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序

筆者常聽見牧者、信徒及學生投訴，說沒有一本較全面而且能深

入淺出適合一般讀者的香港教會歷史專著，劉紹麟博士這部著作正好

填補這片空白。

我們得承認，要為香港教會撰寫一部通史式讀物並不容易。若以

編年的方式將歷史事件排序介紹，則我們可能反被年日時間限制，將

原來完整的人物、機構和事件弄得支離破碎，反而看不清歷史發展的

具體脈絡。若以宗派分類為歷史編排資料，則我們必會發現教會宗派

來港開基的歷史時間大概分成兩半，一半在十九世紀開埠期間進駐，

另一半則在 1949年後從大陸撤退而來。宗派史會因時間及史蹟長略不

一，令歷史整體描述打一定的折扣。

紹麟兄採取專題歷史（topical history）的進路，讓讀者對不同題目

的歷史發展，有一目瞭然的整體認識；不同的專題勾勒出香港教會歷

史的不同層面，編織出一幅視野遼闊的圖畫。更難得的是，本書的寫

作風格深淺適中，內文加插圖片、歷史小知識及進深閱讀建議，使廣

大讀者對過往的歷史產生更大的興趣和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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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麟兄也將香港教會歷史的論述放在一個宏觀互動的層面上。教

會歷史著作最容易犯上的毛病，是將之變成見證分享。見證固然是我

們個人或羣體經歷的重述，也指向上帝施予在我們身上的恩典。但是，

見證式「歷史」往往局限於主觀經歷的層面，忽略主觀參與者以外的

資料，更難以將教會的事蹟與社會、文化、政治層面產生關連。亦因

此，教會雖然在香港社會各方面涉足甚深，但見證式著作令教會歷史

像是與大眾無關，備受忽視。本書的貢獻，是將香港教會的歷史放在

更大的社會脈絡中，讓讀者看到教會與社會的互動。自 2014年「雨傘

運動」以來，不少基督徒十分關心教會如何參與社會、與社會互動和

影響社會，本書的內容正好讓讀者認識香港教會在這些方面歷來的工

作，明白她的貢獻和限制，讓我們可以鑑史知今，為未來的發展尋索

一條更穩妥的路。不過，亦因紹麟兄選取了教會與社會的互動視角，

或會有人批評他對教會內部的人與事的述史不足。筆者建議，讀者可

依紹麟兄引介的延伸閱讀書籍繼續閱讀，便能補足這方面的史識。

紹麟兄是筆者識於微時的戰友，仍記得我們在中國神學研究院的

辦公室一起工作時，紹麟兄正負責英華書院、聖公會聖三一堂及中華

基督教會合一堂的研究計畫。他以一人之力，在數年時間內，走遍多

所大學、圖書館、檔案館，細心爬梳原始檔案，又走訪仍在生的歷史

見證者。辦公室內儲存着一櫃又一櫃的影印資料，正是他勤懇工作的

成果。數年前，我們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相遇，知道他正在為本書搜集

更多資料。他的嚴謹治學態度，令筆者十分敬佩。紹麟兄為人沉實，

不好交際應酬，但也正是他的樸實無華，能鍛造出這本趣味盎然，內

容紥實的著作！近年大學出現一股追逐「影響因子」卻忽視實際社會



導言： 
以更寬廣的框架和座標， 

看香港教會歷史發展趨勢

站在地面上觀照自己，我們只能以目力所及的範圍作判斷，以此

尋索自己的定位。在有限的視野之下，我們或許以為很多東西都是理

所當然如此；但從山頂上或高空上看下來，我們就能看到身處環境以

外更廣闊的脈絡，那樣亦自然會對事物抱持不同的看法。讀歷史所帶

給我們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廣闊視野，這種視野的好處，在於能使我

們跳出個人日常生活的視界，從更闊更廣的維度，重新檢視自己現在

的處境。讀歷史能幫助我們檢視往昔，認識今天的我是走過怎樣的歷

程，被哪些經驗塑造而成，從而對自己有一番新的認識。

讀歷史、研究歷史另一精彩之處，是參考前人的經驗，以檢視今

天的處境。「日光之下無新事」，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事情，往往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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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年日也曾以另一「包裝」出現，脫去這些「包裝」後，前人回應往

