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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教主义运动概述

• 清教主义(Puritanism)

• 就这个词源来看，特指16-17世纪英格兰国

家教会内部的加尔文主义者努力将国王主
导的宗教改革推进到按照圣经真理和圣灵
引领的方向，即日内瓦模式，清理和排除
一切罗马天主教外在痕迹的运动。



• 而历经英国政府逼迫逃亡到北美的清教徒
们，就成为美国的先民们，他们在自由的
新大陆，开始了与在欧洲完全不一样的生
活方式。因此，清教主义不是基督教的一
个宗派，而是加尔文主义在近代西方文明
中的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潮，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 1630年以后，成为北美的

主导思潮和历史观，预备着后来的新的文
明范式。



清教徒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

• 将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诫命上升到教会的社
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全面监督社会各阶层
的道德水平，监督政府官员的公平执法水
平，规划整个社会的伦理和德行标准；全
面制度化监督贵族和富裕阶层的权力和特
权；保障劳动、婚姻、教会和国家处在上
帝公义和法度的秩序之内；限制君权和贵
族特权，竭力建立人人平等的权利保障机
制；



历史地看，清教主义作为加尔文主义者的政
治和社会主张，超越了基督教的宗派组织，
开始全面地影响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精英阶层，
预备和构建了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
法律、伦理和社会基础，将源自上帝最高主
权乃十字架真理这一加尔文主义最重要教义，
作为新大陆全部法律基础，开始了约300多年
的发展。



2. 英格兰改教背景（1534-1600）

• 1534年，英王Henry VIII因婚姻问题与罗马教廷

中断隶属关系，宣布英国天主教为英格兰国家
教会，国王为最高元首；

• 克蓝麦为英国国教会首任大主教（坎特伯雷
大主教）；制定《公祷书》和统一的礼拜程序；

• 1547年，爱德华六世继位，年仅9岁 (1537-
1553)，在位期间加尔文主义成为英国国家教

会的主导理念；比其父亨利八世更加推进改教
事业；



6年后，继位者为其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1554-
1558在位），即“血腥的玛丽”(Bloody Mary)。

她是一位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立即终止英国改
教，全面恢复罗马天主教，将300多位圣公会主

教、神学家和牧师处以死刑，包括克蓝麦大主教
（1556年3月21日被处以火刑）；

许多牧师逃亡日内瓦和法兰克福等地避难；



• 1558年，玛丽王去世，其同父异母姐妹伊
丽莎白继位，即，伊丽莎白一世（1558-
1603在位）。

• 伊丽莎白一世所选择的是温和的中庸之道。
她通过《伊丽莎白法案》(Elisabeth 
Settlement, 1559)确立英国国教会具有独立
于罗马教廷的政治地位；



• 国家元首而非罗马教宗为其行政管辖者，又
保留罗马天主教一切礼仪和教制秩序，即保留
源自古公教会的主教制；

• 在神学上，合理地吸收归正宗神学理念，建立
英国国教会自己的信仰告白, 即，《三十九条
信纲》(39 Articles)来统一国教会的教义系统。

• 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国教会内部的思想者群体，
开始不满意，他们试图将日内瓦模式完全引入
英格兰；



3. 国家教会内部的改革

约在1560年开始，国家教会内部的加尔文主

义者公开倡导平信徒主义敬拜观，号召在礼
拜的时候不需要1500多年来的礼仪传统，放

弃古老的赞美诗、圣袍和礼服，改为自行设
计的白色方形布块或兔尾领口来取代千年古
公教会的白色罗马领，采用加尔文礼服（黑
色对襟宽袖长袍，又名日内瓦礼袍）来取消
白色教父长袍。



其时，苏格兰依然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些英

国国教会内部的加尔文主义者在苏格兰成功
地建立起了日内瓦教会模式，即，长老会体
制；

而英格兰，他们遇到极大的抵制，除了国教
会的领袖神学观外，英格兰女王的执政理念
也在阻止加尔文主义者的计划和行动。



4. 诺克斯(John Knox) 和长老会传统

John Knox (1514-1572), 苏格兰最著名的改教家，
基督教主流教会长老会 (Presbyterianism) 创建人，
加尔文传统在苏格兰的代表，历史上被界定为英
国清教主义传统和思潮的奠基者。

