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宗教人物：新教“教宗”葛培理 
   
  宗教与国际关系课程ＰPＴ 



导言 
 
美国有深厚的宗教传统 
•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各种教会和犹太会堂成员人数一直
保持在成年人总数的65%左右，84%的美国人宣称信奉某
种形式的基督教。  
•1990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所作的“全国宗教情
况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48个州(夏威夷和阿拉斯加除
外)18岁以上的总人口中，基督宗教人数估计为1.5122亿
人，占被调查人口的86.2%，信仰其它宗教的总人数为
585.3万，占被调查人口总数的3.3%。  
•美国宗教特点：教徒众多，教派林立，仅20世纪就有新
增基督教宗派900多个，其他宗教宗派600多个。  
 



美国的政教关系 
 
•隔离墙：行政分支有权执行法律，但不能立法；立法分支
有权制定法律，但不能审判人民。这一检验和平衡的基本
原则源自《圣经》。1786年，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法律，
禁止政府干涉宗教和良心事务－－宗教自由的里程碑。 

 

•“人们如不了解宗教的政治介入的动力，便不能充分了解
美国的政治。”  
 

•美国宗教对政治的影响由来已久。近年来、尤其是冷战结
束之后，宗教已经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领域。  

 
•基督教团体政治参与的重点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宗教已成为研究美国政治必须考虑的重要变量。 
  



 

宗教与国际政治 
 
•冷战结束后，宗教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是
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宗教本身有跨国界性，而美国基督教向来有海外传教的传统
。   
 

•在美国国内政治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下，基督教团体对美国一
些外交政策的制定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宗教：国际安全的双刃剑  
 



 
 

一、美国现代福音运动 
 
 什么是福音派： 

  近代以来主要起源和存在于英语国家和地区，并影响
全世界的、一种主要见于基督新教中的超越传统信仰
告白与宗派界限的既非基要主义亦非自由主义的神学
运动或趋势。 

 



福音派的特征 
 
•超宗派性。本身不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也不局限于某
一传统的具体宗派，它是存在于各主流宗派中的一种神学
和信仰运动。接受了福音信仰的各个基督教派别都可以称
之为福音派。如传统主义的卫理公会、所有的浸信会、五
旬节派、部分长老会、圣公会内部派别、五旬节派与灵恩
派等等都可以称之为福音派。有鉴其内涵的广阔性，人们
称之为福音派万花筒、福音派马赛克、福音派大帐篷。 
 
•存在于各主流宗教中的一种神学和信仰运动或趋势。 
 
•是一种普世性的运动。  



For the Lord is our judge, 
the Lord is our lawgiver, 
the Lord is our King; 
He will save us… 
 
                   Isaiah 33:22 
 

 福音派的神学基本特征 
• 圣经的至高权威性； 
• 耶稣基督的威严性。 
• 圣灵的统治性。 
• 个人灵性皈依的必要性。 
• 福音传教的优先性。 
• 基督社团的重要性。 



 福音派的地缘分布 
 
• 第一类地区：北大西洋两岸的英语国家，美国、英国
、加拿大英语地区是福音派的起源地，同时也是福音
派最为活跃的地区。 

 
• 第二类地区：澳大利亚、香港、新西兰、南非。 
 
• 第三类地区：亚非一些国家和地区，人数众多、分散
、保守。 

 
• 第四类地区：欧洲大陆、拉丁美洲。 
 



福音派的信众 
 
•美国的福音派人数：到90年代，有3000万（《今日基督教
》民意调查）－6600万（盖洛普民意调查）。 
 
•世界福音派人数：5亿人左右（大卫·巴雷特调查）福音派
在世界各地总人口当中的比重是：北美31.7%，西欧10.2%
，东欧3.3%，大洋洲19.1%，拉丁美洲4.3%，东亚1.4%，南
亚1.1%，非洲8.0%。 
 

•在基督教各流派中，福音派都是最为活跃，增长最快，宗
教热情最高涨的群体。 

 



