作的利基（文明的意象，
同文同種，政策的逐漸放寬） 

• 4.台灣本身的危機, 信徒習得的無力感, 在消費
娛樂及逐利的文明下成長的下一代, 信仰冷漠 

• 5.反省及展望未來的必須（追本溯源、去除台灣
本位） 

 

中國真耶穌教會上課內容/天時.docx


(4) 未來趨勢及展望 

• 劇烈城市化(2025/70%), 失根的遷移者 

• 道德危機, 社會信任度底 

• 基督教的正面形象 

• 農村基督教的式微 

• 注重奧秘、長老權威、啟示的崇拜團體沒落 

• 適應不了城市及中產階級的北方教會,及消費文明
及現代生活模式侵蝕下的南方教會 

• 廣州的例子 

 

 

 





問題與討論 
•  

 

 

• 何謂真教會(真耶穌教會)? 以上我們談的各個教會, 有哪些你覺得不是的
。真教會的要素是什麼? 
 

• 你在真教會中看出了什麼軟弱, 針對這樣的現象, 你覺得如何改進? 你在
真教會中看出了什麼希望, 這樣的希望能帶給你什麼樣的力量? 
 

• 聽完這堂課, 你覺得真教會與外教會的不同之處在哪?信真教會的你與信外
教會的朋友/同學的差別在哪? 真理? 聖靈? 神蹟? 行為? 愛心? 或其他? 
 

• 中國大陸的真教會信徒來台旅遊時, 看見台灣教會的黑板上受洗數只有一
個, 大為驚訝, 心想這麼富麗堂皇的大教會竟然聖工推展這麼慢, 不像中
國大陸一洗都是廿三十個人以上, 你怎麼看待這樣的對比? 
 

• 你對中國大陸的福音事工有什麼負擔嗎?  把自己放在同屬自1917年來快百
年的真教會的傳統裡, 同隸屬於數百萬甚至千萬的共同體中的一員, 你覺
得自己對於這個團體的使命是什麼?為什麼你選擇進入真耶穌教會, 或是為
什麼你選擇仍留在真耶穌教會? 



感謝聆聽 

 

歡迎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