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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史纵览》 

圣经牧训──课程9                        编著：莫克丹 

教学大纲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目的是把二千年来影响和塑造基督教会的关键人

物，主要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发展，重要的宗教运动和教义问题

介绍给教会的牧师和平信徒领袖。 

课程目标： 

1. 让教牧同工知道影响过教会历史的重要事实、事件、和运动。 

2. 使教牧同工熟悉教会历史中对教会产生影响的重要人物。 

3. 教导教牧同工一些圣经原则，是各世代的教会本应遵循的。 

4. 使教牧同工了解教会在历史中的得胜和失败。 

5. 鼓励教牧同工从教会历史的教训中学会什么是教会该做和不

该做的。 

6. 向教牧同工反复强调教会保持纯正的教义和实践的必要性。 

7. 使教牧人员能够得到一个恰当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教

会，好明白教会的状况和挑战。 

*宣教是教会的使命* 

*不遵从“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乃是教会历史上的“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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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介绍 

A. 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教会历史的研习书卷浩如烟海。仅仅是阅读这方面的

精彩著作，就要穷尽毕生的精力。本课程不打算深入

细节，而是提供一个大致的纵览和回顾将近 2000 年的

教会历史。 

对教会历史的 12 个时期中的每一个，都将要涉及以下

几点： 
1.  主要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3.  主要教义的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4.  涉及的关键人物 
5.  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在进入教会历史的学习之前，先复习使徒行传的内容。

使徒行传是教会历史的基础，也是教会历史的衡量标

准。在使徒行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对教会的计划是，

教会成为他所拣选的器皿，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

我们也在使徒行传中看到教会顺服大使命，作为基督的

身体正常的运作。（见徒 2：41-47） 

特别感谢 

作者非常感谢四本主要参考书的帮助，在本手册写作

中，核实了与教会历史相关的通用的人名、地名、时间、

大公会议、运动、和历史事实等等。 

坎斯的《历代基督教》（Earle E. Cairns, Christianity 
through the Centuries, Zondervan, 1981） 

谢利的《白话教会史》（Bruce L. Shell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Word, 1982） 

达格的《新国际版基督教会史辞典》（J.D.Douglas,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Church, 
Zonderva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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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的《教会史纲要》（Robert A. Baker, A Summary of 
Christian History, Broadman, 1959） 

 

教会历史的 12 个历史时期 是： 

 

1．福音时期 主前 4 年—公元 33 年

2．新约时期 
 早期使徒时期 （33-70 年） 

 晚期使徒时期 （70-100 年） 

公元 33—100 年 

3．大公天主教会时期 公元 100－312 年 

4．基督教罗马帝国时期 公元 312－590 年 

5．中世纪教会时期 公元 590－800 年 

6．神圣罗马帝国时期 公元 800－1054 年 

7．十字军东征时期 公元 1054－1305 年 

8．文艺复兴和民族国家兴起时期 公元 1305－1517 年 

9．宗教改革时期 公元 1517－1648 年 

10．理性主义和奋兴时期 公元 1648－1789 年 

11．自由主义、经济发展和宣教的

时期 
公元 1789－1914 年 

12．现代意识形态，世俗主义和人

文主义时期 
公元 1914 年－现在 

 

注意：时期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它们之间常有重叠。本

书对时期和时间的划分是起一个参考的作用，为了交流沟通

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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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课程目标 

作为一个教会历史的纵览式学习，本课程的目标是为

了提供一个参考框架，好据以理解和评估今天教会的

宣教和状况。 

教会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对教义和实践都有其独特的正

面和负面的贡献。我们只有看到了教会历史的“大图

像”，才能对今天的教会为什么是这样，是处于什么

阶段，以及应该做些什么，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我们必须学习教会历史的功课，办法就是避免过去的

错误和坚持合乎圣经的信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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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徒行传》回顾 

简介 

《使徒行传》是新约中的唯一的一本历史书，记载了在紧接

着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之後的一段日子的教会历史。 

本书非常独特，自成一类，对我们了解教会的本质与使命是

绝对不可或缺。《使徒行传》从神学和历史的角度涵盖了教

会的 初三十余年（主後３３－６５年）。 

“使徒行传”的更贴切的名称应为“圣灵行传”，因为此书

中有关圣灵的记载比新约圣经中其它任何一卷书多。圣灵在

此书中与他在路加福音中一样，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 

《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续篇，记载了圣灵如何透过

教会继续成全基督在地上的使命。 

作者：《使徒行传》的作者为第三卷福音书的作者路加，对

於此点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事实上，从两卷书的前言（路 1：
１━４；徒 1：１━２）可见，《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

是同一部书的上、下册。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路加不能算为一个使徒，但他是保罗的

远行伙伴和心腹密友。在西 1：14；门 24 及提后 4：11 都提

到过路加，而路加也很可能就是使徒行传所载的「我们」当

中的一份子．（16：16－17；20：５－21：18；27：１－28：
16）。 

路加被公认是一位医生，而且是一个仔细、全面和透彻的历

史学家。 

路加在新约圣经所写的篇幅，比其他作者都多（占整个新约

的 28％）。 

日期：因为《使徒行传》以保罗在罗马被囚作结尾，也没有

提及耶路撒冷在主後７０年的沦陷，所以很可能《使徒行传》

（与路加福音）是在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结束（主後６８年）

之前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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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较保守的估计是：使徒行传是在主後６４－６５年写

成的，因为传统认为保罗是在尼禄手下殉道的。 

所以，《使徒行传》按时间顺序记载了教会头三十年的神学

历史。 

主题与宗旨：本书目的是记载教会的神学历史与发展过程，

就是她如何在圣灵的能力下，将福音由耶路撒冷传至罗马。 

也可以说，本书记载了耶稣基督的使命与道成肉身是如何透

过使徒在圣灵能力下工作而继续扩展。 

《使徒行传》以福音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当中为起始，彼得

是主要的使徒。然後基督教的中心由耶路撒冷转移至安提阿，

继而再向外伸展；焦点亦转为对外邦人的福音，而保罗成为

主要的使徒。 

《使徒行传》把很大一部份注意力集中在福音信息上，其中

心就是基督的复活，也注重讲述教会的本质和使命。本书描

述了一幅图像，就是教会的坚忍、受逼迫、以及靠着圣灵的

能力行出有效的事工，使福音在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中得到

传扬。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见一个得胜的教会，就象基督所

预言的一样。 

《使徒行传》也清楚地描绘出一幅图象，就是犹太人对

福音的抵挡，以及反对接纳外邦人。 

《使徒行传》亦清楚地证明：教会的建立、进步、扩展与延

伸，皆是圣灵的主权的工作，是透过基督的忠心顺服的仆人

所作成的。为传福音而受逼迫，成为基督教扩展的主要因素． 

使徒行传的主线： 

一. 在耶路撒冷的见证（1：１－6：７） 

二. 在犹大和撒玛利亚的见证（6：８－9：３１） 

三. 直到地极的见证（9：３２－28：３１） 

1. 扩展至安提阿（9：３２－12：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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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扩展至小亚细亚（12：２５－16：５） 

3. 扩展至爱琴海地区（希腊）（16：６－19：２０） 

4. 扩展至罗马（19：２１－28：３１） 

可以说：《使徒行传》叙述了教会按神的计划先在犹太人中

建立，然後扩展至外邦人中间的过程。 

如果教会继续藉着圣灵的能力大胆地传福音，作事工如基督

的身体，大使命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完成了。 

两个主题： 

复活 圣灵 

福音信息的关键部份 

复活： 

 证明是神的儿子 

 保证 

 永生 

 赦罪 

 脱离罪的权势 

 信徒复活 

教会的能力源头 

福音与教会扩展的掌管者：

 选派仆人 
 指引路线 
 赐下异象 
 透过使徒工作 

结构与主要部分： 

 共28章 

 3个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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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1-7章 8-12章 13-28章 

教会的建立 教会受逼迫而分散 教会向全世界扩散 

五旬节 彼得 保罗 

 耶稣升天 

 大使命 

 圣灵降临 

 神的大能 

 逼迫 

 肃清教会 

 拣选执事 

 司提反殉道 

 教会分散 

腓利传福音 

保罗归主 

彼得见异象 

福音传给外邦人 

安提阿的教会 

“基督徒” 

彼得脱离监牢 

保罗和巴拿巴返回

安提阿 

保罗和巴拿巴分开 

第一次布道之旅 

耶路撒冷会议 

第二次布道之旅 

 ·在腓立比 

 ·在雅典 

第三次布道之旅 

 ·在哥林多 

 ·在以弗所 

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 

保罗的自辩： 

 ·在公会前 

 ·在腓力斯面前 

 ·在非斯都面前 

 ·在亚基帕王前 

沉船事件 

在罗马 

建立和扩展教会 

《使徒行传》是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表达了以下的焦点转移： 

 从律法到恩典 
 从律法主义到在基督里的自由 
 从犹太教到基督教 
 从单为犹太人的福音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福音 
 从以犹太人为福音的工具到以教会为福音的暂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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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会幕/圣殿到教会 
 从耶路撒冷到全世界 
 从守安息日到守主日（礼拜日） 
 从靠行为到靠圣灵能力 

关键章节： 

使徒行传     第 1 章 你要作我的见证 
第 2 章 五旬节圣灵降临 
第 3 章 逼迫下依然传道 
第 5 章 肃清教会 
第 6 章 选立执事 
第 7 章 司提反殉道 
第 8 章 教会分散 

         埃提阿伯（埃塞俄比亚）太监归主 
第 9 章 保罗归主 
第 10 章 彼得见异像──救恩临到外邦人 
第 11 章 教会移到安提阿 
第 12 章 雅各去世 
第 13 章 保罗与巴拿巴分裂 

第一次宣教旅程──加拉太 
第 15 章 耶路撒冷会议 
第 16 章 第二次宣教旅程──腓立比、帖撒

罗尼迦 
第 17 章 保罗在雅典 
第 18 章 保罗在哥林多 

第三次宣教旅程──-以弗所 
第 20 章 致以弗所长老的告别辞 
第 21 章 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 
第 26 章 保罗在亚基帕面前向该撒的自辩与

上诉 
第 27 章 往罗马途中船只搁浅 
第 28 章 保罗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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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被视为七个事工进展报告: 

一. 在耶路撒冷作见证（1：7－7：６０） 
［建立教会］ 

第一个事工进展报告： 
“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2：４７） 
“男丁的数目约到五千。”（4：４） 

第二个事工进展报告：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

（6：７） 

二. 在犹大和撒玛利亚作见证 
［教会扩展至外邦人］ 

第三个事工进展报告：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 被
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9：31) 

第四个事工进展报告： 
“神的道日见兴旺, 越发广传。”(12：24) 

三. 直到地极作见证（13：1－28：31） 
［教会向全世界扩展］ 

第五个事工进展报告： 
“於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16：5） 

第六个事工进展报告： 
“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19：20） 

第七个事工进展报告：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

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耶稣基督的

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28：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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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经文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1：8 

2：22-25  

2：41-47  

4：31 

5：41-42  

10：33-43 

14：21-27 

15：35 

20：25-27 

26：19-20 

28：26-31 

教会在五旬节“诞生”， 在逼迫中得“发展”，在圣灵的

大能和使徒们宣讲的真道中得到“建立”。 

根据《使徒行传》1：8 节， 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

们应当参与其中，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主要教训 

 耶稣复活后显现了40天。 
 信徒应当靠着圣灵的能力向全世界作基督的见证。 
 耶稣怎样升天，他还要怎样回来。 
 救恩只能藉着圣灵的大能作为才能得以成就。 
 基督被人钉十字架，是按照神的主救计划所定。 
 靠着圣灵的能力传道就会结出果子。 
 教会应有以下活动： 

 团契 
 教导 
 祈祷 
 赞美 
 敬拜 
 传福音 

 向失丧之人传福音和造就信徒是教会的职责。 
 我们唯一可以给人的就是耶稣。 
 要得救就必须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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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若传福音，就必遭到逼迫。 
 须顺服神，而不是人。 
 祷告可使我们放胆作见证。 
 信徒应当凡物分享，以满足教会的需要。 
 向圣灵说谎和欺哄人是严重的罪。 
 传道若真是神的工，便会所向披靡。 
 神的仆人应当 

 智慧充足 
 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牧师应当专心于祈祷传道。 
 以色列民弃绝了自己的弥赛亚。 
 逼迫使得教会分散并发展起来。 
 领受圣灵是得救的凭据。 
 旧约指向基督。 
 耶稣就是旧约以赛亚书应许的那位受苦的仆人。 
 惟有神的大能才能使人真正悔改信主。 
 初信者要待灵命成熟后才可委以重任。 
 耶稣废除了律法中规范要求性的成分。 
 福音既为犹太人而设，也为外邦人而设。 
 罪得赦免来自相信耶稣。 
 神在寻找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好人。 
 信徒先被称为“信奉这道的人”，后又被称为基督徒。 
 早期基督教会的中心由耶路撒冷迁至安提阿，该地是保

罗三次宣教之旅的出发地。 
 有些传福音的人要殉道而死。 
 神的道促使教会在灵性和人数上都得以增长。 
 圣灵分别出人来作传道及宣教工作。 
 地方教会应当差派宣教士到外面宣教。 
 必有人接受福音，也有人拒绝福音。 
 神在寻找这样的人，他们 

 寻求他 
 有顺服的心 
 愿意事奉神，按他为当世而定的旨意去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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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主要是基督差往犹太人的使徒，而保罗是基督差往

外邦人的使徒。 
 救恩根据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三个应许而来。 
 靠圣灵的能力传福音将激起骚动，引起纷争。 
 信徒应当彼此坚固、互相鼓励。 
 信徒应欢喜快乐地告诉别人神借自己所行之事。 
 各教会应指派灵性上合格的信徒作长老。 
 只要信基督便可得救。 
 一个人要得救，无需先做犹太人。 
 神若呼召我们去某地事奉，我们应当顺服。 
 我们应当与不信的人讲道理、解疑惑，以传扬福音的真

道。 
 每日应当迫切地查考圣经，以察验别人所教所传是否正

确。 
 福音的中心信息就是基督身体的复活，这保证我们的罪

可得赦免，也保证我们可得永生。 
 真正的悔改包括转向神，以及切实地转离罪。 
 我们应该本着爱和真理纠正彼此在教训中的谬误。 
 长老、监督和牧师的职分可以互通互换。 
 牧师须教导纯正的教义，以防异端邪说流入。 
 在神的旨意中，信徒有时要承受不公正的艰难与困苦。 
 我们应当随时准备好为福音作有力的辩护，福音的重点

是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作成的工。 
 神按他自己的方式和预定的时间去成就他自己的旨意。 
 我们决不应以在人前作基督的见证为羞耻。 
 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从不落空。 
 真信心，就是不打折扣地接受神说的每句话（神说什么，

就信是什么）。 
 我们与神的关系比我们对神的服事更重要。 
 教导有关基督的事应该新约、旧约并用。 
 教会必须要带门徒，是为了完成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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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 62 年               使徒行传                    路加 

教会的建立和成长 

早期教会的使徒彼得和保罗，靠着圣灵的大能，作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 

圣灵藉着彼得所行 圣灵藉着保罗所行 
1            7 8            12 13                      28 

耶稣升天(1) 
圣灵降临(2) 
活跃的教会(3) 
神的奇妙大能(3) 
体验大能之后经历逼

迫(4) 
肃清教会──亚拿尼

亚与撒非喇(5) 
寡妇与执事(6) 
司提反──宣讲信息，

被人用石头打死 (7) 
“他们恒心遵守使徒

的教训，彼此交接，擘

饼，祈祷。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

神迹。...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2:42-43,47)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上帝的道。”

(4:31)

 

腓利──福音传开(8)

保罗归主(9) 

彼得见异象──哥尼

流(10) 

安提阿的教会(11) 

彼得离开监狱(12) 

“彼得就开口说，‘我

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

人。原来在各国中，那

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

主所悦纳。’” 

(10:34-35)

 

“凡信他的人，必因他

的名，得蒙赦罪。”

(10:43)

第一次布道旅程 

保罗和巴拿巴分开(13) 
保罗在路司得被人用石打(14) 
耶路撒冷会议──割礼之规(15) 
 
第二次布道旅程 
保罗在腓立比向罗马狱卒传道(16) 
保罗在雅典向希腊人传道(17) 
保罗与亚居拉和百基拉在哥林多(18) 
 
第三次布道旅程 
保罗在以弗所(19) 
保罗在米利都与以弗所众长老惜别
(20) 
 
往罗马去 
保罗返回耶路撒冷被捉拿(21) 
保罗自辩──叙述自己归主的经过
(22) 
保罗在公会前──解往该撒利亚(23) 
保罗在腓力斯面前自辩(24) 
保罗在非斯都面前自辩(25) 
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自辩(26) 
保罗乘坐的船只失事(27) 
保罗在罗马(28) 

教会被建立 教会受逼迫分散 教会向全世界扩散 
在耶路撒冷 

向犹太人作见证 
在犹大和撒玛利亚 

作见证 
向外邦人作见证 

直到地极 
五旬节─神的大能─彼得─传道─逼迫─肃清教会─保罗─发展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 … 作我的见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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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一. 在耶路撒冷作见证（1：1－7：60） 

 [教会的建立] 

1. 五旬节前的事件（1：1－26） 

1) 引子（1－5） 

2) 基督的命令（6－8） 

3) 基督升天（9－11） 

4) 取代犹大（12－26） 

2. 五旬节的那一天（2：1－41） 

1) 圣灵的能力（1－13） 

2) 彼得的回应（14－21） 

3) 彼得的讲道（22－41） 

3. 早期教会的样式（2：42－47） 

4. 神迹奇事与信息（3：1－26） 

1) 医治瘸腿的人（1－11） 

2) 彼得讲论真理（12－26） 

5. 彼得与约翰受逼迫（4：1－22） 

6. 祈祷与更多的传道（4：23－31） 

7. 供应照顾有需要者（4：32－37） 

8. 肃清并更多受逼迫（5：1－42） 

1) 亚拿利亚与撒非拉（1－11） 

2) 使徒被囚但拒绝停止传道（12－42） 

9. 选立执事（6：1－7） 

10. 司提反的事工（6：8－15） 

1) 充满恩典与能力（6：8－10） 

2) 被捕（6：11－15） 

3) 讲道（7：1－53） 

4) 殉道（7：54－60） 

二. 在犹大和撒玛利亚作见证（8：1－12：25） 

 [教会扩展至外邦人] 

1. 扫罗逼迫教会（8：1－3） 

2. 教会分散（8：4－40） 

1) 腓力在撒玛利亚事奉（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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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埃塞俄比亚太监得救（8：26－40） 

3. 扫罗悔改信主（9：1－19） 

4. 扫罗被送往大数（9：20－31） 

5. 救恩临到外邦人（9：32－12：25） 

1) 预备彼得（9：32－43） 

2) 彼得与哥利流的异象（10：1－22） 

3) 彼得大有能力的讲道（10：23－48） 

4) 彼得解释外邦人得救（11：1－18） 

5) 创立在安提阿的教会（11：19－30） 

6) 逼迫加剧（12：1－25） 

a) 雅各殉道（12：1－2） 

b) 彼得被救（12：3－19） 

c) 希律之死（12：20－23） 

d) 福音传开（12：24－25） 

三. 直到地极的见证（13：1－28：31） 

[教会扩展至已知的全世界] 

1. 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 （13：1－14：28） 

1) 安提阿的教会（保罗与巴拿巴被圣灵分别出来） 

（13：1－3） 

2) 居比路的教会（13：4－12） 

3) 加拉太的教会（13：12－14：20） 

a) 保罗的讲道与初时的反应（13：13－43） 

b) 更多回应和拒绝（13：44－52） 

c) 保罗在以哥念, 路司得和特庇（14：1－23） 

d) 保罗返回安提阿报告（14：24－28） 

2. 耶路撒冷大会（15：1－35） 

 （外邦信徒不需要受割礼） 

3. 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15：36－18：22） 

1) 保罗与巴拿巴分开（15：36－41） 

2) 重访教会(保罗与西拉) （16：1－5） 

3) 马其顿的呼召（16：6－10） 

4) 在腓立比的事工(吕底亚) （16：11－40） 

5) 在帖撒罗尼迦的事工（17：1－9） 

6) 在庇哩亚的事工（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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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雅典对希腊人的事工（17：15－34） 

8) 在哥林多的的事工（亚居拉与百基拉） （18：18

－22） 

9) 回到安提阿（18：18－22） 

4. 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18：23－21：26） 

1) 亚波罗在以弗所（18：23－28） 

2) 保罗在以弗所（19：1－41） 

3) 在希腊的事工（20：1－5） 

4) 在特罗亚的事工（20：6－12） 

5) 在米利都与以弗所的长老告别（20：13－38） 

6) 回到该撒利亚（21：1－14） 

7) 重聚在耶路撒冷 （21：1－26） 

5. 去罗马的路（21：27－28：31） 

1) 在耶路撒冷被捕与自辩（21：27－22：29） 

2) 在公会自辩（22：30－23：10） 

3) 保罗被带到该撒利亚（23：11－35） 

4) 在腓利斯面前的自辩（24：1－27） 

5) 在非斯都面前的自辩（25：1－12） 

6) 在亚基帕面前的自辩（25：13－26：32） 

7) 航行和遇险（27：1－44） 

8) 在米利大的事工（28：1－10） 

9) 到达罗马（28：11－16） 

10) 在罗马的事工（28：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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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会历史的时间阶段 

1. 福音时期 

 

  

主前 4 年 十字架 

基督—教会的基石 

 

公元 33 年 

 
基督降生 

大使命 教会诞生
 

 

• 基督降生 

• 基督一生的事工 

• 彼得信心的宣告 

• 教会将被基督建立 

•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赎罪 

• 基督身体的复活 

• 给教会的大使命 

• 基督荣耀地升天 

 
主要背景经文 

太 16：13-19 

太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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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福音时期  公元前 4 年——公元 33 年 

[基督是教会的基石] 

没有福音时期，就没有教会历史。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

立的，是建立在彼得认信基督那样的信仰之上的。（见太

16：13-19） 

因为教会的基本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好消息”），和

使万民（各国的人民）做他的门徒（太 28：18-20），那么，

理解耶稣通过他的生命、死亡、和复活所成就和教导的内涵

就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他的事工，耶稣 

• 藉着他的话语和事工证明了他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

亚—基督（世界的救主）。 

• 向人显明了天父是独一的真神。 

• 服侍了人们的真实需要。 

• 表明了他就是成为肉身的神。 

• 呼召并训练了包括十二使徒在内的许多门徒，在他升天

之后继续他的事工。 

• 教导了 

 抵制错误的教义和宗教实践 
 如何得救（重生） 
 如何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 
 如何与人建立正确的关系 
 离开了他，人都是失丧的 
 基督是通向神唯一的途径 
 “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要求 
 不信他的人都要死在自己的罪中 
 唯有藉着他，罪才能得赦免 
 人不可能作得（be）足够好，或做得（do）足够好

来获得与神建立正确关系所必须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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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大使命交给门徒，要他们在他升天之后藉着圣灵的大

能去执行。 
太 28：18－20 
可 16：15－16 
路 24：45－49 
约 17：14－21；20：21－23 
徒 1：8 

基督的这个命令将成为教会全部历史中工作的日程和项目。 

藉着他的死，耶稣 

• 做为无罪的“神的羔羊”一次性地、完全地献上了赎罪

的祭。 

• 满足了圣洁的神对偿付全人类在一切时候所犯的罪的

刑罚所要求的赎价。 

• 提供了一个通向神、使有罪的人和圣洁的神得以和好的

途径。 

藉着他的复活和升天，耶稣 

• 证明了他的牺牲已被神所接纳。 

• 打破了罪和死的权势。 

• 救人类脱离了撒旦和罪的捆绑。 

• 为身体复活和与神永生的盼望提供了确实证据。 

• 恢复了他先前的崇高地位，并成为教会的元首。 

随着研读大使命的各段经文，人会清楚地看见，基督教的中

心信息就是： 

基督教的信息和盼望是基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救赎和

他的超自然的身体复活（林前 15 章）。 

观察基督的活出福音的一生，可以看见对他有两种回应―有

人会信，有人会拒绝；而且发生在基督身上的命运同样会发

生在使徒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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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时期（公元前 4 年－公元 33 年）是教会历史的基础。 

1． 主要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基督所降临的世界，当时情形如下： 

• 从公元前 62 年起在政治和军事上受罗马帝国控治，

有强大的政府，发达的交通，宏伟的建筑和良好的

社会秩序。 

• 有通用的语言―通俗希腊文（Koine Greek）。 

• 有一个“圣殿国家”（temple state），名叫犹太（Judea, 
公元 135 年第二次犹太人暴动之后被罗马人改称为

巴勒斯坦 Palestine，意为非利士人 Philistine 之地），

它在罗马统治下享有文化和宗教的自治权。 

• 被希腊文化、哲学和理智的追求渗透和影响。 

• 犹太、希腊和罗马文化混合在一起。 

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福音时期的社会是多神论的（politheistic）社会 

• 罗马允许大多数被征服的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只要不引发社会不稳定和暴动。 

• 犹太教被罗马承认为一个官方宗教。 

• 犹太教盛行律法主义，倾向于“凭行为得救”。 

• 犹太教以守安息日、去会堂和守摩西律法为中心，

目的是显明人的义；充满了错误的教义和无意义的

宗教礼仪。 

• 罗马皇帝被认为是“神”，要受到敬拜。 

• 希腊人也是多神文化，盛行哲学、神秘主义和追求

知识中。 

• 拜偶像和淫乱是宗教活动中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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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所期望的弥赛亚是一位政治领袖，作王带领

他们摆脱罗马的统治。 

• 犹太人有许多的宗教派别，包括法利赛人、撒都该

人和爱色尼人（见新国际版圣经的图表）。 

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耶稣用大量的教导来纠正犹太教的错误教义和实践。 

这些错误的教义和实践包括： 

• 相信人可以靠守律法获得进入神的国所要求的义。 

• 相信生为犹太人就已经有了进入神的国的保证。 

• 缺乏“失丧”和需要悔改的意识。 

• 相信外邦人是“异教徒”，于神的家和国无分。 

• 相信神恨恶罪人，乐意让他们死。 

• 相信只有行为上的罪，没有内心态度上的罪。 

• 相信有两个弥赛亚―一个受苦，一个作王。 

• 虚假的敬拜和宗教礼仪代替了真诚的敬拜。 

• 假冒为善，言行不一。 

• 拒绝相信耶稣是基督―成为肉身的神。 

4．涉及的关键人物 

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是神在犹太教中的一个运动。 

福音时期的关键人物有： 

• 施洗约翰―在“400 年沉寂”之后，施洗约翰作为

以色列的 后一个旧约先知出现在这历史舞台上。

他挑战犹太人，特别是宗教领袖们，悔改、归向神、

远离罪、宗教律法主义和形式主义。约翰大约在公

元 29 年春天开始事工，为耶稣预备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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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以真理动摇了宗教的根基，被希律安提帕