现代福音派系统：全方位、多层次亚文化机构与设施 
 

•现代福音派初创时期的标志：美国福音派协会、富勒神
学院、葛培理布道会、《今日基督教》杂志。如今已出现
大批组织机构。 
•教育系统： 

  高等教育：富勒神学、加尔文神学院、惠顿神学院、
牛津威克利夫学院、维真学院、阿斯伯里神学院、三一福
音神学院等。 

  中小学教育：全美中小学教育有近二万所，在校人数
200－250万人。 

•著名传道机构：基督教青年会、校园基督布道团、青年
生活会、向导、青少年挑战者、基督教运动员团契等。 
•期刊杂志：《今日基督教》、《永生》等十余种。 
•出版社：威廉·伊尔德曼、道、廷德尔等十余所出版社 
•全国专业性协会：福音派社会行动协会等十余个。 



Billy Graham 

（William Franklin Graham Jr）  

新教“教宗”  

20世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人之一  



 
 
1918年11月    出生于夏洛特 
1936年9月    进入鲍勃琼斯大学学习 
 
1937年1月   进入佛罗里达圣经学院学习 
 
1940年5月   毕业于佛罗里达圣经学院，获神学士学位 
 
1940年秋    进入惠顿学学习，主修人类学 
 
1943年5月   毕业于惠顿学院，获人类学学位 

 
葛培理的早期经历 



•1937年复活节周日领佛罗里达
波斯提克浸礼会教堂晚礼拜。  
• 1939年2月，经圣约翰河协会按
立会议按立为南浸会牧师。 
•1943年6月，担任伊利诺斯小城
西泉浸会牧师。 
•1944年1月，成为芝加哥WCFL
电台“夜乐”节目主讲人 。 
•1944年秋，进入青年归主协会
工作，成为巡回讲道人。 
•1947年，担任位于明尼阿波利

斯的西北神学院校长。是为全美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1949年，创立葛培理福音协会
，任主席。 



葛培理的神学思想：从基要走向温和   
 
•以基督教末世论思想对现实社会加以批判，认为人类只有真
正悔罪和灵性复兴才可能阻止启示录中四骑士的马蹄声。 

 
“圣经一直强调世界有患难，因为人间有罪存在，苦难其实
并不在神对人原初的计划中，只是因为人在刻意违抗神的话
与诫命时，才为自己带来了苦难。” 
 

“我们往往为了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合法，而去修正道德的尺
度，却忘了改革自己的行为，来达到神的道德标准。……多

少教会在基本的神学教义上偏离了正道，致使这些年轻人的
灵性与德性漫无目的地飘荡，无人引导，也无所适从。” 
 

          －－葛培理 



•对苦难的存在持冷静而不绝望的态度。尽管人类苦
难丛生、陷在罪孽之中难以自拔，却仍有得救的希望
和美妙的前途。 
 

  “基督教相信人类有美好的前景，即令现代社会
的组织荡然无存，即使一切进步因人的失败与愚昧，
在自求灭亡中消失，人类仍有光明灿烂的前途。” 
 
•强调人类的悔罪、认信，而不单是人的作为。 
   

  “不管一个时代如何进步，如果忽视精神的生活
，一定走向解体。这是人类的故事，这是我们现代的
问题。” 



 
葛培理的政治和社会思想 
 

•现实世界的政治与社会的架构应与圣经原则保持一
致，强调福音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 
 
  “我个人坚信社会秩序应按福音的原则来建立，福音必
须针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来说话。现代社会若干超绝的理
念，在许多方面还是基督信仰的副产物，可惜它们徒有空想
的目标，却无达到目的的手段。” 
 

