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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历史背景

• 如何看待加尔文神学传统对英格兰国家教
会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宗教信
仰自由权利保障这一宪政议题。

• 16世纪，路德改教时期所在的日耳曼帝国，
有224多个诸侯国，各自具有自己独立的行
政和司法系统。



16-17 世纪

• 1555年《奥格斯堡合约》，“教随君定”原

则，但不包括各地知识精英所自愿组织的加尔
文主义教会。

• 1618-1648，“三十年战争”; 

• 1689-1815，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 ;

• 17-18世纪，英荷战争（四次大战）；

• 1568-1648，荷西战争（史称 ”八十年战争” ）；

•



2. 英格兰的改教运动

•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1491-1547, 加冕于
1509)，1534年颁布《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布中止罗马教廷在英格兰管

辖权，英格兰天主教变成英格兰国家教会，
国王为最高元首，通过坎特伯雷大主教行
使权柄。 Church of England, 中文汉译为：

“英国国教会”或“英国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术语和译名

• 1912年4月26日，在华英国国教会、美国主

教制教会和加拿大安立甘宗的差会组织，
联合建立中国教省，定名为”中华圣公宗”或

圣公会，取自“使徒信经”：我信圣而公
之教会，体现出普世教会终将回归古公教
会正统之理念和原则。



克蓝麦 (Thomas Cranmer, 1489-1556)

第69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剑桥大学神学家；

被亨利八世任命为坎特
伯雷大主教（1532），

在政治和神学理念上，
支持国王建立独立于罗
马教廷的英格兰国家教
会；



第一阶段：亨利八世时期（1532-1547）

克蓝麦大主教接受路德的改教主张和神学原
则，在国王的领导下，建立独立于罗马的英
格兰国家教会，类似于路德所建立起的国家
主导的信义宗教会；

他广泛地与德国信义宗教会领袖和神学家们
交往，借鉴德国改教经验和神学原则，尤其
是与梅兰希顿和布塞尔的交往；



第二阶段：爱德华六世时期（1547-1553）

克蓝麦，根据拉丁弥撒
礼仪组织编撰英语的祈
祷和礼拜礼仪书，开创
民族语言礼拜的独立传
统，经过英格兰议会审
阅，国王钦定为英格兰
国教会的统一礼仪文，
即，《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 1549)；



《公祷书》



在教会礼拜和信仰生活中，全面地废除罗马天主教
传统中的许多礼仪；撰写《四十二条信纲》(The 42 
Articles, 1553)，其中涉及圣餐条款，是根据瑞士归
正宗领袖Bullinger的神学原则；

全面接受加尔文的改教原则和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
建立有益于民族国家独立的教会体制，同时，传承
古公教会的传统和规范；



第三阶段：玛丽女王时期

玛丽女王时期（Queen 
Marie Tudor, 1554-1558），

英格兰全面恢复罗马天
主教秩序，改教被禁止，
300多位英格兰圣公会主

教、神学家和牧师被处
死；克蓝麦大主教于
1556年3月21日，火刑殉
道；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1558-1603）

全面恢复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改教局面。以
《伊丽莎白协议案》(Elizabethan Religious 
Settlement) 钦定《公祷书》（修订），《三十九
条信纲》（The 39 Articles, 1563）为英国国教会
的教义准则和信仰告白；

在其漫长的执政时期（45年），以日内瓦归正宗传
统和加尔文主义神学原则为主导神学，同时传承古
公教会的礼仪和灵修规范等，全面确定英国国教会
的神学传统。



Elis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 1564-1616



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 在政治学层面，英国国教会持守的是被称
为 Erastianism 理论模式，即，民族主权国

家的教会应该从属于政府，而政府有责任
保护和尊重教会在牧养上的自治权，教会
鼓励会众担负起公共的责任等。这个也是
加尔文在日内瓦改教所建立起来的政教关
系模式。即，保守主义的政教关系理论。



克伦威尔 Oliver Crowwell 1599-1658

英国内战 (1599-1658）
, 1649年处死查理一
世，废除君主制，合
并苏格兰、爱尔兰，
任英格兰-苏格兰-爱
尔兰联合王国护国公
（Protector, 1653-
1658)。



恢复君主专制和独尊国教会

• 1660, 查理二世登基，全面恢复君主专制，恢
复圣公宗为国家教会；

• 1662年，英国议会通过《统一礼仪法》(Act of 
Uniformity, 1662)，强行规定所有在英格兰的教
会必须严格按照国教会的《公祷书》和三级圣
统（主教-牧师-会吏），礼拜的圣服和颜色等
按照罗马天主教传统，晨祷、早祷、日祷和晚
祷等严格按照经课礼文等等划一规定，否则则
被开除出国家教会，沦为非法聚会。



法令一公布，立即引起国教会圣职阶层的抗
议，约2000多名牧师因其持守的加尔文主义
神学观宣布拒绝和退出，持守宗教信仰自由
权。大规模的迫害和逃亡依然在持续着，而
且都是英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成员。



