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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背景

18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使得宗教改革

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将科学、
知识、理性和进步与宗教信仰、宗法伦理和
敬虔祈祷等对立起来，世俗无神论和科学理
性，逐步地伴随着民族主义强权，支配着社
会精英阶层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于是，全世
界范围的殖民和逐利，使得帝国主义这一特
定的现象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



•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18) 之前，整个西方
世界具支配影响力的思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
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19世纪工业革
命和全球贸易格局强化了西方各民族主权国家
的权威和实力，使得基督教传统越来越或者收
缩于宗派分割的个人权利范围，或者进一步碎
片化发展成为敬虔的小教派化。在公共领域越
来越多的主导性思潮出现在非基督教信仰的话
语系统中。政党和意识形态开始取代教会支配
着世俗世界的价值系统和国际关系。



重要的历史人物：

• 拿破仑；华盛顿；俾斯麦；尼采；马克思；
列宁；希特勒；孙中山。



拿破仑皇帝，1804-1815在位



《法国民法典》1804



《拿破仑法典》

“我真正的光荣不在于打了四十次胜仗，滑
铁卢之战抹去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

有一样东西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
典》。”

这部民法典从此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法治典
范，预备了后来宪政政体国家依法保护公民
基本权利的基础和范式。



黑格尔 G. W. F. Hegel 1770-1831



马克思，1818-1883



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

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
“铁血宰相”；十九世纪
德國最卓越的政治家，通
过一系列鐵血战争统一德
意志，並成为帝国第一任
总理。俾斯麦属于欧洲的
保守主义者；通过立法建
立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工
人和公职阶层退休制度、
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
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



尼采 1844-1900



希特勒 1889-1945



Vladimir Lenin, 1870-1924



孙中山， 1866-1925



Neo-Calvinism

• 新加尔文主义，便是以加尔文主义传统去
超前性地去思考现代人类秩序的方向和命
运问题。因此，如何思考加尔文主义在近
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影响，我们需要通过新
加尔文主义和远离欧洲的美国两个例证去
观察和解释。本讲是介绍新加尔文主义，
下一讲是美国的政体之原则。



2. 多元思潮和意识形态纷争

第一大思潮：自由主义 (Liberalism) ：

如何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法治社会？
如何做到财产和物质分配与保障上的公平、
正义和仁慈？大量的以世俗世界的方式，在
伦理和法律秩序层面去思考制度设计的尝试
开始出现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理论体系中。



非基督教理性主义型

• 自由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潮，体现在不同的领
域呈现出与基督教传统之间极其巨大的差异与趋
同，冲击着神学家和基督徒精英阶层的思考：

• 古典自由主义；

• 政治自由主义；

• 经济自由主义；

• 文化自由主义；

• 社会自由主义；



第二大思潮：反基督教传统型

• 第二大主导性思潮与之相反：

• 无政府主义；

• 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

• 社会民族主义；

• 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

• 国家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等。



第三大思潮：实证主义型

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无神论和科学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共产国际
组织的政治斗争与革命等思潮等密切相连。

其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近代工业革命和
民族主义演变成殖民主义和全球军事侵略与
扩张，将“莽林法则” （Rule of Jungle）或曰：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第四大思潮：存在主义型

叔本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预备着欧
洲思想界对于极度世俗化时代教会和传统价
值失落和无助及工业革命时代的种种异化现
象之悲哀和失望；

哲学界、艺术界、思想界出现非理性的忧虑，
预知着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前的灾变。



第五大思潮：保守主义型

• 以欧洲基督教贵族阶层中担忧激进主义和
暴力革命进步论造成生灵涂炭、战祸仇恨
而强调秩序与传统等古老基督教价值观的
一种思潮。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反对针
对天主教徒的暴力行为，加尔文强调政府
本质上是以公平正义之责任担当为神圣性，
并吁请在法国和英格兰各地的追随者不要
轻易采取暴力手段去反政府以获得改教的
权利等等，都是传承古老的基督教传统。