•教会是福音实践的重要载体，福音运动不仅是与各
地教会紧密合作的宗教活动，也是社会活动。传福
音和社会责任两者，同是教会的重要使命 。 



葛培理一生著述：无数讲章、报纸专栏、30余本书。 
 
1.  The Journey : Living by Faith in an Uncertain World  
2. Just As I Am: The Autobiography of Billy Graham  
3. Angels  
4. The Key to Personal Peace  
5. WWE Legends - Superstar Billy Graham : Tangled Ropes  
6.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illy Graham 
7. Breakfast with Billy Graham : 120 Daily Readings  
8. Death and the Life After  
9. Hope for Each Day: Words of Wisdom and Faith 
10. How to Be Born Again 
11. The Holy Spirit: Activating God's Power in Your Life 
12. Peace With God The Secret Happines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18324/sr=1-1/qid=1144635481/ref=pd_bbs_1/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060633875/sr=1-2/qid=1144635481/ref=pd_bbs_2/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38716/sr=1-3/qid=1144635481/ref=pd_bbs_3/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44287/sr=1-4/qid=1144635481/ref=sr_1_4/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416507531/sr=1-5/qid=1144635481/ref=sr_1_5/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416507531/sr=1-5/qid=1144635481/ref=sr_1_5/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416507531/sr=1-5/qid=1144635481/ref=sr_1_5/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416507531/sr=1-5/qid=1144635481/ref=sr_1_5/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84860876/sr=1-6/qid=1144635481/ref=sr_1_6/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517222558/sr=1-9/qid=1144635481/ref=sr_1_9/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35202/sr=1-10/qid=1144635481/ref=sr_1_10/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96201/sr=1-11/qid=1144635481/ref=sr_1_11/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31606/sr=1-15/qid=1144635481/ref=sr_1_15/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42136/sr=1-16/qid=1144635863/ref=sr_1_16/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42152/sr=1-17/qid=1144635863/ref=sr_1_17/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13. Billy Graham Christian Worker Handbook 
14. Living in God's Love  
15. The Enduring Classics of Billy Graham  
16. Peace with God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Answers to Life's 
Problems   
17.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18. Answers to Life's Problems   
19. Billy Graham, the Inspirational Writings 
20. Billy Graham: Eternal Praise  
21. Revival in our time: The story of the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campaigns 
22. Answers to Life's Problems: Guidance, Inspiration and 
Hope for the Challenges of Today  
23. Day-By-Day With Billy Graham  
24. Billy Graham Answers Your Questions  
25. Billy Graham Talks to Teenager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90662738/sr=1-21/qid=1144635863/ref=sr_1_21/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14305855X/sr=1-24/qid=1144635863/ref=sr_1_24/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18219/sr=1-25/qid=1144636109/ref=sr_1_25/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18219/sr=1-25/qid=1144636109/ref=sr_1_25/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84861244/sr=1-28/qid=1144636109/ref=sr_1_28/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84861244/sr=1-28/qid=1144636109/ref=sr_1_28/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84861244/sr=1-28/qid=1144636109/ref=sr_1_28/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84861244/sr=1-28/qid=1144636109/ref=sr_1_28/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930800061/sr=1-32/qid=1144636109/ref=sr_1_32/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35644/sr=1-39/qid=1144636109/ref=sr_1_39/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35644/sr=1-39/qid=1144636109/ref=sr_1_39/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6WXA1I/sr=1-41/qid=1144636109/ref=sr_1_41/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6WXA1I/sr=1-41/qid=1144636109/ref=sr_1_41/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6WXA1I/sr=1-41/qid=1144636109/ref=sr_1_41/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6WXA1I/sr=1-41/qid=1144636109/ref=sr_1_41/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6WXA1I/sr=1-41/qid=1144636109/ref=sr_1_41/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BVUYMC/sr=1-43/qid=1144636109/ref=sr_1_43/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310250528/sr=1-47/qid=1144636109/ref=sr_1_47/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26. Billy Graham's The Bible Says  
27. The Faith of Billy Graham  
28. Billy Graham talks to teen-agers  
29. Billy Graham tells the story of Jerusalem  
30. Billy Graham Crusade Songs by Billy Graham  
31. Billy Graham's Christian Life & Witness Course  
32. Storm Warning  
33. The New Testament (Billy Graham Crusade Edition)  
34. Answers to Life's Problems  
35. Approaching Hoofbeat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90661170/sr=1-49/qid=1144636456/ref=sr_1_49/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451052846/sr=1-50/qid=1144636456/ref=sr_1_50/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6WOVX4/sr=1-52/qid=1144636456/ref=sr_1_52/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6WOVX4/sr=1-52/qid=1144636456/ref=sr_1_52/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6WOVX4/sr=1-52/qid=1144636456/ref=sr_1_52/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7FXSUW/sr=1-53/qid=1144636456/ref=sr_1_53/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EOSQ4E/sr=1-66/qid=1144636456/ref=sr_1_66/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90661189/sr=1-67/qid=1144636456/ref=sr_1_67/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36810/sr=1-68/qid=1144636456/ref=sr_1_68/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0EVEDXK/sr=1-75/qid=1144636733/ref=sr_1_75/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593280130/sr=1-78/qid=1144636733/ref=sr_1_78/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593280130/sr=1-78/qid=1144636733/ref=sr_1_78/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849941709/sr=1-82/qid=1144636733/ref=sr_1_82/104-8957899-4253553?%5Fencoding=UTF8&s=books


