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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序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

子。」（林前十二12）

很多謝吳國傑博士著《10大香港宗派巡禮》，這書正好反映

聖保羅上述的一句話。同時，我們更感謝上主賜給我們一個這樣充

滿聖靈恩典，多姿又多彩的教會大家庭。

基督所建立的教會，原本就是多元而共融、美麗而又和諧。我

們原來就是同一個群體，但又各有所長。本書所述的宗派有不同歷

史、不同的信仰特色，也有不同的服務及福傳方法。原來這些「不

同」，是天父要豐富祂的教會，讓我們在彼此學習及彼此欣賞中互

相建立、互相豐富，以致上主的國藉教會的共融而臨格。

相信這書除了讓我們對各教派有較深入的了解外，更能幫助我

們在共融及合一的路上向前邁進，見證「肢體雖多，仍屬一體」的

真理。

鄺保羅大主教

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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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香港教會組織林立，有浸信會、宣道會、播道會、聖公

會……。究竟這些宗派從何而來？彼此間有何關係與異同？這是許

多華人基督徒心中的困惑。自從2007年初在《時代論壇》「溯源追

本」專欄刊出一系列有關香港各宗派源流的文章，獲得回應甚多，

深覺宗派介紹在香港基督徒圈子中需求之大。適逢沙田浸信會朱世

平牧師熱情約稿，遂欣然接受。

本書題為《十大香港宗派巡禮：透視主要基督教宗派》，藉介

紹香港十個宗派的發展和現況，來窺見神在香港這小城市裡的奇異

恩典與偉大作為。十個宗派的次序，是以正式來港發展聖工的年日

排列；故部分較大的宗派反列在末後。為統一計算、平行對比，本

書所選宗派皆以聯合性宗派組織為衡量標準；若同一宗派在香港有

多個聯合組織，如神召會的神召事工有限公司和神召會總議會，就

以堂會和人數最大的為主要介紹對象。

要決定介紹哪十個宗派並不容易，除計算現有會友和崇拜人

數外，還要考慮其教育和社會服務，並過去在香港社會和教會中

的貢獻；加上許多宗派的人數統計資料並不公開，蒙添評估上的困

難。誠然，在筆者篩選這十大宗派組織的過程中，內心曾出現幾番

掙扎。神召事工有限公司尚未具整全的宗派功能，能否算為宗派組

織？既然海外的世界神召會聯會也承認該會為正式會員，具總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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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筆者還有何理由提出質疑！曾聽過有資深牧者批評香港五旬

節聖潔會，指該會總監督實質上只有寥寥教會聽命其下，還可算是

十大宗派麼？然而正確來說，宗派組織的重點並不在於權力，而在

於公認的聯合性；香港浸信會聯會轄下堂會不也是相當獨立自主！

香港何曾有五旬節聖潔會堂會公開否認其總監督！在評選過程中，

最難抉擇的是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論崇拜聚會人數，平安

福音堂約有6,000人，明顯比之還多；論堂會、學校和服務單位數

目，香港路德會確在其上；論歷史貢獻，基督教香港崇真會亦不在

其下。然而，考慮到平安福音堂堅稱本身並非宗派，而禮賢會的教

友數目又確比路德會和崇真會為多，故在艱苦衡量之下，最後還是

作出現有的選擇。

本書以廣大基督徒讀者為對象，故避免採用艱澀難明的用詞

和語句。在內容設計上，本書有以下12個特點：

	 1.		每章大綱相同，逐一介紹宗派歷史、信仰組織和在港現況，

讓讀者可以平行對比。

	 2.		每章前段有宗派聯會的聯絡資料，末段有宗派統計數字總

覽，一目了然。

	 3.		加插所屬國際性宗派聯會簡介，讓讀者不單認識宗派在港現

況，也得知世界發展，擴闊視野。

	 4.		加入相關本港宗派簡介，講述彼此關係和異同，幫助讀者

對香港教會有更豐富的掌握，使本書實質涉獵的宗派遠超

10個以上。

	 5.		只抽取宗派最具特色的信仰教義，免除讀者重覆閱讀各宗派

立場一致之公認信條的苦楚。

	 6.	根據有關宗派會章規條，自行繪製組織架構圖，幫助讀者

明白。

	 7.	特別介紹宗派內最早和最大的堂會，特派專人拍攝外貌，圖

文並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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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由於神學院乃宗派訓練牧者的場所，是未來發展的基地，故

