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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当代关怀

——传教运动与当代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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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圣与俗”之间的跨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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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与虚”之间的跨越4

1 一、“旧与新”之间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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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宗教传教运动从全球处境、运动方向到

传教战略等方面发生颠覆性变化。 

一、从研究基督教传教运动历史到现状的

“旧与新”之间的跨越

       “在过去50年里人们见到

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宗教再

分布,”而基督宗教的未来在

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

——华理克（Rick Warren） 宗教与国��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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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转移： 

全球北部

到

全球南部

转移

人口分布重心

传统/老线差会

到

福音/新兴差会

转移

差会背景

外国差会

到

本地独立差会

转移

传教领导权

波士顿/纳什维尔

到

首尔/内罗毕

（或中国）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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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南部的基督宗教日益成�后西方宗教•
   （a post-Western religion）

 20世纪末典型基督徒和传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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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基督徒已不是欧洲人，而是

拉美人或非洲妇女，是生活在社

会边缘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穷人,

* 典型基督教传教士也已非男性白

人，而是女性或其他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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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传教中心“波士顿和纳什维尔正在

让位于汉城（现首尔）和内罗毕”

 韩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传教大国



五旬节派的崛起

本土化、自发性、包容性、

草根性、 跨国性 、多中心
1

当前基督宗教的第三支力量2

全球范围信徒人数据估计至少2亿以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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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观点

有学者

（Robert Wuthnow）

不赞成

“新传教运动”
改变世界宗教格局

说法。

      戴维·马丁
(David Martin)：
五旬节派的崛起

 “标志传教时代终结，
   不是新篇章开始” 

也许目前断言

20世纪是白人主导
基督教最后一个世纪

还尚早,但新传教运动

确实颠覆了传教运动和

传教士传统形象。 

也有学者

（Dana L. Robert）

对“未加思考使用

‘五旬节派’概括增长的
世界基督教”

  持有异议。 



  基督宗教重心南移与国际关系•

1. 天主教会重心从欧洲向拉丁美洲转移；

2. 基督教会重心从美、欧洲向非、亚洲转移；

3. 全球基督教徒也越来越具有所谓宗教迫害

  “受害者”而非“施害者”身份。

——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宗教自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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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与俗”之间的跨越
 达纳·L.罗伯特（Dana L. Robert）•

“差传事业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越来

越在于国际关系领域”。

 对传教运动与各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

的研究仍似“两股道上跑的车”。

 传教运动研究开始走出宣教学和教会史•

的“隔都”，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等所谓

主流学科的学者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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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医院、教堂福音布道三位一体；
*PUMC、13所教会高校；

*从边缘/革命到中心/建制；

*黄花岗、日知会、新生活运动；
*基督教与中国外交（约翰三杰、韩叙/沈剑虹）；

*中美关系的感情纽带和隐痛。

基督教传教运动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革命引信”和

“国际关系宗教回归”的重要因素:

造成基督教会与民族国家的冲突

造成不同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矛盾

传教运动使宗教问题国际化

造成基督教内部的紧张关系

对传教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如2007年

“阿富汗人质危机”

成为影响西方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因素



造成全球政治的大变局：
 目前在全世界25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至少有10个出现基督

宗教与伊斯兰教严重对立的状况，因此这些国家均有可能成为

“严重宗教冲突的舞台”。

中、韩“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运动“所覆盖的从东亚/东南亚

经中东到北非的广大地区

与从北非、中东到南亚的

“伊斯兰弧形地带”或
“极端主义弧形地带”
多有交叉重叠，

成为宗教冲突的高危地区。

当前全球基督教传教重点为所谓北纬10至40度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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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性传教运动在跨越地区、种族、肤色和文
化界限，并且促进:

世界和平

经济赋能
社会改良 认知解放

政治民主 信仰自由 跨国救援

国际交流 全球治理



三、“教与教”之间的跨越

1

世界范围

各种宗教复兴和扩

展，不分地理和多宗

教

2

西方主导宗教[基•
督宗教、摩门教]南

下

东方主导宗教[伊•
斯兰教、佛教、印

度教、道教、若干

新兴宗教]的北上

——改写和扩充世

界性宗教版图和花

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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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基督教新教任何一个宗派更广的分布

（巴哈伊教）

欧洲，伊斯兰教和佛教在许多国家已成为

第二或第三大宗教

中国和华语世界，尽管基督教开创了大规模慈善活动，

但目前却是佛教在开展慈善活动和提供社会公共产品

方面起更重要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宗教获得了比基督宗教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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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关注基督宗教的

传教运动尤其是其在华历

史，在该领域几乎在一代

人的时间内就实现了“研

究的中国化”或已进入“

学术进展主要发生在中国

的第三阶段”，但传教史

实际上成了基督宗教传播

史的另一名称。

关于传教运动的

理论界观点

世界上大多数传教(或福

传、拓展、外展、弘

法、弘道、度人等)运动

既不依附国家也不借助

国力；

其中许多宗教的所在国

还处于少数甚至受压迫

的地位；

与任何形式的殖民主

义、帝国主义、扩张主

义和极端主义均无瓜

葛，这在基督宗教和伊

斯兰教外的宗教尤为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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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与虚”之间的跨越

   互联网造成自宗教改革时期以来，媒体与宗教
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结合，网络宗教（或称

“电脑宗教”、“虚拟宗教”）有“第二次宗教
改革”之称。网络传教（cyb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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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宗教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

至少在虚拟空间上

任何地方性宗教

都有可能成为具有

全球性的宗教

由于网络门槛较低，

边缘宗教团体和信仰

获得比以往更大的

“曝光度”和“发言权”
冲击传统建教会

网络“世界性”与

宗教“普世性”的

契合，也使网络宗教

具有比以往任何传教

方式更强大的穿越

疆域国界的能力

网络对宗教的传播
有“放大效应”，
大大提高了民众
参与宗教活动的量，
成为“上帝麦克风”



网络媒体特征：

三  最 三  无 两低一性

最快、

最广、

最直接

无法律、

无国界、

无法管制

 低门槛、
 低成本、
即时性

宗教与国��系研究中心



因此互联网在提升宗教组织直接传教能力的同时，也•

提高了它们基层动员、影响政治议程和参与全球事务

的能力，可使世界各地的任何宗教问题迅速透明化、

国际性和政治化。

网络的无国界性有助于塑造超宗派、跨国界的社会组•

织认同，这是宗教参与全球议程、形成全球动员的前

提条件。

网络宗教的开放性、虚拟性、跨国性和渗透性使中国•

现行的大部分宗教法律/法规严重滞后过时，并且对中

国政府的宗教和网络管理工作都形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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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鉴于当代传教运动国际

化、政治化、多元化和网络化的

发展，拓宽传教运动的研究范

围，加强对当代包括基督宗教和

伊斯兰教在内尤其是之外的各宗

教传教活动以及以互联网为媒介

或基础的新传教方式，即实现上

述“四大跨越”，是对全球宗教

复兴的更加全面的学术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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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