（Herod Antipas）砍头。这是对耶稣和早期基督徒

的前景的预示。 

• 拿撒勒人耶稣――尽管耶稣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

犹太的宗教领袖还是弃绝了耶稣作犹太人的王，在

公元 33 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教导的真理

威胁到了犹太教生活方式的核心（见约 11：45－
53）。如果耶稣没有如他所预言的那样身体从死里

复活，这场运动就会不告而终，但是这场被称为基

督教的运动是从神而来。（也见徒 5：27－40） 

正是基督的身体复活给使徒们带来了生命，并把基

督教推广到全世界。 

•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如大祭司该亚法和他的岳父亚

那，他们控制的公会认定耶稣应当被弃绝并处死。 

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约

翰福音的序言（约 1：1－18）概括了基督在地上的

事工。 

• 罗马巡抚彼拉多被犹太人利用，将无罪的耶稣钉死

在十字架上。罗马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迎合和安抚

宗教团体，促使了他们钉死耶稣。 

• 使徒们是耶稣在公开事工的 3－4 年期间精心挑选

和培训的十二个人，为了在耶稣升天后继续他的事

工。 

正是这些使徒（除去犹大，加上他的替代者马提亚

和保罗）照管了襁褓期间的教会。 

5． 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如果犹太人没有在基督第一次来临时弃绝他，就没有建

立教会的必要了。但是，基督被弃绝却实现了神的创立

和使用教会来完成他的全人类历史的拯救计划。神启示

的光正是通过教会才传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中，就像使徒

行传所显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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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研读福音书，就能看出教会历史中会发生何其相似

的现象： 

• 常见的回应类型―相信或不信。 

• 人类的失丧和属灵的瞎眼。 

• 信徒将要受到的逼迫。 

• 世界的路和神的路是何等不一致。 

• 用真理和能力宣讲神的道的必要性。 

• 人造的宗教和基督教的冲突。 

在福音书中，基督： 

• 宣告了教会的建立（太 16）。 

• 描述了教会时期的特征（太 13）。 

• 为教会纪律提供了指导（太 18）。 

• 给教会赐下大使命（太 28，可 16，路 24，约 20）。 

• 应许赐给教会圣灵和神能（约 14－16，路 24）。 

• 描绘了教会中他与信徒们的甜美的相交和关系（约

15）。 

• 确立了神给教会的目标（约 17）。 

的确，教会历史必须首先以福音书作背景，才能被正确

地理解，甚至在研究有关教会的性质和功能的使徒书信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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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福音时期有关教会的三个 重要的事件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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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约时期 

 

  

公 元 33
年 

教会的建立和扩展 

 

公元 100年 

 
教会诞生 传扬福音 新约结束

 

• 教会在五旬节诞生 

• 教会受逼迫和扩展 

• 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 

• 圣灵的大能使事工得以进行 

• 印证权柄的神迹记号 

• 使徒彼得的事工 

• 保罗的宣教旅程 

• 基督教与犹太教分道扬镳 

• 教会的中心挪移到安提阿 

• 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陷落 

• 使徒给教会的书信 

• 圣徒的殉道 

• 约翰给 7 个亚西亚教会的信（启 2－3） 

• 启示录 
 
 
 
 

主要背景经文 

徒 4：31 

徒 14：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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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约时期  公元 33－100 年 

[传福音―—受逼迫] 

介绍： 

新约时期明显地可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约 30 年： 

 早期使徒阶段  公元 33－70 年 
 晚期使徒阶段  公元 70－100 年 

A. 早期使徒阶段  公元 33－70 年 

除了 后的 5－8 年外，我们在前面回顾的使徒行传包

括了这段历史的绝大部分。以下我们用五个方面来简单

概括。 

1.  主要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福音时期和早期使徒阶段的背景是基本相同的。 

• 罗马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占统治地位。 

• 在公元 49 年罗马皇帝革老丢（Claudius）将犹

太人全部赶出罗马，但他们很快又返回。 

•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公元 64－70 年），罗马正

式容许了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犹太

教的一个教派。 

• 公元 54－68 年，尼禄（Nero）作罗马皇帝。 

• 希腊文化和哲学笼罩着罗马的世界。 

• 公元 66 年，犹太人在奋锐党人（Zealots）的领

导下起义反抗罗马，引发了 4 年的血腥战争，

后果是： 

 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剧烈迫害。 

 耶路撒冷在公元 70 年被罗马将军提多

（Titus）彻底摧毁。 

 犹太/巴勒斯坦的所有犹太会堂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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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和保罗都在公元 60 年代晚期殉道。 

• 在犹太/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圣殿国家不复存在。 

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 在公元 33－70 年之间的早期使徒阶段，使徒行

传 1：8 节的使命已初步完成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

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 教会在五旬节成立。 

• 彼得成为向犹太人的使徒。 

• 许多犹太人信主，教会在耶路撒冷迅速增长。 

• 任命了执事。 

• 司提反被犹太人杀害，成为第一个基督教殉道

者。 

• 犹太教对基督教的迫害促使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地区，通过传福音的腓利的工作。 

• 保罗被神改变，并呼召他作向外邦人的使徒。 

• 通过彼得向哥尼流一家传道，神使救恩临到外

邦人。 

• 安提阿的教会成立。 

• 公元 41－42 年，约翰的弟兄雅各被希律（亚基

帕一世，Herod Agrippa I）杀害。 

• 约在公元 47 年，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差遣保罗

和巴拿巴开始第一次宣教旅程。 

• 基督教会的中心从耶路撒冷向北迁至约 500 公

里外的安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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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向西传播，从小亚西亚到希腊， 后到达

意大利的罗马。 

• 除在腓立比和以弗所之外，对基督徒的逼迫主

要来自犹太人。 

• 公元 49 年，耶路撒冷会议宣布外邦人基督徒不

需成为犹太人，即受割礼，就能得救。 

• 尽管罗马政府认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支

派，但基督教正渐渐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 

• 保罗的第二和第三次宣教旅程注重向外邦人传

福音，众多的教会被建立，福音传向欧洲。 

• 约在公元 59 年，保罗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逮

捕，并送到罗马受审。三年后，保罗结束了在

罗马被软禁（使徒行传结尾），他可能在公元

64 年获释。 

• 在公元 66 年的犹太人暴动开始之前，约在公元

64 年，罗马皇帝尼禄开始残酷地迫害基督徒，

原因是罗马城发生大火，被怪罪到基督徒头上。 

• 彼得和保罗都在尼禄的统治期间殉道，彼得大

约死于公元 64 年，保罗在公元 68 年被捕，稍

后殉道。 

• 耶路撒冷于公元 70 年被毁，不再是基督教的中

心。 

• 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离出来，在安提阿、以弗

所、亚力山大、埃及和罗马扎根安家。 

• 正是犹太人的逼迫使基督教离开耶路撒冷，罗

马的逼迫使基督教散布到世界各地。 

• 除约翰外，绝大多数使徒死在公元 70 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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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之外，在公元 70
年，可能所有的新约书卷都已完成。 

• 这是教会打基础的时期，是圣灵赐使徒大能建

立教会，并在世界各地宣扬福音的时期。 

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公元 33－70 年的主要教义问题集中于： 

• 耶稣是否真是弥赛亚？ 

• 耶稣身体复活的真实性。 

•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 

• “信心”是否是得救的唯一条件？ 

• 外邦人是否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 

• 律法和恩典是怎样的关系？ 

• 靠信心而行和遵守律法的关系。 

大多数神学问题集中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上。 

• 尽管有时在会堂和一些公共场所进行聚会，

但大多数是在家庭聚会。 

• 新约书信（在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之

前）揭示了教会中一些重要的教义和实践的

问题，如 

 福音的真正内容 
 属灵恩赐的使用和目的 
 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 
 教会纪律的执行 
 如何每日凭信心而行 
 教会的本质和奥秘 
 祷告和属灵争战 
 基督的身体里的服事 
 脱离罪的权势的生活 
 基督的身体的合一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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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付世界宗教、哲学和神秘主义 
 律法主义的问题 
 基督的再来 
 如何对付假教师和错误的教义 
 离经叛道的危险 
 对合格的属灵领袖的需要 

新约教会在这些问题上有过激烈的挣扎，保罗和

他人的书信力图回答这些问题，指出正确的教义

和行为。的确，这些问题在过去的 20 个世纪中

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4． 有关的主要人物 

• 彼得，对犹太人的首要使徒。 

• 雅各，耶稣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是耶路撒冷

教会的领袖。 

• 保罗，对外邦人的首要使徒。 

• 约翰，早期是彼得的同伴，然后作长老和牧

师，是 后的使徒。 

• 巴拿巴、西拉、路加、提摩太、亚波罗、百

居拉、非比、提多和大批在使徒书信和使徒

行传中提到名字的人，都是基督忠心的仆人。 

• 犹太宗教领袖极力毁灭基督教。 

• 尼禄，自以为通过杀害基督徒就可以消灭基

督教的罗马皇帝。 

5． 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初 35 年教会的影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关键的问题得到了解答，首要的原则被教导和实

行。 

下面列举的可以帮助理解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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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是要倚靠圣灵的大能向一切地方的所有

的人传讲。 

• 教会是给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的。 

• 得救和成圣都是靠信心。 

• 福音的中心信息是基督的身体复活、他的神

性和在十字架上的对罪的赎偿。 

• 教会必须有属灵上合格的仆人式的领袖。 

• 信徒应该愿意为基督作见证，必要的时候乐

意为基督而死。 

• 信徒必须是“建造”在神的话语上，在灵命

上渐长成熟。 

• 逼迫可以洁净教会，并促使她成就神的旨意。 

• 好教师和健全的教导是无可替代的。 

当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变化时，神话

语的原则却是不变的。凡对新约时代的早期教会

有益的，对今天的教会依然有益。 

作业：早期使徒阶段中的哪件事给你的印象 深？耶稣说“跟

从我”的意思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晚期使徒阶段  公元 70－100 年 

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耶路撒冷被毁到一世纪末的可靠的

历史文献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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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文献仅限于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特别是

启示录 2－3 章给七个教会的信提供了一世纪末教会的

情况。 

这时期的特征是基督徒分散到世界各地，随着耶路撒冷

的陷落，基督教的中心挪移到安提阿和罗马。但是，因

为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它也失去了其豁免地

位，直接与皇帝崇拜对立。对基督徒的逼迫随着那个世

纪接近结束陡然加剧，但教会被稳固地建立。 

1． 主要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罗马继续主导着世界历史，而罗马皇帝越来越鼓励

人拜皇帝为“神”。 

 希腊哲学和文化对社会的有巨大的影响力。 

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犹太教龟缩起来。 

 基督教越来越风格独异。 

 敬拜形式简朴，在主日，即星期日，举行。 

 罗马皇帝多米田（Domitian，公元 81－96 年在位）

发动了第二次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他要求人拜他

自己。“巴比伦”是罗马的代号。 

 在公元 85－95 年间，使徒约翰写成约翰一、二、

三书和启示录，启示录特别写出了基督徒受迫害的

证据（启 2－3 章）。约翰自己也因为为基督作见证

而被流放到靠近以弗所的小亚细亚海岸边的拔摩

海岛（Isle Patmos）上（启 1：9）。 

 约翰做为长老和巡回牧师在以弗所和启示录 2－3

章所提及的七个教会中服事。 

 传统说使徒多马将福音带到印度，并在那里殉道。 

 教会在逼迫中渐长成熟了。 

 福音传到了埃及的亚力山大城和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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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在公元 70－100 年间，教会在教义和行为方面的发

展情况可以在约翰书卷中找到 好的描述。 

• 约翰福音（公元 90 年） 

约翰福音着重讲述了基督的神性――神道成肉

身成为人子耶稣，耶稣所行的神迹都表明他的

神性和他是弥赛亚，其用意是鼓励人们信他。 

• 约翰一书（公元 90 年） 

约翰涉及了大量的教义和实践： 
 把否认罪性的存在定为异端 
 团契的必要 
 有罪的生命与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称 
 把否认基督的人性定为异端 
 不爱人是不爱神的表现 
 世界的事和神的事互不相容 
 假教师否认基督道成肉身 
 凭信心而活，坚信得救的确据 
 偶像崇拜 

约翰一书的一些关键经文概括了这些教义问

题。 

约翰一书   1：1－2：2 
2：15－27 
3：1－10 
3：16－18 
4：1－6 
4：7－12 
5：1－5 
5：18－21 

• 约翰二书（公元 90 年） 

 必须在神话语的真理亮光中活出爱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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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拒绝和责备假教师。 

• 约翰三书（公元 90 年） 

 必须奉献财物支持其他基督徒的事工。 
 必须效法善，不效法恶。 

• 启示录 2－3 章 

这些写给靠近以弗所的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

信对这时代的教会中存在的问题有许多洞见。 

注意：这里并没有把各个教会作相互的比较，

而是与基督的标准作比较。 

 给以弗所（Ephesus）教会的信 
 纯正的教义。 
 好的工作和活动。 
 在患难中忍耐。 
 但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可能对应衰落中的使徒教会，公元 70－
100 年] 

 给示每拿（Smyrna）的教会 
 受到剧烈的逼迫。 
 被撒旦攻击。 
 在神的事上富足。 

[可能对应受逼迫的教会，公元 100－312
年] 

 给别迦摩（Pergamum）教会的信 
 忍受住了逼迫。 
 教义已被污染。 
 在性纯洁方面妥协，提倡“自由生活”。 
 与国家政权合作。 

[可能对应罗马国家教会，公元 312－5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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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推雅推喇（Thyatira）教会的信 
 善行、信心、爱心、忍耐。 
 因纵容淫乱而腐败。 

[可能对应罗马天主教会，公元 590－1517
年] 

 给撒狄（Sardis）教会的信 
 有好名声和好行为。 
 但是在灵性上是死的。 

[可能对应改革的教会，公元 1517－1648
年] 

 给非拉铁非（Philadelphia）教会的信 
 忠心和爱心。 
 忠实于神的话。 

[可能对应一切时代的复兴的真教会，公元

1648－1789 年] 

 给老底嘉（Laodicea）教会的信 
 被人控制。 
 自由派、人本主义。 
 不冷不热（像温开水）。 
 骄傲而且富有。 

[可能对应基督再来之前，离经叛道的教会

的 终状态，公元 1789 年至今] 

• 看了启示录 2－3 章的 7 个教会之后，可以综合

看出基督期待他的教会成为什么样式： 

以弗所 ――热爱基督和神的话 

示每拿 ――在逼迫中站立得住 

别迦摩 ――坚定持守正确教义 

推雅推喇 ――定意保持自己纯洁 

撒狄 ――完全倚靠圣灵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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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拉铁非 ――忠于圣经彼此相爱 

老底嘉 ――热心去为基督作工 

注意：尽管这些教会可能概括和象征性地代表

了教会历史中各个时期的教会，然而每个时期

各类教会并存，而且这 7 个教会都存在于约翰

生活的时期。 

• 诺斯底派（Gnosticism，灵智派）－－在约翰的

书信中，可以看到一种名为灵智派的希腊哲学/
信仰的雏形。其主要的错误教导是： 

 藉着特殊的知识和启蒙，人可以拯救他的

灵魂脱离罪恶的肉体 
 于是知识成为通向神的道路，而不是对基

督的信心 
 肉体是邪恶的，一切的物质都是 
 肉体犯罪是可以的，因为反正肉体也是罪

恶的 
 可以苦待肉体 
 耶稣没有实在的身体――他不完全是人 

这个错误教义在二、三世纪广为流传，其雏形

可以从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和歌罗西书中看出。 

4． 有关的主要人物 

只有少数几个重要人物： 

• 使徒约翰――约翰是公元 70－100 年中的首要

使徒，他的书卷（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

书和启示录）所做的贡献是无法衡量的，约翰

于公元 100 年左右死在被流放的拔摩海岛上。 

• 多米田（Domitian，公元 81－96 年）――命令

人把他当“神”来敬拜的罗马皇帝，发动了第

二次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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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Josephus，约公元 37－100 年）――犹

太历史学家，在罗马人面前为犹太教辩护。他

的著作为雅各和耶稣提供了史学依据，并为这

段时期犹太人历史提供了大量的背景资料。 

• 塔西陀（Tacitus，公元 55－117 年）――罗马

历史学家，他提到了基督，并把基督教的根源

追溯到在提庇留（Tiberius）作皇帝时死于彼拉

多手下的一个人（耶稣）。 

• 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约公元 30－
100 年）罗马教会的一名主要长老，在多米田

时期殉道，他给哥林多教会写了两封信。他的

书信是在新约圣经之后的 早的基督徒著作，

其中强调了早期教会中长老和主教的地位被升

高，也提到了保罗有两次在罗马入狱。 

• 伊格拿丢（Ignatius，约死于公元 117 年）――

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的主教，因他为基督作见

证而被捕，押往罗马，并在那里殉道。他的书

信强调了对主教的顺服要在长老之上，并作了

反诺斯底派的教导。他认为教会的权柄次序应

该是主教、长老、执事。 

注意：下面这二人同属这一时期和下一时期。 

• 坡旅甲（Polycarp，公元 70－155 年）――示每

拿教会的主教，也是早期基督教的殉道者，他

在 86 岁时甘心为基督被处死在火刑柱上。坡旅

甲认识使徒约翰，他写了一封信给腓立比的教

会，引用了旧约和新约圣经，他主要关心的是

如何在每日实际生活中活出基督。 

• 帕皮亚（Papias，约公元 60－139 年）――（小

亚细亚）弗吕家省的希拉坡里城（Hierapolis in 
Phrygia）的主教。他有可能认识约翰，并撰写

了基督的生平和教导，他声称马可是彼得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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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根据彼得的讲道而写成马可福音。帕皮亚

还按照前千禧年派的观点教导了基督的再来。 

5． 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发展出几个重要的趋势： 

• 基督教被许多人的拒绝，基督徒也被逼迫，目

的是为了试图阻止基督教的发展。 

• 大使命是可以完成的，只要藉着忠心、顺服、

并倚靠圣灵大能事奉的人。 

• 必须为基督教教义辩护，保持教义的纯洁，包

括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 对真信徒来说，基督教不是一个安逸的信仰。 

• 教会与犹太教完全地分离。 

• 圣经以外的史料支持耶稣基督的历史真实性。 

• 教会的教义和实践必须以基督和神的话为标

准，而不是其他教会或宗教的标准。 

作业：教会中迅速出现如此之多的教义和实践的问题，它们是

怎样出现的？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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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世“大公”教会时期 

  

公元 100 年 教会与世界对抗 

并为信仰争辩 

 

公元 312年 

 新约 

结束 

逼迫 

殉道士 

护教 

君士坦丁

大帝 

信主 

 

 

• 教会与世界对抗 

• 逼迫加剧――基督教被认为非法 

• 早期在教义上的辩论――诺斯底主义 

• 主教获得教会权力和对教会的控制 

• 为信仰争辩 

• 殉道士游士丁 

• 特土良 

• 爱任纽 

• 坡旅甲 

• 教会圣礼的腐化 

主要背景经文 

多 1：9 

犹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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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公教会时期 公元 100－312 年 

[逼迫、殉道、主教、护教师] 

这时期特征是教会面对充满敌意的世界，努力生存和面对： 

 罗马的严酷逼迫 

 异教社会的腐蚀 

 教会内教义冲突 

这是大逼迫的时代，也是无畏的基督教殉道者和护教者的时

代，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和言语见证和护卫着基督教的信仰。

在晚期使徒时期所提及的伊格拿丢、帕皮亚和坡旅甲，在本

时期的初期仍然继续传道。主教/监督在教会中获得权力和

控制。 

1． 主要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 罗马仍在全盛时期，而且充满了异教。 

• 这段时期内，基督教被正式宣布为非法，基督徒受

到严酷的迫害。 

• 对于逻辑思维、实际、守法的罗马人来说，基督教

是荒谬的，是无神论，因为没有可见的神让人崇拜。 

• 对于受过良好教育、又爱思辨的希腊人来说，基督

教在哲学上不可理喻，尤其是按希腊的“二元论” 
哲学（dualism），宇宙中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力量，

身体是邪恶的。 

• 基督教的吸引力首先是对未受教育的人民大众。 

• 整个社会充满了性淫乱和拜偶像，对绝大多数异教

徒来说，“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令人无法接受。 

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 伊格拿丢是第一个使用“大公”（catholic）这个词

的人，意为“普世的”（universal），来描述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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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信仰是要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译者

注：这个词后来成为专有名词，被译为“天主教会”） 

• 在这时期的末期，主要的教会（罗马、叙利亚等）

是由“主教”（监督）正式管理，他是教会的代言

人，并管理那个教会的长老。主教有时也治理几个

教会。 

• 非常重视发展正统的教义，即一系列公认的有关基

督教信仰的信条，是必须加以解释和为之辩护的。 

• 在伊格拿丢、帕皮亚、坡旅甲和罗马的革利免之外，

这一时期的早期还出现了大量其他的基督教的著

作和文学作品。 

基督教的文学作品 

以下所列举的三部这类重要的文学作品是： 

巴拿巴书（The Epistle of Barnabas） 

这封信可能是一位来自亚力山大城的名叫巴拿巴（不是

新约中的那位）的基督徒在公元 130 年左右写的，它为

基督替死救赎的完备性和没有必要再守摩西律法做了

精彩的辩护，不过在大量引用旧约圣经时，作者使用了

寓意/灵意和象征性的解经方法来证明他想说的观点。 

黑马牧人书（Sheperd of Hermas） 

这是一部预言文学，似乎模仿了启示录的模式。作

者黑马是一个犹太人，可能从前在罗马做过奴隶，此书

约作于公元 150 年，其目的是用异象和象征的手法督促

罪人悔改，并劝诫信徒过有高尚道德的生活。 

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 

十二使徒遗训是一本教会信仰和实践的手册，在公元

100－150 年间广泛流传，手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描述“两条道路”——一条是义路（生命之路），一条

是不义之路（死亡之路）。第二部分为教会提供具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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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在洗礼、主餐、祷告、禁食和教会领袖（主教/监
督、长老和执事）等方面。结尾是一篇为基督再来做好

准备的劝勉。这本书到十九世纪末才被发现，在君士坦

丁堡出版。 

这三部作品（和其他作品）让我们大致看见一世纪末和

二世纪初教会生活的情景。这些作品是否应该成为新约

正典的一部分，是个有众多争议的问题。 后它们都被

拒绝于正典之外，然而仍被认为是有重要价值的文件，

尽管不是神所默示的经文。 

逼迫 

• 在这段时期 重要的宗教发展就是罗马对基督徒

的官方逼迫。 

在公元 100－249 年间，罗马对基督徒的逼迫是间

歇性的，取决于当政皇帝的政策和哲学信仰。 

从图雷真（Trajan，公元 98－117 年）到马克西米

奴（Maximinus，公元 235－236 年），基督徒被逼

迫和杀害。在这时期，被发现的基督徒都被处以死

刑；基督徒被认为是自然灾害的祸端；转信基督教

是非法的；有时神职人员被勒令处死。 

在公元 250 年，德修（Decius）皇帝诏令全罗马帝

国，至少一年要敬拜该撒一次。 

基督徒的选择很简单――要么拜基督，要么拜凯

撒。后来，在瓦来润（Valerian，公元 257－260 年）

皇帝年间，基督徒的聚会成为非法的，他们财产被

没收。在刁克理仙（Diocletion，公元 303－311 年）

统治时期，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达到高潮，那时要

求向偶像献祭，教会建筑被焚毁。 

• 逼迫的原因 

耶稣清楚地预言了他的跟随者要被逼迫，就像他一

样（约 15：18－25）。 

为什么基督徒被如此强烈和暴力地逼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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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显而易见的逼迫的重要原因： 

1） 基督徒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基督徒的圣洁的生活对异教的、不敬虔的生活

方式是一个威胁。义总是在责备罪。基督徒还

被认为是冷漠孤僻的，因为他们拒绝参加很多

社会活动。 

2） 敬拜看不见的独一真神 

异教社会拜许许多多的“神”，它们却被基督

徒称为是人造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因为基督

教没有偶像，拜一个人看不见的神，所以有人

竟然认为基督教是无神论！ 

3） 与社会和政策相对立 

基督徒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自然地在有关奴

隶制、性关系、婚姻和工作的方面，与拜偶像

的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4） 诽谤 

基督徒的秘密的、私下的敬拜招致不实的、却

被广泛接受的指控： 

 群体淫乱 

对爱宴和“圣洁的吻”的误解导致这些错

误的指控。 

 吃人肉 

对主的晚餐、“吃基督的肉”和“喝主的

血”的错误解释，导致这些指控。 

5） 拒绝崇拜罗马皇帝 

随着皇帝崇拜的逐渐盛行，基督徒拒绝认该撒

是“神”导致对基督徒的广泛逼迫。 

6） 制造社会不安和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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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基督徒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反政府

运动的一分子，因此他们被当做政治上的危险

因素。几千年来，总有动机可嘉而过分狂热的

基督徒试图使基督教成为一个政治势力，而不

光是属灵的力量，从而引发了对基督徒的不必

要的逼迫。 

7） 与犹太教分道扬镳 

一旦基督教不再被认为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

而是一个不同的、独立的宗教，基督教就被罗

马政府禁止，失去了官方的庇护。 

8） 等级和社会因素 

社会的领袖和统治者极度蔑视基督徒，因为他

们面向大众和奴隶，教导反对由富人和受教育

的人控制的贵族社会。 

9） 经济因素 

基督教的教导可能打乱社会经济状况，正如保

罗在以弗所发现的情形一样。对一个以制造偶

像为经济支柱的异教社会来说，基督教确实是

一个经济威胁。 

但是，逼迫也使得基督教继续传播，到这一时

期的末期，基督教已传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

地中海沿岸都有教会，包括西班牙，一直延伸

到欧洲内部，包括法国（见徒 1：8）。 

作业：基督徒受逼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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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这是神学发展的时期，因为教义的偏差和异端促使“教