特設專欄介紹。

	 9.	專欄介紹宗派內的重要人物，如海外創始者、首位來華傳教

士等。

	 10.	刻意詳列相關網址，方便讀者進深追尋有關資料。

	 11.	所有外籍人士名稱均附有外文原名，避免混淆；考慮到讀者

可能只跳讀某些宗派的介紹，外文名稱會在不同章數中重新

出現。

	 12.	全書末後有各宗派統計圖表，方便對比。

為方便讀者研覽，本書內容穿插著不同補充資料，全以不同

符號和框線代表；基本原則是框線愈粗大，指涉組織愈龐大。

	 1.	國際性宗派聯會：前有「	 	」符號，以1粗2幼的三重框

線	 	圍著。

	 2.	本港宗派組織：前有「	 	」符號，以1粗1幼的二重框

線	 	圍著。

	 3.	個別堂會：前有「	 	」符號，以二重幼線	 	圍著。

	 4.	神學院：前有「	 	」符號，以一條粗線	 	圍著。

	 5.	個別人物：前有「	 	」符號，以一條虛線	 	圍繞。

原以為經過去年有關宗派歷史的研究，撰寫本書會輕鬆自如。

然而，在實際書寫過程中，卻遇上困難重重。第一，由於《時代論

壇》的文章是以外國宗派為焦點，而本書則是以本港宗派組織為對

象，故絕大部分內容需要全新重寫，許多地方還要重新搜集資料。

第二，各宗派在人數上的計算極不統一，尤其會友數目，有些宗派

只計算現時在港教友，有些則連已離世和已移民的都計算在內；

香港聖公會教省就曾於近年大幅度削減教友數目，由約3萬人減至

1萬，以反映其真實活躍教友現況；相對來說，崇拜人數較具參考



價值。第三，即使在歷史計算上各宗派的標準也不一致；例如建道

神學院於1899年在廣西梧州創立，為此該院於1999年舉行百周年

紀念；然而若以同一標準計算國內源流，1915年始於廣東的希伯

崙堂應為該會最早堂會，惟現時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公認為首間堂會

的，卻是1949年成立的調景嶺堂。第四，為使描述更具體真實，本

書搜集了不同宗派的統計數字；雖然絕大部分宗派均相當合作，積

極提供資料和協助，但亦有一個宗派的總幹事以資料保密為理由而

拒絕支持，使筆者無法取得該宗派的最新資料。本書原定附載各宗

派的會徽，最後亦因無法取得該宗派刊載會徽的授權，而被迫將整

個安排擱置，以免有些宗派有會徽、有些沒有，造成不統一現象。

本書原計劃於去年成稿，並以2006年的數字作比較。惟因有

兩個宗派本身沒有年度報告，故要特別為筆者向各屬下堂會搜集統

計數字，過程需時，到筆者收到數字時已是2008年初，而數字反

映的則是2007年的統計。為使比較公平對等，筆者惟有再次向其

他宗派索取2007年的最新數字，致使本書延遲出版。

在此，筆者要多謝三一真神，祂賜我異象進行研究，亦賜我

能力可以寫作。感謝各宗派提供數據資料和協助，使本書得以完

成；由於牽涉人士眾多，在此恕未能逐一題名致謝。多謝香港浸信

會神學院提供研究環境，讓我可專心寫作。多謝本人研究助理容志

偉承擔拍攝各堂會外觀的工作及協助整理書末的中英對照索引。

多謝沙田浸信會朱世平牧師的邀約，並忍耐接受稿件一再延遲。最

後，多謝太太李彩裳的支持和包容，為撰寫本書，她要度過不知多

少段沒有丈夫陪伴的光陰；現謹將本書獻給她，以表對她的感激！

吳國傑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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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香港聖公會教省

中文名稱：香港聖公會教省

英文名稱：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Anglican	Church

辦公地址：中環下亞厘畢道1號

電　　話：2526	5355

傳　　真：2521	2199

電　　郵：office1@hkskh.org

網　　址：http://www.hkskh.org

宗派歷史

聖公會又名「安立甘教會」（Anglican	 Church），原意指英格

蘭的教會。雖然今日聖公宗已成為普世性的大宗派，堂會（聖公

會稱為「牧區」）遍佈全球各地，有許多行政、資源完全獨立的教

省，但整體上仍以英國坎特伯雷宗座（See	 of	 Canterbury）為地位

最高的屬靈領袖，是全宗派合一發展的焦點。

創設源流

聖公會信眾自覺其信仰乃沿襲早期教會傳統，屬奉行使徒統緒

的「大公教會」（Catholic	 Church）。因著英倫三島的獨特地理與

背景，該處教會早有與歐洲大陸不盡相同的信仰文化。惟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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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期才正式獨立。當時英格蘭王亨利八