昔某些處境時所用的手法、態度，對今日我們面對的處境當能帶來啟

發。歷史不只是縷述往事，而是思考從往事中我們能學到甚麼功課、

總結出甚麼經驗，以對今天的處境有所啟發。

隨着近十多年來對香港身分的重視，喜見近年來多了堂會、基督

教機構及學校編寫自己的歷史。在此趨勢之下，筆者認為如能整理一

下香港教會史上好些大趨勢、大課題，將有助我們看清楚香港教會發

展的大圖畫，好使我們更能了解今天的處境。本書選擇以主題式進路

處理香港教會史，是期望將那些教會及社會常常關注討論的課題突顯

出來，看看以往教會是怎樣面對這些課題。寫作本書的最大目標，是

希望透過整理這些歷史脈絡，觸發讀者更深入的思考。

基於此目標，本書並不期望成為一本關於香港教會的通史、全史，

這本書將不會仔細記述每一件事件、每一間機構，而是點出大方向、

大趨勢。掛一漏萬，難免未及描述某些堂會、某些機構、某些事件，

希望各位包容。

這本書的對象，是對香港歷史及香港教會史有興趣的大眾讀者，

具中學或以上的水平，一般的閱讀能力，已能讀懂。固然書中有不少

內容是作者的研究成果，但始終本書的定位不是發掘最新的學術課題，

是以將略去較為仔細和技術性的討論。筆者深明在不少讀者心中，歷

史很多時都牽涉很多資料，好像頗為悶蛋，如非專業研究者或「被迫」

研習的學生，未必會對這些年代久遠的事情有興趣。本書的旨趣並不

在於成為一本精彩鬼馬的歷史著作，而是但求達至一個合適的平衡，

冀能在帶出重要課題的同時，能讓普羅讀者感到這些事件是跟自己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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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關，並覺得有意思。基於這個目的，本書在正文以外將加插「歷

史聚焦」，提供一些關於歷史背景的補充資料，讓讀者更認識相關事

件及人物的脈絡，這些短篇資訊的另一用處，是述說一些與主題相關

的小故事，讓讀者能更立體地了解時人的境況。此外，在部分篇章結

尾設「延伸閱讀」一欄，介紹與課題有關但不至過於艱澀難明的資料，

讓有興趣的讀者作進一步的了解。

本書主要介紹香港開埠至 1997年間的香港基督教會史，小部分篇

幅會談及開埠前及九七後的事情，如傳教士於鴉片戰爭前在南洋地區

的部署，以及九七後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簡稱選委會）的爭

議等（因延續了九七前的爭論）。選擇以九七為界，是因為近期發生

的事情缺乏某種「歷史的距離」，較難作全面的評價。

本書論述的發展主線

本書的主要篇幅集中談教會與社會的互動，特別是探討處身於社

會大環境之下的教會，怎樣與社會互動，教會怎樣被社會環境影響，

而同一時間教會又怎樣介入當時的香港社會。以下幾個大課題，是教

會處身香港處境之中一直都在面對的，茲分述如下：

1. 與政府及社會的關係：如何面對政府和處理政治事件，一直是

教會要思考的課題。例如在殖民地管治下，政府是否給予教會某種優

惠呢？在早期殖民地管治體系中，曾有傳教士任諮詢機構成員或政府

官員，亦有華人教徒成為定例局議員。教會自十九世紀以來，已接受

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資助，又或是得到政府提供的便利，以開辦各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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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服務設施，這些都曾被一些論者評為教會與政府關係密切，甚或成