父们”（对早期教会领袖，特别是主教们的爱称）开始： 

• 为圣经所宣讲的信仰辩护，并且 
• 发展系统神学，以确保教导纯正的教义 

教会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公”或普世的，但当时还

不存在一套公认的信条。 

早期的异端和运动 公元 100－170 年 

以便派（Ebionism，穷人派，约公元 130－135 年）——

始于犹太/巴勒斯坦的一次运动，寻求联合犹太教和基

督教。像是在公元 49 年的耶路撒冷大会已经解决的问

题又重生。这个异端运动相信： 

• 得救需要遵守摩西律法 
• 耶稣在受洗时获得神性 
• 使用希伯来文版的马太福音，拒绝保罗书信。 

诺斯底派（Gnosticism，灵智派，约公元 90－170年）——

早期诺斯底派在使徒约翰的书卷中就被抨击过，在它

完全成熟的时期，它是希腊哲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的混

合。其主要的错误教导是： 

• “得救”是通过获得更高的神秘知识。 
• 身体是邪恶的。 
• 宇宙的规律是二元论（善、恶）。 
• 旧约和犹太教是错误的。 
• 基督没有真正的肉体，而只是有虚幻的（这错误

教义被称为“幻影说”，docetism）。 
• 基督不完全是神。 

诺斯底派提倡属灵的骄傲，看不起他人。各样诺斯底派

学说的主要教师包括马吉安（Marcion，约公元 160 年）

和塔提安（Tatian，公元 110－172 年）。传统认为诺斯

底派源于行邪术的西门，就是彼得在撒玛利亚对付的那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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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他奴派（Montanism，公元 155 年）始于小亚细亚弗

吕家省的孟他奴（Montanus），他反对教会中冰冷而形

式化的敬拜和主教地位的提升。这是二世纪早期的一次

“灵恩运动”，提倡恢复使徒的属灵恩赐和让“（属灵）

死亡”的人复活。孟他奴派错误地教导孟他奴自己就是

圣灵，而他仍然在赐下新的启示！ 

它的主要错误教导是： 

• 基督马上就要回来建立神的国度，就在弗吕家省

（Phrygia）。 
• 讲方言是所有基督徒的正常的经历。 
• 没有遵守他的教导的基督徒是“属肉体的”（属灵

不成熟）。 

孟他奴派一直被教会定为异端，但它的许多教导被一些

重要的教父接受，如特土良（Tertullian，公元 160－220
年）。 

马吉安派（Macionism）是一个在公元 140 年左右始于

罗马的运动，发起人名叫马吉安（Marcion），他教导

旧约的犹太人的神与新约的基督徒的神是不同的。 

它的主要错误教导是： 

• 基督不是马利亚所生，而且没有实在的身体，因为

身体是邪恶的。 
• 否认身体复活。 
• 弃绝全部的旧约。 
• 弃绝新约中的“犹太味”书卷（马太福音、使徒行

传、希伯来书）。 
• 删除新约的大部分，仅保留部分路加福音和 10 封

保罗书信。 

马吉安被殉道士游士丁（Justin Martyr）斥为魔鬼的代

言人，也被特土良（Tertulian）坚决反对。但这个运动

也有其积极的影响，因它迫使教父们着手解决有关圣经

默示的问题，并正式确认了新约正典的真正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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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Manichaeism/Manichianism，公元 215－277 年）

是与东方神秘主义相关的一次运动，发起人是一个名叫

摩尼（Mani）的波斯人，他的错误的信仰是： 

• 二元论――光明（善）与黑暗（恶）在宇宙中对立。 

• 使徒们败坏了耶稣的教导。 

• 被基督的“光”照耀使得人的灵魂从他的黑暗、邪

恶的身体中得到解脱。 

• 基督的身体不是实在的。 

• 禁欲主义（asceticism）是这个教派的特征，他们认

为许多身体正常功能，如性欲和食欲，都是邪恶的。 

奥古斯丁（Augustine）在早年认同摩尼教的一些教导，

但后来弃绝了摩尼教。 

神格唯一说/主神论（Monarchianiam）――这一异端始

于公元 200 年左右的安提阿，发起人是撒摩撒他的保罗

（Paul of Samosata）。这一异端的核心在于三位一体的

教义。在试图高举神的独一性（oneness，即一神论

monotheism）和合一性（unity）的同时，否认了神的“三

位性”（threeness），也否认了耶稣的完全的神性。神

格唯一说的基本错误教导发展演变为三种形式： 

• 收养论/动态论（Adoptive/Dynamic）――基督是被

神收养为儿子。他是在受洗的时候开始具有神性，

并在他复活之后被收养。 

• 形态论/撒伯流派（Modalism/Sabellianism）――基

督和圣灵不是三位一体中不同的位格，而仅仅是神

的存在形式或表现。这是一种对三位一体的否认。

一个名叫撒伯流（Sabellius）的人在公元 200 年左

右成为这个学派的主要教师。 

今天，形态论仍然是一个流行的错误。 

• 修订论（Modified）――父、子和圣灵只是独一真

神的不同名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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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这些异端邪说中哪两种是 危险的？为什么？它们导

致了什么样的错误教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的敬拜和活动 

在这时期的早期，教会中的敬拜很简单，包括： 

唱赞美诗 
祷告 
诵读经文 
长老或牧师的讲道/劝勉 

两个公认的礼仪（ordinance）是：洗礼和主餐，它们都

只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十二使徒遗训提倡洗礼是浸没

在活水中，但在没有流动的水源的情况下，洒水也是允

许的洗礼方式。 

教会有主教、长老和执事，但主要是强调功能，而非地

位。 

教会的领袖 

在这时期的结束时，“主教”的职位已经上升到“主教

就是教会”的地步。教义也开始败坏，得救不再是单凭

对基督的信心，也需要经过教会神职人员的同意。至此，

只有主教才够格主持这两样礼仪。圣餐和洗礼不再被认

为是内在救恩的外在证明，而是被当作加入教会的条

件，和恩典与救恩降临的必要途径。 

随着地区性的“主教”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地位，地

方教会和牧师和长老失去了对本地教会的治理权。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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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身体中的信徒在实际运作中也不再拥有平等的地

位和价值。 

通常，“全职事奉”的长老成了主教（监督），权柄在

其他长老之上。随着一个地区的教会数目增加，有必要

开大会，接受忠告和支持的时候，通常有一个主教升上

来治理整个地区的教会。 

主教权力的增加也得到以下思想的支持：即救恩通过教

会机构传递，而主教主持“得救的圣礼”——主餐和洗

礼。 

主教成为一个地区的基督教的体现和代表，早在公元

250 年就形成。在迦太基（Carthage，今突尼斯），居

普良（Cyprian）主教就被等同于教会本身。 

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败坏和有害的改变可以被概述如

下： 

 主教，而不是会众，就是教会。 
 教会成为得救的媒介，而不是造就、团契和敬拜的

地方。 
 礼仪变成有魔力的和赐救恩的，而不再是象征性的

纪念主的活动。 
 神职人员划分等级，主教享有至尊地位，所关注的

不再是职分的功能，而是头衔和地位。 
 随着对圣礼（sacraments）的强调，敬拜变成形式化

的礼仪，而不是属灵的造就。神的话语更多被用来

作教条，而不是属灵的成长、教导、劝勉和装备。 

促使教会败坏的因素 

• 基督教的飞速发展导致了对强有力的领袖的需求。

不幸的是，它采用了政治和教会权力的方式，而不

是属灵的领导。 

• 逼迫导致许多重要的教会领袖殉道，滋长了英雄崇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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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有些基督徒在敬拜皇帝的问题上屈服，有些人

需要出来代表教会澄清立场，于是，教会的代言人

得到了教会的权柄。 

• 不同地区的主教之间也有相互比较、地位竞争，各

人都想得到更大的权利、名誉和控制。 

• 圣礼提供了把大量被基督教吸引的人接纳进入教

会的简单易行（然而是外在的）方式。其中许多人

把异教的行为带入了教会。 

教会著作的影响 

这一阶段早期的文学作品大多数是教义正确，对灵命造

就有帮助的。 

随着逼迫的加剧，在二、三世纪，一些勇敢的基督徒开

始努力向异教的罗马皇帝和希腊知识分子为基督教的

信仰做辩护，他们被称为“护教学家 /卫道学家”

（Apologists）。他们试图回答对基督徒的以下指控：

称基督徒是无神论的、吃人肉的、不道德的和冷漠孤僻

的。其论证方式一般是通过哲学把基督教和旧约联系起

来，为了表明基督教是源于犹太教。有时他们也会为了

被人接纳，而在某些基督教的教义上做出妥协。比如：

约翰一书中的做为“道”的基督可能被看成是“原理”，

而不是三位一体的神中的第二位。下面将着重提及三个

护教学家：塔提安（Tatian）、殉道士游士丁（Justin 
Martyr）和特土良（Tertullian），他们都是“信仰的捍

卫者”（见西 4：6 和彼前 3：15）。 

另一组作者是针对教会内部，通过对教义的辩论与异端

争战，他们被称为“辩道学家”（Polemicists）。下面

将介绍其中的三个：爱任纽（Irenaeus）、俄利根（Origin）
和迦太基的居普良（Cyprian）主教。这三人为信仰提供

了正确的论证（见犹 3）。 

4． 涉及的关键人物 

• 前面提到的罗马皇帝，从图雷真（Trajan）到刁克

理仙（Diocletian）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逼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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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和强制皇帝崇拜。 

• 护教学家（Apologists） 

塔提安（Tatian，约公元 110－172 年）是一个亚述

的学者，他曾在罗马从师于殉道士游士丁。大约在

公元 160 年，他写了一本“致希腊人书”，在文中

称希腊哲学是异教，他还写了一本“四福音合参”

（Diatessaron），在叙利亚的教会中被广泛使用。 

殉道士游士丁（Justine Martyr，约公元 100－160 年）

是二世纪 重要的基督教护教学家。他生于撒玛利

亚，并学习过希腊哲学。一个老人通过向他显明真

正的、生命的哲学是在圣经里而领他信主。后来，

他在罗马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学院，约在公元 150
年写了他的《第一护教词》（The First Apology），

上呈罗马皇帝。 

游士丁在他的著作中： 

 为基督徒的道德辩护 
 声明基督徒在那些控告他们的诽谤面前是无辜

的 
 认为基督教是希腊哲学和真理的真正的表达 
 为基督辩护，说他是永恒的“道”或“原理”，

正是希腊人所追求的。他称耶稣为“道”或许

有些降低了耶稣的位格性。 
 通过圣经经文建议说基督教向所有的人，包括

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提供了通向真理的

道路。 

殉道士游士丁因为他是基督徒而被罗马人审判，并

因他的信仰被砍头。 

特土良（Tertullian，公元 160－220 年）是西方拉丁

语教会的首要的护教学家和辩道学家。他生在迦太

基（今突尼斯），他是一位受过希腊文和拉丁文教

育的首屈一指的律师。他的《护教词》（Apology）
上书给罗马总督，争辩罗马人把包括自然灾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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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事情都归咎于基督徒是错误的。 

他以拉丁文写作，创造了很多神学用语，有些以后

在教会大公会议上引起争论。后来他加入了孟他奴

派（Montanist），但仍然发展出三位一体的早期表

述，并对主祷文和洗礼有著述。 

他严谨的学风，精彩的辩论和神学论证，为他赢得

了“拉丁神学之父”的称号。 

• 辩道学家（Polemicists） 

与护教学家一样，辩道学家力图： 

 为基督教争辩 
 与异教作斗争 
 确认教义信仰 

以下三个人是这一运动的榜样： 

爱任纽（ Irenaeus，二世纪末期）生在示每拿

（Smyrna），从师于坡旅甲（Polycarp）。大约在

公元 175－185 年，他是高卢（Gaul，今法国）里

昂城（Lyons）的主教，他 著名的作品或许就是

反异端（Agansit Heresies），其中他彻底地驳斥了

诺斯底主义。 

他写了一篇非常成熟的神学论著，强调了 

 基督完全是神，也完全是人，他完美地成就了

第一个亚当所做不到的事。 

 至少在基督教信仰方面应该有某种形式的“使

徒承传”（Apostolic succession），因为信仰是

从使徒教会传递下来的。 

 教会中的真理的规则（正典 Canon 一词的来

历），是解释经文的关键。 

 新约和旧约是同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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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福音正典。 

 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合一，以及神对历史的永

恒计划藉着基督而显明。 

爱任纽等人开始建立系统神学。 

俄利根（Origen，约公元 185－254 年）来自亚力山

大城，他在亚力山大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er）的神学院学习，并继任为院长。俄利根

也许称得上是那个时代 优秀的基督教作家、学者

和思想家了。 

俄利根编写了《六经合璧》（Hexapla），是六种不

同版本的圣经经文平行排列，他提倡三个层次的解

经系统——字义、道德意义、和寓意/灵意，后者被

用在揭示信仰的奥秘上。由于倡导灵意解经（找出

经文中隐藏、模糊和属灵的意义），他其实给基督

教帮了不少倒忙，读入经文没有讲的意思。 

他还写了一本神学巨著，名为《基要神学和圣经注

释》（First Principle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Bible）。
他试图表明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是一致的，但他却跌

倒在这问题上。他教导灵魂先在论和某种程度上的

普世得救论，都被教会拒绝了。俄利根在罗马人手

中殉道。他可以被称为系统神学之父。 

迦太基主教居普良（Bishop Cyprian of Carthage，公

元 200－258 年），居普良大力推崇主教的地位，

提倡“使徒承传”的错误教义。他认为只有他作为

主教才有权力决定是否重新接纳那些曾拜过该撒

的信徒。他教导教会是唯一的得救的途径，而他是

教会的代言人！ 

他还推广普世大公教会，其中罗马教会 重要，是

“教会之母”。权柄被授予教会的主教。居普良为

罗马天主教会中的使徒承传以及教皇作为 高权

威铺平了道路。 

5． 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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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公元 100－312 年所发生的事情，为以后 1200
年的教会历史奠定了基础！ 

• 当基督教成为非法时，持续不断的逼迫促使教会扩

展。 

• 忠贞持守信仰的人的命运是殉道。 

• 注重属灵的敬拜让位于形式和礼仪。 

• 主餐和洗礼蜕变为赐恩典的“得救的圣礼”。 

• 教会的权柄从会众手里转移到主教手中。 

• 因信基督得救被教会圣礼得救所替代。 

• 教会的组织机构替代了教会的属灵的活力。 

• 教会成为宗教组织，而不是属灵的有机体。 

• 异教社会的敌对导致了护教学著作的问世（为信仰

辩护）。 

• 教会内部的异端促使教会领袖们开始用系统的方

式写下信仰教义。 

• 这一时代为以下事物铺平了道路 

 罗马天主教会 
 大公会议和信经 
 正统神学的发展 

作业：将信仰（教义）编写成书的做法是利？是弊？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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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督教”罗马帝国时期 

  

公元 312 年 基督教——国家宗教 
罗马陷落 
神学成型 

 

公元 590年 

 
君士坦丁

大帝信主

教会大公会议 
信经 
教父 

教皇  

贵格利

一世 

 

• 公元 312 年，君士坦丁大帝信主 
•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 教会信经 
• 教会大公会议――神学辩论 

〖基督的神学和人性〗 
三位一体 

 尼西亚 
 君士坦丁堡 

 以弗所 
 迦克顿 

• 修道院运动 
• 东方教会（拜占庭）和西方教会（罗马） 
• 教父的黄金时代 
• 利奥一世，第一个非正式的“教皇” 
• 亚他那修 
• 屈所多模 
• 耶柔米 
• 奥古斯丁 
• 查士丁尼一世 
• 蛮族入侵 
• 罗马陷落 

主要背景经文 

太 22：15－22 
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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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督教”罗马帝国时期 公元 312－590 年 

[教会大公会议，信经，基督教成为国教] 

这时期的教会历史的特征是：  

• 在公元 312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信主。 
• 基督教被正式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 教会与国家联合（政教合一）。 
• 教会信经的发展。 
• 在大公会议上解决神学的辩论。 
• 旧罗马帝国衰落，来自欧洲和亚洲的蛮族入侵。 
• 修道运动的兴起：修道士们纷纷搬入修道院，以持守纯

正的信仰，不受教会组织的世俗化和腐败的影响。 
• 罗马主教被立为西方教会之首（教皇）。 
• 罗马的西方教会和君士坦丁堡的东方教会开始分裂。 

这一时期的发展给教会带来了长达 1000 年的灾祸！ 

1． 主要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 罗马开始由盛转衰时，仍没有能够摧毁基督教，无

论它怎样严厉地，甚至有时在全帝国范围内迫害基

督教。公元 311 年加列流（Galerius）驾崩时，本来

已经分裂的帝国中又掀起争霸战争。 

公元 312 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声称他得到

神的帮助，在异象中看见一个十字架，上有“以此

为记得胜”的字样，夺得了王位，并公开倡导基督

教。 

基督教被正式承认为皇帝的信仰，得到了很多的特

权和优待。公元 330 年，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

首都建于君士坦丁堡，1600 年后，成为土耳其帝国

的首都，今称伊斯坦布尔。 

• 教会和政府不可分割地混为一体，因为君士坦丁控

制教会领袖不亚于他对政府官员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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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 380 年，在皇帝狄奥多修（Theodosius ）的治

下，基督教被正式定为帝国的国教，所有的信徒都

被称为“大公教会基督徒”（Catholic Christians）。 

• 四世纪早期的教会与政府“联姻”可能有政治动机

在背后，君士坦丁和狄奥多修都把基督教视为统一

帝国和支撑其动摇的根基的手段。尽管如此，基督

教殉道者的见证、道德高尚的生活、坚固的家庭和

基督徒彼此的爱心终于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罗马帝国在政治和宗教上一分为二，西罗马帝国以

罗马为中心，信罗马（西方）版本的基督教，而东

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信东方（希腊东正

教）版本的基督教。 

• 因为皇帝住在君士坦丁堡，所以罗马的主教在宗教

上的重要地位之外，还增添了政治权力。 

• 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在几个世纪中

没有变动，除了受到伊斯兰教的巨大冲击之外。 

• 拜占庭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是在公元 527-565 年查

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的统治时期。拜占庭的艺

术和文化是罗马法、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融合。查

士丁尼把国家视为神在世上的工具。他订立了新的

罗马法典，提倡艺术和文化，建造了宏伟的大教堂。

他还击溃了北非的汪达尔人（Vandals）和在意大利

的哥特人（Goths），查士丁尼为东方的尼西亚信经

（Nicean）正统信仰辩护，甚至关闭了一些希腊哲

学学院。教会的身份溶化在由政府管理的“基督教”

社会中。 

• 西罗马帝国可不走运，因为她先后被来自欧洲和亚

洲的蛮族一遍遍地蹂躏。公元 410 年，罗马被哥特

人洗劫，他们在罗马帝国各地居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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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亚洲的蒙古人部落在匈奴人阿提拉（Attilla the 
Hun）的率领下，威胁要摧毁罗马。公元 452 年，

罗马主教利奥（Leo）代表皇帝与阿提拉谈判，暂

时保全了罗马。利奥的政治和宗教才能很快得到了

公认。 

公元 455 年，汪达尔人（Vandals）侵入罗马，杀死

了皇帝马克西姆（Maximus）。利奥再次插手，乞

求怜悯。 后虽然罗马被洗劫，许多宗教场所被摧

毁，但罗马城却没有被焚毁。 

• 到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在遭到日耳曼

（Germanic）蛮族入侵时，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

西罗马的 后一个皇帝死了。尽管日耳曼人入侵者

终被帝国的人民同化，但是罗马帝国的辉煌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 

• 罗马帝国所遗留的文化是一个罗马、希腊、基督教

和蛮族文化的混合体。 

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这时期主要的宗教发展可以概括如下： 

• 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我们已经注意到，基督教会分裂成两个非常不同的

集团——西方教会以罗马主教为首，而东方的教会

是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为首。东方教会在一些主要

城市有主教，如君士坦丁堡、亚力山大城、迦太基、

希坡、安提阿、耶路撒冷和以弗所。一系列教义和

实践上的分歧 终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永久分裂。

在西方教会中，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罗马主教分庭

抗礼，与此相反，东方教会中却没有一个有控制和

权威的主教。 

• 蛮族入侵者被基督化 

可以为教会记功的是：西方教会向蛮族入侵者有效

地传讲福音，传教活动十分活跃， 远到达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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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东方，福音从亚力山大城这样的基督教中心传

向非洲部分地区，包括埃塞俄比亚。 

然而，伴随着大批民众皈依基督教，各种异教的活

动和思潮也涌入教会。 缺乏的是对这些新信徒在

圣经原则和真理上的教导和训练。 

许多异教的首领因为娶了基督徒妇女为妻而改信

基督教，其中之一是克洛维（Clovis, 公元 481-511），
他是北高卢（法国）的法兰克人（Franks）的首领，

他的妻子是基督徒，将他引向基督，神在他身上工

作，使得他在一次战役中寻求真神，而不是日耳曼

假神的帮助。不仅他得救了，而且他全部落的人也

都受了洗礼，从而被“基督化”了。这类全部落的

“改教”行为衍生出严重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必

须凭信心接受基督。 

• 西方教会中教皇被升为至尊 

在罗马教皇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众多的政治和宗教

因素已曾提及。从公元 313 年开始，罗马主教被认

定是特殊的，尽管不是至尊的，罗马被看作是彼得

所建立的具有 高使徒权柄的教会，并把对太 16：
13-18 节的错误解释当作教皇至尊和使徒承传的依

据。 

当罗马帝国的首都东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主

教的宗教和政治地位都得到增强，因为再也没有其

他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并且罗马主教比东方的教会

更能持守教义立场，而大多数的异端却在东方兴

起。 

而且，罗马主教还在那些在全帝国各处宣教的修道

士当中找到了忠心的跟随者。 

在这段时期，罗马教会中还出现了一些强有力的主

教，包括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 公元

330-395），奥古斯丁曾一度是他的属下；还有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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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一世（Damascus I，公元 366-384），他命令耶柔

米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拉丁通俗译本”）。 

是罗马主教利奥（Leo，公元 440－461 年）首次使

用非正式的“教皇”头衔，是“伟大”的意思。利

奥的政治谈判艺术，尤其是他与匈奴人阿提拉以及

其他蛮族领袖的成功议和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宗教

社会中的威望。到贵格利一世（Gregory I，公元 590
年即位）的时候，教皇制度已经水到渠成，所缺的

只是正式封号而已。 

作业：哪些政治和宗教的因素促成教会中主教权力的增加，以

及后来的教皇制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正规礼仪的发展 

随着罗马主教的地位日益上升，教会的敬拜礼仪也

有显著的发展： 

 礼仪变得更加复杂和形式化，尤其是与圣餐和

洗礼有关的。 

 只有主教允准的神甫（神职人员）才可以主持

圣礼。 

 神职人员的地位高于会众。 

 为了让刚刚从异教皈依的新信徒看见基督教的

物证，尊崇圣物（画像、雕像等）似乎显得合

情合理。 

 耶稣的母亲马利亚被推崇，近乎被神化。 

 祷告要通过殉道的圣徒才能到达神的面前，他

们的墓地成为圣地。 

 教堂建筑越来越华丽，却透着属灵的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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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仅仅掌握在神职人员的手里。 

• 修道主义运动 

修道主义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神的民追求： 

 与神有更纯洁、更高的交通。 
 把自己从教会内外所存在的罪恶、试探、世俗

和异教活动中分离出来。 
 使自己脱离肉体的享乐。 
 逃避形式化和冰冷的教会崇拜仪式。 

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安东尼（Anthony，251-356）
是从东方教会兴起的修道主义的创始人。 

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约公元 330
－379 年）是使得群体修道主义被广泛接受和吸引

人的那一位，他提倡温和的禁欲主义（克制肉体享

乐）、劳苦作工、祷告、读经和行善。 

亚他那修（Athanasius，约公元 330-379 年）可能是

因为从亚力山大去朝圣，结果把修道主义带到西方

的人。真正开始修道运动和修士组织的是努西亚的

本尼狄克/圣本笃（Benedict of Nursia，公元 480-542

年），他写了本笃会（The Benedictine order）会规。

他在罗马附近创建了卡西诺山修道院（Monte 
Cassino)，一直存留到 1940 年！修道主义是对冷漠

形式化敬拜和在罗马猖獗的罪恶生活的抗争，它推

广到整个西欧社会。 

本尼狄克提倡： 

 自给自足的修道主义 

 有组织的生活模式 

 读经 

 工作 

 敬拜 

 控制饮食 

 贫穷、施舍和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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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修道士这种出世的做法没有圣经根据，但他们

为此后 1000 年的教会，尤其是在中世纪的黑暗时

代，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修道院积极的方面： 

 维持了学术和教育的活力。 

 保存了许多经典（希腊文）著作和拉丁文学，

包括早期教父的作品。 

 提倡属灵的操练和圣洁的生活方式。 

 在中世纪掀起热切传教运动。 

 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和照顾。 

修道主义的消极影响有： 

 经常在部族或民族的首领接受基督教之后，在

福音没有完全地解释清楚之前，就率领全部落

或民族归主并受洗。 

 导致许多有能力、有前途、教会亟需的领袖变

成与世隔绝的修道士。 

 贬低性欲，推崇独身，基督徒的婚姻和家庭为

此付上代价。 

 鼓励属灵的骄傲。 

 拉远了平信徒与特殊信徒，如修士之间的距离。 

作业：修道运动的出现有什么理由（参约 15：18-19；17：
13-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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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公元 312－590 年这段时期有两方面向负面的发展：一

方面教会的敬拜方式推行形式化和“使人得救的圣礼”；

另一方面在教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主教占据

了没有圣经依据的头衔和地位，神职人员和平信徒被分

离，创立了等级性的权威和制度。 

但在神学和教义上，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正面发展。 

两个主要因素促使这个时代的教义形成： 

1) 在关乎基督的本质、位格和事工与三位一体方面出

现了严重的错误的异端教导。 

2) 当基督教成为国教，有必要建立一套基督教的共同

的教义体系。 

教会的大公会议（Church Councils）被召集：为达成对

基督教“正统”（Orthodox）信仰体系的共识，教会领

袖被召集来，为各自不同的神学观点进行陈说和辩护。

在开会过程中，制定了“信经”（Creeds），在教会中

应用。“正统”是指合乎公认的标准，并且被普遍相信

的观点。 

下面着重讲述五个主要的教会大公会议：公元 325 年的

尼西亚（Nicea）会议，公元 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会议，公元 431 年的以弗所（Ephesus）
会议，公元 451 年的迦克敦（Chalcedon）会议和公元