他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既做过英格兰国教会的
牧师，英王爱德华六世（King Ewward VI）的御
前牧师，修订《公祷书》，即黑红字体版
（Black rubric），也逃亡到欧洲大陆，求学于加
尔文门下；



John Knox 1514-1572 



• 既敢于当面苦谏苏格兰女王，也敢于联合

贵族建立符合贵族民主原则的议会体制，
为苏格兰建立历史意义非凡的长老会体制，
同时，也敢于以强力抗击暴政，抵抗英格
兰国教会对政府的绝对顺服，公开檄文抨
击王权；既毫无保留地称赞加尔文和日内
瓦模式，也勇于创新突破既有的归正宗教
会模式，建立适合苏格兰王国实际情况的
长老会体制。



《反对邪恶女人统治的第一声号角》

• 他每周讲道三次，每次约两个小时；礼拜
完全采用加尔文亲自设计的简化礼仪程序，
突出圣经讲解和真理分析。家庭生活也非
常美满幸福，两个儿子在日内瓦出生，受
婴儿洗，著名的英国改教领袖和同道为其
教父。他著述思考英国政教问题，直言不
讳地批评女王的许多问题；1558年，他发

表著名的讨伐女王的檄文，具有强烈的革
命性，加尔文劝他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



• 1560-1561，诺克斯在苏格兰全力推行改革，

从议会中获得建立长老会的合法性着手，
同时，推动政府的变革和创制新的民主议
事制度；《苏格兰信纲》，《教会纪律规
章》等最后都获得了议会的认可，完全走
的是加尔文在日内瓦改教的模式。



• 今天，世界基督教范围按照诺克斯创建的
长老会体制的教会，共有几百万信众，在
美国政治制度史上，产生着几位重大的影
响，至今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系统之一，
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法律、教育
和金融系统，其作用和影响，不可轻视和
或略。



6. 清教主义与五月花号公约

1603年，苏格兰王James VI (1566-1625), 继
Elisabeth I 后加冕为英格兰王，即，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UK) James I。

英格兰国教会继续其既定法律和策略，压制
清教徒的任何改革言行，也防止苏格兰长老
会政体危及英格兰君主政体;



同时，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和天主教强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政治因素，也
强化了英格兰国教会的对英国王权的维护。

于是，清教主义者们，或者去苏格兰，或者，受迫
害流亡欧洲，尤其是荷兰，最终，于1620年11月11
日乘“五月花号”抵达北美英国殖民地。



“五月花号”(Mayflower)



《五月花号公约》

• 1620年9月23日，载着102为乘客的“五月

花号”帆船，从英国港口出发，抵往北美
海岸普利茅茨（Plymouth）。其中有41为清

教徒，他们是从英格兰逃到荷兰，然后，
又从荷兰秘密集会一起乘船逃往新大陆希
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过自由的圣洁的蒙
福生活。



1620年11月11日

• 其他成员被称为“陌路人” (Strangers)包括一

些商人、劳工、手艺人和契约奴，还有一些孤
儿，所有的人都是当时社会上的普通人，约有
三分之一乘客是他们的孩子。

• 经过66天的航程，历经艰险，终于抵达北美海
岸，临登陆前，41位男性成年清教徒们祈祷，

签署他们共同酝酿的一份约定，即“五月花号
公约”，日期1620年11月11日。





Cape Cod



Thanksgiving





• 这41位清教徒率先共同制定一个公约，签

署姓名，共同遵守规则如法律，这样，他
们建立起最初的一个蒙福的自愿的居住地。
这个公约文件，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
约》。 6个月后，一半的签署者因病去世，

其他不懈地在执行和实施自治团体的各种
规定和原则。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下面的签名
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臣民，为了
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
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
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
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使我们
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
秩序。



• 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
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
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
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 这个公约的内容与他们在英格兰和荷兰建
立的许多独立教会所依据的诫命、规则和
使命一致，大家都以上帝的话为最高真理;

• 将公义和慈爱的福音真理作为他们一切伦
理和法度基础；

• 以民主的方式定期选举各类领导者，建立
一个完全自治的政治团体。



• 这份政治契约，将加尔文在日内瓦改教所
建立的公民依约遵守法律和维护所签之约
的神圣性带到了北美；

•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预备了后世的民主宪政
理念和原则：人民自愿结成政治共同体，
以公意决定自治团体的规则；统治权必须
基于公民契约并建立法治秩序，而不是靠
强权来役使人民的自由意志；