為政府的盟友。在過往的日子裏，教會與政治發生過怎樣的交集呢？

在本書中談到政治、教育和社會服務的部分，都會探討這方面的課題。

沿着這條主線的延伸，就是教會對於社會及政治，曾作哪種形式

和何種程度的參與。教會為飢餓的人提供食物，為不夠衣服的人提供

溫暖，這方面的援助應該爭議不大；但教會應否以其資源興辦一所昂

貴的現代醫療機構？又如教會就着違反教義的事情公開表達意見，在

教內應該無大爭議，但應否以教會的名義，推動抗爭運動，甚至參與

政治呢？這類課題，都是教會一直已在面對，而且是一直也要思考的。

2. 教會在大環境中如何解決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問題：在探討教會

與社區關係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隨着香港的發展，教會一直在城市、

鄉郊地區尋找發展空間。最早期的教會可見於香港島上環一帶，其後

再向東及向西擴展，再發展至九龍半島、新界的新市鎮等；與此同時，

教會亦在鄉郊地區開展事工，於是有早期的崇真會筲箕灣堂，以及

二十世紀初新界傳道會及崇真會粉嶺崇謙堂等事工。

但教會尋找自身發展的空間，並非只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是在社

會上各個範疇尋找空間的問題。為要建立與社會的接觸點，教會於開

埠初期已着力建立學校和醫療服務等，其後更發展教育及福利服務等，

而且參與愈來愈多。如何評價教會參與這類事工？是福音預工，還是

「做在最小的小子身上」？

3. 中國因素：在二次大戰以前，中國政治仍深深影響着香港，連

帶教會關懷的課題，也包括中國的改良與革命、抗日等重大事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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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以後，中國的門關上了，但仍有零星關懷中國的事工。至二十世

紀七十年代，新階段的中國關懷開始出現，但這種新的中國關懷，已

經再沒有過往那種組織上的連繫了。更重要的是，應以怎樣的態度面

對現中國政權，一直在香港教會內部存在着爭議。

既然說香港教會史上曾就各種議題存在着不少爭議，我們該如何

處理這些爭議呢？本書力求持平，盡量羅列爭議各方的觀點與論據，

讓讀者自行判斷。筆者並不打算提議教會必須作哪一種選取，或是當

向哪個方向發展才是「正途」。寫作本書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希望

讓讀者看到，現實存在着不同版本的「理所當然」與「正當立場」，不

少當事人並非單純因能力不足或因利益（接受了某些集團的好處）之

故，才採取某種立場。能點出各方立場背後的考慮及理據，讓讀者思

考這些或與自己不同的觀點，是很有意思的。

歷時逾一百五十年的香港教會發展歷程簡述

本書以主題方式處理教會的重大趨勢，或會使讀者視線集中於大

趨勢，而對全局缺乏認知，所以筆者希望先以簡單篇幅介紹香港教會

史及其中的主要課題，作為全書的概覽。

早於十九世紀初，西方傳教士已到達現在南洋諸城（如馬六甲、

新加坡或曼谷等）等待進入中國的機會，首批來港的傳教士起初也是

待在南洋諸埠的。香港開埠以後，最初部分傳教士並不打算在香港建

立教會，而是以香港為前進基地，作為推動中國宣教的總部，但亦另

有部分傳教士看到在港宣教似有可為，於是在港招聚信徒，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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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為何會構想以香港作為前進基地呢？從開埠至 1949年的百

多年間，中英兩國的政策是容許香港與內地人民自由往來，不設出入

境限制的關卡，香港政府亦並未打算規定所有在港華人進行登記，又

或是需要嚴格區分香港人與內地人。從殖民地管治的角度看，既然香

港是西方用作發展在華事業的橋頭堡，則方便華人自由出入香港的政

策，將有利香港發揮這角色，從中國政府（包括滿清及民國時期的政

府）的角度看，他們均不希望香港與中國疏離。中英雙方均期望香港

與內地維持較緊密的結連，這政策對香港社會和香港教會的發展有相

當巨大的影響。

1949年前的香港與內地緊密結連，進出內地相當容易。香港是當

時最接近中國的英治土地，這特點使得以香港作為前進基地的構想，

在當時來說是值得思考的方向。既然是前進基地，則關乎宣教工作的

重要設施便應設在香港，就如聖公會的聖保羅書院、倫敦會的英華書

院，就是當時期望訓練華人宣教師進內地傳教的學院，而倫敦會決定

將印刷廠從馬六甲遷到香港，則是期望以香港為印刷基地，向中國輸

出福音小冊子及聖經，這些都是以香港作為推動中國事工的基地的考

慮。但數年以後，不少傳教士均覺得到內地傳教並沒有如初期想像般

困難，不如直接到內地建立基礎，於是便沒有繼續實行以香港作為前

進基地的構想。但即使如此，香港作為一處供內地傳教士休養整補的

地方，於四九以前仍是有其價值的。

除了作為傳教士休養的地方，在四九以前與內地緊密結連的大環

境下，香港與內地教會資源共享，關注的議題亦相近，前者如神學教

育，大抵是由內地的神學院提供，後者如中國的改良、革命及抗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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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兩地信徒共同關注的。四九以前，不少在港的教會都是從屬於中