“光荣革命”, 1688

1685年，查理二世的弟弟James II, 英格兰历
史上最后一位罗马天主教君王登基，力争为
罗马天主教和不从国教者在英格兰圣公宗为
国家教会的情况下，获得合法性与国会派抗
争。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



《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

其女儿玛丽和丈夫奥
伦治亲王一同就任玛
丽三世和威廉二世，
共同就任英王(1689-
1702)，签署《权利法

案》确保言论自由，
法治国家，君权有限，
议会政体等，确立君
主立宪政体；



• 这样，英格兰政府和国家教会伴随着民族
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崛起，支撑着国家在社
会、经济、政治、伦理和教育等诸多领域
的责任，因此，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
宗教信仰引起的冲突和毁坏，经过国家教
会内外交困的试错式过程，终于接受了加
尔文主义哲学家们的理论设计，实施法律
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



• 1689年5月24日，英国国会通过《宽容法案》
(Toleration Act )，宣布英格兰境内所有的基

督徒，无论是否参加国家教会，一律具有
合法权利。罗马天主教、反三一论者、无
神论者和混杂主义者不具此权利保障。这
样，整个清教徒群体所建立的公理宗教会、
浸信会教会、贵格会、长老制教会、各类
持守三一论的独立教会皆获得了合法性。



《宽容法案》，1689年5月



1800， United Kingdom

1800年，Act of Union,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成立；

1813年，国会通过《三一论法案》(Doctrine 
of the Trinity Act, 1813), 即，对否认三位一体
教义的一位论教派 (Unitarianism) 予以政治宽
容和法律保障，继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
第一修正案之后西方现代文明关于保障言论
自由的又一法律规定。



3.神学和历史的思考：

历史地看，英国圣公会与路德和加尔文神学
传统，无论是教义原则，还是礼仪，和政治
学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亲缘性。

英格兰国教会在改革之初，就独立于罗马公
教会的民族主权国家主导的教会究竟如何解
释其教会礼仪和敬拜之神学含义？



教会礼仪和敬拜规范上的借鉴和持守

• 英格兰改教家们基本上接受路德、梅兰希
顿、布塞尔的改教原则和神学理念，来解
释教会礼仪的神学含义，比如，洗礼（包
括婴儿洗，以及相应的礼仪安排，如教父
教母，信德培育，坚振礼等；点水洗和沥
水洗而非浸水礼；临终敷油礼等等）；比
如婚礼、葬礼等礼仪程序中的圣经经训和
祈祷。



• 圣餐礼的神学解释完全是接受路德的立场，
即，基督真实的临在于凭信仰领受者的手
中，而不是变成基督的身体之论，更不是
仅仅是人文主义理解的象征说。

• 虽然对圣礼的神学解释，安立甘宗与路德保持一
致，但是，圣餐礼的实施，严格按照古公教会的
程序，使得安立甘宗的礼拜具有庄严圣洁的氛围；



在教制体系中，三级圣统，是英格兰安立甘宗与
德国信义宗、欧陆归正宗和苏格兰长老会不一样
的地方。主教-祭司-执事，源自古公教会的圣职
体系，被改教初期的英格兰王室基本保留下来；

而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蓝麦系统地研究中古教会的
文献，用英文编撰的祈祷文和礼拜仪式，又强化
了安立甘宗建立之初对拉丁教父遗产的传承和持
守。



• 最大的神学变化，是将1500多年的罗马公

教会的弥撒和献祭定义为感恩纪念，这是
《十三条信纲》、《四十二条信纲》和
《三十九条信纲》等英格兰国教会教义规
定中，与路德和梅兰希顿所建立起的信义
宗信仰传统密切一致的证明。



• 若就罗马公教会千年礼仪传统的弥撒程序
来看，用英语这个民族语言取代拉丁文重
新编撰主日礼拜和各种礼仪程序中的祈祷
文和日课经文来看，英格兰国教会除了借
鉴路德和梅兰希顿制定的新教教会神学规
范外，还独自持守了传承殉道教父所建立
的大公教会传统这一保守的原则，在当时，
无论是怎样的政治和社会背景，都是弥足
珍贵。



维多利亚时期（Queen Victoria, 1837-1901 在位）

• 19世纪初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开始，对基督

教文明的全球责任和使命催生着英国国教
会神学上的进一步觉醒。这就是，重新恢
复罗马公教会的礼仪传统，如弥撒书
（Missal祈祷书）、每日祈祷诵经礼
（Breviary）、宗座御令（Pontifical）等开