397 年的迦太基（Carthage）会议。 

有趣的是，几乎所有教义争端都集中在罗马帝国东部，

西部的正统信仰被罗马主教很好地控制，也得到了特土

良等西部的伟大神学家的解释。 

尼西亚会议——公元 325 年 

背景：由君士坦丁皇帝召开，解决一些公开的、尖锐的

争端。东方出席会议的有 200 至 300 位主教，而西方的

主教出席的只有寥寥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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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在三位一体中，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与父神之间的

关系——即基督与神的本质和本性是否相同。 

谬误：基督不是永在的，而是被造物，他有“神性”

（divine），却不完全是神――即基督不是真正的神。

评论：为了维护一神论，反对多神论，这个谬论否定了

基督的完全的神性。 

异端主要领袖：亚流（Arius，亚力山大城的长老）。 

正统主要领袖：亚他那修（Athanasius，295－373 年，

亚力山大城的主教）。 

定论：基督是永在的，与父神有相同本质，但位格有别。 

宣告基督完全是神 

评论：东方教会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教会

和政府的联系过于紧密，教会总是被政府所辖制。 

君士坦丁堡会议——公元 381 年 

背景：争议是关于基督的人和神的本质，基督的人性和

圣灵的神性，因此再一次在东方召开大公会议。 

议题：基督完全是人吗？圣灵完全是神吗？ 

谬误：亚波利那流（Apollinarius）主张，基督有人的身

体和魂，和神的灵――即基督不完全是人。 

异端主要领袖：亚波利那流（Apollinarius，老底嘉主教）。 

正统主要领袖：提奥多修一世（Theodosius I）。 

定论：   宣告了基督有完全的人性。 
• 拒绝了圣灵不完全是神的观点。 
• 确认了公元 325 年尼西亚会议的结论。 
• 采用了尼西亚信经，沿用至今。 

宣告基督完全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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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会议——公元 431 年 

背景：基督的两个本质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教义争端的要

点，此次大公会议有 60 多位主教参加，开始的时候罗

马和叙利亚没有人来。 

议题：基督是否是全神全人，完美结合在一个位格当

中？ 

谬误：聂斯托留（Nestorius）主张基督是一个载有神的

形象的完美的人（是一个神的载体）――即基督不是完

全的神，否定神人二性的合一。 

异端主要领袖：聂斯托留（Nestorius，公元 381―452
年），一个君士坦丁堡的修士。 

正统主要领袖：居锐利（Cyril），亚力山大城的主教（公

元 412―444）。 

定论：   基督是全神全人，两个本质，一个位格。 
• 宣告马利亚是“上帝之母”。 
• 把伯拉纠（Pelagius）的观点定为异端；伯

拉纠否定人的全面败坏，过分强调人在得

救中的主动性。 

宣告基督是全神全人 

迦克敦会议——公元 451 年 

背景：关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两种本质之间的关系仍有

遗留的争端，此次重要大公会议给出了 终定论。 

议题：当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结合时发生什么？ 

谬误：基督的人性被其神性所掩盖，所以基督的神人二

性被统一在一个神性之中（即基督不是真正的人）。 

异端主要领袖：优提克斯（Eutyches，公元 378―454
年），一个君士坦丁堡的修士。评论：为了反对聂斯托

留的否认基督完全是神的异端教导，优提克斯过分强调

了基督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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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主要领袖：罗马主教利奥一世（Leo I, 第一个“教

皇”）。 

定论：会议持守基督是神人两性合一（hypostatic union），
即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他的神性和人性永远不

可分割（而不混淆）地体现在一个位格中。 

宣告基督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中合一 

从那时起，迦克敦宣言就成为基督教正统信仰的声明。 

迦太基会议——公元 397 年 

迦太基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公开了已经被确认的新约

27 卷的名单（正典）。在公元 367 年，亚他那修就在

一封信中列出了这些正典的书卷名单，但那不是正式公

认，甚至到了公元 300 年，有些书卷仍是存有疑问的（启

示录，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和三书，犹大书）。 

同样重要的是，会议正式地把重要、但不是圣灵所默示

的书排除在外，如黑马牧人书和十二使徒遗训，这样，

新约正典终于在四世纪结束的时候被 终确定。 

作业：这些大公会议的结果是好？是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的信经 

在这时期，通过这些教会大公会议的工作，许多公认的

信经和信仰声明发展出来。 

四个主要的信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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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

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

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

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神圣父的右手；将来

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

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这大概是 早的信经，不过直到五世纪末期才正式形

成。在西方教会中被广泛使用，包括天主教和更正教。

一些教会省略这句“降在阴间”，其根据似乎是错误地

解释弗 4：7-10 和彼前 3：18-20 的经文。有些新约书

信也记录了早期教会的信经，如： 

提前 1：17 

提前 3：16 

腓 2：6-11 

尼西亚信经（公元 325 年）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

物的主。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

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

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

借着他造的； 

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

女马利亚成肉身，而为人；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

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

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 

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

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我信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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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我认使罪得赦的独一洗礼；

我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生命。阿们！ 

这信经是在公元 325 年尼西亚大公会议所采用的，并在

公元 381 年君士坦丁堡修订并采用的。在东西方教会中

都得到了广泛的接纳，尽管双方都根据其神学的观点作

了细微的修改。 

迦克敦信经（公元 451 年） 

耶稣的位格 

耶稣基督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完全的神性和

完全的人性，不能分开（不相混乱），永恒地会合

于一个位格。 

它被公认为对基督神人二性在同一位格中合一的正统

信经。 

亚他那修信经 

这篇很长的声明几乎是论述三位一体的博士论文，这里

节选的部分是对三位一体 简单的正统陈述： 

“我等敬拜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其位不

紊，其体不分。”（我们敬拜一个神，有三个位格，

而三位本质合一；既不混淆位格，也不分割本质。） 

作业：每次大公会议的基本神学争端是什么？为何如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神学争议 

这时期还有另外两个争论激烈的神学问题值得一提，都

是关于得救和人的本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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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是伯拉纠（Pelagius, 

公元 360-420 年）所提出的关于人性和得救的宣告的看

法，他是英国的修士，旅行到罗马和北非传播他的观点。 

伯拉纠不相信人是全面堕落的，其错误教导是： 

• 罪性不是从亚当继承而来。 
• 每个人都是绝对自由的道德作用者（moral agent），

可以选择犯罪或不犯罪，得救或不得救。 
• 死亡不是亚当犯罪的后果。 
• 人的得救是单单藉着运用个人信心，不重视神的

（通过恩典的）工作。 
• 人在得救之后可以活得没有罪，也没有圣灵的参

与。 
• 人是道德败坏了，而不是全面堕落了。 

伯拉纠的观点遭到希坡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bishop 
of Hippo）的坚决反对，在 431 年的以弗所大会上被定

为异端。 

但是，关于在救赎中神的恩典的作为，以及人的信心和

意志的参与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未解决的难题。 

多纳徒主义（Donatism）——始于奥古斯丁之前 100 年

由迦太基的主教多纳徒（Donatus，公元 313-355 年）发

起的一场运动。他相信救恩只可能发生在真教会中。那

些崇拜过皇帝或让别人烧毁过他们的圣经的基督徒是

背道者。若一个主教参加过此类活动，他就不再有资格

主持圣礼，因他们的罪使他们不再属于真教会。多纳徒

坚称，圣礼的功效取决于神职人员的属灵状况。他们还

要求所有背道者与教会分离，不许返回。多纳徒倡导“全

纯的”教会，仅仅接纳那些合乎道德标准的人——按他

的标准。 

奥古斯丁坚定地为教会是一个混合体辩护——包括属

灵的和属肉体的基督徒。神的救恩的作为既不依赖教

会，也不依赖神职人员的道德状况。多纳徒主义在今天

依然以某些修改过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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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正统教义的信经和解决有争议的教义问题对教会

是极其重要的。但另一种危险就是：人相信正确的教义

却行不出来。正确的教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正确的行

为。 

4． 涉及的关键人物 

前面已经提到了这时期的许多杰出的教会人物，但还有

几个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值得特别一提。公元 312-590 年

被称为教父和讲道家的“黄金时代”。 

尤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约公元 263－339 年） 

尤西比乌在公元 314 年成为该撒利亚（Caesarea）主教，

参与过尼西亚会议，在会上试图调和亚流和亚他那修的

立场。他还是君士坦丁皇帝的顾问。 

尤西比乌被称作教会历史之父，因他写了“教会历史”

（从使徒时期到公元 324 年的教会历史综览）。我们所

知的早期教会的事和早期教父的作品许多都是因他存

留的。 

亚他那修（Athanasius，约公元 296－373 年） 

亚他那修主要在埃及的亚力山大城事奉，在公元 328 年

成为该城主教，他是尼西亚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为发展

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为了抵挡亚

流派，亚他那修被多次逼迫和放逐。他是一个博学、有

口才的正统基督教的代言人。 

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公元 347－407 年） 

屈梭多模被称为“金口”讲道家，生于安提阿，主修法

律和希腊文学。公元 369 年，他成为修士，并终生苦修。

公元 386 年他在安提阿被按立，提供了精彩的主日讲

道，直到公元 398 年他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他运用字

义解经，并结合灵意和道德的应用。不过当他传讲的真

理得罪了他的会众——富有而荒淫的上层阶级时，他多

次遭到流放。 

耶柔米（Jerome，公元 345－4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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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柔米生在意大利，在罗马学习，在安提阿过修士的生

活。公元 382 年，他成为罗马主教大马色一世（Damasus 
I）的秘书，在主教的坚持下，耶柔米于公元 405 年将

整部圣经翻译为拉丁文“武加大译本”，成为自他之后

近 1000 年的基督教标准圣经版本，直至近年，仍是罗

马天主教的圣经。作为一个仔细的学者和学生，他参照

了所有存在的圣经版本和译本，包括希腊的七十士译本

和俄立根的六经合璧版本。他也写作了大量的释经书

卷，和与俄立根、伯拉纠、奥古斯丁的神学问题的辩论。 

狄奥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公元 350－428 年） 

狄奥多原是安提阿教会长老，后来约在公元 390 年成为

基利家省（Celicia）摩普绥提亚城（Mopsuestia）的主

教。他的 大贡献是探索和建立了圣经释意学（biblical 
exegesis，以读出圣经本意——而不是在圣经中寻找对

自己观点的支持为目的的释经学）。他没有采用当时盛

行的象征性或寓意/灵意的解经系统，而是采用字义解

经的方法，注重经文本身，并与背景结合，以求达到正

确的意思，也就是原作者本来想要传递的意思。 

奥古斯丁（Augustine，公元 354－430 年） 

奥古斯丁约在公元 354 年生于北非，于 386 年在自家花

园里为生命的空虚默想时转信基督，罗马书 13：13-14
给了他所渴求的启示光照。他离弃了自己罪恶的生活方

式，回到迦太基，受圣职，396 年成为希坡（Hippo）
城主教。 

多数人认为奥古斯丁是 伟大的教父，他写了 100 多本

书和 500 多篇讲道。他因以下身份著名：伟大的 

• 讲道家 
• 教会的管理者 
• 历史学家 
• 神学家 
• 哲学家 
• 宗教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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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读他的心历路程的忏悔录仍受益非浅。奥古斯

丁还写了神学专著和有关释经原则的著作，他提倡“信

心类比”（analogy of faith），既：对一段经文的解释

必须与整部圣经的教导和谐一致。但他仍然倾向象征性

和灵意/寓意的解经。 

奥古斯丁 伟大的著作应该是《上帝之城》，一部基督

教历史哲学著作，被公元 410 年左右的罗马城惨遭洗劫

的事件促成。奥古斯丁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看到神主权

的手在工作，历史的演进是线性的，而不是循环往复的。 

奥古斯丁对伯拉纠等人的异端邪说的抵挡是可敬的，但

他过分强调了教会和圣礼的价值，他还助长了“炼狱”

的观念，他对预言的观点类似后千禧年派，认为教会把

神的国度带到地上。 

不过，他所坚持的以下观念： 

• 人是完全有罪 
• 得救是单单藉着信心，基于神的恩典 

这些都为 1000 年后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 

有人甚至认为奥古斯丁是从保罗的时代到马丁路德的

时代之间 伟大的基督徒领袖。 

教会历史中的三次神学大发展时期是以下面三个人为

中心的： 

 保罗和新约时代（公元 33-100 年） 
 奥古斯丁，大公会议与信经（公元 312-590 年） 
 路德和宗教改革（公元 1517-1648 年） 

查士丁尼（Justinian，公元 527-565 年） 

查士丁尼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 伟大的皇帝，东方教会

在他的统治期间蓬勃发展。 

5． 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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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教改革时代之外，也许就数这段时期的教会历史

的影响力 深远长久了。教会在以下几方面受到影响

是： 

• 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时，教会和国家成为

不可分割的混合体。 

• 面对异端和教义争端，教会的大公会议和信经确定

了基督教的正统神学教义。 

• 建立罗马主教作为教皇的首要地位， 终导致了罗

马天主教和滥用教会权力的出现。 

• 随着越来越正规的崇拜礼仪，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

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 修道运动成为在黑暗的时代保存基督教的一个不

完美的方式。 

• 基督教“大公”教会开始分为东西方两个教会分支，

保证了教会将来会出现重大分裂。 

• 大量发展的基督教文学一直影响至今。 

作业：这段时期 重要的发展是什么？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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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世纪教会时期 

  

公元 590 年 西方教会有罗马教皇 
伊斯兰教入侵东方 

 

公元 800年

 
教皇  

贵格利一

世 

 
 

教会参与传教 

查理曼 

第一个 

神圣罗马

皇帝 

 

• 贵格利一世——第一任教皇 

• 伊斯兰教的兴起 

• 伊斯兰教的入侵 

• 罗马天主教神学的正规化 

• 传教士面向欧洲 

• “圣物”崇拜的争议 

• 第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曼）使政教合一 

主要背景经文 

出 20：4 
林前 3：4-8 

 

80  

5. 中世纪教会时期  公元 590-800 年 

[教皇在西部——穆斯林在东部；教会通过宣教向外扩展] 

教会历史的一个长阶段（公元 590-1517 年）可能是 被人

误解的，被许多学者称为“黑暗时期”或基督教中世纪。它

被许多教会历史学家看成是一个漫长的阶段。 

但是，这一期间，教会内外的各种巨大力量正在共同作用，

塑造现代历史——而基督教处于一切的中心！ 

公元 590-1517 年这段教会历史时期的特征如下： 

• 教会使北欧和西欧的条顿人（Teutonic，日耳曼人）入

侵者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 穆斯林铁蹄在公元 7 世纪和 8 世纪侵入东罗马帝国。 
• 公元 800 年左右，在欧洲的查理曼领导下，教会与国家

政权形成联盟，称作神圣罗马帝国。 
• “圣像”（Icon） 崇拜的争论，在东部尤其激烈。 
• 公元 1054 年，以罗马为首的西方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

为首的东正教会彻底地、不可逆转地分裂。 
• 十字军向圣地东征。 
• 教皇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和政治领袖，罗马天主教的

权力高升。 
• 封建主义（feudalism）在欧洲兴起。 
• 罗马天主教神学和实践的全面发展与衰败。 
•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与学术研究的复苏 
• 在罗马天主教内部的意义重大却是徒劳的改革尝试。 

在这个时期内，实际上不可能把政治和宗教运动分离开来，

因为它们交织在一起。在这将近 1000 年里的发展也是极其

复杂琐碎，超出了本课程的范围。本课程的重点在于总结重

要的事态发展及其对东西方教会的影响，并将其再划分为 4
个时期： 

这个漫长的时期被再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 590-800 年      中世纪教会时期 
• 800-1054 年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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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1305 年    十字军时期 
• 1305-1517 年    文艺复兴和民族国家兴起时期 

注意：许多学者和教会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教会历史时期

为公元 590-1517 年，但是出于交流和理解的方便， 好是

将其再划分为 4 个时期。 

5.  中世纪教会时期  公元 590-800 年 

1.  主要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在西方 

• 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是公元 590 年，那年“大”贵

格利一世（Gregory I, “the Great”）成为罗马主教，

如教皇般行使权能，尽管没有使用这个头衔。 

贵格利 大的贡献集中在： 

 无论从宗教还是从政治的意义上增加了罗马主

教的权力、名望、田产和财富。贵格利的影响

遍及高卢（Gaul 法国）、西班牙、英国、非洲

和意大利。 

 通过修道士在北欧和西欧和英国群岛发起的伟

大的宣教活动，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带给了条

顿族居民。 

 写下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塑造了罗马天主教

神学。 

• 贵格利成为主教后不久，意大利就受到隆巴底人

（Lombards）的入侵，隆巴底人属日耳曼民族，大

多数人早已信奉亚流派基督教，该教派否认基督完

全的神性。贵格利努力缔结了一项被双方接受的和

平条约，多年后，隆巴底人转向正统基督教，但仍

控制着宗教和政治舞台。罗马主教们开始寻求一个

强有力的联盟以摆脱隆巴底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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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Franks）——曾在克洛维（Clovis，公元

466-510 年）统治下被基督化——在教皇看来是

合逻辑的选择。在克洛维死后，他的儿子们没能保

持控制，法兰克王国被分成许多被宫廷总管

（mayor）控制的小国（mayoral states），直到公元

687 年左右，赫里斯塔尔的丕平（Pepin of Heristal）
控制了法兰克帝国。 

公元 714 年，查理 马特尔（Charles Martel，或“铁

锤查理”）开始掌权，并在政治、宗教和军事方面

扮演重要角色。公元 732 年，他在都尔之役（Battle 
of Tours）打败了入侵西方的穆斯林，为基督教救回

了西班牙和西欧，穆斯林在征服北非和中东之后，

曾掉头向西想要征服欧洲。 

大丕平（Pepin the Great）继任了查理马特尔，公元

751 年他自称为王。罗马教皇求助他反对隆巴底人。

一个奇特的联盟形成了，一位前往德国宣教的英国

修士，大主教波尼法修（Archbishop Boniface）给

丕平加冕为王。  

丕平答应了教皇的请求，并在公元 754 年和 756 年

率领军队征讨隆巴底人，在 754 年，丕平将意大利

中部的土地捐给教皇，此举成为以后教皇国（papal 
state）的基础。 

公元 768 年，丕平的儿子，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查理曼（Charlemagne），成为法兰克人国

王。查理曼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颇有建树，他将法

兰克帝国的边界一直扩张到整个法国、德国的大部

分地区，南及意大利的罗马。 

公元 799 年，当教皇利奥三世（Leo III，公元 795-816
年）受到敌对派系的威胁时，他向查理曼寻求保护，

查理曼应邀来到罗马。在公元 800 年的圣诞节，教

皇利奥加冕查理曼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虽然这

次联合表面上象一次“婚姻”，实际上，它成为教

皇和国王之间无休止的权力争执。以后数个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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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问题成为：到底是教会控制国家，还是国家

控制教会。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查理曼采用奥古斯丁的《上帝

之城》的思想；一个普世的基督教大公教会与一个

复兴的罗马政府联合形成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宗教

和世俗的联合是如此紧密，无法分割开来。直到

1806 年，这个概念主宰欧洲并影响西方文明与教会

达 1000 年之久。 

因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出现，公元 800 年确实举足轻

重。 

作业：将政治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想法

是否符合圣经？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东部 

• 在这一历史时期，基督教在东部的统治地位开始衰

退，尽管直到公元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控

制时才终于消亡。其没落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和军事

方面的，但教会缺少宣教，传福音和门徒培训也是

重要原因。 

• 伊斯兰教（回教，穆斯林的宗教）的创建人是一位

来自阿拉伯的牧养骆驼的贝督因人（Bedouin, 游牧

者）部落成员穆罕默德（Muhammad, 约公元

570-632 年），他接触过基督教和犹太教。基于一

个他自称从上帝而来的异象和启示，他开始了一场

影响至今的宗教运动。他赞同一神论并反对多神论

和偶像崇拜，宣称“安拉”（Allah, “The God”）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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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真神。到公元 630 年，穆罕默德德运动已经

强大到足以征服沙特阿拉伯的麦加，那里从此成为

伊斯兰教的中心和圣地。 

穆罕默德死于公元 632 年，但这以后的 100 年中，

穆斯林积蓄了难以置信的宗教和政治力量，这种势

头直到公元 732 年的都尔之役（Battle of Tour）才

停下来，在都尔，查理马特尔打败了通过西班牙入

侵欧洲的穆斯林。 

到了公元 650 年，伊斯兰教已征服了叙利亚、巴勒

斯坦（以色列）、埃及、北非和波斯。 

穆斯林取道地中海北岸向西方的扩张，于公元 717
和 718 年暂时被阻止在君士坦丁堡。当时，东罗马

帝国在“叙利亚人”利奥三世（Leo III the Isaurian）
的领导下，成功地击退了穆斯林。 

穆斯林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带来极大的宗教后

果，因为战败方的人民被迫： 

 接受伊斯兰教 
 进贡 
 否则死刑 

• 公元 750 年左右，穆斯林进攻的势头减弱，但它却

建立了一套精巧的以巴格达（伊拉克）为中心的阿

拉伯文明。这种文明受到希腊哲学，包括亚里斯多

德理论的深刻影响，并经由阿拉伯人占领的西班牙

传入欧洲。 

• 按照他们的观点，伊斯兰所发起的战争是真正的宗

教战争，因为他们在执行“安拉”的旨意。 

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在西方 

• 主要是通过贵格利一世及他的追随者的努力，教皇

作为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至高地位得以稳固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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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贵格利的统治下，罗马主教被认为是“众教

会之首”。 

在贵格利一世领导下 

 罗马教会开始得到大量土地所有权和控制权。 
 修道运动得到教皇的正式认可。 
 通过他的作品，罗马天主教神学形成。 

他错误地教导说： 

 人是有罪的，但是人可以通过善行与上帝

的恩典合作。 

 洗礼是一种“拯救圣礼”，能带来对人直

到那时所犯的一切罪的赦免。 

 受洗之后，罪必须通过每个人的告解

（penance，悔改，认罪和积攒功德的善行，

包括施舍、牺牲和受苦）才得赦免，否则

就要面临神的处罚，罪越大，作出的告解

也要越大。 

 罪人可以向信仰中的守护圣徒（patron 
saints）祷告，请求帮助和为罪代祷。 

 圣徒遗物（holy relics，圣徒和殉道者的用

品、衣物、头发）具有奇异的神力。 

 如果在今生告解不足，圣徒死后，在进入

天堂之前，必须经过炼狱（purgatory）阶

段清偿罪。 

 主的晚餐（“圣餐”Eucharist，或弥撒 Mass）
也是一种“拯救圣礼”，可藉此除掉参加

者的罪，也可以提供给在炼狱里的圣徒。 

 作“弥撒”仪式时，神甫手中的饼和葡萄

汁真的会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这种错误

观念就是那时开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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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天主教教义——尽管其中大多数是错误

的，在贵格利一世的手下几乎完全形成。 

作业：这时期的罗马天主教神学揭示出什么样的个人属灵生

命和大多数会众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从积极的方面看，从贵格利开始，贯穿该历史时期，有

多次重要的宣教活动。 

对英格兰的宣教 

公元 596 年，教皇贵格利差派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一位本笃会修士，与另外 40
名宣教士一起，去英格兰传福音给失丧者。 

公元 664 年，在维特比公会上（The Synod of Whitby），

罗马天主教被宣布为英格兰的国教。 

公元 729 年，一位名为温福利（Winfrid，教名波尼法修

Boniface）的忠于教皇的英格兰修士，被贵格利二世差

往德国宣教，此举为后来法兰克帝国与罗马教皇的联合

铺平了道路。波尼法修于公元 754 年在荷兰宣教时殉

道。 

在爱尔兰的宣教 

一位来自英格兰的名叫帕垂克（Patrick）的基督徒被爱

尔兰强盗抓住，帕垂克逃脱出来，去了法国，在一所修

道院学习。五世纪初，他从那里返回爱尔兰宣教，那里

居住的是凯尔特人（Celtic）。 

在苏格兰的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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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为科伦巴（Columba）的爱尔兰修士在五世纪末

叶将福音传给苏格兰。 

在欧洲的宣教 

主要是通过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Celtic）修士

的努力，福音在这个时期被传给欧洲许多地区，包括德

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一位宣教士领袖是哥伦

巴奴（Columbanus，公元 543-615 年）。 

 随着这些宣教的修士把福音传开，同时也建立了一

个强大的支持罗马天主教和忠于教皇的网络。 

 另外，在这一时期，很多人誊写和保存了有价值的

圣经手抄本。 

 在大不列颠群岛，凯尔特人（Celtic）特色的基督教

与罗马天主教型的基督教注定发生冲突，至今仍是

如此。 

在德国的宣教 

波尼法修（Boniface，又名温福利 Winfrid，公元 680-754
年）将福音传给现今德国版图的大部分地区。 

在荷兰的宣教 

卫福利（Wilfrid，公元 634-709 年），来自英格兰的一

位教会人员，将福音传给荷兰一部分地区，卫利伯

（Willibrord，公元 658-679 年）很快接续了他的工作。 

在西班牙的宣教 

在西班牙，主要的威胁是亚流派基督教，这一教派在公

元 589 年的托莱多（Toledo）大公会议上受到否决。这

次会议在西班牙确立了正统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它

也修改了尼西亚信经，以表明圣灵的双重出处：既从

“父”也从“子”而出。。东正教会使用的是初版尼西

亚信经（圣灵单从父而出），西方天主教和更正教会使

用的是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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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 

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罗马帝国，其宗教发展集中在抵

抗穆斯林入侵上，宣教工作极为有限。 

• 东部教会因穆斯林的的影响非常严重地削弱： 

 北非基督教会消失了。 
 埃及沦陷给伊斯兰教。 
 圣地沦陷给伊斯兰教。 
 对穆斯林的宣教甚少并极其无效。 
 教会成员极少得到教导和培训。 

• 在东部，彼此不和的主教们失去了权力，没有一个

主教能代表教会说话。 

• 此期间，只有君士坦丁堡保持强大。 

• 公元 787 年 后一次（第七次）教会大公会议在尼

西亚召开，主要是为了解决“反圣像争论”(Icon- 

oclastic controversy)，议题是：在敬拜中使用

圣像（Icon，宗教图象）是否合宜。会议的结论是：

“是”。基督或其他人的图象用于“崇敬”