• 因此，保守主义在近代政治学层面，是与
加尔文主义者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密切相关。
圣公宗神学家理查德· 胡克尔 (Richard 
Hooker, 1554-1600) 明确地以中古教会的神

学传统，即，自然法和理性原则，去反驳
激进的加尔文主义清教徒之暴力革命论，
使得近代英国在宗教宽容、言论自由和权
利保障上以巨大的血腥代价和教训建立法
治秩序，率先西方各国至少一个世纪。



• 艾德蒙 · 伯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爱尔兰圣公会会友；支持美国独立，长期
在国会担负起监督和反对政府专权的职分，
以古公教会崇高的传统去平衡现实政治思
潮的任何极端倾向。1790年撰写《法国大
革命的反思》。



3. 新加尔文主义：凯波尔

如何理解现代各种思潮和主义对欧洲的前途
和人类未来的各种类型的设计、盼望和断定？

新加尔文主义特指在19世纪下半叶始于荷兰
归正宗教会的一种思潮，强调在日常生活的
所有方面都要把基督信仰的真理作为最高的
目的和衡量标准，在世俗社会的每一个领域
都应该按照真理和公义原则去建立规范和秩
序。



Abraham Kuyper, 1837-1920

莱顿大学神学博士；牧
师；记者；报社主编；
国会议员；政党创建者；
荷兰首相 (1901-1905)；

150多卷著作，其中1890年，
Six Lectures on Calvinism
of Stone Foundation 奠定
了新加尔文主义学派基础。



1）四种加尔文主义

• 小宗派式 (Sectarian Type)；

• 认信式 (Confessional Type)；

• 宗派传统式 (Denominational Type)；

• 世界观式 (Worldview Type)；



2）普遍恩典论 Doctrine of Common Grace

在预定论教义中，上帝的最高权柄是核心教
义，他的恩典和救赎之工也不是以尘世中的
罪人之意志来决定。因此，拣选之救赎恩典
（Saving Grace）乃针对蒙福者的特殊恩典
（Special Grace）。那么，对于广大芸芸众生

而言，上帝的恩典究竟如何产生作用呢？在
归正宗神学传统中，以上帝最高主权为最重
要教义原则，这就是形成了关于普遍恩典的
教义。



• Louis Berkhof：普遍恩典制止罪的毁灭性权

势，以一种法度来维护宇宙中以至善为本
的道德秩序，使得建立一种有序的生活成
为可能，并以不同的程度在人群中布置不
同的恩赐和恩惠，比如，在科学技术，文
学艺术，经济贸易等。

• 他将加尔文的普遍恩典论进一步诠释为：



1）Providential Care in Creation: 

上帝对其创造物的持续的护理，即，神圣眷
顾（Divine Providence）。这是普遍恩典的第
一层教义规定。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
人，也给不义的人。（太5:45）



经文依据：

•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瑜列
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瑜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
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
本体的真象，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
边。（来1:1-3）



•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2 这道
太初与神同在。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
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4 生命在
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1:1-4）

•

•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
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



2. Providential restraint of sin 对于罪之神圣约束:

在圣经中，使徒保罗确认所有的权柄（特指
世俗的政权 Civil authorities）都是神所设立
（罗13:1），用来维持秩序和制止罪恶与不义。

尽管人世间常常有不称职甚至是违背神圣公
义的政府，但是，保罗坚称，世俗权柄的本
质还是“神的差役”（ministers of God）。

•



罗马书 13:1-7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
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
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

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
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
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
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
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
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
当恭敬的，恭敬他。



在人之良心中的存在 (In man’s conscience): 

•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
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
的律法。 15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

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
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罗2:14-15）



• 这就是良心。基督教神学确认，人类的良
心是与上帝创造万有之初对人的授命之恩
典（Imago dei）(创1:26-27； 9:6；林前
11:7)