葛培理布道大会 
 
•有史以来计划最为周密、预算最为庞大的布道大会。 

 

•大型布道方式，利用专业性的会前作业，新的传播媒
体，简明而震憾人心的讲道，传达以基督为中心的爱的
信息，公开呼召大家“决志归主”。同时与各种教派进
行广泛合作。  
 
•目的是宣传福音，锁定个人”决志归主“。 
 
 



洛杉矶布道大会－－走向成功 

 1949年秋举办，
原本为期三周，
每晚有上万人踊
跃赴会，最後延
至八周才结束，
历时整整两个月，
先后有35万人参
加布道会，3，
000人进行详细咨
询。轰动世界。  



1957年纽约布道大会－－里程碑 

 1957年春举办，原定6周，延长至16周，是葛培
理事工中日数最多的布道会。 

 

 布道会最初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其後改为在
杨基球场（Yankee Stadium）举行，十万张椅
子座无虚席，有二万人不得其门而入。最後移师
至华尔街和时代广场举行，总共有240万人听了
福音，61,148人进行详细咨询。 

 

 费用为250万美元，是当时费用最高昂的聚会。  



2005年6月纽约布道大会 

余音绕梁，久久不绝 



2006年3月新奥尔良弗兰克林布道会 

  此次会议是葛
长子的布道会，
但葛仍借助助步
器上台祈祷。 



布道大会的成果 

 截至2001年，葛培理在五大洲举办布道大会数百
场。 

 

 总计现场聆听布道会人数达8亿2千多万，300多
万人表达皈依愿望。 

 

 对在美国长大的人来说，“葛培理布道大会”，
几乎和“苹果派”一样，成为生活中熟悉的图像。  



葛培理布道会 

 1950年成立，在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加拿大、
德国、新西兰、西班牙均设有分支机构。 

 
 作为“互联网福音联盟”（Internet 

Evangelism Coalition）的主要成员，葛培理福
音协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报刊杂志、广播、电
影、电视、电话、卫星传播、互联网等各种媒介
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网络。  

 

 大型福音传教培训机构。  



全球布道者大会 

 葛培理不但热心普世宣教，而且对推动兼容性的
福音派运动不遗余力。他强调祷告、宣传、合作

的重要性。  

 这推动了以葛培理福音协会为中心的全球性的以
宗教为基础的倡议性网络的发展和壮大。这一网
络的全球政治性参与在不断增多。 

 



1966年世界福音会议 

 1966年，由葛培理布道会赞助，在柏林召
开世界福音会议（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由葛培理牧师和卡尔·亨
利博士（Carl Henry）共同主持，司徒德
牧师（John Stott）为主要讲员。大会主
题是“同一种族、同一福音、同一使命”。
会议重申，传福音是教会最主要的职事。 



1974年洛桑会议  
 划时代的福音会议。葛氏是大会名誉主席，司徒
德牧师为大会主席及主要讲员，而且是宣言起草
委员会的主席，亲手草拟了《洛桑信约》。  

 3,000名出席者来自150个国家（50%来自第三
世界）。 

 会议的主题是，“让全地听祂的声音”。会议旨
在为福音运动提供一个稳固的圣经基础，用圣经
的立场面对世界问题，正视教会的社会责任。会
议肯定了传福音和社会责任两者，同是教会的重
要使命  

  欧美一些神学家认为，1974年的洛桑会议对福
音运动的重要性，不亚于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对天
主教会所产生的影响。  



阿姆斯特丹全球布道者大会 

 1983年，1986年，2000年，葛培理福音
协会也多次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国际布道
者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Itinerant Evangelists），旨在促进福音
传教事工。 

 2000年会议中，共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11,200多名布道者参加（70%来自第三世
界）。   