（veneration，极其敬重和尊重）的目的是可以的，

但是这场争论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圣像”的意思

是（人造的）形象或图像。 

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 这个时期既影响了东方也影响了西方的主要教义

争论，就是反圣像的争论。 

真正要对待的问题是“拜偶像”的问题，穆斯林指

控东方教会基督徒在教堂中敬拜图画，雕像。 

在东西方教会，使用基督或圣徒的画像或雕像已经

由来已久。尽管是为了帮助教导或“崇敬”的目的，

但这些圣像本身很快被作为宗教遗产或象征被崇

拜。很清楚：人们在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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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圣像者（Iconoclasts）反对在敬拜中使用任何形

像，皇帝利奥三世在公元 730 年颁布了一项御令，

反对使用圣像，一度曾从东方教堂中全部除去。 

除去圣像的原因是：崇敬圣像导致崇拜偶像，这是

圣经所憎恶的。但这项禁令遭到修士们的强烈反

对。 

西方教会在贵格利二世（公元 715－771 年）领导

下，赞同使用圣像。他的继任者贵格利三世（公元

731－741 年）对任何除去、破坏、毁掉基督、玛利

亚或圣徒圣像的人都开除教籍。皇帝查理曼（公元

800－815 年）在西方赞成使用圣像作为装饰，但不

是用来敬拜。 

公元 787 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结论并没有平息争

论，直到提奥多拉（Theodora，公元 842－887 年）

颁令恢复圣像，并且迫害反圣像者。 

但是，东正教会只允许使用画像和镶嵌画。西方教

会却允许所有形式的圣像，情况发展到对雕像和所

有的宗教圣物进行偶像崇拜的地步。 

真正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物体或人是否足够圣洁或

神圣到当被崇拜。无论教会还是政府都鼓励制造圣

像和尊崇或敬重圣徒。基督的圣像甚至出现在一些

帝国硬币上！ 

甚至那些反圣像的人也想要用十字架和圣经作为

“可以接受的圣像”来替代画像或雕像。 

支持使用圣像的神学辩护，基于大马色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公元 675－749 年）的观点，他是巴

勒斯坦的一位修士。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并可

能是 后一位教父。 

约翰的神学观点是： 

 圣像只是原本的模仿、仿制或回忆。 
 基督是上帝圣父的“像”（见西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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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圣像是错误的，但圣像可以作为一种教学

工具或提示就象圣经或十字架一样。 

约翰的观点获胜了。 

理论上讲这种神学观点似乎有道理，但在实践中它

确实促使偶像崇拜，并违背了圣经（见出 20：4；
太 22：20-21； 启 13：14-15；启 20：4）。 

只有神自己配得敬拜。公元 787 年尼西亚会议的结

果是不幸的，这次会议为圣像和圣物崇拜铺平了道

路，这些错误行为尤其在西方的罗马天主教会流

行。 

基督一性论运动（Monophysite Movement） 

• 另外一个教义的争论是从前一时期继承下来的。公

元 451 年的迦克墩会议已经决定基督有双重本性。

这个结论在西方被广为接受，但在东方却不然。优

提克斯（Eutychus）的立场由于基督一性论运动而

复活，这种观点错误地宣告基督只有一种本性，就

是神性。 

基督一性论运动 终被穆斯林的铁骑压倒，但是，

基督只有一个本性，或他的人性完全从属于他的神

性等观点今天依然存在。公元 680－681 年的君士

坦丁堡会议决定，基督具有双重本性和双重意志，

既谴责了基督一性论，也谴责了基督一志论

（monothelitism）。会议还决定基督的人性意志从

属于他的神性意志。 

正统观点是：基督是一个位格，有双重本性和双重

意志。后来大马色的约翰对此做了 佳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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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神本性的什么方面使得拜偶像是非常严重的罪（见出

20：4；提前 1：17 和约 1：18）？任何圣像都可以使用吗？

可以使用十字架和画像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有关的主要人物 

影响这一时期教会历史的关键人物中，有 4 个较为突

出。 

• 教皇贵格利一世（Pope Gregory I，公元 540-604 年），

他于公元 590 年成为第一位中世纪的教皇，他是第

一位宣告自己对普世教会具有仲裁权的人，他的圣

经评注和著作塑造了罗马天主教数世纪的神学模

式，他的宣教热情确保和激励了福音的传播。 

• 教皇利奥三世（Pope Leo III，公元 795-816 年），

于公元 800 年，加冕查理曼为第一任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此举在西方将教会与国家不可分割地连结在

一起达数百年之久。 

• 波尼法修（Boniface，公元 680-754 年），英国修士。

他将福音传给了德国大部分地区。本人也殉道而

死。 

• 大马色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公元 675-749年），

来自巴勒斯坦的一位修士，他是 后一位伟大的东

方教会教父。作为一名神学家，他的著作和立场在

圣像争论中获胜，关于基督的双重本性和双重意

志，他的结论确立了正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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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 罗马天主教的神学被更加清楚地定义；在神圣罗马

帝国中教会与政权的结合将影响教会数世纪之久。 

• 教皇的概念和权力被稳固地确立。 

• 穆斯林在东方的屠杀和东方教会的衰落至今仍影

响教会。今天，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仍是一个很大的

威胁，这种状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方

教会没有宣教、教导圣经和门徒培训。 

• 在欧洲和英伦三岛的宣教努力奠定了该地区及后

来美国的西方基督教基业。 

• 修道院成为教会中许多人的生活方式。 

• 准许使用圣像败坏了教会中的敬拜达数世纪之久。 

作业：中世纪教会历史时期什么方面 吸引你的注意？为什

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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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神圣罗马帝国时期 

  

公元 800 年 封建主义 
神圣罗马皇帝 

教会与国家联合 

 

公元 1054 年

 查理曼 

第一个 

神圣罗马

皇帝 

 
“圣像” 

教皇的权力上升 

东西方 

教会 

分裂 

 

• 第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曼大帝 

• 封建主义在欧洲兴起 

• 在神圣罗马帝国，政教合一 

• 教会世俗化，腐败和无能 

• 教皇的权力上升 

• 东方（希腊）和西方（罗马）教会分裂 

 

 

 

      

 

主要背景经文 

彼前 5：1－4 
罗 14：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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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  公元 800-1054 年 

封建主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东西部教会大分裂 
教皇权力的上升 

1． 主要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在这 200 年中，我们将看到，特别是在西方所发生的重

大的变化和发展。 

• 公元 814 年，敬虔的路易（Louis the pius）继任查

理曼登上王位，统治直到公元 840 年。他死后，神

圣罗马帝国被划分给他的儿子们并迅速衰落。 

公元 843 年根据凡尔登条约（Treaty of Verdun），

帝国领土的两大部分划分给他的两个儿子——法

国给了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德国给了德

国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这种土地和权力的

划分导致封建主义（feudalism）在法国、德国和英

国兴起，因为不再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 封建主义是一种政体，其中权力地方化，由私人基

于所拥有的土地和控制其领域内的人来执行。 

土地拥有者（领主 lord）通过使用“授衣礼”

（investiture）授权封臣/家臣（vassal，仆人）使用

土地（作雇农 fief），来换取其忠心、顺从和服兵

役。 

这样，拥有大量土地的封建领主能够控制大批的人

民，甚至实施政府管理职能。封建领主反过来也要

为家臣提供军事保护、司法公正、和其他公共服务。 

当欧洲开始经历北欧海盗/维京人（Vikngs）和亚洲

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人（Magyars）的入侵，人们越

来越转向“封建领主”来寻求保护。 

教会也没有逃脱封建体制，因为主教和其他教会官

员都成为封建领主的封臣（vassal）来求得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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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之下，人们对封建领主的忠诚甚于对教

皇的忠诚。这个时期的教皇制非常脆弱。 

因为教会人员不能为封建领主服兵役，所以他们常

以献出土地为替换，这样教会先前所拥有的大部分

土地 终落入封建领主的手中。 

不出预料，封建领主开始对教会事物施加影响，包

括主教的任命。在罗马，教皇的职位常常成为当地

罗马领主争竞的对象。 

地方教会职务任命权的问题演变成剧烈的争论。到

底是教皇还是封建领主有权使用属灵的或民事的

的权威来使教会封臣服从？双方都自称有权，但

终经常是有权势的封建领主获胜。又一次，教会与

国家的事物混为一体，结果对教会的影响是负面

的： 

 属灵的生命力减退了。 

 属灵的责任被忽略。 

 教会出现世俗化。 

 教会在职人员更多关注属世而不是属灵方面的

事物。 

 在西部教会实际上被世俗的，民事的官员所控

制。 

 在东部教会，国家与教会之争仍在持续，因为皇帝

都想要控制教会事物。 

 封建主义被维京人（Vikings）、斯拉夫人（Slavics）
和马扎尔人/匈牙利人（Magyars）的入侵助长，结

果导致封建领主之间的暴力、抢劫和公开的战争，

教会常常被夹在当中。 

 在十一世纪，教会通过发起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和上帝的真理（Truth of God）两项运动，发

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通过施加限制和确认个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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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来控制敌对领主之间的暴力和战争。教会在这一

时期没有沉默，但是她非常软弱。 

 维京人在欧洲的入侵，因公元 1066 年英国的黑斯

廷斯（Hastings）战役被阻止。 

 后，德国国王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公元

912-973 年）成功地将彼此相斗的德国封建领主团

结起来。他答应了罗马教皇的求助请求，于是公元

962 年，他被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 

 奥托和他的继任者将欧洲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置于

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个地域非常象查理曼的老帝

国，罗马帝国又复活了。这个“德国”罗马帝国一

直延续到公元 1806 年，它崩溃于法国拿破仑手下。 

 不出预料，德国统治者在罗马继续干预教会事物，

偶尔还会强行任命亲戚为教皇，如在公元 996 年所

发生的，当时，奥托三世使他的表弟布鲁诺（Bruno）
当选为教皇贵格利十世。 

一直到了十三世纪早期，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才打破了德国教皇的权势，使罗马从德国的干

预中解脱出来。 

作业：什么因素使得这个时期的教会软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 

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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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会在封建时期的世俗化，直到接近这个时期的末

了，都没有太多的宗教发展。 

 教皇职位的权力和影响在教皇尼古拉一世（Pope 
Nicholas I，公元 858-867 年）的领导下加强了。当

时他发表了一份教皇御令和教会规则（Church 
Canon）决议历史文件汇集，后来被称之为伪教令

集（False Decretals）。其中一些文件是真实的，如

“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s of 
Constantine），据此丕平于公元 756 年将土地分给

教皇。其它文件的真实性则非常令人质疑。（译者

注：当代学者几乎公认“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也

是伪造的） 

这些文件被用来强化罗马主教在教会内至高无上

的宣称。它被后来的许多主教作为权威来使用。 

 公元 1048 年，利奥九世（Leo IX，公元 1002-1054
年）成为教皇，并大力推动由克吕尼修道士（Cluniac 
monks）所倡导的改革。 

 这个时期影响重大的宣教活动是弗兰德人安斯卡

（Anskar of Flanders，公元 801-865 年）的努力。

应国王的要求，他被教皇差往丹麦和斯堪地那维

亚。安斯卡的福音工作为这个地区于公元 1000 年

左右的基督化奠定了基础。 

 教会内部范围广泛的修道改革运动发起于公元 910
年前后，在贝尔诺修道院长（Abbot Berno，公元

910-926 年）领导下，本笃会改革社团（Reformed 
Order of Benedictine）在法国的克吕尼（Cluny）创

立。 

改革社团强调： 

 反对： 

圣职买卖（Simony）——买卖教会职位 

裙带主义（nepotism）——优先考虑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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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独身制（celibacy）——修道士不结婚 

 总院长制（one head abbot）——监管所有

的修道院 

 教会的自由——脱离国家和世俗影响 

由该社团发起的本笃会改革运动导致于 1059 年创

立红衣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将教皇选举

权置于教会手中，挪去了平信徒/世俗官员的参与。 

克吕尼修道士成为即将来临的神圣十字军运动的

有力支持者。 

作业：修道运动中 令你担忧的是那方面？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东部： 

 有一些宣教活动发起于东部教会，公元 955-988 年麦督

丢（Methodius）和居锐利（Cyril）将福音传到了保加

利亚、莫拉维亚和俄罗斯，俄罗斯基本上被“基督化”。

莫拉维亚与罗马的西方教会密切合作，而俄国、东欧和

中欧的教会则与东部东正教会密切合作。 

 影响 为重大的基督教事件实际地波及到西方也波及

到东部，公元 1054 年，第一次教会大分裂发生了。这

次裂痕从未愈合过。 

这个事件有时被称为“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

注意：以下表格总结了分裂的主要原因。 

导致分裂的一些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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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会（罗马天主教） 东部教会（东正教） 

1.  宣称教皇的权力在东部教

会的主教之上。 
1.  东部教会主教从未团结一

致，产生出一位足以与西

部的教皇对等的代言人。

2.  迦克墩会议（公元 451 年）

后神学仍在发展。 
2.  迦克墩会议后教义发展停

滞不前。 

3.  相信圣灵从父和子而出。 3.  相信圣灵只从父而出。 

4.  强调教会政策和实践；使

用拉丁文。 
4.  强调神学和哲学；使用希

腊文。 

5.  在尼散月 14 日之后的第一

个星期天庆祝复活节。 
5.  在尼散月 14 日（逾越节）

庆祝复活节。 

6.   允许在敬拜中使用圣像，

包括雕像。 
6.  圣像只限于图象，但不用

于敬拜。 

7.  在圣餐上使用无酵饼。 7.  圣餐上禁止使用无酵饼。

8.  所有神职人员必须独身。 8.  主教之下神职人员可以结

婚。 

9.  神职人员可以剃须。 9.  神职人员必须蓄须。 

10.  从法律的角度看待救恩，

视罪为对神的圣洁品格的

触犯。 

10. 从恢复人里面的神的形象

的角度看待救恩。视罪为

对这个形象的玷污。 

11. 将教会形式化为基于从教

会的创始人彼得继承而来

的合法权力的机构。 

11. 视教会为由圣灵所更新

的、基督的神秘身体。 

12. 圣像成为被尊崇和敬拜的

宗教圣物。 
12. 圣像只代表了天堂形象透

过人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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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 325 年把罗马帝国首都迁至君士

坦丁堡是导致这次分裂的原因之一。地理上的距离在以

后 700 年内扩大成为神学、教会制度和哲学方面的分

裂。公元八、九世纪的反圣像争论造成的感情伤害从未

化解。东部教会从未像西方的主教那样获得足够的力量

反对拜占庭罗马皇帝。并且穆斯林的进攻也使得东部教

会非常软弱。 

造成公元 1054 年大分裂的具体问题竟然是在圣餐上使

用什么样的饼！这显然只是正式分裂的一个借口。 

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指责罗马教会使用无酵饼，教皇利奥

九世（Leo IX）派红衣主教洪伯特（Cardinal Humbert）
和一个代表团去平息争论。这次讨论使情况更糟糕。公

元 1054 年 7 月 16 日，西方代表发布一份教令，将君士

坦丁堡主教开除教籍。以类似的方式，君士坦丁主教宣

布教皇是被咒诅的（Anathema）。这次破裂再未被修复。 

西方教会 终成为罗马天主教会，而东部教会则 终成

为东正教会。 

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信仰实践 

除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争论之外，影响 重大的

其它教义问题是关于圣餐。公元 831 年一个名叫拉伯图

（Radbertus）的修道士写了一本书，题目是“关于主的

身体和血”。在书中他错误地教导说，圣餐礼上会发生

一个神迹，饼和酒真的变成了主的身体和血。这增强了

神甫的权柄，并为罗马天主教的“化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理论奠定了基础。 

4.  有关的主要人物 

这不是一个具有真正重大影响力的领袖的时代。教皇尼

古拉一世和利奥九世都是能干的领袖，他们促进了教会

内部的改革。尼古拉竭尽全力加强教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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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安斯卡将福音传给斯堪地那维亚。贝尔诺为创建

了克吕尼修道院并推动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拉伯图关

于圣餐的“化质说”将对后来有极大影响。 

5.  该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封建历史阶段教会的世俗化使教会意识到，它必须

脱离政治的影响。 

 在教皇尼古拉一世和利奥九世领导下教皇力量的

加强，为下一个时期教皇的升至 高地位铺平了道

路。 

 教会若被真正改革，改革必须来自内部，正如克吕

尼修道士所表明的。 

 这一时期影响 为重大的的事件是：公元 1054 年

东西部教会的分裂。在教会中，没有彼此包容的教

义和实践，就不可能统一。这标志着东正教会的开

始，并得以让罗马天主教在西方发展。 

作业： 关于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原因，那一个影响 为重大？

为什么？今天大多数教会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而分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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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十字军时期 

  

公元 1054 年 圣战和 
大权在握的教皇 

 

公元 1305 年 

 东西方 

教会分裂

 
“基督教十字军”

对抗伊斯兰教 

教皇 

“被掳巴

比伦” 

 

                       

• 十字军向圣地进军对抗伊斯兰 

• 教皇的至高地位 

• 托马斯  阿奎那（圣多默） 

• 罗马天主教神学 

• 方济各会 

• 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 

• 经院哲学 

• 异端裁判所 

主要背景经文 

太 26：50-56 
西 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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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十字军时期  公元 1054-1305 年 

[圣战和大权在握的教皇] 
基督教十字军（Christian Crusade） 

1． 主要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这又是一个无法将宗教与政治运动分开的时期。在政治

方面，焦点集中在教皇与国王的两次相争。在宗教方面，

焦点集中在十字军运动和内部改革。在文化方面，这一

时期的主要现象是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的兴起和

大众当中新的求知愿望。 

 公元 1073 年，希尔得布兰 Hildebrand，前总执事和

教皇后面的实权人物，当选为教皇贵格利七世

（1073-1085 年）。他早期曾推动教会内部的改革，

并在 1059 年的拉特兰会议（Lateran Council）上扮

演了重要角色，那次会议将教皇的选举权置于罗马

教会红衣主教团的手中。教皇贵格利七世（希尔得

布兰）宣告，教皇具有至高的的权力，既管辖属灵

的领域，也管辖属世的/政治的领域。他认为，这包

括教皇作为上帝的代表，权力在国王之上。 

在教会内部，他特别反对圣职买卖和神职人员结

婚。政治上他致力解决“平信徒授衣礼（ lay 
investiture）”的问题，因为这种做法与他理解的

教皇领导下的基督教国家联盟不一致。他甚至不能

同意国王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与教皇在宗教领域的

作用同等。 

 在他的文集中，有一份叫作教皇权论（Dictatus 
Papae）的文章宣告了以下的有误的观点： 

 教皇的普世权力直接来自上帝。 
 教皇可以废黜国王。 
 罗马教会不会出错，因为彼得的继承人（教皇）

拥有彼得的权柄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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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想要强行任命米兰

主教时，发生了争论， 终教皇获胜，使国王降卑，

在公元 1076 年被迫到意大利寻求教皇赦免。 

 平信徒授衣礼（Lay investiture，由政府官员任命宗

教职务）的问题在 1122 年因沃木斯协约（Concordat 
of Worms）而暂时平息下来。该协约认可，教会具

有首先的教职任命权，但要有一名政府代表在场。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公元 1198-1216 年）

领导时期，教皇权力达到顶点。他相信：教皇的权

力在一神之下，万人（包括国王）之上。             

教皇英诺森三世及其他教皇想要建立一个以教皇

为首的由教会领导的在地上的完美的基督教社会。

这个时期出现了像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那样

宏伟的歌特式（Gothic）大教堂，这个时期有时被

称做“中世纪盛世（High Middle Ages）”。 

英诺森三世使用两项武器：对个人开除教籍

（excommunication），就是剥夺个人参加弥撒（圣

餐）权利，也就是剥夺由此得到的恩典和救恩；和

对国家停止教权（interdict），就是剥夺一个国家除

了洗礼和葬礼以外的一切公共礼拜的权利。这样，

将各个国家及其国王置于他的膝下。 

在英国，约翰王（King John）被开除教籍，他的国

家被停止教权，因为他擅自任命坎特伯雷大主教。

约翰屈服了，成为教皇的臣民，并得回英国的封地。 

在法国，教皇迫使国王腓利亚古士督（King Phillip 
Augustus）降卑地接回他先前离弃的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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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英诺森三世宣告教皇权力至高有什么圣经根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化方面，这个时期影响 重大的发展称为经院哲

学（scholasticism），包括求知热情的复兴和优秀大

学的起始。 

在中世纪盛世：  

经院哲学代表基督教在知识方面的追求和热情。 

十字军代表了基督教在宗教方面的追求和热情。 

经院哲学不仅与文化和知识密切相关，也与宗教和

基督教信仰紧密相连。 

这场重要运动起始于 11 世纪早期，当时一些出色

的学者和教师通过在西班牙学习，阅读了希腊哲学

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322 年）的著

作的拉丁文译本，接触到他的思想。 

高等教育是从哥特式大教堂里发展起来的，这种建

筑的特征（尖顶、拱门）意在指向一位超然的上帝，

他在圣经中向人启示自己，宛如透过精致的彩色玻

璃窗倾泻而入的光。在神与人对神的理解之间既有

平衡也有张力。在这个时期，哥特式大教堂是敬拜、

教育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许多这类学校在以后的 150 年中，发展成为著名的

大学。 

经院哲学在教育和知识领域寻求达到同样的平衡

和张力。早期的经院哲学家像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

（Sylvester II，公元 999-1003 年）和亚彼拉（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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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lard，公元 1079-1142 年）都不再愿意只是简单

地不假思索地引用教父的话为权威。在某种意义

上，这是积极的。 

但是经院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确定什么是真理，因

为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圣经，教父，大公会议，正

典等等）并无人质疑，经院哲学的真正目的是： 

 说明基督教信心的合理性和在人的思想（理性）

方面的可应用性。 

 以某种有序的方式系统地排列基督教的教义和

教导。 

对知识的好奇心驱动这些学者，就像宗教热情驱动

十字军一样。信仰必须在知识和哲学层面上是合理

的。经院哲学的方法论，取自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演

绎法，就是：先假定一个观点或真理，然后检验相

关的事实，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支持假定。 

 像亚彼拉那样杰出的教师开始吸引学生，优秀

的学校和大学围绕他们发展起来。 

 讲课是一种常用的方式，用来陈诉或总结真理，

但真正的学识是来自使用亚里斯多德的方法： 

 提问/回答 

 对话/交流 

 讨论/辩论 

核心思想是：陈诉基督教的真理，并将其置于严谨

的智力疑问之下，好对其是否合理以及有何意义得

出答案和结论。 

亚彼拉的作品之一“是与否”（Sic et Non- “Yes and 
No”）就基督教的信仰提出 158 个问题，然后使用

圣经、教会的教师、和经典资料一一解答。对亚彼

拉来说，疑问引向探究，再引向真理。但是许多答

案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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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彼拉等人将圣经和教会的教导置于严格理

性检验之下的做法受到教会中多人的反对。 

克勒窝的伯那德（Bernard of Clairvaux，公元

1090-1154 年）非常强烈地反对亚彼拉是基于以下

原因：信心的本质是相信而不是怀疑。亚彼拉被谴

责为异端。但是，这场运动没有消亡。它继续兴盛

并孕育了大学的出现和对理性知识的追求。 

将真理系统化的决心导致像格拉田（Gratian）的“教

会法规集”（Decretum）那样的作品的产生。他按

罗马教会体系编辑和总结了教会法规（Canon law）。

这些法规涉及到教会成员生活的每一方面。 

亚彼拉的立场被称为温和唯实论（moderate realism，

译者注：与普遍观念是名非实的唯名论 nominalism
和普遍观念是实在的唯实论 realism 相对），他认为

知识先于信仰（“我知道，所以我相信”）。这与

伯那德和早期的奥古斯丁所认为的相反，他们认为

圣经的观点是，信仰先于真知识（“我相信，所以

我知道”——见约 7：17 ；8：31-32；13：7）。

因着信心的顺服才带来真知识。 

另一位重要的的代言人是安瑟伦（Anselm，公元

1033-1109 年），他认同奥古斯丁的推理方法：知

识和理解因相信而来。保守的福音派传统追随这种

观点，称为唯实论（realism）。 

这个时期晚些时候，经院哲学的终极发言人是道明

会（Dominican）的修道士托马斯 阿奎那（Thomas 
Aquinas，公元 1225-74 年），他认为：知识先于信

心，但由启示成全，并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加以阐释。这是一部浩繁的系统神

学，使用亚里斯多德的问答法。阿奎那的作品是罗

马天主教神学的经典解释。在他看来，启示超越理

性，但是二者都来自上帝。启示真理的一部分就是

神设立罗马教会作为神的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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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哲学另一种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的主要

代表是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1225-74
年）。他坚持认为个人比机构重要。因为教会的教

导单凭理性是无法证明的，所以只能凭信心接受。

这表现出对人本身和人怀疑教会权威的新兴趣。唯

名论为文艺复兴、物质主义和和高抬科学研究方法

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要如此长篇幅地讨论经院哲学？因为它的

影响不会被高估。新教改革的种子已经种下。因为

人们第一次开始怀疑并挑战教会所宣称的的绝对

权威和它的教导。但是经院哲学也被用来加强教会

的绝对权威，因为它的教条现在被仔细地系统地加

以说明了。 

 文化方面，其它发展包括 

 广泛的贫困，因为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其原

因常常是因着教会。 

 贵族（封建领主/统治者）与平民（农民）之间

形成巨大的阶级差别。 

 由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统治的不公正的社会是这

个时期的标志。 

作业：“经院哲学”的兴起是好还是不好？请解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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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十字军是主导的宗教运动近 200 年之久，1095-1291 年

共有七次正式的十字军，外加一次 1212 年的儿童十字

军，共八次。这次儿童十字军的结果是悲剧的，大多数

孩子被杀死或被俘，卖为奴隶。他们以为他们的“心灵

纯洁”就可以战胜邪恶，在他人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 

总体来说十字军运动未完成任何预定的主要目标： 

（1）从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 

（2）永远地阻止穆斯林的进攻，并推进基督教。 

（3）弥补西方和东部教会的裂痕。 

十字军的动机也有相当程度的经济考虑，如促进与近东

的贸易、获取新的土地和岁入资源，但是这些强烈的世

俗动机被隐藏在宗教的外衣之下！  

这些“朝圣十字军”（Pilgrimage Crusades，“圣战”）

通常由教皇策动。简单回顾一下前四次去巴勒斯坦的十

字军，将给我们提供一幅表面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

么发生的 好图画。 

背景： 

公元 1071 年，塞尔柱土耳其人/突厥人（Seljuk Turks），

他们是激进的伊斯兰教新信徒，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夺

过了耶路撒冷，并打败了东罗马帝国。这些土耳其人侵

入小亚细亚，直接威胁到东部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本身的

生存。一个紧急求助的请求到达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

（Urban II）于 1095 年颁发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令。宗教

的热情被教皇和隐居者彼得（Peter the Hermit）的讲道

激发起来。 

十字军的战斗口号是“这是上帝的旨意”（“God wills it”, 
Deus Volt），并以十字架为标志。 

人们加入十字军的动机是四重的： 

 因获得战利品和土地而得到的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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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将基督的圣地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而获得的