3.  神圣眷顾之祝福于整个人类
（Providential blessings to mankind）

人类通过勤劳的工作将自身的智慧变成生活
平安的保障，如医疗和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
音乐艺术，美食美景等，都是被视为造物主
的普遍恩典。因此, 普遍恩典论可以理解为上
帝对其创造物的持续的眷顾和看护。



• 他在人类社会中以法度来约束和制止不顺
服和悖逆之行为，他使得人类在顺从诫命，
谨受法度的前提下度平安和美善的生活，
并让人类的良心明白何为正义和良善的行
为举止。



特殊恩典与普遍恩典之不同点：

在加尔文神学思想中，特殊恩典 (Common 
Grace) 是指上帝借此做拯救、圣化和荣美其
子民之恩典（the grace by which God redeems, 
sanctifies, and glories his people.）这个特殊恩

典是通过耶稣基督赐予他所拣选的子民。因
此，特殊恩典是与加尔文主义的五点教义原
则密切相连的，特别是不可抗拒的或有效的
恩典（Irresistible grace or efficacious grace）。



• 普遍恩典则是指上帝在罪人心中施恩典，
使其仿效蒙福的基督徒，约束和制止其危
害良善和公义的行为，而不是拣选他去担
负起神圣的真理。这个是加尔文基督教要
义关于预定论教义最大的奥秘之一，也是
他影响后世在重建基督教世界秩序上最大
的启迪之一。



• 许多获得启迪的蒙拣选者，自觉地去探索
如何在混乱的依据丛林法则的工业文明和
世俗化世界，重建基于永恒正义原则的人
间秩序，进而，突破近代各种思潮的挑战
和干预，坚忍不拔地探索出许多规则和法
度。



Three categories of common grace:

• Universal Common Grace, a grace that 
extends to all creatures; 天道和自然秩序

• General Common Grace, a grace that applies 
to mankind in general and to every member of 
the human race; 人道和人伦秩序

• Covenant Common Grace, a grace that is 
common to all those who live in the sphere of 
the covenant, whether they belong to the 
elect or not. 法律和道义秩序



4）三种主权论：

• 民众主权论 (Popular Sovereignty)，法国大

革命那样的民众主权，民粹主义泛滥导致
暴政和世俗化;

• 民族主权论 (National Sovereignty), 俾斯麦时

代的德国式，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式，将
导致着极权主义和专制制度，基督教和教
会系统被用来作为强化国家权威的工具，
将导致着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倾向；



领域主权 (Sphere Sovereignty), 即，建立法治

国家，公民社会和宪政体制，将上帝最高主
权高于世俗的国家、政党和利益集团，强调
公平、正义、法度构成世俗生活和社会结构
的所有领域的永恒基础和标准，所有领域的
规范和准则，皆以此为根基和结构。



这就是近代出现的公民社会，宗教团体和文学、
艺术，乃是商业、工业、农业等等所有的团体，
皆不受制于政府，特别不受制于利益群体的意识
形态。包括国家教会和执政党在内任何组织，都
不能够动用国家机器去强迫和役使公民去做违背
其自由意志的行为，只要公民在法律范围内就享
有完全的自由和自尊。

•



3）文化职分 Cultural Mandate

或译为：文化职分，或文化授权，文化使命，文化
职责（创1:26-28 ）

根据加尔文所传承的古公教会关于自然神学的教义
传统（罗1:20），人作为受造物，被授予特殊的职
分（Mandate），即治理和管理权（创1:26-28）。



“文化”

因此，Kuyper将之用文化授权或文化使命
（Cultural Mandate），来界定基督教教会信仰之

外的所有涉及社会、习俗、文学、艺术、道德、
经济等领域。

他根据当时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比较宗教
学等人文科学在教会系统之外，以实证科学的方
式迅速建立起学术界的分类这样的公共空间认知，
将“文化”这个概念引入基督教传统视野。



• 将非基督教教会信仰、社会、公共和非宗
教领域，定型为文化的存在。由此，他将
加尔文的自然神学观，用文化来加以解释，
凸显出启蒙时期以来，西方实证主义和理
性主义时期，人们的理解和沟通方式的公
共性之重要。



