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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華人教會對

華福運動不會陌生，

但對激發華人教會開

始華福運動的洛桑運

動卻認識不多。本文

目的在簡述洛桑運動

在過去40年對全球福

音信仰教會的影響。

洛桑運動的起源

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上半葉，自由派神學思

想席捲全球，福音信仰教會失去信心，也缺乏動力。

葛培理(Billy Graham)牧師有見及此，邀請了約1,200位
來自約100個國家的教會領袖，於1966年在德國柏林

舉行了一次福音會議(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
會議的主題是：「一個種族、一個福音、一個任務」

(One Race, One Gospel, One Task)。會議使各地福音信

仰教會重拾傳福音的信心，因此，隨後的5年內，與

會者紛紛在各洲舉行地區性的福音會議——亞洲(1968
在新加坡)、北美(1969在美國明尼阿波斯)、拉丁美洲

(1969在哥倫比亞波哥大)、歐洲(1971在荷蘭阿姆斯特

丹)，大家矢志攜手合作，廣傳福音。

第一屆洛桑大會

葛培理牧師看到聖靈在各處的工作，感到需要

有更廣泛性的大會，於是在1974年7月16-25日在瑞

士洛桑市召開第一次全球福音信仰的宣教會議，定

名為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 Lausanne'74 )，中譯名為「普世福音遍傳國際大

會」，簡稱「洛桑74大會」。正式被邀請與會者約

2,700人(其中包括約70名華人)，另有觀察員、記者

及工作人員等約1,000人。這次會議的主題為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由Paul 
Little 出任節目部主任。與會者來自150個國家，代

表不同宗派，有神學家、宣教學者、教會牧師、佈道

家、宣教士、平信徒領袖等；其中差不多一半是來自

當時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國家。當年的《時代週刊》

用以下的句子形容這次大會：“…formidable forum, 
probably the widest ranging meeting of Christian ever 
held.” (令人震撼的論壇，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廣泛的

基督徒聚會)。
無疑，這次大會給福音信仰教會領袖們重拾信

心，亦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大會主席乃澳洲聖公

會鄧恩澤主教( Bishop Jack Dain )，他解釋柏林福

音會議與洛桑74大會的異同時說：”Lausanne is a 
Congress of World Evangelization, not a Congress of 

洛桑的故事
陳惠文

第三屆洛桑大會特輯（一）

作者在第三屆洛桑大會與六人小組組員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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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sm…we not only to think of evangelism, 
that is,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but the 
whole task given to us by the risen Christ. This, I 
think more aptly, is called evangelization.” (洛
桑是一個普世福音遍傳大會而非佈道大會……

我們不單單思想佈道，即宣講福音，而是思想復活的

主交給我們整個的任務。所以我想，用福音遍傳較為

合適。)
Ralph  Winter  (溫德 )在大會中提出「未得之

民」( Unreached People Group )的觀念，他更鼓勵教會

及宣教機構要以未得之民為首要的對象，使大家不再

以地區或國家作宣教的標靶，而是關注在這些國家和

地區中未有機會接觸福音的群體。這個觀念成為日後

20年宣教的新焦點。

「洛桑74大會」對全球福音信仰教會最大的貢

獻，莫過於會後發表的 Lausanne Covenant  (《洛桑信

約》)。這份約3,000字共15點的文獻，由英國神學家

司徒德( John Stott )帶領的宣言委員會負責草擬，大部

分與會者在會期最後一天簽署，表示贊同《信約》的

內容。這份文獻今日已成為福音信仰教會公認的信仰

宣言及宣教事工指引，並已譯成多國文字。中文版本

則是由資深神學教授唐佑之牧師所帶領的翻譯小組翻

譯。

洛桑運動

「洛桑74大會」在平靜的福音信仰教會中激起

的漣漪，使各地福音信仰教會泛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宣

教行動。會後，不少地區舉行福音遍傳大會，或成立

聯絡、合作的平台，或開始新事工，將洛桑大會的

呼籲——普世福音遍傳需要全教會將全福音帶給全世

界——付諸實現。「洛桑運動」應運而生。

為繼續服務各地區教會，洛桑領袖們決定成立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LCWE)