属灵奖励。 

 因参与一次伟大的冒险而得到的荣誉奖励。 

 因教皇承诺赦免过去全部的罪而得到宗教奖励。 

后来，为了给十字军筹款，甚至那些只奉献钱财不参战

的人也得到赦罪的承诺！ 

第一次十字军（1095-99 年） 

这次十字军所完成的目标可能 多，包括收复耶路撒冷

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按封建制度组

建成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它幸存到 1291 年，那时又

被穆斯林攻占。 

成千上万的来自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封建领主和骑士

是这次十字军运动的主力。 

但是发生了太多的流血，因为有许多不分青红皂白的杀

戮。被杀的不仅有许多土耳其人和阿拉伯穆斯林，也有

许多无辜的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遭受同样的杀害和

拷打。即使假定这是一场“圣战”，其行为却证明它不

是。 

第二次十字军（1146-48 年） 

当穆斯林威胁着要夺回耶路撒冷时，十字军的热忱又一

次被敬虔的神秘主义神学家克勒窝的伯那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布道所点燃，他反对经院哲学家亚彼拉

（Abelard）的教导。法国国王路易斯十二（Louis XII）
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二世（Konrad II）领导了这

次十字军，但由于组织混乱，以及西方十字军与东部盟

友之间的不信任，这次十字军失败了。 

公元 1147 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统治者撒拉丁

（Salading）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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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十字军（1189-92 年） 

这一次十字军运动可能是 著名的，因为它的领袖包括

三个王：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得力 巴巴罗萨（ Fredrick 
Barbarossa） 
法国国王腓力 奥古士督（Philip Augustus） 
英王“狮心”理查一世（Richard I “the Lion-Heart”） 

这次十字军也以失败告终，因为腓得力途中被淹死，腓

力与理查发生争执，中途返回。理查占领了约帕（Joppa）
和阿科（Acre，今 Akko），与撒拉丁谈判，达成一项

部分停火条约，其中允许基督徒去耶路撒冷朝圣。 

第四次十字军（公元 1200-04 年） 

教皇英诺森三世推动了第四次十字军，想要弥补第三次

十字军运动的损失，并想要占领埃及作为战略要地以从

那里攻取耶路撒冷，不幸的是，应征的十字军骑士非常

无情，沿路杀戮、抢劫。教皇英诺森三世甚至想要将他

们开出教籍。 

这次十字军不但没有去攻取耶路撒冷，反而征服了君士

坦丁堡，并于 1204 年建立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这

个国家从 1204 年持续到 1161 年。 

尽管教皇非常惊骇于十字军的暴虐和不人道的残忍，但

他还是任命了一位忠实于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

此有大约 60 年的时间，从公元 1054 年就独立的东部教

会，终于被置于罗马教皇的领导之下。这种状况进一步

加大了罗马和东正教会的分裂，并削弱了东罗马帝国。 

其它的十字军运动都没有取得多少永久的成功，公元

1291 年，穆斯林再次占领阿科（Acre）时，这个时期终

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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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运动的后果： 

大多数的结果都是负面的，今天的基督徒仍难于启齿解

释更不要说辩护这些血腥的“非圣战”，尤其是向犹太

人和穆斯林。 

尽管没有多大属灵的益处，这些运动仍有一些重大的影

响： 

（1） 随着贸易和商业的增加，西方和近东之间的经济

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门敞开了。 

（2） 形成许多骑士团，它们结合了军事和修道双重因

素，保护朝圣者、抵抗穆斯林，并忠于教皇。 

（3） 教皇的权力和威望增加了。 

（4） 封建体制因着损失骑士和封建领主而削弱。大量

土地因着为十字军筹款而被卖掉。封建体制的衰

退助长了在国王统治下的新的民族国家的兴起。 

（5） 东部和西方教会的分裂加大了，东罗马帝国受到

严重的削弱。 

（6） 穆斯林与基督教之间发展出强烈、持久的敌意。 

（7） 圣地、圣物和圣徒更加受人尊崇，促使发展了强

烈的拜偶像和圣像。 

作业：在何意义上十字军是“圣战”，为何说他们“不圣”？

是必然如此么？你认为这些十字军运动是正当的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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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重要的基督教运动（1054-1305 年） 

 这个时期其它主要的基督教运动是形成新的有重

大影响的修道团体。 

西笃会（The Cistercian order）——1098 年在法国由

一名本笃会修道士创建。这个团体吸引了那些

想要比所知的其它修道社团更加严格自我操练

的农民。 

克勒窝的伯那德（1090-1153）是 著名的西笃会修

道士。他是一位敬虔的神学家和布道家，他倾

向于神秘的属灵的敬拜。 

克勒窝的伯那德： 

 反对亚彼拉的教导，拥护罗马教会的正统观点。 
 讲道很有能力。 
 激励了第二次十字军运动。 
 写下了许多赞美诗。 

方济会/方济各会（The Franciscan order）——于

1209 年由阿西西的弗兰西斯/圣方济（1182- 1226
年）创建，并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的支持。 

这个团体要求宣誓： 

 甘愿贫穷 
 纯洁 
 顺服（特别是对教皇） 

方济会的特征是： 

 甘愿贫穷地生活，但不是在修道院中。 
 以舍弃自我的生活方式向大众传福音。 
 传讲一种温柔的“和平福音”。 
 追随基督的榜样，背起十字架，做那个富有的

年轻人不想做的事（见太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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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心宣教。圣方济将福音传到西班牙和埃及。

孟高维诺（Giovani da Montecorvino）在 1300
年以前成功地将福音传到中国北京。在美洲的

先驱宣教工作，大多是方济会成员所做。 
 通过乞讨来支持他们的工作（以路加福音 9：

1-6 为依据）。 
 把巡回传道和甘愿贫穷作为灵性成熟的手段。 
 用心来触及他人（诉诸情感） 

罗杰  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 年）是科学

方法论的创始人，他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ckham）都是方济会的著名修道士。 

道明会/多明我会（The Dominican order）——像方

济会一样，不赞同修道院制并发誓甘愿贫穷。这个

团体于 1212 年由一位西班牙布道家多米尼克/圣道

明（Dominic，1170- 1221 年）创建。 

道明会的特征是： 

 传讲说服人的“教会”真理，而不是纯正的福

音。 
 以有学识的、理智的方法驳斥异端。 
 为教皇管理“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 
 做布道者，而不是典型的修道士。 
 以思想触及他人（诉诸理智） 

托马斯 阿奎那/圣多默（Thomas Aquinas）是 著

名的道明会修道士。 

这些“托钵僧/行乞修士”（medicant friar）运动尽

力于： 

 把宗教带回到使普通人有机会接触。 
 提倡善行和教会的慈善工作。 
 再次强调讲道的重要性。 
 指出教会中追求财富和贪婪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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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中财富的滥用与新约教会奉行甘愿贫穷福音

的愿望所形成的反差，极大地影响了这些新的修道

运动。 

作业：方济会与道明会所用的方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在这个时期有几个重大的发展。两个主要的平信徒异端

团体形成。建立宗教裁判所来大力地处理异端，罗马天

主教教义进一步明朗化。 

异端就是在今天也很难定义。广泛地说，异端是与正统

教义相悖的信仰或观点。的确，任何与圣经相悖的信仰

和实践都是异端！在这一时期，这等于任何基督徒对教

会所定义的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作出抗议、否认或放弃。

因此教会教导说，异端包括不顺服教皇权威，因为它扰

乱教会的团结。如果异端分子不悔改，罗马教会相信，

它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教会，包括惩罚（拷问，在

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死刑）。因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力、

名声和财富有了危险！ 

瓦勒度派（Waldensian）“异端”运动（1140-1218 年） 

这场运动的先驱是一位意大利的修道院长，名叫阿诺德

（Arnold），公元 1139 年他使普通民众反对教皇，因

他传讲说，真正的教会应当放弃权力和财富，回到简朴

的新约模式。阿诺德被教皇放逐到法国，在那里他接受

了亚彼拉的影响，并遭到克勒窝的伯那德的反对。几年

以后阿诺德返回罗马，在世俗政府中夺得权力。公元

1155 年，教皇和皇帝共同逮捕了阿诺德，把他判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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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刑柱上烧死。这位“异端分子”反对教会攫取财富和

权力，却使用了政治反抗来加强自己的观点。 

法国的一位平信徒，瓦勒度（Peter Waldo，公元

1140-1218 年）很快继承了“甘愿贫穷的福音”事业，

并开始沿街在普通人中传讲，鼓励他们： 

 追随基督的生活方式。 
 以甘愿贫穷作为灵性成长的操练手段。 

这种“未经授权”的平信徒讲道行为遭到里昂（Lyon）
大主教的反对，他开除了瓦勒度的教籍，而瓦勒度上诉

教皇。1179 年的第三次拉特兰会议宣布瓦勒度不是异

端，但要求他未经主教许可不许传道（见徒 5：27-42），

瓦勒度和其追随者继续在法国和意大利传道，运动也持

续发展。公元 1184 年，他被开除教籍。 

瓦勒度与天主教的观点有何差异？ 

瓦勒度的信念 天主教会的信念 

• 得救是凭对基督的信心 • 得救是凭对基督的信心，通过

教会的圣礼 

• 每个信徒都应拥有圣经 • 神职人员才能拥有圣经 

• 权威来自圣经 • 权威来自教会 

• 倡导新约式的甘愿贫穷和

悔罪 
• 教会可以用财富和权力行善 

• 信徒皆祭司 • 教会的神职人员是职业祭司 

从某种意义上说，瓦勒度派是“回归圣经”和“新约教

会模式”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 

卡特里派/阿尔比派（Cathari/Albigenses）的异端运动 

这场运动源于法国的阿尔比（Albi）镇，并具有明显的

诺斯底主义的意味。卡特里（纯洁）派错误地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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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进贫穷论——不结婚、不要性生活、不拥有财产、

不吃肉等 

 二元论——宇宙中两中对立的势力在运作，良善的

灵和邪恶的物质。身体是邪恶的，必须舍弃并压制。 

 基督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只是一个赐生命的的灵。 

卡特里派明显地是异端。问题是教会应当怎样对待它，

因为到了公元 1200 年，这场运动已经发展得非常壮大。 

罗马天主教用了三种办法来对付异端（如卡特里派）： 

讲解真理——道明会修道士奉差与卡特里派讨论真理，

想说服他们认错。这个方法在教会官员看来效果太慢

了。 

一次十字军征战——教皇英诺森三世招集了一支十字

军于 1208 年到法国南部去根除卡特里派异端。卡特里

派多数人被杀。道明会和方济会的修道士都支持这次十

字军运动。这次十字军运动也允许法国北部人占领了法

国南部的领土。 

一个特别坏的结果是：普通民众从此被禁止拥有圣经，

因为这些异端运动就是基于某些个人对圣经的解释，而

不是教会的教导！ 

宗教裁判所—— 早形式的宗教裁判所（教会大公会议

调查异端）可能出现在 1184 年，那一年教皇路求三世

（Lucius III）命令主教们调查教会成员的信仰。开除教

籍是通常的惩罚。1215 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在英

诺森三世的领导下，批准由主教惩罚异端分子并没收其

家产。 

1220 年，宗教裁判所的管理权被交给道明会，公元 1229
年，图卢兹会议（Synod of Toulouse）规范化了宗教裁

判的程序，使得被指控者没有个人权利，完全判取决于

教会的怜悯。这次会议也禁止使用圣经的普通语言译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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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 1252 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批准使用拷打，作

为合从“异端分子”得到情报的合法手段。 

宗教裁判所的秘密法庭可以使用拷打来获取情报，不必

公布告密者的名字，而且常常将“异端分子”送到世俗

政府来惩罚，有时甚至包括死刑！ 

罗马天主教会顽固地拒绝倾听必要的属灵改革呼声，并

且用狂热的、不符合圣经观点的手段对待异端来维持其

教义、做法和权力。所有这些都注定了更正教改革终必

发生。 

 1215 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 

这次在英诺森三世领导下的会议前已提及，鉴于它

的重要影响，有必要将其主要决定总结如下： 

 批准了惩罚异端分子 

 要求所有平信徒每年至少要向神甫忏悔一次 

 要求参加弥撒，至少在复活节那次 

 命令必须相信化质说的教条（The dogma of 
transubstatiation）——就是说：在弥撒仪式上，

饼和酒真的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因此每次

弥撒都是由神甫/祭司所献的新赎罪祭，为了对

付参加者的罪 

*罗马教会的这个教义才是真正的异端，因为它与圣经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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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宗教裁判所的做法与圣经中有关教会管教的教导有何

差异？（教会管教是为了拯救、恢复，并在爱中实行的） 

 

 

 

 

 

 

4． 有关的主要人物 

在这一时期，有许多影响巨大的重要人物。 

教皇贵格利七世 /希尔德布兰（Pope Gregory VII 
/Hildebrand，公元 1073-1085 年），他的文集教皇权论

加强了教皇制度，并将教皇选举权从平信徒（世俗君王）

手中夺去，换到红衣主教团。 

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公元 1198-1216 年）

是历代教皇中 有影响的一位。他高抬教皇地位；将两

个王开除教籍；促成第四次十字军前往巴勒斯坦；命令

十字军镇压卡特里异端分子；组建宗教裁判所；领导召

开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在其上武断地将化质说定为教

会必须相信的教条。 

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于公元 1095 年命令第

一次十字军东征，从穆斯林异教徒手中解放巴勒斯坦。 

亚彼拉（Peter Abelard，公元 1079-1142 年）是经院哲

学运动的早期领袖和教师，这场运动试图证明基督教信

仰是合乎理性的。他反对罗马教会认为信心先于知识的

宣称有教条性权威。 

克勒窝的伯那德（Bernard of Clairvaus，公元 1019-1153
年）是西笃会的一位神秘主义修道士和神学家，他反对

亚彼拉，是天主教立场的优秀代言人。他也写了许多基

督教赞美诗，并激发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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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瑟伦（Anselm，公元 1033-1109）是另外一位重要的

经院哲学思想家，他同意奥古斯丁的信心先于知识的观

点 的 推 理 。 他 发 展 了 论 证 神 的 存 在 的 本 体 论

（ontological）论证。 

托马斯 阿奎那 /圣多默（Thomas Aquinas，公元

1225-1274 年）是一位道明会修道士，他写下了在中世

纪 有影响的神学作品（神学大全），这部书构成了罗

马天主教经典的教义。 

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公元 1280-1349）
是方济会的经院主义学者，他强调在信仰的进程中个人

的作用而不是教会机构化。他的作品后来影响了马丁路

德。 

阿西西的的圣弗兰西斯/圣方济（St. Francis of Assisi，
公元 1182-1226 年）建立了由修道士组成的方济会，他

们传扬“甘愿贫穷的福音”，倡导善行和慈善工作，同

时也提倡简朴的新约生活方式和努力宣教。 

多米尼克/圣道明（Dominic，1170-1221）是一位西班

牙神甫，他建立了由神甫/祭司组成的道明会，他们发

誓自甘贫穷，在普通人中布道，提倡理性的信仰。他坚

定地忠于教皇。他的团体主管宗教裁判所。 

瓦勒度（Waldo，公元 1140-1218 年）是法国的一位平

信徒，他提倡甘愿贫穷的福音，并未经教皇批准就在普

通民众中传扬福音。他教导信徒皆祭司，每个信徒都有

权读圣经。他的运动倡导“回归圣经”和简朴的新约教

会模式。他被开除教籍。 

5． 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教皇的霸道达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注定了后来发生的

宗教改革。 

经院哲学提倡用健康的理性对待信仰，导向一个对圣经

的新研究角度。但经院哲学也导致理性主义和知识至

上，高抬人的理性在圣经启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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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天主教神学被阿奎那系统化，并在第四次拉特兰会

议上被定为必信的教条。 

十字军运动证明了“圣战”不是教会的份内之事，也把

基督徒与犹太人和穆斯林永远疏离。以教会的名义谋杀

和掠夺一点都不荣耀基督。 

重新强调“甘愿贫穷的福音”将基督教带回与普通民众

的接触，并复兴了讲道。 

新的修道士团体提倡善行和教会的慈善事业，并且孕育

了宣教热忱。 

“异端运动”提倡回归圣经和新约教会模式，也显示了

罗马教会的属灵空缺。这些运动预示着将来的宗教改

革。 

“宗教裁判所”表明，当教义被强加于人，与真实的生

命分离，并且执行推广信仰的权力落入“贪权无魇”的

人手中时，会发生什么事。教会永远无法证明拷打和处

死异端分子和不信者是公义的。 

宗教改革的种子已经被种下，教皇越是抵挡，改革的根

就扎得越深。不过，宗教改革真的发生还要再等 200 年

之久。 

作业：这个时期 重要的发展是什么？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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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艺复兴和民族国家兴起时期 

  

公元 1305 年 教皇的衰落 
东部教会消亡 
民族国家兴起 

 

公元 1517 年 

 教皇 

“被掳 

巴比伦”

 
重新强调重视个人

重新回到研读圣经

马丁路德的

“九十五条”

 

                       

• 教皇的衰落 

• 封建制度的消亡 

• 民族国家的兴起 

• 富有的商业中产阶级的兴起 

• 教皇的“巴比伦之囚” 

• 教皇间的分裂（3 个教皇） 

• 发现并探索新世界 

• 文艺复兴与知识的复兴 

• 关注个人 

• 东部教会败亡于伊斯兰教 

• 英文和希腊文的圣经新译本 

• 归回个人对圣经的研究 

 

 
主要背景经文 

启 2：18-29 

提后 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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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艺复兴和民族国家兴起的时期  公元 1305-1517 年 

这个重要的 200 年时期有一些影响重大的发展：  

 教皇的名声和权力的衰落，尤其是表现在公元 1305-77
年的“教皇被掳巴比伦”（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Pope）。 

 在“教皇大分裂”（The Great Papal Schism）期间（公元

1318-1416 年），竟然同时有两个对立的教皇，一个在法

国，一个在罗马。并且一度曾有三个教皇。 

 随着封建体制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独立的民族国家

（Nation-states）开始兴起和发展。  

 发现并开始探索西半球（美洲）和远东（印度）的新土

地。 

 教会和国家之间就对臣民的征税权彼此相争。 

 关于国家是否有权向教会征税的辩论。 

 英国和法国等民族国家的国王反叛教皇的权柄。 

 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重新强调个人价值；再次

兴起对古典文学和圣经研究的兴趣。 

 形成因经商而致富的富有的中产阶级；他们与国王结

盟，而不是与教皇联合。 

 东部的君士坦丁堡在公元 1453 年被土耳其人攻克；俄

罗斯东正教教会兴起。 

 圣经被翻译成英文和希腊文。 

 由神秘主义者以及像约翰  威克利夫和约翰  胡司这样

的人所领导的几次在天主教内部的改革失败。 

1． 主要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在这个时期内，发生在政治/历史/文化领域内的重大变

化也给教会带来意义深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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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和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兴起 

中世纪时期的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政教合

一的哲学让位给在国王统治之下的强大的民族国

家。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以及商业和贸易的增加，

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形成了，他们支持国王而不是

教皇。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关注商业的和世俗的追

求，而不是属灵的/宗教的事物。 

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强有力的国王出现在英国、法国

和西班牙。英国的制度发展成为在国王与议会之间

保持权力平衡。法国和西班牙则更强调君主的权

力。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百年战

争（The Hundred Years’ War，公元 1337-1453 年），

结果英国赢了；以及英国本土的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结果给了封建体制致命的一击。 

在法国，开普王朝（Capetian dynasty，公元 987-1328）
的统治和百年战争 终导致国家的统一，并形成了

一个相当强大的君主制。 

在西班牙，从阿拉贡的费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
和卡斯提尔的依莎贝拉（Isabell of Castile）于 1469
年结婚之后，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君王制。罗马天

主教会与国王合作了一段时间，并使用西班牙宗教

裁判所来镇压异端，几千名“异端分子”被杀。罗

马天主教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西班牙。 

这一切当中 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民族国家的国王

都很有权势，并非常想抵制教皇参与政治活动的企

图，而且他们能够成功地抑制教皇的权力。他们甚

至能够限制教皇在地方教会事物中的权威。 

还有，新兴的富有的中产阶级在教皇控制土地和税

收的问题上与国王站在同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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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各国君王对教皇的反叛好还是不好？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的探索 

随着勇敢的探险迫使欧洲走出其狭隘的模式，新的

文化世界和商业的地平线逐渐在眼前展开。 

达珈马（Vasco da Gama）于 1497 年绕过非洲南端

航向印度，并打开了有利可图的通往远东的贸易新

路线。葡萄牙王子亨利（公元 1394-1460 年）赞助

了这次探险远航。 

西班牙的费迪南和依莎贝拉早些时候就派出哥伦

布（Chritopher Clumbus）在公元 1492 年向西航行

并发现了美洲大陆。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探险家

和宣教士很快汇合在南北美洲，想要主导新大陆或

控制商业。正是想要发现新的贸易路线的愿望为这

些勇敢的冒险事业提供了动力。而教会历史将永远

受到这些商业和政治发展的影响，因为基督教随着

这些探险者的脚踪而行。 

 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大约公元 1350-1650 年）对世界历史和

教会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 

文艺复兴是人们在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领域文

化追求的“再生”，它关注世俗的和个人的追求而

不是属灵的和社会的追求。在中世纪，个体的人受

到压抑。文艺复兴可谓是强调个人和“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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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的复兴，随着社会逐渐变成以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神为中心。 

尽管文艺复兴主要发生在意大利，并集中在艺术和

科学方面，它却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 

文艺复兴的影响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方面： 

 文艺复兴带来： 

 对古典希腊和拉丁文学作品及其哲学的兴

趣的复兴。 

 新的对自然美和人的美的欣赏唤起了艺术

灵感的爆发，创作出许多精细、华丽、美

妙的作品，像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的 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 

 人文主义的中产阶级被解放，追求自己的

生活方式。 

 公元 1456 年德国的古滕堡（Guttenberg）
发明的印刷术使得普通人有可能阅读到所

有类型的文学作品，包括圣经。 

 出现了大型图书馆，包括罗马的梵蒂冈图

书馆（The Vatican Library）。 

 建造了宏伟的大教堂，如在公元 1471-1484
年建的西斯廷大教堂（The Sistine Chapel），
其天花板顶画由米开朗琪罗

（Michaelangelo）绘制，他还在教皇利奥

十世（公元 1475-1512 年）的领导下，受聘

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  

 对文学、美和艺术的追求成为终极目的本

身。 

 正式宗教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处于“离婚”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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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方面 

这里也发生了某种形式的世俗化，因为君主的

权威被绝对化，并被高举在任何道德法典之上，

人有自由去做给他带来更大快乐的事，并按他

的方便去成他就所愿意的目标。 

 科学方面 

在科学上，倾向于使用归纳实验方法（inductive 
experimental method）。这种方法不假设任何绝

对的前提，而是通过衡量所有的数据和根据得

出结论。 

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和达芬奇等

人的发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他们超越身边

的环境，看到一个环绕着他们的更广袤的宇宙。

人们也开始对正式宗教的简单化的信条产生疑

问，如人和宇宙的起源。 

文艺复兴的三个关键词——知识主义/理性主

义(Intellectualism)、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和人文主义（Humanism）——将给生活的各个

领域，包括教会，施加极大的改革压力。 

事实上，所有这些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变

革都将提供宗教改革的外来压力。 

作业：文艺复兴好还是不好？请解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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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请区别演绎法（从一般到具体）和归纳法（从具体到一

般）的差异。那种对研究圣经更好？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这个时期 重大的宗教发展是：教皇的权力和名望急剧

衰落。而这个时期教会本身的主要特征是：腐败、淫乱、

贪婪以及形式化、仪式化的敬拜。 

这个时期的两个事件可以说明教皇制的衰落。 

 “教会被掳巴比伦 70 年”（公元 1305-1377 年） 

教皇波尼法修八世（Pope Boniface VIII，公元 1294- 
1303 年）不仅想要树立自己为至高无上的教皇，也

想做该撒和皇帝，而他自己却是一个腐化、不道德

的人。在宗教方面，他宣布公元 1300 年是一个“圣

年”，他将赦免所有到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或圣保

罗大教堂朝拜的人的一切罪。 

在政治方面，他早在公元 1296 年就发布了一份文

件“教俗敕谕”（Clericis Laico），宣告任何向教

职人员征税的统治者或任何交税的神职人员都被

将开除教籍。英国和法国国王都想向教会征税，以

支持政治和军事行动。英国的爱德华一世（Edward 
I）和法国“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lip IV, the fair）
都反对教皇，并继续用经济或其他手段制裁教会。

法国的腓力四世坚持说：基督没有把属世的权力给

教会。 



 

129  

教皇波尼法修于是颁布了“一圣教谕”（Unam 
Sanctam）来回击反对他的势力。这份文件宣告，人

类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臣服于教皇。国王腓力的耐心

尽了，他成功地废黜了波尼法修。国王们再也不能

容忍教皇们对政治事物的干涉。 

波尼法修在阿纳尼（Anagni）被绑架和短暂监禁后

不久死去，公元 1305 年，法国的腓力成功地使红

衣主教团选举一个法国大主教为教皇（革利免五世

Clemen V）。 

新教皇从未去过罗马，只在法国的阿维农

（Avignon）执政。接下来就是 72 年的“教会被掳

巴比伦时期”，其中教皇在法国的影响之下，在阿

维农而不是在罗马执政。 

阿维农的法国教皇们也不受欢迎，因滥发赎罪券和

滥用钱财而受到批评。 

公元 1377 年，教皇贵格利十一世（Gregory XI）到

了罗马，随着公元 1378 年他的继任者乌尔班六世

（Urban VI）的当选，危机似乎可能过去了。 

 教皇分裂 40 年（公元 1378-1417 年） 

教皇分裂源于“教会被掳巴比伦”（法国教皇制）。

乌尔班六世挑选出了一个新的、忠于他的红衣主教

团。而过去的的法国红衣主教团则选出了另外一位

教皇革利免七世（Clement VII），他上任为教皇并

返回法国。 

现在竟然同时有两个教皇！因为教皇代表了教会的

高属灵权威，由此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各个国家

分别选取了自己的阵线。 

苏格兰和法国承认革利免七世（法国教皇）；德国、

英国和意大利承认乌尔班六世（罗马教皇）。 

争议多年未得平息。 终在公元 1409 年，一次教

会大公会议在意大利的比萨（Pisa）召开。会议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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黜了两位教皇，选举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V）