• 他确认，文化授权（文化职分）的根基是
基督教教会信仰系统中的普遍恩典论
（Common Grace），由此，衍生出公法系

统和公共伦理价值系统，面向所有的人群，
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这个普世价值系
统的公共性，是通过人类社会的文化领域
所赖以遵循的规范、习俗和法则来得以确
立。



• 由此，文化领域的公共性之根本若是偏离
了神圣性，就会变异出无穷无尽的问题和
出现灾变。基督教在俗世化的工业时代，
必须注意到文化领域正在起作用的规则是
否符合基督教传统所确认的普遍原则，进
而，以非教会的形式，去担当起公义和法
度的职分。



信仰之私人化

凯波尔提出了“文化职分”之说，目的是提
醒基督教信仰持守者中的极少数有大使命担
当圣召者，不要甘于两种虽然在当时最受尊
重的信仰境地：

一是，将宗教信仰界定为公民的私人的自由
权利，基督徒既不介入现实的政治，谋求世
俗政府在荣誉、地位、财富等方面的好处，
也不在世俗化大潮中随波逐流，随遇而安；

•



信仰之敬虔主义化

• 二是，因为千年大教会因着教义和教理而
发生的纷争和冲突常常引起政府的暴力镇
压，甚至引起生灵涂炭的战争，因此，在
民族主义的主权国家以世俗的法律建立秩
序后，便封闭式建立各自的小教会，以敬
虔的小范围内的属灵生活为主体，而尽最
大可能在圣与俗之间建立分别。同时，将
自由主义在政治、文化、社会、伦理和精
神领域的开放、宽容、对话等原则视为危
险和变异，



大公信仰私人化；普世教会碎片化

• 由此，敬虔主义的小宗派型教会，就成为
19世纪以来，整个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版
图上的无数的亮点。

• 工业革命时期以来至今，这两种趋势和状
况被教会史学家和宗教社会学家界定为基
督教信仰在制度和规范层面的私人化和碎
片化。



4. Principled pluralism论

• 如何不用圣经明示教训和教会信仰传统中
的教义，去在社会各领域建立公平、正义
和慈爱，最大限度地约束罪与恶的现象？

• 新加尔文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和
主张，即，Principled pluralism论。基于对
Divine Providence的坚信和持守，加尔文主
义者接受现代性中的多样化现实，进而接
受人类学和社会学层面的文化多样性现实。



• 他们确认，基于特定原则基础上的多样化

现实存在，恰恰是神圣眷顾论之下的大千
世界和列国万邦。这样，他们牢牢地提醒
蒙受特殊拣选的基督徒，在已经碎片化了
的基督教世界的各自小教会，祈祷、默想
和分享时，不要忘记外部的世俗世界，也
是上帝掌管的世界。



5）法治与宪政

• Rule of Law,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 关于民主政体，加尔文本人在日内瓦的制
度设计是典型的贵族宪政政体，或曰宪政
民主制，而非民粹式民主制，就是基于其
全然败坏论和为上帝最高主权论等教义。
新加尔文主义从欧洲变化和冲突中的各种
政体变迁中坚信，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实验
所获得的模式是圣灵所引领的，



• 因此，尽管在欧洲各地大都失败了，或被
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但终究在历史的
特定时期，会成为人类世界的主导和进步
的模式与潮流。



• 文化授权论（或文化职分论）教义在西方
文明史上，是新加尔文主义在文明和法治
层面对加尔文在日内瓦改教的许多创设与
主张经过300多年在西方历史上的许多试错

例证总结出来的教义，直接关系到法治和
宪政等一整套现代西方文明的制度设计。



• 普遍恩典论、领域主权论、文化授权论，
都预备着清教主义传统在北美创制性的通
过《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
《权利法案》、《宪法第一修正案》等等
建立起现代的美国国家制度。

•





下一讲

• 第八讲加尔文主义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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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