﹝中文為「普世福音遍傳洛桑委

員會」，簡稱「洛桑」﹞，邀請

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教會及宣

教領袖共75人組成委員會，繼續傳

遞普世福音遍傳的資訊，鼓勵宣

教策略的交流，建立互助的平台，

每兩年開會一次。又從委員中選出

15人組成執行委員會，在委員會休

會期間主理洛桑事務。為更進一步

服侍教會，委員會組織了四個工作

組(Working Groups)來深入探討不

同課題，並向各地教會建議事工的

方向。四個工作組分別為：神學

組、宣教策略組、代禱組及傳播組。所有委員和工作

組成員都是義務參與。洛桑另聘執行幹事( Executive 
Secretary )作眾教會間的聯絡，首任執行幹事是來自迦

納的Gottfried Osei-Mensah。
1974年至1989年間，四個工作組分別籌辦了多

個國際性專題會議，會後更將討論內容結集出版，

稱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s。15年間舉行大大小小

的專題會議共約20次，而最重要的(以參加人數多寡

而言)要算是1980年在泰國芭提雅舉行的Consultation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COWE) 及1984年在韓

國漢城的International Prayer Assembly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國際禱告大會)。有關洛桑各類會議及

出版，請參考洛桑網站 www.lausanne.org。
其後，洛桑更邀請多位有國際視野和經驗，並

且有心將自己的專長貢獻給普世教會的同工擔任高級

事工專員 (Lausanne Senior Associates )，推介他們到

有需要的地方協助當地教會。

在各區或民族中推動洛桑精神最有果效之一的

民族，要算是華人了。華福運動是由參加洛桑74大
會的70位華人教會領袖受感而開始。他們當時每日

提早1小時到達會場，同心禱告，尋求神對華人教會

的帶領，最後一致決定於1976年在香港召開第一屆

華福大會，並推選王永信牧師為大會總幹事。華福的

歷史，讀者可參考華福網址www.cccow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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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洛桑大會

1 9 8 4年洛桑委員會在德國B e r n 
Hauser Frost會議中決定於1989年召

開第二屆洛桑大會。委員會的同工們

知道華福運動是受洛桑大會感動而開

始，不但發展積極，而且有系統、有

規模，他們也知道華福異象的創始人

兼首任總幹事王永信牧師，按《華

福憲章》所定總幹事最多只能連任一次(即共

10年)，即將在86年退任，於是決定邀請王牧師在退

任華福總幹事後出任洛桑運動的國際主任，並負責籌

備第二屆洛桑大會。當時，任洛桑主席的是 Leighton 
Ford，他致函給第三屆華福大會(1986於台北舉行)出
席人說明此事，並向華人教會道謝。王牧師於1987
年1月正式上任，是第三任洛桑總幹事﹝三任總幹

事的職銜稍有不同：第一任總幹事Gottfried Osei-
Mensah (1974-1983)的職銜是 Executive Secretary, 
第二任總幹事Carl J. Johannsson (1984) 的職銜是

Executive Director﹞。

第二屆洛桑大會原定仍在瑞士洛桑舉行，但因

當地物價昂貴，就算是較富裕地區的出席人也感到吃

力，何況半數以上的出席人來自歐美以外國家，大部

分需要大會補助。於是，立刻向委員會建議改在亞洲

舉行，並且得到大多數委員的同意。初時，決定在新

加坡的國際貿易中心舉行，並已簽妥合約。後來因種

種原因，被迫在大會前九個月改變地點，移師至菲

律賓的馬尼拉舉行。因此第二屆洛桑大會的全名是

Lausanne II in Manila。
當時，菲律賓的政局不穩定，為

同工們的安全起見，洛桑委員會寧願多

花來回美國及馬尼拉的旅費、長途電話

及傳真費用，決定將洛桑國際主任辦公

室遷回美國，在馬尼拉另成立大會營運

辦事處( Operations Office )，邀請當地

信徒出任。另一方面，大會的節目部主

任 Edward Dayton及出席人甄選部主任 
Bradford Smith 都由世界宣明會(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借調，他們的辦公