世（Henry	 VIII）因婚姻問題而與羅馬教宗不和。1534年，在坎特

伯雷大主教克藍麥（Thomas	 Cranmer）的協助下，英格蘭國會通

過「最高權威法」（Supremacy	 Act），承認亨利和他的王位繼承人

為當地教會在世唯一最高元首。英格蘭教會從此脫離羅馬教廷的轄

制，成為完全獨立的宗派體系。亨利於1547年離世後，帝位相繼

傳給支持新教的愛德華六世（Edward	 VI）和偏好公教的瑪麗一世

（Mary	 I），此時期英格蘭教會去向搖擺不定。1558年女王伊利莎

伯一世（Elizabeth	 I）登基，為平衡羅馬公教和基督新教勢力，她

採取中間溫和路線，一方面接納新教的神學信仰，另一方面盡量保

存羅馬公教原有的禮儀體制。在伊利莎伯長達45年的統治下，聖公

宗此種揉合新教精神與公教胸襟的傳統逐漸鞏固，獲得肯定。

海外擴散

聖公會成立初期，教會發展基本上全以英格蘭國教為主。直

到1689年，才在鄰邦成立蘇格蘭聖公會（Scottish	 Episcopal	

Church）。此時，傳教士在外地建立的教會，皆直屬英格蘭國教之

下。1776年北美英格蘭管轄的十三個州郡聯合發表獨立宣言，揭

開美國獨立革命的序幕。英美關係破裂，逼使美國聖公會與英格蘭

國教分離。1784年首位美國本土主教西伯立（Samuel	Seabury），

獲蘇格蘭聖公會祝聖就職，由此開啟美國聖公會獨立之門。為保教

內合一，英格蘭國會於1786年通過議案，允許世界各地的聖公會

主教於英格蘭接受祝聖。翌年，多位美國聖公會牧者獲坎特伯雷大

主教祝聖為主教。1789年，多位美國聖公會主教於費城匯集，正

式成立美國聖公會教區。此後，類似教區組織相繼於印度、澳洲、

	 克藍麥（Thomas	 Cranmer,	 1489-1556）為英格蘭首位新教

坎特伯雷大主教，1533年就職。他在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六世治下

領導當地的宗教改革，為英格蘭教會的信仰綱要和禮儀傳統奠定

基礎。在女王瑪麗一世期間，他因支持新教信仰而被判處焚刑，

1556年在牛津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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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等大英帝國地區成立，數目且不斷增添。

1835年，海外的聖公宗教省組織開始出現。這些教省每個均

涵蓋多個教區，完全獨立自主，不受坎特伯雷宗座轄制。同類體制

很快普及，且遍佈世界各地。為維繫宗派內的團結合一，各地教省

共同組成了「普世聖公宗」（Anglican	Communion），每隔約十

年召開蘭伯特會議（Lambeth	Conference）一次，共同商討教內

要務。上一次1998年的會議，共有超過800位主教出席；最近一次

會議剛於2008年召開。

	普世聖公宗（Anglican	Communion）

以英格蘭坎特伯雷宗座為焦點，匯聚各地信仰體制相近的聖公宗教

會組織。現有成員44個，遍佈全球各地，當中包括34個教省、4個

聯合教會和6個別類教會群體，涵蓋信眾超過8,000萬。普世聖公宗

主要為團契性質，成員間沒有具約束力的從屬關係，以互信形式商

討事工，共同合作。

網址：http://www.anglicancommunion.org

中港發展

最早來到中國的聖公宗傳教士，是1840年抵達澳門的文惠

廉（William	 Jones	 Boone）。他原屬美國聖公會，1844年獲坎特

伯雷大主教祝聖為傳教主教。此後，多個聖公宗組織相繼來華；

除美國聖公會外，還有英國聖公會、加拿大聖公會和印度的聖公

會女部。1840年，中英爆發鴉片戰爭；英方得勝，香港島被割歸

英國。聖公會在港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1841年。當時英國海軍

中，多有聖公宗信徒，他們登陸香港後，自組臨時聚會。1843年

史丹頓（Vincent	 John	 Stanton）受差來港，建立教堂，籌辦學

校；在牧養英國僑胞之餘，亦同時向港人傳揚福音。

1849年英國聖公會成立維多利亞教區，範圍包括香港、中國

和日本等地，並祝聖施美夫（George	Smith）為首任主教。1863年

施主教按立首位華人聖品羅深源為會吏，開展華人福音事工；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