國全國的宗派議會之下，只是這種關係到四九後都戛然而止。

說回香港教會這邊的發展，初期在港建立教會的道路並不好走。

早年香港社會人口流動性高，建立教會相當困難，來港者多是暫時

居留，或謀生、或過境，停留一段時間後便會離開。在這來去匆匆之

間，給人們傳福音還是可以的，但要建立教會便相當困難。踏入十九

世紀五十年代，開埠初年的熱鬧局面過去，宣教事工一度陷入低潮。

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隨着香港開始有較多穩定留港生活的人，建立

華人教會漸漸顯得可行，如聖公會和倫敦會便確立在港建立華人教會

的發展方針。在往後的日子，香港的華人教會數目漸次增多，原因一

方面是陸續有其他差會來港，另方面是踏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原在

香港建立起來的華人教會，已有足夠動力在香港其他地區建立教會。

新的華人教會都離開現在上環一帶，往半山區（如般咸道）或西環方

向擴展，另一邊則是往灣仔和銅鑼灣等地擴散。而位於九龍的教會則

要到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後才慢慢建立起來；新界的教會，更要到

1898年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才開始有華人宣教師及傳教士

到新界宣教。新界的宣教模式，與港九城市是大有不同的。

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華人教會還只是初步自立，已有能力

開展自己的宣教活動。早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倫敦會的華人信徒已

在佛山開展宣教事工，並成功建立佛山堂。1888年，這批華人信徒建

成道濟會堂，是香港教會史上的里程碑，標示着已有華人教會能夠自

立，並擁有自己的堂址。但一堂之自立仍只是初步，至二十世紀二十

年代，隨着內地教會本色化的呼聲愈來愈大，各宗派紛紛在中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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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化的宗派全國議會，在港的教會不少也加入各自宗派的全國議會。

自此在港的華人教會漸從一堂之自立，逐步走向宗派的本色化。

開埠初年，教會已有辦學，政府亦曾提供部分資助予教會開辦學

校。政府於 1873年將教育補助制度化，容許教會或機構申請政府的教

育補助辦學。1878年，政府修改條款，吸引更多差會申請辦學。承接

十九世紀開辦初級學校，踏入二十世紀，政府更鼓勵教會接受資助開

辦中級學校，現在香港人心目中的「教會名校」，大多是二十世紀首

二十年建立的。除教育外，二次大戰前差會也開辦多項服務事工，例

如醫院、孤兒院及安老院等，至二十世紀初，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

女青年會相繼來港，建立當時來說嶄新形態的服務事工，例如為青年

提供運動及康樂活動等。這些服務事工部分得到政府資助，那打素醫

院是戰前由倫敦會推動的龐大事工，但政府的資助仍不足以支持醫院

的營運，是以這批早期建立的機構很大程度仍要靠其他本地社會及海

外的捐助。

要介紹戰前香港教會的發展，實在不能忽略當時事工的重要推動

者：傳教士。在十九世紀中期，他們一方面是福音的使者，但對後進

發展地區如香港而言，他們亦扮演着引進西方思想和嶄新觀念的角色，

他們亦可能同時兼任人道救援組織的策畫者，負責社會服務的營運。

早期跟他們接觸的華人，除了接受了福音，也學習到現代的西方知識。

無論是傳教士或是受他們影響的華人，對於香港和中國的「傳統陋習」

（如一夫多妻、纏足、妹仔制度等）都相當排拒，這亦是為何他們會

合力推動一些改進社會的運動（例如於二十世紀初在港推動反蓄婢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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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與華人社會的交接外，像傳教士這類西方知識分子，往往成

為當時政府招攬的對象，在殖民地管治中擔任各種顧問，甚至進入政

府體制工作。從香港開埠至二十世紀中期，西方傳教士在推動香港教

會事工中擔當重要角色，不少機構、宗派的領袖，部分教會中學的校

長等，也是由西方傳教士擔任。要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傳教士才漸

漸淡出，改為由華人擔任宗派領袖。

以上談的主要是戰前事件，然而，二戰時的抗日及其後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政，亦對香港教會帶來巨大影響。早於日軍 1937年全面侵華