值得关注的还有：

这批清教徒和陌路人强调：

尊受英王按照上帝的公义所制定的法律和法
规。他们追随加尔文的主张，视政府为执行
上帝公义和使命的工具。这样的公约条款使
得清教徒的政治组织一开始就具有自治政府
的宪政性质，是1215年《大宪章》签署以来，

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开始实施公民权利
和自治权的政治实体，尽管只有102位成员。



• 从西方基督教文明史来看，《五月花号公
约》具有特殊的意义，法治（Rule of Law）
与公民社会，在历史时空中真正出现，便
源自于此。加尔文在日内瓦，诺克斯在苏
格兰，加尔文主义者在法国、荷兰、德国、
英格兰、匈牙利、捷克等地都建立了归正
宗传统的教会，都试图说服政府尊重教会
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但真正开始作为一个
自治的独立的政治组织，到了北美新英格
兰地区才成为现实。



如何理解北美的清教主义传统？

• 关于清教徒有许多歪曲和误解：

• 1. 禁欲主义，反对男女相爱，贬低婚姻生
活；

• 2. 禁止世俗娱乐，音乐、舞蹈、诗歌和绘
画；

• 3. 反对在主日有任何体育和休闲活动；

• 4. 工作狂，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



• 5. 反对理性和自然科学；

• 6. 厌恶人体美和大自然；

• 7. 不宽容，专制主义，迫害不同意见者；

• 8. 现代律法主义者，太注重一个人的外在
行为；

• 9. 反对世俗教育。



基本特征：

• 1. 加尔文主义信仰归正运动；

• 2. 正义和良善在道德层面去净化世俗败坏与伪
善的运动；

• 3. 叛逆世俗主流的异象思潮，即，民族主义主
权国家产生之初便预警灾难于真理和公义之险；

• 4. 重建基督教世界秩序之政治、法律、经济等
结构性文明范式的运动，日内瓦模式在西方世
界所有领域的不断试错、拓展和创制的精英贵
族运动；（法国天主教、德国信义宗、英国圣
公会）



J. I. Packer 巴刻

“最初五十年，他们在小殖民地几乎生存不下

去，奄奄一息。但清教徒通过甜美、平安、
忍耐、顺服、满怀盼望，承受了表面上似乎
不可忍受的压力和挫折，赢得了道德和属灵
的胜利，使他们在信徒的荣誉殿堂里获得了
很高的荣耀地位 ----- 圣经《希伯来书》第11
章是这殿堂的第一个画廊。”



• 1. 整体的生活观：无圣俗之别，生活的所有方面

都要带着感恩的心，为了上帝的荣耀去做。所以，
在对天国的盼望中，清教徒成为有秩序、实事求
是、脚踏实地、恳切祷告、目标明确的男女；

• 2. 注重属灵见证的果效：加尔文神学传统最独特

是恩典的工具，这样，直接影响了他的追随者，
在智慧、知识、工具，即，人类理性层面，去思
考实现公平、正义和慈爱的方式和途径，将属灵
的见证是否有可衡量的尺度与规范视为创制任务；



• 3. 将勤劳做工视为蒙福的外在见证，因此，
带着感恩的心去劳动，无论在家庭，还是
在世俗的工作上；

• 4.  将身、心关系以祈祷来使得圣灵赐福，
唤醒沉睡的意志。这样，无论在任何一个
行为和决定之前，必须祈祷，以心灵诚实
来公开宣示对上帝主权的绝对顺服，成为
清教徒属灵生活的一个特征；



• 5. 重视家庭生活，以婴儿洗和教父教母为

基本基督化家庭模式，建立团契的蒙福婚
姻伦理和秩序，进而，将加尔文在日内瓦
的教育模式，发展成影响后世深远的家庭
聚会查经祈祷团契、教会主日学、社区中
小学、专业学院和大学，奠定了现代文明
中的教育体系；







下一讲

第六讲加尔文与圣公宗主义

Calvin and Anglicanism

2018年11月24日（六）晚上

• 欢迎光临



Canterbury Cathed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