为教皇。但因另两位教皇不承认此结果，现在竟然

同时有三位教皇！这种情况持续了五年，直到公元

1414 年，君士坦斯教会大公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召开。到公元 1417 年，问题基本得到

解决，马丁五世（Martin V）被正式承认为教皇。 

这次“公会运动”（Counciliar Movement）试图将

教皇置于教会大公会议的权柄之下，但是没有成

功。从理论上讲，教会大公会议包括平信徒代表参

加，应当为基督的身体 大的益处而运作，实践上

却未能行得通。 

君士坦斯会议作出几项重大的决定： 

 教会大公会议的权力在教皇之上。 

 谴责约翰  威克利夫的教导。 

 指控约翰  胡司为异端分子，判处他焚刑。 

 选举马丁五世为教皇。 

 废弃红衣主教团的教皇选举权。 

但是，这次通过教会大公会议进行罗马教会内部改

革的努力是短命的。马丁五世废弃了会议的所有决

定，除了选他自己当教皇一条。到公元 1450 年，

教皇再度控制一切，又一次走向腐败之路。 

作业：为什么教会在教皇问题上有这么多混乱？这些问题是政

治方面的还是属灵方面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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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公元 1453 年） 

东部教会在此期间基本没有改变，直到公元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失陷给奥斯曼土耳其人。个别的东正

教会幸存下来，但在世界的政局中不再是一股重要

的力量。 

在此期间，因为蒙古鞑靼人入侵俄国（公元 1237- 
1480 年）切断了俄国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俄国版

的东正教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东正教在俄国的

普通民众中深深扎根。 

俄国东正教会总部在公元 1325 年从基辅搬迁到莫

斯科，这使得俄国教会得以独立地发展。后来东正

教成为俄国的国教。 

其它两个针对教会的改革运动： 

 神秘主义（Mysticis） 

神秘主义不是这个时期独有的运动，它有早期

的根源，如在克勒窝的伯那德（公元 1090-1153
年）时期，就强调个人的、动感情的敬拜。 

神秘主义的发展，是对当时冷漠的、形式化的、

被动的敬拜的回应，这种敬拜由职业神职人员

主持的礼仪为中心；也是对理性主义的经院哲

学的回应，因为它过分强调理性。更进一步，

它试图满足人心中愿意个人地、亲密地、直接

地敬拜上帝的渴求。 

教会中的腐败、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流行病，如

公元 1348-1349 年的使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丧

失的黑死病（Black Death，即鼠疫 Bubonic 
Plague），都驱使人们直接地寻求神、而不是

通过教会的组织机构。 

神秘主义强调： 

 在一种情感经历中人的灵与神的灵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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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自内心的对神的敬拜，而不仅是外在的

形式化的礼仪。 
 真敬拜结出属灵的果子，就是好行为。 

尽管神秘主义有许多变异的形式，并有被滥用

的弊端，如倾向于泛神论（一切都是神）和“离

世主义（other-wordliness）”，它确实指出教

会应回到人的内在敬拜。在德国，这场运动由

一位道明会修士爱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1269-1327 年）发起，但是，他的许

多观点被教会指控为异端。马丁路德受到某些

神秘主义作家的影响。“神友会”（The Friends 
of God）运动和“共同生命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就源于神秘主义，神秘主

义作家的作品中 著名的、也是（在今天）

有价值的可能就是由肯培斯的多马（Thomas à 
Kempis，公元 1380-1471 年）所写的“效法基

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这本书 好地

表达了神秘主义的经典观点。他所强调的基本

点符合新约所教导的属灵的生命。包括： 

 默想基督。 
 实现与基督的灵里合一。 
 与爱世界的心（worldliness）分离。 
 为基督而服事。 

神秘主义，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有以下

的—— 

积极的方面： 

 提倡真诚的敬拜。 
 把宗教个人化。 
 强调参与。 
 拒绝形式化礼仪。 
 以基督为中心。 

消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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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分强调感情的经历。 
 经常以主观的经历代替圣经的权威和启

示。 
 倾向于忽略教义。 
 可能导致泛神论。 

罗马的教会注意到了神秘主义者的指责，但是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进自己）。 

当教会中出现改革运动时，它们针对的是权威

和教会体制，而不是敬拜。 

 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humanists） 

尽管文艺复兴主要发生在意大利，并且并不以

属灵的事物和教会为关注中心，但是文艺复兴

中有一个支流将极大地影响教会。 

文艺复兴运动中，有几个“人文主义者”对于

用原文研究圣经而不是希腊和拉丁文古典文学

感兴趣。他们愿意使用他们的智力去重新发现

在圣经中的犹太教—基督教遗产。 

柯列特（John Colet，公元 1467-1519 年）成立

了一个小组，叫做牛津改革者（Oxford 
Reformers）。他致力于分辨原文保罗书信的字

面意思。 

茹锡林（John Reuchlin，公元 1453-1522 年）钻

研希伯来文旧约，他影响了墨兰顿

（Melanchthon），宗教改革期间马丁路德生活

中的一位重要的同工。 

贡献 大的人物或许是伊拉斯姆（Erasmus，公

元 1461-1536 年），一位生于荷兰的德国学者，

他曾受教于共同生活兄弟会，就读于欧洲各主

要大学。他的许多作品完成于瑞士的巴塞尔

（Ba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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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姆是 早的畅销书作家，他的讽刺作品

愚人颂（Praise of Folly，公元 1511 年）指出了

教会中的许多过分和不当行为。 

1516 年，伊拉斯姆出版了第一部印刷的希腊文

新约，它影响到后来各种语言的译本，并成为

它们的基础。有了希腊文圣经，任何能阅读它

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罗马教会的做法与新约

教会相去甚远。 

但是，伊拉斯姆没有加入马丁路德那样的激进

改革者，而是选择留在天主教会内从事道德改

革。 

作业：文艺复兴中的神秘主义和人文主义运动好还是不好？为

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早期改革者——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和胡司（John 
Hus）。 

第一批真正的新教/更正教/基督教/抗议宗/抗罗宗

（Protestants）抗议者（Protestors）起来反对罗马教会

首先出现在英国，然后在波希米亚（今捷克共和国）。 

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公元 1328-1384 年）依靠他

在牛津大学的教职成为改革的先锋。他令教皇非常恼

怒，但由于有强大政治盟友的保护，没有殉道。在法国

阿维农的“教会被掳巴比伦”时期（公元 1303-1377 年），

威克利夫传播了他的抗议的观念。突出的议题是向教会

财产征税和教会与政治仲裁权混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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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威克利夫的目标是想通过撤去不道德的神职人员

和降低教会拥有的资产来改革教会。随着出现两个教皇

的情形发生，威克利夫转向更直接地攻击罗马天主教会

的教义。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焦点转移。 

威克利夫教导说： 

• 教皇的权威从属于基督，基督（而非教皇）是教会

的头。 

• 政府有权介入并更正教会的不当行为和腐败。 

• 教会应当奉行简朴的新约教会模式。 

• 化质说的教义是错误的——基督只是在属灵的意

义上与圣餐中的元素同在。 

• 所有基督徒都应当读圣经。 

• 因为救恩是基于神的恩典，因此所有的基督徒在基

督里都是在灵里得自由的，并且在神面前是平等

的。 

威克利夫在公元 1382 年首次将新约译成英文，使平信

徒也有机会读到。两年以后在英国可以读到全本英文圣

经。 

威克利夫正确地相信，如果人们能够自己读上帝的话

语，他们就能够分辨教会的错误，并遵守圣经的原则。 

威克利夫受到教会的强烈反对，他的观点被斥责。作为

回应，他组织了一批平信徒布道家，叫做罗拉得

（Lollards，意思是游吟诗歌布道家），继续传播他的

观点。 

威克利夫以圣经为依据，教导反对几乎所有的罗马教会

的做法，包括卖赎罪券、拜圣像和圣徒。评判教会须以

圣经为依据，而不是传统或人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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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司（John Hus，公元1373-1415年） 

尽管威克利夫在英国受到压制，但是当英王理查二世和

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妮公主结婚之后，英国

与波希米亚之间的文化与教育交流使得威克利夫的思

想传到了胡司手里，他是一位在波希米亚的罗马教会中

热心倡导改革的神职人员，也在布拉格大学教书。 

胡司几乎完全接受了威克利夫的观点，前提是基督，而

非教皇，是教会的头。 

胡司的反对罗马天主教卖赎罪券等做法的激情布道引

发了学生暴乱。教皇在当地大主教的参谋下通知胡司参

加 1414 年的康斯坦斯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并

承诺保证他的安全。会议结束后，胡司被送进宗教裁判

所，判定为异端。因拒绝声明悔过，他于 1415 年被送

上火刑架。 

但是，正像基督被钉于十字架并没有中止基督教一样，

胡司的殉道也没有减慢新教改革的到来。 

胡司的著作、讲道词和死将对教会产生重大影响： 

• 一个叫做他泊派（Taborites）的团体在胡司死后于

波希米亚形成，继续与罗马教会斗争，并于 1450
年前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教会，叫联合兄弟会

（United Brethren）。从这个教会发展出了莫拉维

亚教会（Moravian Church），约翰卫斯理就是受其

成员影响而得救的。莫拉维亚教会后来成为一个伟

大的差派宣教士的教会，一直存留到今天。 

• 德国的马丁路德（Mardin Luther）将受到胡司的激

励和鼓舞。 

但是罗马教会仍然拒绝倾听这些符合圣经的“异

端”呼声，拒绝改革其腐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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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尽管圣经的观点那么清楚，为什么罗马教会那样疯狂地

抗拒改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有关的主要人物 

教皇波尼法修八世（Pope Boniface VIII，公元 1294-1303
年）对教皇至高地位的贪求导致他与英国和法国国王的

冲突及失败。很明显，他不仅视自己为教皇和皇帝，甚

至是“神”。他的荒谬行为导致了“教会被掳巴比伦”

和教皇大分裂。 

教皇马丁五世（Pope MartinV，公元 1368-1431 年）在

公元 1417 年的康斯坦斯会议上当选教皇，结束了教皇

大分裂。但他很快又转向把教皇的权力设置在教会大公

会议之上。 

肯培斯的多马（Thomas a Kempis，公元 1380-1471 年）

以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效法基督》）展现了神秘主

义运动 好的方面。这场运动试图恢复在敬拜中每个人

内在的与基督联合的这一要素，作为对教会的冷漠、形

式化、非人格化的仪式的回应。 

约翰 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公元 1328-1384 年）是

英国改革家和新教改革运动的先锋。他向化质说和教皇

为教会之首的教义提出挑战，提倡恢复圣经的权威和符

合圣经的教会敬拜和组织的原则。 

约翰 胡司（John Hus，公元 1373-1415 年）是波希米亚

的改革家，他跟随威克利夫的教导，情愿舍弃生命来反

对罗马教会的腐败的教义和实践，并于 1415 年被烧死

在火刑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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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柯列特（John Colet，公元 1467-1519 年）是早期

英国改革者，他提倡字义解经，为后来的英国的新教改

革运动铺平了道路。 

伊拉斯姆（Erasmus，公元 1466-1536 年）是荷兰学者

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出版了第一本印刷的希腊文新

约，他的讽刺作品指出了教会的妄行。 

5．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公元 1305-1517 年这段历史时期，为新教改革运动搭设

了舞台： 

重新查考圣经使得人们清楚地看到：罗马教会的教义和

实践没有真正的圣经支持。 

发展中的各民族国家的国王们成功地抵制了教皇的权

柄。 

几次内部的改革企图和来自外部的压力为罗马教会提

供了一切纠正自己错误的机会。它的固执注定了它的命 
运。 

“文艺复兴”对个人的强调，为从没有生机的制度化教

会分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个教会再也不能阻挡理智

的疑问的浪潮。 

早期改革者威克利夫和胡司清楚地划定了教义和实践

的战线。 

印刷术的发明和翻译成常用语言的圣经促使了不同观

点的传播。 

制度化教会中的敬拜变得如此非人格化和无意义，以至

人们想在别处得到答案，并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来得到

他们所缺乏的。 

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力量保证教会不可能再保持

原状。 

罗马教会拒绝改革自己注定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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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关于公元 1305-1517 年这段历史时期的发展，什么是

重要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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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宗教改革时期 

  

公元 1517 年 新教宗派与天主教会分离 
天主教的“反改革” 

 

公元 1305 年 

 
马丁路德

的“95 条”
回到符合圣经的

神学和实践上来 

30 年战争和

威斯特伐利

亚和约 

 

• 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会分离 
• 宗派主义 
• 新教的福音派神学——因信称义 
• 宗教/政治战争 
• 天主教的“反改革” 
• 耶稣会 
• 美洲的基督教 
• 卖“赎罪卷”——马丁路德的“95 条” 
• “唯独圣经”；“唯独信心” 
• 回到研究圣经上去 
• 慈运理 
• 加尔文 
• “改革宗神学” 
• 再浸派 
• 圣公会/安立甘派/英国国教 
• 极端改革派 
• 清教徒和分离派改革 
• 美洲的早期基督教 
• 早期殖民运动 
• 宗教审判所和禁书目录 
• 天主教对新教徒的战争 

 
主要背景经文 

可 7：1-13 
罗 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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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宗教改革时期    公元 1517－1648 年 

宗教改革（Reformation）时期将在世界上永远改变基督教

的面貌，给教会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 

宗教改革带来： 

 一次教会历史上的主要分裂——新教徒（Protestants）
脱离罗马天主教会。 

 形成新教/更正教/复原教/“基督教”（Protestantism）

的四种主要宗派传统──路德宗/信义宗（Lutheran）、

改革宗（Reformed）/长老会（Presbyterian）、再浸派/
重洗派（Anabaptist）和圣公会 /安利甘宗 /英国国教

（Anglican）。 

 发展了福音派的、正统的新教神学。 

 天主教势力和新教诸侯之间血腥的宗教/政治战争。 

 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成长为强大的民族国家。 

 由耶稣会（Jesuit Society）领导的“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或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复兴。 

 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传统的永久性分裂。 

 宗派教会（denominational churches）的开始。 

 基督教在美洲的建立。 

引起宗教改革的主要因素 

引发宗教改革的直接原因是宗教方面的（路德抗议罗马教会

发售赎罪券），而其它多方面的因素导致这一时期罗马天主

教会的分裂和四种新宗教传统的形成。 

政治因素 

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势力强烈反对罗马教会声称有统管宗

教和政治事务的权力，并且可能把宗教改革看为一个摆脱罗

马教会的“政治势力”的时机。 

 

142  

经济因素 

罗马教会占有的大片土地一方面助成了把统治主权分离在

教会和国家之间，一方面也被各民族国家的国王们垂涎，看

成是一个可能的财富和收入的来源。 

教会向各国的统治者和人民都征收捐税令人反感。神职人员

不必向政府交税更使政治领导人不满。 

教会的贪心和通过发售赎罪券来敛钱的伎俩既是经济的因

素，也是宗教的因素。各国国王们都在忙于寻找资金来供应

迅速发展的中产阶级和日渐兴旺的商业。 

文化因素 

宗教改革中发展起来的新教（条顿人）国家与旧的神圣罗马

帝国的拉丁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新教国家的人民喜欢独立

和个人主义，而拉丁人则喜欢依赖普世的机构和教会/国家

的统管。民族国家里中产阶级的新兴势力和富有与拉丁语系

国家中富人和平民的等级制度形成了尖锐对比。 

知识因素 

文艺复兴倡导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世俗的人生观，强烈反

对罗马天主教会里面的“不用脑子的”宗教礼仪和实践。这

个要求回到文明的源头（包括圣经在内）的运动清楚地证明

了罗马教会在思想上欺骗了民众。 

宗教/道德因素 

• 神职人员公开而大胆的道德败坏及违背他们自己的标

准激怒了那些已经看见了新约道德标准的信徒。 

• 因教会职位的买卖、教会法庭中的贿赂、发售赎罪券和

崇拜圣物等造成的腐败现象使得人们非常不信任教会。 

• 神职人员忽略了讲道和服事，他们满足于背诵弥撒，却

不根据会众的需要而造就和服事他们。 

• 教会频繁的筹款呼吁对急需物质和灵性帮助的人们已

经成了耳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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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实际上正在“榨取人民的生命”，却没有给予他们

任何灵性上的回报。 

• 这些宗教因素当中，或许 重要的就是罗马教会自身的

教义和实践的改革的失败了。 

托马斯  阿奎那（Thomas Aquinas）诠释的罗马天主教神

学和实践既不符合新约的圣经神学，也不符合象奥古斯丁等

伟大的教父们的教导。 

罗马教会已经误入歧途，却不肯自行改正，继续盲目地坚持： 

• （以教皇为代表的）教会的权威和传统获取了等同于甚

至超越圣经的地位。 

• 救恩是通过由神职人员主持的圣礼而获得的。 

教会的组织机构已经替代了基督和圣经的地位。改革家们将

用如下观点予以反击： 

• “唯独圣经”──圣经是唯一的权威 

• “唯独信心”──得救是单单凭信心 

这是新约的教导和奥古斯丁的神学与罗马教会的教导和托

马斯  阿奎那的神学的对抗。 

现在已经没有可能妥协或和平共处了。 

作业：人们可以亲自阅读和解释圣经的重要性何在？教会的教

义和实践的 终衡量标准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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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定义： 

宗教改革并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因为罗马天主

教会在神学和实践上几乎完全没有改变），而是一次在神学

和实践上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改革运动，导致在公元 1517

－1545 年成立新的各民族国家的新教/更正教教会。 

主要的改革运动持续了不到 30 年的时间，但是宗教改革时

期，包括“反天主教改革“和血腥的政治/宗教战争，将一

直持续到公元 1648 年。 

宗教改革的真正问题与基督教的基本教导有关。 

主题 教导 

  新教 罗马天主教 

救恩 ── 藉着对基督的信心 藉着教会的圣礼 

权威 ── 唯独圣经 圣经加教会 

教会的本质 ── 一个属灵的有机体 一个组织机构 

基督徒的生

活 
── 凭信心，靠圣灵的力

量 
凭功德，靠自己的力

量 

信徒的祭司

身份 
── 个人有权与神沟通

和阅读圣经 
只能通过神职人员来

与神沟通 

显然双方在教义和实践两方面是尖锐对立的。 

人们对于宗教改革运动各持己见。主要的看法有四种： 

1. 天主教角度──这是对大公罗马教会的反叛；这些新

教徒如马丁路德，是异端分子，出于私心（想要结婚）。 

2. 新教角度──这是回归到基于新约教导的（因信得救，

圣经权威）的宗教和教会生活上去。 

3. 宗教角度──这是一场两种神学之间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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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  阿奎那 奥古斯丁 

人不是完全败坏—— 人是完全败坏—— 

得救是藉着信心 

加上在圣礼中传递的恩典 

得救是藉着恩典 

单单通过信心 

4. 世俗角度──是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北欧的条顿民

族对南欧的拉丁民族）针对教会（和它的代表教皇）的

经济和政治势力的一次革命。因此宗教改革是影响更大

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小部分。 

当然，观点 2，3 和 4 中有很多正确的方面，甚至观点 1 中

也可能有正确的地方。这次宗教改革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社

会、政治和经济运动，但是它首先还是一次教会内部的宗教

革命，从结果就可以看出。 

作业：至此，新教改革是否看起来是正确的？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主要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在宗教改革开始时的政治局势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

宗教发展的背景。 

• 在西班牙 

西班牙是宗教改革时期政治上 强大的民族国家，

坚信罗马天主教。公元 1516 年，查理一世（通过

婚姻把西班牙统一的阿拉贡〈Aragon〉王费迪南

〈Ferdinand〉和卡斯蒂尔〈Castile〉女王伊萨贝拉

〈Isabella〉的孙子）登上西班牙的王位，到了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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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公元 1500
－1558），同时也统治着德国。西班牙进行了一些

罗马教会的改革，查理五世坚决反对在德国的路德

宗的改革。他想镇压宗教改革，还原天主教会昔日

的纯一和权力。 

土耳其入侵者威胁着欧洲，他们于公元 1453 年占

领了君士坦丁堡，并且继续在向欧洲西部挺进。马

丁路德在德国推行改革的重要时期，这件事占去了

查理五世很多的精力。 

• 在法国 

法国这时已经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花大量时间

与西班牙为争夺霸权。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
公元 1515－1547）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法国国王。他

不支持这场运动，但他与西班牙的争战使得查理五

世忙于与法国打仗而无暇顾及路德和宗教改革。 

• 在英国 

亨利七世（Henry VII，公元 1485－1509）在经过与

贵族的一段对抗之后统一了英国。他的儿子亨利八

世（Henry VIII，公元 1509－1547）是宗教改革时

期的英国国王。一开始他曾激烈地反对路德的抗议

活动，但在 1534 年因政治和个人原因与罗马教会

分裂，因为不满教皇干预皇家的婚姻。 

教义上亨利八世仍然与罗马很近，但他对教皇的权

威的反叛为英国后来的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 在德国（神圣罗马帝国） 

在 后一位哈布斯堡（Hapsburg）统治者马克西米

利安一世（Maximillian I，公元 1493－1519）之后，

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成了皇帝查理五世。 

然而，神圣罗马皇帝没有实际的能力控制由强大的

诸侯统治的德国各州的松散的联盟。一些德国诸侯

是世俗的，另一些却是坚定的教徒。萨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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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xony，德国的一个州）的“选侯”（Elector，
有权选举皇帝的诸侯）将作为马丁路德的保护人，

与教皇（宗教势力）和皇帝（政治势力）作斗争。 

• 在意大利 

由于罗马是教皇权势的所在地，意大利基本上没有

受到新教改革的影响。反之，它受天主教反改教运

动的影响却十分巨大。 

• 在俄国 

俄国正在成长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受宗教改革

的影响却很小。在公元 1589 年，俄国宣布希腊东

正教为俄国的国教。 

• 其它发展 

 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发展为主要的民族国家和

世界强权，彼此争夺包括美洲在内的西半球的

霸权。 

 葡萄牙在巴西、非洲西海岸和印度建立殖民地，

通向远东的新贸易航线在公元 1520－1522 年

被打开。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带领的

葡萄牙船队环行了世界。 

 西班牙在墨西哥、美国西南部、佛罗里达、中

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建立了殖民地。 

 英国在美国东海岸建立了殖民地。 

 新教改革开始了一个逐步结束教会与国家联合

的政治/宗教基础，以及教皇干预各国政治事务

的权力的过程。 

 新教和天主教的统治者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
宗教战争产生了公元 1555 年的《奥斯堡和约》

（Peace of Augsburg），容许了路德宗的信仰。 

 法国的天主教势力和加尔文主义者之间的战争

致使数十万法国于格诺派教徒（Huguenots）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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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外。 

 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宗教战争导致了政治分裂。 

 英 格 兰 的 清 教 徒 （ Puritans ） 和 公 理 会

Congregationalist/分离派 Separatist 运动造成了

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平衡。 

 由政治和宗教原因导致的三十年战争（公元

1618－1648）反映了新教改革和天主教反改革

运动所带来的残酷斗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Peace of Westphalia，1648 年）不仅承认了天

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派的信仰，还促成了现

代欧洲各主要势力的形成。 

 这段时期中，政治和宗教运动无可救药地纠缠

在了一起。这也许是政治与宗教密不可分的

后一个时期了。 

 国王的政治势力得到稳固的建立，代价是宗教

领袖（如教皇）的权力下降。 

作业：引起宗教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有多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介绍 

如先所述，是罗马天主教会保证了新教改革的必然，因

为它顽固地拒绝对自身进行改革。 

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理论也会因这场运动而遇到挑战，

但 一 开 始 是 教 会 内 部 的 滥 权 腐 败 导 致 了 新 教

（Protestants，“抗议派”/ “抗罗宗”）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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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内部腐败如此严重，必须有人来做点什么了！ 

罗马教会里的腐败现象： 

• 许多神职人员参与腐败和淫乱 

• 圣职买卖 

• 崇拜和出售圣物 

• 赐下特许，让人可以违犯教会法规而结婚 

• 不断呼吁人捐款 

• 过分征收教会税，好支持教会的管理系统 

• 神职人员不能有效地满足人民的真实需要 

• 发售赎罪券（Indulgence），用于罪的现世补偿 

发售赎罪券是新教改革的直接导火线。 

赎罪券与告解礼（Penance）有关，用于罪的现世补偿。

天主教会教导说，人认罪之后，罪过和处罚都被神免去，

但是罪人必须以两种形式之一为罪付上代价：或是在死

后的炼狱中，或是在现世。这一代价或补偿可以采用多

种形式──朝圣、善行或给教会捐款，可以免去一生罪

的刑罚。 

赎罪券是教会发行的一种文件，宣告罪的现世补偿已经

被满足。赎罪券背后的理论是：基督和早期圣徒已经在

天上建立了一个“功德宝库”，让教皇可以藉着它颁发

赎罪券。 

实际上，发售赎罪券的制度是为罗马教会敛财的，因为

教会的许多事业，如战争、政治手段、十字军东征和修

建大教堂等都需要钱。赎罪券的价值取决于罪人的地位

和支付能力。（请与弗 1：7；2：8－10 比较）。 

是滥发赎罪券引发了马丁路德拟出《九十五条》张贴在

威登堡（Wittenberg）的教堂门口，“抗议”赎罪券的

发售，并要求与教会领袖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这一事

件揭开了新教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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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罗马教会的改革运动中将发展出四种主要的“抗

议”团体。尽管这些团体有许多区别，但他们都持守圣

经是 高的权威，并反对藉圣礼得救的制度。 

这四种新的传统/派别是： 

路德宗 圣公会 改革宗/长老会 再浸派 
德国 英格兰 瑞士 德国、瑞士、 

莫拉维亚 

保持了大

量不被圣

经禁止的

礼仪 

同左 弃绝了一切未

经新约圣经授

权的教义和实

践 

激进的自由信

徒，力图重建早

期新约教会和

崇拜的模式 

这些宗派将促发四个主要领域内的巨大变化： 

权威 ── 圣经作为独一的权威 

教会论 ── 独立的国家教会代替普世的

罗马天主教会 

神职人员/教士 ── 不再需要教士作为神人中介 

得救 ── 藉着恩典，单凭信心 

• 路德宗（Lutheran）在德国的改革 

宗教改革的时机成熟了，神就在合适的时间提供了

合适的人──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开始

了改革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过程。 

马丁路德个人的灵路旅程： 

马丁路德 

 公元 1483 年生于德国的撒克森州（Saxony） 

 就读于埃尔伏特（Erfurt）大学，在 1505 年获

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本想从事法律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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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505 年险些被闪电击中，在急难中起誓说：