四、福音派与美国政治 

葛培理与
杜鲁门，
1967年 



葛培理与总统们 

二战之后历届美国总统信仰简表 

 33Harry S. TrumanSouthern Baptist 

 34Dwight D. EisenhowerRiver Brethren; 
Jehovah's Witnesses; Presbyterian 

 35John F. KennedyCatholic 

 36Lyndon B. JohnsonDisciples of Christ 

 37Richard M. NixonQuaker 

 38Gerald FordEpiscopalian 

 39Jimmy CarterBaptist (former Southern Baptist) 

 40Ronald ReaganDisciples of Christ; Presbyterian 

 41George H. W. BushEpiscopalian 

 42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Baptist 

 43George W. BushMethodist (former Episcopalian)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t/Harry_S_Truman.html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e/Dwight_Eisenhower.html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e/Dwight_Eisenhower.html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k/John_F_Kennedy.html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j/Lyndon_Johnson.html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n/Richard_Nixon.html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f/Gerald_Ford.html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c/Jimmy_Carter.html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r/Ronald_Reagan.html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b/George_HW_Bush.html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c/Bill_Clinton.html
http://www.adherents.com/people/pb/George_W_Bush.html


 葛培理与艾森豪威尔 

 1952年，积极鼓励艾森豪威尔出山竞选。 

 8月，葛培理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前往丹佛
棕宫宾馆与其竞选班子一起开了数次会，
提出竞选的宗教方面建议。  

 艾常就个人信仰问题和社会问题征询葛培
理的意见。 

 在葛和vereide的建议下，艾开始举办总统
祈祷早餐。最早的15次的祈祷早餐的主讲
人基本都是葛培理。  



葛培理与肯尼迪 
 1960年大选期间，肯尼迪致电葛培理，要求其发
表声明，认为宗教在竞选中不起作用，如果天主
教候选人合格，葛会毫不迟疑地投票给他。葛同
时拒绝了反天主教候选人的声明。  

 “我并不认为肯尼迪先生因身为天主徒而会遭到
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反对。他们会通过肯尼迪先生
的能力和性格来作判断。我们应该相信和支持我
们的新总统。” －－大选之后葛培理在肯尼迪召
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三年内每年均担当总统祈祷早餐的主讲者，多次
与总统在椭圆办公室相聚 。 



葛培理与约翰逊总统保持密切往来 

 1965年，参加葛培理休斯顿布道大会，成
为第一位参加布道大会的现任总统。 

 

 请求葛担任大使或在政府任职。 

 

 就副总统人选征集葛培理意见。 



葛培理与挚友尼克松 
                          



•我认为牧师的任务是教化人民，而不是教化
政府。他所教化的人民会来改造政府。 

 

 我可以在私下里告诉葛培理任何事，这从
不会公开发表，他也是一样。我们在一起
相当随便。  

 

          －－理查德·尼克松 



•在尼克松竞选总统和加州州长接连落败后，鼓励尼

克松再次竞选总统。  

 宗教外交：1969年初，请葛培理在远东之行中了
解当地各派教会的意见，考虑如何结束越战。  

 

 请葛培理考虑出任副总统。 

 

 尼克松建议葛培理不要混同于道德多数派。 

 

 录音带事件。 



葛培理与福特总统 

“我尝闻葛培理
将宗教与政治混
为一谈。我从未
感觉这一点，我
也不认为成千上
万听他布道的人
会持此定论。”    
――福特 

 



葛培理与卡特总统 

 1966年，吉米·卡特任乔治亚州长期间，担任葛
培理亚特兰大布道会名誉主席。这是一场白人和
黑人的混合大会。 

 

 “就我而言，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就我而言，与
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私人化的事。上帝一直存在于
我的生命中。”－－吉米·卡特 

 



• 

 

。葛培理与里根总统 

 

 50年代与里根结识。1969年，里根任加州
州长期间出席葛培理阿纳海姆布道会 

 里根当选后，葛培理立即飞往华盛顿为其
祷告。 

 多次向里根建议慎重对待高科技武器。 

 多亏葛培理，我每天祷告超过一次。在我
任总统期间，我的祷告越来越给予我决策
智慧，这既为祂做事工，也让祂喜悦。 

      －－里根 



葛培理与布什家三代人保持了长久
的友谊。 

 1991年1月16日，和总统一家一起在白宫见证海
湾战争的开始。 

 “葛培理鼓舞了我的生命。我有坚定的信念，那
就是不信仰上帝、不理解祈祷的权柄、没有信仰，
没人能胜任总统一职。是葛培理引导我明白这一
点。他成为我们的家庭密友有很多年了，他回答
了孩子和成人的各类问题。我感谢上帝将葛培理
荐入我的家庭生活。他加诸我们巨大的力量。有
了他，我们才更知晓上帝之子－－耶稣。” 