始逐步恢复于英格兰国教会的日常礼拜中，
特别是罗马公教会关于圣餐礼的二十五点
教义解释。



4. 神学和教制演变形态

历史地看，英格兰宗教改革产生的英国圣公
宗传统（Anglicanism）在过去的400多年间，
演化成不同的神学系统，大致三大类：

1. 忠实地接受和持守欧洲大陆主流改教原则
和神学传统，即，低派教会（Low Church）或
被称为福音派教会（Evangelical Church），即，
圣公宗学派（School of Anglicanism）；



• 这一传统中最著名的是脱离英国国教会另
立门户的约翰· 卫斯理 (John Wesley,  1703-
1791) 和二十世纪影响世界范围的福音派神
学家和精神领袖约翰· 斯托得 (John Stott,  
1921-2011)；





• 第二类影响是欧陆的理性主义思潮
（rationalism），对整个世俗国家教会产生

消解作用，特别是大学里的神学研究转型
为学术的科学的研究：

• 如圣经考古学、圣经文献学和比较在教学
研究学科的兴起和成体系，对传统的神学
以教义和信仰认信为原则的教会信仰系统
产生极大的震荡和冲击；



• 尤其是涉及到圣经记载的神迹奇事、超自
然现象和非理性的教义规定，采取历史的
实证的处理，而非作为不证自明的先验存
在对待。

• 这样的学术的影响下，英国安立甘教会与
欧洲大陆的德国国家教会一样，出现了理
性化的神学思潮，被称为自由主义神学传
统，广涵派（Broad Church)；



• 这一神学传统介于低派（福音派）和高派
（High Church）或曰安立甘-公教派 (Anglo-
Catholic Church)之间，又曰为调和派（the 
Latitudinarianism）, 安立甘宗教思想学派；

• 这一派最著名的神学家是胡克尔 (Richard 
Hooker, 1554-1600);



Richard Hooker, 1554-1600



• 第三类影响，就是在神学传统上持守罗马公教
会神学原则和教义传统，并试图影响上述两种
思潮和教会主张。无论是喜爱古公教会遗产，
还是罗马公教会礼仪，这一传统始终存在于改
教之初和整个17和18世纪的英格兰国教会的圣
职阶层，被界定为高派教会（High Church）；

• 1850年，罗马天主教才最终结束各种各样的限
制和迫害，开始重新在英国恢复教区和圣统制；

•



维多利亚时期（Queen Victoria, 1837-1901 在位）

• 尽管他们公开服从英格兰法律反对罗马教廷和
罗马公教会，忠于改教原则，但是，在涉及到
对古公教会的神学传统、礼仪传统和教制传统
等方面，他们自愿地传承于英国国教会内部。

• 最后，在19世纪里，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 1833），以John Henry Newman为
首的7位安立甘高派的神学家集体回归罗马公
教会。



纽曼枢机主教 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

最后，在19世纪里，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 1833），以
纽曼(1801-1890) 为首
的7位安立甘高派的

神学家集体回归罗马
公教会。



• 上述三种主流传统可谓英国国教会安立甘
宗的主导结构，都受到路德和加尔文神学
传统的影响。同时，英格兰特殊的政治和
历史位置，使得清教主义传统在国教会内
部出现和抗争，最后，影响北美的政治体
制，说明了加尔文主义的历史性影响具有
不同的发展脉络。



5. 值得思考的议题：

• 为什么德国的国家教会为信义宗，法国和西班
牙、奥地利等国家教会为罗马天主教，英格兰
国家教会为安立甘宗，具有怎样的历史合理性？

• 为什么这些新兴的民族主权国家，在强力摆脱
千年大一统的罗马公教会政治和精神格局之后，
都坚定地镇压加尔文主义者及其所建立的新型
独立教会？

• 为什么苏格兰长老会，同样作为国家教会的模
式，在1945年之前漫长的几个世纪里，无法成
为欧洲主流教会的基本教制原则和规范？

•



6.  现代英国安立甘宗的演变和影响

– Richard Hooker, Via Media, 1554-1600, 
Founder of the Anglicanism

– 世界范围的传教和拓展运动

– 牛津运动与 Cardinal Newman

– John Stott (1921-2011)

•



• 综上所述，加尔文主义神学传统对英国国家教会
安立甘宗的影响是神学的和历史性的。如同
Richard Hooker的神学系统显示，安立甘主义具有

的几个特征，可以看出伴随着大英帝国政治上的
世界影响，其教会神学思维也开始逐步超越民族
主义的局限而回归大公教会传统: 



圣公宗传统

三点原则：

圣经，传统，理性；

四大教义特征：

• 圣经正典；两大信经；

• 两大圣礼；主教制。



• 圣公宗传统可以描述为：1,2,3,4,5：

一部正典，新旧两约，三个信经，四次大公
会议，最初五个世纪的教父圣贤；

One Canon, two Testaments, three creeds, four 
church councils, and the church fathers of the 
first five centuries. 



下一讲

• 第七讲

• 新加尔文主义与世界新秩序

• Neo-Calvinism, A. Kuyper, New Order of World

• 2018年12月1日（六）

• 欢迎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