室在南加州，故洛桑國際主任辦公室順

理成章地遷往南加州，就近美國

普世宣教中心(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美國福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及世界宣明

會(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
方便聯絡這些有國際視野的宣教前

輩。

幾經波折，第二屆洛桑大會終

於在1989年7月11-20日在馬尼拉菲律

賓國際會議中心舉行，4,300多位出

席人 (包括觀察員及傳媒記者 )
來自170多個國家。最興奮的

莫若61位來自蘇聯5個共和國

的代表，雖然他們因簽證等問

題遲到了5天，但總算趕上了

盛會，那是他們第一次參加國

際性大會。但中國出席人就沒

有那麼幸運了；在大會前一個

月發生的「六四事件」影響了

他們出境，因此，大會特留空

200個座位以玆記念。大會以 “Proclaim Christ Until 
He Comes” (傳揚基督直到主臨)為主題，輔以 The 
Whole Church, The Whole Gospel, The Whole World
為分題，探討宣教所面對的挑戰。最後，大會發佈《馬

尼拉宣言》(Manila Manifesto)，提出21點信念，重申洛

桑信約對褔音信仰教會宣教事工的重要性。

王永信牧師在大會完結前兩天的晚上，以

AD2000 and Beyond為題，呼籲眾教會通力合作，差

派宣教士前往「10/40之窗」的未得之民中宣教。他

認為：若全教會同心合力，有計劃、有目標、編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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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間表，將全備的福音傳遍全世界是可能的。他還

代表第三世界教會向第一世界教會致謝，謝謝他們將

福音帶給第三世界。同時，他更呼籲教會領袖放下民

族優越感，彼此尊重，互相合作。

一個小插曲

在籌備第二屆洛桑大會期間有一個鮮為人知

的插曲，筆者盼望藉以下小小篇幅，讓讀者知道洛

桑運動與主後二千運動的關係。1987年3月一個晚

上，王牧師輾轉反側不能入睡，思想如何讓洛桑運

動有一個明確目標，突然想起日間讀到多個宗派和

機構都以公元2000年為事工發展的里程碑，在朦朧

中，好像聽見神在天上敲響警鐘，並說：「快2000
年了，福音仍未傳遍？！」於是，他連忙起床，寫

就一篇短文 “By the Year 2000–Is God Telling us 
Something?”，寄給各地區教會領袖並刊於洛桑通

訊World Evangelization  1987年6月號。他挑戰讀

者說：“How do we chart the course of the Lausanne 
movement for the next decade or until the year 2000 in 
order to be more creatively useful and instrumental to 
the total task of world evangelization?”引起了各地熱

烈的迴響，認為第二屆洛桑大會舉行之時(1989年)距
離公元2000年只有10年，這個口號可以帶動教會在

未來10年有目標的發展事工。可是，當這建議上達

執行委員會時，其中一、兩位委員極力反對，認為

「有主再來( closure )的意味」。

雖然洛桑執行委員會無意推動，但各地領袖紛

紛要求落實這個異象，主動促成公元2000福音遍傳

運動(AD 2000 and Beyond Movement)。例如：1989
年1月在新加坡首次舉行AD2000的會議，主要由一個

6人委員會(Luis Bush, Bill O’Brien, Floyd McClung, 
Keith Parks, Panya Baba, John Kyle)籌備，大會執行