之際，內地省市相繼淪陷，當時已有內地教會來港避亂。1941年香港

淪陷，不少教會陷入停頓，至香港重光後，教會漸漸復元，但不久卻

要面對香港史上另一個大轉折：1949。

1949年是香港教會重要的分水嶺，影響之深，可從幾方面探討。

首先，四九以前香港與內地緊密結連的狀態，在四九以後難以維持，

首當其衝的是香港宗派教會和機構從屬於全國組織的體系。是故於

五十年代初，不少宗派紛紛重組，例如聖公會和中華基督教會，便需

要改組以對應新局面。

第二是大量內地教會及機構於四九前後遷到香港，如宣道會、播

道會和靈糧堂等均為戰後來港，在戰後的半世紀有長足的發展。這批

教會都像戰前來港的教會一般，初期由傳教士主導，至七、八十年代

後發展至由華人擔當教會領袖的角色。除了教會外，內地的事工機構

及神學院等，也紛紛來港，前者如證道出版社、遠東廣播等；後者如

伯特利神學院和建道神學院（時稱建道聖經學院），這樣形成了四九

後香港的神學院和機構林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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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這些從內地遷港的機構，部分選擇遷到東南亞地區開展新

的事工，部分則留在香港延續戰前對中國的關懷，例如遠東廣播，遷

港後便一直向內地作福音廣播。五、六十年代，那時香港還是貧窮落

後，政治上亦忌諱談論中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亦處於鎖國狀態，這

些關懷中國內地事工的機構，仍然寂寞地等待着中國開放。

第四，在五、六十年代，面對大量中國入境者，香港社會陷入很

大的張力之中，其時，教會機構擔當起籌集外國捐款、賑濟香港社會

的角色。「教會派奶粉」成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然而在那個年代，

教會不只是派奶粉，還曾籌集海外捐款在港建孤兒院，建平房以安置

無家可歸者，並推動大量其他服務事工。除救濟外，五、六十年代也

是建設的年代，大量服務機構在那時成立，今天教會的社會服務體系

和教育體系，不少也是在這段時期建立起來的。

如果說五、六十年代的教會機構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胼手胝足地

開展服務事工，則隨着 1965年以後政府開始較主動地提供社會服務，

教會的角色亦慢慢改變。政府於七十年代開始推行九年免費教育，此

後對社會服務機構及教育範疇的資助亦進一步增加，建基於政府資助

的服務體系亦被建立起來，而教會機構應否接受政府資助的問題，亦

成為了備受爭議的課題。

經過五、六十年代的困難日子，踏入七十年代，香港新生代看香

港社會、中國及政治的態度，與他們父輩的看法已有頗大分歧。新生

代開始思考自己與中國及香港社會的關係。一股關心中國、關心香港

社會的風氣，七十年代初在大專院校冒起，帶來廣泛影響，中國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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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了當時的新生代，這股風氣剛好遇上中國文革結束及改革開放，

一時間「中國事工」重新成為香港教會關注的議題。但面對中共政府，

應該取同情諒解的態度，「以中國的眼鏡看中國」，還是取批判的態

度？這個爭議從四九已一直存在，在七十年代新生代的中國關懷中也

可看到這分歧。即使到今天，香港亦不時陷入這爭議之中。

另一方面的發展是，過往福音派教會對社關議題冷淡的態度漸被

打破，青年基督徒開始關注香港社會公義甚或政制發展等課題。早於

七十年代，具基督教背景的服務機構如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社區組織

協會及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等機構，已經以「壓力團體」的形式推

動抗爭，為低收入社羣爭取權益。踏入八十年代，亦開始有教會名義

參與的爭取權益運動。隨着香港前途談判、基本法起草、大亞灣事件、

六四事件等，都將香港基督徒的社關熱推向高峯。至六四後，對香港

政治及對中國的看法，則從憧憬漸變為恐懼和排拒。面對九七回歸及

之後連串事件，如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簡稱推委會）選舉等，

教會當如何應對，更是熱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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