                  －－布什 



•「他是我所知唯一一个照足信仰来生活的人。」  

 “葛培理夫妇是两党所有总统的朋友，用
数不胜数方式提出建议，完全是私人性质
的，完全是真实的。在总统办公室里，我
们陷入回忆、纵论时事。我请求葛培理为
上帝给予我们的智慧和护卫而祈祷。” 

            －－克林顿 



葛培理与小布什总统 

“那时，葛培理牧师来我家度周末，我就在
海滨的一个小教会听他讲道……葛牧师不是
让人感到你是个罪孽深重的人，而是让你
感到神是多么地爱你。就在那个周末，葛
牧师将芥菜种种到了我的心田。这是我新
生命的开始。” 

            －－小布什 

 



葛培理与民权运动 

「《圣经》没有种族隔离的根据，世俗社会
有此习惯，但教会绝对不可附和。在十字
架下，地是平的，最令我感动的，是见到
在十架前，黑人与白人肩并肩站著。」 

 

          －－葛培理  

 

 

http://www.cnread.net/cnread1/zxzj/bible/hgb.htm


•在五十年代以前，初出道的葛培理在举办布道会时
依照当时的习惯行事，就是黑人和白人在北方可以

一起聚会，在南方要分隔开。（平等而分开）  

 

 1952年，他决定打破这个惯例，在南方种族歧视
最严重的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森主领聚会时，将
分隔黑人和白人座位的绳拉下来，招待员要重新
拉好绳子，他上前加以制止。他拒绝主领任何有
种族隔离的聚会。此举比最高法院宣判「平等却
又分开」违反宪法，早了两年。 



•1959年，葛在小石城举行布道会。 

    

   来自白人市民委员会和其它地方的种族主义者建议，
考虑到当时的紧张气氛，葛培理牧师最好做出限制，只有
白人才能进入布道会。葛培理牧师答道，耶稣爱所有的罪
人，人人都需要得到聆听圣言的机会，因此他宁愿取消布
道会，也不愿为进行种族隔离的听众布道。那时，葛培理
是南方浸礼会权威的生动体现，是南方，也许是全美最重
要的宗教人物。在他宣布了自己的立场后，我就更渴望聆
听他的布道。种族隔离主义者让了步，葛培理牧师在他里
程碑式的20分钟内进行了一场威力无比的布道。当他邀请
大家走下台阶，来到橄榄球场里成为一名基督徒，或是将
自己的生命重新奉献给耶稣时，数百名白人和黑人并肩迈
下体育场的过道，站在一起，共同祈祷。对于风行南方的
种族主义政治来说，这是一场强有力的反击。 

               －－克林顿《我的生活》 



  50年代末，葛培理与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
经常在一起策划布道事工。后来分道扬镳。金牧
师主张以非暴力手段去争取民权，本获葛培理赞
许，但他同时主张公民抗命，却难获葛培理接受。
葛培理认为只要那里有需要，便应打破传统与风

俗，但他不会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  



五、福音派与国际关系 

1982年，葛
培理在哈佛肯
尼迪政府学院 



葛培理与西方基督教国家 

 

葛培理改变了英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国福音主义的面貌。 

 



穿越铁幕 

 1957年，罗马尼亚； 

 1977年，匈牙利； 

 1978年，波兰； 

 1982年，东德； 

 1982，捷克斯洛伐克； 

 1982，苏联； 

 1992，朝鲜。 



美梵关系  

 与罗马教廷与东正教
界均建立了良好的关
系。 

  

“你知道，我们是弟兄”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 



六、美国福音派政治参与的作用和
影响 

 福音派与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圣公会教
徒一起工作，促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
宗教自由立法。 

 保守福音派教会加入黑人公理会的活动，
以反对苏丹的奴隶制和有计划的种族屠杀。 

 福音派领导人与居领导地位的女权主义者
合作，支持立法以抑制全球范围内对象为
脆弱的妇女儿童之性贸易。 



 

 

 

。 

 

     谢谢聆听，请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