幹事是自籌經費的義工，會後的彙報是溫德主動提

出，由美國普世宣教中心的同工協助編輯、排版及斥

資印刷、發行。

公元2000運動在二十世紀最後10年( 1990-2000 )
間發展迅速，所提出的「10/40之窗」、「約書亞計

劃」等策略，成為普世教會宣教方向的指標，同時更

取得第三世界教會的認同。雖然公元2000運動機構

按原定計劃已在2001年光榮結束，但它所推動的宣

教策略至今仍在影響全球。

1989年以後

第二屆洛桑大會閉幕後，洛桑委員會決定將國

際辦事處遷往英國牛津。(多年來，洛桑委員會為避

免予人以為洛桑運動由美國教會所掌控，所以一直聘

任非美國人為總幹事，決定將辦事處遷往英國也基於

此理由。)1990年底南加州的辦事處正式結束後，洛

桑國際辦事處就設於國際主任在牛津的家中。

在隨後幾年，洛桑委員會經歷了不少改變，

如：擔任洛桑委員會凡16年的主席Leighton Ford在
1992年引退，其後主席數度易人；1994年國際主

任亦改為 Minister-at-large，另成立Administrative 
Committee主理行政；原由洛桑國際辦事處出版，唯

一與全球教會聯絡的期刊也停刊多次，也曾一度由洛

桑傳播工作組義工在挪威編印、發行；事工方面，增

加了幾個工作組，也委任了多位事工專員。至於動員

義工推動事工的方式，則沒有改變；在沒有高層全職

同工時，委員會主席就成為執行主席。國際主任一職

亦曾恢復，由日裔的Tetsunao Yamamori擔任。

然而，令人感恩的是洛桑異象仍繼續伸延。在

這段期間，各工作組仍舉行較小型的專題會議(請參洛

桑網頁)，多由參加者自籌經費。特別到了本世紀初，

兩個較引起普世教會注意

的聚會是2004年在泰國芭

提雅舉行的「洛桑2004論
壇」( Lausanne Forum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
以及2006年在馬來西亞

吉隆坡的「青年領袖大

會」(Younger  Leaders 
Conference)。前者探討

教會在二十一世紀所

面對的 3 1個議題。會

後各組分別提交討論

結果，由澳洲的David 
Claydon匯集成三大冊，由南加州的William Carey 
Library出版。而2006年的青年領袖大會則招聚了

來自112個國家550位年齡在40歲以下的青年領袖參

加，會後流傳最廣的是Todd Johnson在大會中所分享

的 “The State of the Gospel”投影片。

最近幾年，洛桑得到Gordon Conwell Seminary
的大力支持，是值得感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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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洛桑大會

為慶祝Edinburgh 1910大會100週年，洛桑委員

會決定於2010年舉行第三屆洛桑大會，地點選定南

非開普敦 (Cape Town)。洛桑執行主席Doug Birdsall
多年來穿梭各大洲，聯絡、拜訪各教會，為大會及

出席人籌募經費，大會終於在2010年10月17-24日在

開普敦的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參與者超過4,300人，

來自190多個國家，更有約1,000位觀察員(包括天主

教、東正教、基督教協進會等領袖)參與這次盛會。

有關第三屆洛桑大會的籌備細節，主要的工作人員，

在洛桑的網頁有詳細報導，不在此浪費篇幅贅述。

值得一提的是，洛桑的第一代元老不少已被主

接去，如 Jack Dain, Paul Little, Carl Henry, Francis 
Schaeffer, Ralph Winter 及Donald Hoke等；仍在世的

如葛培理、司徒德、Leighton Ford 等都因為健康情

況不能赴會。開幕禮時，Doug Birdsall讀出葛培理致

大會的信，大會手冊內也刊了他和司徒德的說話。

今日福音信仰教會需要一些有異象、有衝勁、認

識時代、有屬靈觸角的青年才俊，在二十一世紀中發

揮帶領的作用，動員全教會將整全的福音信息帶到全

世界去。但願洛桑運動能興起一批這樣的人來接棒。

至於第三屆洛桑大會對普世教會的貢獻，可謂

見仁見智；為使讀者能全面了解大會情況，特邀請了

多位曾參與是次大會的出席人，從不同角度分享他們

的感受。文章分兩期(本期及下期)刊出，敬請詳細閱

讀。

（作者為大使命中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