“圣安娜（St. Anne，矿工的守护圣徒），救救

我！我愿做一名修道士。” 

 实践了他的誓言，进入奥古斯丁派修道院。 

然而，修道士生活和罗马天主教冰冷的形式主义没

有满足他内心与神和好的渴望。 

路 德 一 生 的 转 机 发 生 在 他 被 派 往 威 登 堡

（Wittenberg）大学去教授圣经研究课程。公元 1512
年，他在那里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通过五年对诗篇、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研究，路德

确信罗马天主教以功德为基础，藉教会圣礼得救的

体系是错误的。实际上，路德明显是通过读罗马书

1：17──“义人必因信得生”而得救的。 

路德如今确信，得救是单单凭着信心，而且单单基

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成就的圣功。 

不需要： 

 教士的代求 
 修士和弥撒 
 为已死的圣徒祷告 
 基于行为的救恩 
 告解礼和赎罪券 

唯一的需要是被神的话语所滋养的信心。路德的主

题是： 
因信称义 

我们藉着对基督的信心，被宣告无罪，且被造成为

义。路德一开始在他的布道中批判了教会中的腐

败，包括发售赎罪券等。 

路德与罗马教会的分离分为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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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抗议和辩论 

1517 年，教皇利奥十世（Leo X）下令为在罗马修

建的圣彼得大教堂筹集资金，批准一次特别发售的

赎罪券。 

道明会修士约翰  特策尔（John Tetzel）受教皇差遣

到德国各地筹款。特策尔吹嘘说，买了这次的赎罪

券，甚至可以减少炼狱中的时间！ 

路德被激怒了，因为他知道这是坏的神学和坏的讲

道。 

撒克森选侯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of Saxony）是路

德的保护人，禁止特策尔在撒克森发售赎罪券，但

是他到了撒克森边境。神主权地供应，使用象弗雷

德里克这样的人来保护路德，成就神的目的。 

1517 年 10 月 31 日，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口贴出了

《九十五条》，这是一次“抗议”行动，向罗马教

会的神职人员们发出了辩论这些问题的挑战。 

路德的神学挑战是针对三个领域： 

 发售赎罪券是不符合圣经的 
 教皇没有赦罪的权柄 
 没有什么（天上的）“功德宝库” 

随着路德的思想被大量印刷和从拉丁文翻译成德

文，并风行整个德国，一系列抗议他的观点就从道

明会修士和其它人发出。 

经过初期的论战和喧嚣，一系列正式的教会聚会划

清了双方的阵线。 

奥斯堡国务会议（Diet of Augsburg）（公元 1518） 

路德被红衣主教卡耶但（Cardinal Cajetan）招来，

勒令他收回自己的见解。 

路德断然拒绝，坚持说圣经是他唯一的权威，不是

教皇或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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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大公会议（Council of Leipzig）（公元 1519） 

路德与神学家/律师约翰  艾克（John Eck）展开辩

论，他成功地诱使路德承认： 

 他的主张与胡斯（John Hus）的相似； 
 他不愿意接受教皇的决定； 
 较之教皇路德更愿意仰赖的教会大公会议也可

能犯错误。 

第二步：路德的著作 

1520 年，路德发表了三个小册子，攻击罗马天主教。 

在《告德意志基督徒贵族书》中，路德攻击了罗马

教会的教会等级制度，他宣称： 

 教皇不具备世俗的权威； 
 君王和诸侯有权纠正教会中的腐败，包括罢免

神职人员； 
 教皇不独有解释圣经的权利。 

在《教会被掳巴比伦》中，路德攻击了罗马教会的

藉圣礼得救的制度，他宣称： 

 称义是单凭信心； 
 圣礼并不传递恩典； 
 主餐和洗礼是教会仅有的礼仪，可以由平信徒

主持。 

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路德攻击了罗马教会的

神学，他宣称： 

 对基督的信心使得每个信徒在神面前都是自己

的祭司； 
 一个凭信心而行的真基督徒自然会产生好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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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革除教籍 

1520 年 6 月，教皇利奥十世发布一篇教皇通谕，谴

责了路德，并给他 60 天的时间宣告放弃观点。路

德没有，于是他的书被焚烧。作为回敬，路德在 1520
年 10 月 10 日当众焚烧了教皇的通谕。 

1521 年 1 月，教皇宣布路德为异端分子，并革除了

他的教籍。 

1521 年 4 月，路德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召

去出席沃尔姆斯国务会议（Diet of Worms）。路德

毫不畏惧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倚靠圣经的权

威，表示如果有圣经根据，他乐意改变任何观点。

路德拒绝宣告放弃观点，他说： 

“我的良心是神的话语的俘虏……我不会宣告放

弃任何观点，因为违背良心既不诚实，也不安全。

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帮助我。阿

们。” 

路德被宣告是一个“披着修道士外袍的魔鬼”，被

皇帝宣告为一个罪犯。路德被撒克森选侯弗雷德里

克派人秘密劫走，免于被捕和处死，在瓦特堡城

（Wartburg）的一个古城堡里度过了一年的时间，

在那里他将新约圣经译成了德文。 

随着法国和西班牙在 1521 年开战和土耳其人的入

侵威胁，查理五世在下面大约八年的时间中无暇顾

及路德。 

改革（抗议）运动扩展开来，在 1522 年，路德回

到威登堡，作了一名保守的改革家。路德宗将保留

大量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如婴儿受洗、教袍、蜡

烛等等，只要是不被圣经禁止的。 

路德在威登堡实施了几项有重要属灵意义的改革： 

 主教职位被取消，因为它没有圣经依据； 

 为各教会任命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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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修士和修女被允许结婚。 路德自己在

1525 年与一名前修女凯瑟琳 冯 波拉

（Katherine Von Bora）结婚，并撰写了“论修

道誓言（On Monastic Vows）”一书，主张放

弃修道主义，提倡婚姻； 

 拉丁文的敬拜仪文被翻译成德文； 

 平信徒可以在圣餐中领受饼和杯（罗马教会只

允许他们吃饼）； 

 敬拜的重点从献祭的弥撒礼仪转变为讲道和教

导神的话。 

作业：圣经在宗教改革的初期阶段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从中

学到了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后的危机 

1521 年，在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压迫之下，德国爆发

了一场农民起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路德论

著的鼓舞，反抗教皇和罗马皇帝。 

路德一开始认为农民的事业是正义的，但是不久就

因它转向暴力而反对它，因为其领导权落在了宗教

极端分子如闵斯特（Thomas Münster）等人手上，

他提倡为宗教目的用武力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 

起义被德国贵族粉碎，约有十万人死于战争！激进

地改革教会和政府不是路德的计划。路德不再信任

普通人，也就失去了他们的支持。他还失去了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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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姆的支持，因为后者虽想改革，却不愿与罗马教

会分离。 

1529 年，查理五世打败了法国，也将土耳其人从奥

地利的维也纳赶回去。如今他准备好对付宗教改革

了。不久之后的两次国务会议将对路德宗改革运动

产生巨大的影响。 

斯比尔国务会议（Diet of Speier，1529 年） 

这次诸侯联席会议下令解散路德宗，恢复天主教为

德国的国教，还宣布再浸派为异端。少数与会者反

对这项公告，持反对态度的人都被称为“抗议者”

（Protestant，新教徒）。 

奥斯堡国务会议（Diet of Augsburg，1530 年） 

一年之后，路德宗教会被要求对 1529 年的公告作

出回应。 

路德没露面，但是他在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
的帮助下起草了《奥斯堡信条》（The Augsburg 
Confession），作为路德宗的立场呈于这次国务会

议。墨兰顿曾在 1518 年作为希腊文教授到过威登

堡。他和路德是教员里的同事，成了亲密的朋友。 

墨兰顿成了路德的私人神学家。这次国务会议拒绝

接受奥斯堡信条和辩护文，路德宗被勒令在一年之

内放弃自己的主张，否则就要面临死亡。《奥斯堡

信条》是路德宗神学的早期的经典声明。 

随后的回应是：支持路德宗的德国诸侯结成了一个

军事/宗教同盟，名为施玛卡迪（Schmalkaldic）同

盟。天主教的诸侯也联合力量对抗路德宗。 

但是土耳其威胁的重新出现和与法国再次开战占

据了查理五世的精力。 

在路德逝世前的 16 年时间内，德国的天主教诸侯

和新教诸侯之间有一种让人不安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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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玛卡迪战争和奥斯堡和约（1546－1555） 

教皇保罗三世在 1546 年发起了征讨新教诸侯的十

字军，几乎在一年之内打败了他们。至今仍有天主

教和新教势力之间的宗教战争。查理五世和教皇之

间开始产生摩擦，这使得新教徒有了重整之机。到

1552 年，政治运作夺回了新教徒丢失的大部分影

响。 

1555 年的奥斯堡和约承认了路德宗作为宗教在帝

国内与罗马天主教有平等基础的合法地位。 

路德宗的传播 

1577 年写的康科德共识（The Formula of Concord）
在 1580 年出版，以全面的方式发表了大部分路德

宗德国人的神学观点。由于路德宗内部有一些神学

和教规方面的争执，这份文件的公布是很有必要

的。康科德之书（The Book of Concord）建立了早

期路德宗教会的信经和路德宗神学。 

到 1540 年，德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信了路德宗。

路德宗在波希米亚、波兰和匈牙利也很盛行。丹麦

和瑞典也基本被路德宗赢得，通过热情有力的讲

道。 

路德的影响 

路德的影响极为巨大，尽管含有政治因素，但它首

先是宗教性的，因为基督教更正教得以诞生，它的

四项主要的教义都与罗马天主教神学有尖锐的对

立。 

1. 得救──凭信心而不是凭行为 

2. 权威──在乎圣经而不是教会 

3. 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有机体，由全部基督

身体中的信徒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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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督徒生活──凭信心事奉神，无论是神职

人员还是平信徒 

路德和墨兰顿帮助塑造、形成和申明了经典的基督

教更正教神学。路德还 

 再次允许神职人员结婚，视为圣洁 
 降低了对教会中的结构和地位的强调 
 倡导牧师的职分 
 提倡宣讲和教导神的话语，超过宗教礼仪 
 为平民百姓译制了德文圣经 
 创作了许多杰出的赞美诗，如“神是我们坚固

堡垒（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打破了天主教会的坚固阵营 

路德是现代宗教改革的先锋，他靠信心、勇气和圣

经而不是武器，带来了必要的改革。 

作业：路德施行改革的战略是否正确？为什么？你有什么不同

的方式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路德临死之前，改革运动就已经延及瑞士，后

又到达英格兰。新教的其它三个从路德的宗教改

革中发展出来的主要宗派是： 

在瑞士、法国和苏格兰的改革宗（Reformed faith）
和长老会（Presbyterianism） 

在瑞士的再浸派/重洗派(Anabaptists) 

在英格兰的圣公会/安利甘宗/英国国教

（Angl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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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的慈运理和加尔文的改革 

路德宗很快将有好几个更正教当中的竞争者，

首先是瑞士的几个运动。 

瑞士在政治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由独立的自

治共和省（Cantons）组成的民主邦联

（Confederation）。一些自治省是农村，人烟稀少；

另一些则以城镇为主，人口稠密。在 16 世纪，瑞

士有 13 个省，每个省在国务会议（diet）或议会

（congress）中有一票。重要的是，每个省有自由

设立自己的宗教形式。 

因此，瑞士的宗教改革就成了各个不同的省的

独立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结果。 

瑞士受以文化、艺术、教育和人文主义为重点

的文艺复兴的影响十分巨大。很多重要的大学（如

伊拉斯姆曾任职过的巴塞尔 Basel 大学）都在瑞士。 

在瑞士北部，讲德语的省份随从了慈运理的以

苏黎世为中心的宗教改革。在瑞士南部，讲法语的

省份则随从了加尔文的以日内瓦为中心的宗教改

革。再浸派是慈运理的改革运动中激进的一支，

后与慈运理分道扬镳，扩展到了瑞士其它地域以及

德国和荷兰。35 年内，慈运理的改革运动被加尔文

的改革所吞并。 

慈运理的改革 

慈运理（Ulrich Zwingli，公元 1484－1531）受教于

维也纳（Vienna）和巴塞尔大学，深受人文主义和

伊拉斯姆的教导的影响，使得他认识到圣经的重要

性，立志钻研圣经。 

慈运理原是一名教区神甫，于 1519 年被任命为苏

黎世（Zurich）的米尼斯特主教堂（Minister 
Cathedral）的主要讲道牧师。以圣经教导为依据，

慈运理开始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很多神学观点和实

践，尤其是赎罪券和变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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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运理读过路德的著作，而且在瑞士改革的早期受

其影响十分明显。这场改革与路德在德国的改革差

不多同时进行。到 1529 年，路德和慈运理曾在“马

尔堡会谈（Marburg Colloquy）”中会面并讨论神

学问题。他们在 15 项声明中有 14 项达成了共识。

有分歧的一点是圣餐中基督的“显现”。慈运理认

为圣餐不过是一种纪念仪式，基督的显现方式是与

领受者在灵里合一。路德坚持认为基督的同在是真

实地（身体）显现于饼和杯周围，只是饼和杯的实

质并没有改变。路德和慈运理再也没有联合过。 

慈运理于 1519 年瘟疫中病后信主，并接触到了路

德的著作。他的改革运动是通过： 

1) 在公众讲道中根据圣经驳斥罗马教会 
2) 在与天主教拥护者的公开辩论中取胜 

这些辩论由市议会裁定，它授予慈运理的神学在苏

黎世的合法地位。慈运理还赢得了伯尔尼（Bern）
和巴塞尔（Basel）等城市的支持。 

慈运理 1523 年发表的《六十七条》声明了他主要

的改革主张： 

 因信得救 
 圣经是权威 
 按照圣经模式恢复教会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允许神职人员结婚 
 基督在纪念性的圣餐仪式中有属灵显现 
 反对罗马教会的大部分神学和实践，包括炼狱

说，圣礼和赎罪券。 

终，苏黎世的改革 

 免除了洗礼和葬礼的手续费 
 允许修道士和修女结婚 
 取消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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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了婴儿的洗礼，意义是与基督认同，而不

是得救的见证 

基督教保守福音派在慈运理的教义中比在路德派

中更能寻到自己的踪迹。以下对比可以看出区别： 

路德派 慈运理派 

接纳任何不受圣经禁止

的观点 
反对任何未经圣经特别

认可的观点 
 
作业：哪种观点更符合圣经？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格兰的清教徒运动将采用慈运理的观点。但他们

保留婴儿受洗，导致了他们当中发展出分裂出去的

小派别，如由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曼茨（Felix 
Manz）领导的派别。他们主张取消婴儿洗礼，一切

按照圣经模式。 

慈运理试图联合所有的 13 个省，但一直没能实现。

瑞士至少有 5 个省支持天主教。路德和慈运理在圣

餐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联盟的希望就彻底化为了

泡影。 

1531 年，这 5 个天主教的省组织了一支军队，开始

了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战争，慈运理在一场战役中

阵亡。他的接班人布灵格（Henry Bullinger）很有

才干，但却只在他自己的省施行改革。到 1549 年，

慈运理改革的余下果子在瑞士与加尔文的改革运

动联合，并被溶入加尔文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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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如果有的话，慈运理神学的哪个观点你不能认同？为什

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 

更正教改革的另一个主要宗教传统是改革宗信仰或称

加尔文派。 

加尔文主义所倡导的教会政府制度被称为长老制。很多

宗派都把自己的根源追到加尔文的改革宗信仰，如长老

会，荷兰和德国的改革宗、及一些浸信会和公理会团体。 

怎样区别路德和加尔文？ 

路德 加尔文 

是一名农民修道士和教授，

所关注的是： 
是一名贵族律师和神学

家，所关注的是： 

救恩 

因个人的信心称义 

救恩 

神的主权与信心关系 

两人都坚持新教信仰的中心内容 

 因信称义 
 圣经是权威 
 教会是属灵的有机体 
 信徒皆祭司 



 

163  

路德的学说： 加尔文的学说： 

• 在圣餐中基督身体显现 • 在圣餐中基督灵里显现 

• 允许圣经没有禁止的事 • 只允许圣经赞成的事 

• 只预定被拣选的人 • 预定被拣选和被定罪的人 

• 强调在信心中人的参与 • 不强调在信心中人的参与 

• 注重讲道和牧师 • 注重神学系统和教会政府 

• 温和的教会纪律 • 严厉的教会纪律 

加尔文于公元 1509 年生于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于

1532 年在奥尔良（Orleans）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加尔

文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但是在他父亲逝世之

后，加尔文成了一名云游的学子，开始频繁地接触宗教

改革运动，并接受了新教。 

当 1534 年法国爆发了严酷迫害的时候，加尔文逃往斯

特拉斯堡（Strasbourg），随后到达巴塞尔（Basel）。

1536 年他在巴塞尔出版了《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并上呈给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

世（Francis I）。虽然加尔文在以后的数年中对其进行

过修改和编校，这本书仍然是新教改革神学的 佳阐

述，也是一部真正的经典基督教文学作品。加尔文作为

学者和神学家的声誉迅速上升。 

在访问了意大利和巴黎之后，加尔文动身前往斯特拉斯

堡，途经瑞士的日内瓦（Geneva）。这是极具重大意义

的一步。 

在日内瓦，加尔文遇到了从事改革运动多年的法惹勒

（Guillaume Farel），他正在物色象加尔文这样的人来

接续他的事业。法惹勒说服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协助改

革工作是神的旨意。这是加尔文一生的转折点。 

加尔文接受了市议会给他的“圣经教授”职位。加尔文

开展设计的改革计划中教会纪律过分严厉，以至 1538
年改革失败，他和法惹勒被迫离开日内瓦。加尔文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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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斯堡，在那里成婚，致力于他的神学论著，发展

他的学说体系，并担任一个法国难民教会的牧师。 

到了 1541 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朋友再次当权，邀请

加尔文回去，并授予他施行他的所有思想的自由。尽管

时有反抗，加尔文的政策 终得胜。从 1555 年到 1564
年他逝世的时候，加尔文主义已经掌管整个日内瓦。 

加尔文努力寻求看见神的旨意和神的国度在地上实现，

尤其在教会中。道德高尚的生活和良好的行为是真正的

使人得救的信心的必然的副产品。加尔文的神学体系和

他的教会管理体系都是他对基督教教会所作出的深远

贡献的一部分。 

作业：慈运理和加尔文都用什么方式混和了政治和宗教？给信

仰或道德立法真是可能的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尔文的教会组织管理体制（长老制）由以下构成： 

 一个代表制形式：由教会选举 12 个平信徒教会成

员作为长老，组成一个董事会或教会主席团（长老

团），并与按立的传道人共同掌管教会。因此教会

主席团是由长老和专业神职人员所组成。 

 四种教会职位： 

 长老──监督教会纪律和公众道德 

 牧师──负责讲道 

 教师──负责教导 

 执事──管理慈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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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的教会纪律，包括革除教籍 

 宣讲神的话语 

 对牧师的培训和对全体会众的宗教教育 

 教会法令，概括他的教会组织管理体系 

 由政府执行对异端、持不同意见者和违犯教会规则

的人的严厉惩罚 

过分执行教会纪律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553 年，在

加尔文的默许之下，瑟维特（Michael Servetus），一位

对三位一体表示怀疑的西班牙的异端分子被处以死刑。

（见徒 7：54－8：3）。要注意，早期的改革家，如路

德和加尔文，都与罗马教会一样，认为教会/政府有权

严厉地管教和惩处那些反对国教的人。路德和加尔文仅

仅是把“国教”从天主教换成了更正教。教会和政府仍

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是教会已经“被改革了”。 

加尔文的神学体系关注神在救恩中不可抗拒的恩典。超

级或严格加尔文主义坚持五点神学系统，可以用 TULIP
（英文“郁金香”）这个词来表示：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堕落──人类位格中的各方面

（思想、意志、情感、良心、力量）都被罪毁坏，因此

不能自救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的拣选──神的拣选与人

的善行和神的预知无关 

Limited atonement有界限的救赎──基督只为被拣选的

人而死 

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神的呼召是不可

抗拒的，信心来自于神 

Perserverence of the saints 圣徒的坚忍──被拣选的人

终绝不会失丧 

加尔文自己也许都不象他的某些跟随者那样是标准的

加尔文主义。加尔文承认，拣选是神的事（因为只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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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谁是被拣选的人），而传福音是信徒的事（因为神

下了这样的命令）。 

今天，很多福音派基督徒是“温和加尔文派”，只反对

“L”（有限的拣选）；提高了人在信心过程中的责任。 

加尔文首先仰赖圣经，然后以奥古斯丁的思想来支持他

的神学观点。加尔文保留了圣餐和洗礼，与慈运理所持

的观点相似。加尔文也允许婴儿受洗。 

加尔文的贡献 

加尔文对基督教所做的贡献是十分卓著的，不论人是否

赞同他所有的神学观点。 

加尔文 

 建立在圣经的权威之上 
 系统化的神学 
 再次强调拯救是属于神的工作 
 提倡教会会众的信仰教育和教牧人员的圣经培训 
 创立了以圣经为根据的教会管理的代表制机构 
 拒绝让神学和道德生活脱节 

在消极方面，加尔文没有使政教分离 

长老宗，改革宗和清教徒受加尔文的影响很深。加尔文

主义不久就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路德宗在德国北部和斯堪的那维亚的势头很强，而瑞士

以外的加尔文主义在德国、匈牙利、莫拉维亚、荷兰、

苏格兰、法国和北爱尔兰部分地区很有影响。加尔文主

义就象嵌进北部的路德教和南部的天主教之间的一个

楔子。 

• 瑞士以外的加尔文主义（改革宗信仰） 

在法国 

路德的改革思想在法国传播的时候没有扎根，而加尔文

的著作给法国的宗教改革带来了全面的生机。15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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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南部一支名为瓦勒度派（Waldenses）的基督徒采

用了加尔文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1536 年版的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

是为法国新教徒辩护和反抗压迫。有一段时期，加尔文

基本上从日内瓦操纵了法国的改革运动，通过差派经过

培训的牧师到法国。到 1559 年，法国各改革力量相当

成功的联合在了一起。法国的科利尼海军上将（Admiral 
Coligny）于当年采用了一份信仰宣言。从 1560 年起，

法国新教徒被称为于格诺派（Hugenots）他们在法国境

内建立了一个“王国”。 

从 1538 年起，法国加强了对新教徒的逼迫，因为政府

力图保持法国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1562 到 1598 年

发生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血腥战争。多次发生惨无

人道的屠杀事件。在 1572 年的圣巴多罗买节（St. 
Batholomew’s Day）上，科利尼和成千上万的于格诺派

信徒被杀害。罗马天主教徒逐渐获得了控制权。1593
年，于格诺派信徒那瓦热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转

信了天主教，成为国王亨利四世。1598 年颁布了《南

特赦令》（The Edict of Nantes），赐予于格诺派宗教自

由。然而，到了 1685 年，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撤回了这项赦令，40 多万于格诺派信徒逃往英格兰、

荷兰、南非和北美等地。于格诺信徒的大迁移使法国失

去了很大一部分人口，却帮助英国在十八世纪的殖民战

争中打败了法国。从那时起，新教在法国的影响就很微

弱了。 

在德国 

加尔文主义在德国莱茵谷（Rhine Valley）的部分地区

取得了一些进展，建立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德国改革宗教

会，并于 1563 年出版了《海德堡要理问答》（The 
Heidelburg Catechism）。 

在匈牙利 

改革宗教会在匈牙利有一个坎坷的进程；而路德宗基本

被拒绝。1570 年，匈牙利的改革宗教会采纳了《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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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宣言》，谴责了苏西尼（Socinius）和瑟维特（Servatus）
的“神体一位论”（Unitarianism）。1572 年之后，逼

迫开始，但是一个强大的改革宗传统仍然幸存了下来。 

苏格兰 

苏格兰早在不列颠宣教士的影响下被基督化了。但在

11 世纪，罗马天主教占统治地位。13 和 14 世纪，英格

兰和苏格兰彼此交恶，苏格兰在布鲁斯（Robert Bruce）
的领导下赢得了独立，而且成了法国的亲密盟友。路德

早期的改革运动在苏格兰找到了支持者，主要通过汉密

尔顿（Patrick Hamilton）的讲道和英文版丁道尔新约

（Tyndales’ NT）的传播。 

然而，1553 年在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一世（都铎）（Mary 
I, Tudor）的统治下，苏格兰又恢复了天主教信仰。“血

腥玛丽（Bloody Mary）”逼迫新教徒，很多人都逃亡

到了欧洲大陆，包括诺克斯（John Knox，1514－1572）
在内的。1554 年，诺克斯进了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牧师

学校，于 1555 年成为牧师。到 1559 年，诺克斯回到了

苏格兰，同时内战爆发。1560 年，加尔文主义取得了

胜利，诺克斯撰写了“宗教条款”（Articles of Religion），
废除了苏格兰的罗马天主教会，以法令的形式建立了改

革宗信仰。 

诺克斯走得比加尔文还要远，提倡用民事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和主动抵制，来反对一切压制宗教自由

的政治势力，。 

1561 年，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ewart）重登苏格兰

的王位，但是诺克斯仍然继续领导加尔文主义保持国教

地位，尽管玛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诺克斯未能

说服玛丽改信新教，然而加尔文主义却兴旺起来。玛丽

的儿子将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苏格

兰成了世界上加尔文主义势力 强大国家。苏格兰长老

会后来将移民美洲，在那里开展长老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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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尔兰 

爱尔兰至今仍然分裂成彼此交战的新教和天主教派别。 

在宗教改革期间，爱尔兰于 1557 年叛离英格兰的统治。

后爱尔兰被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苏格兰的詹姆斯

六世）分割为数个殖民地区。北爱尔兰的殖民者大多是

属于苏格兰长老会的新教徒。 

乌斯特（Ulster）郡的贝尔法斯特城（Belfast）成了新

教徒在爱尔兰的基地。 

是这群人里面有很多在十八世纪中期移民到了美国。 

北爱尔兰将保持新教信仰， 终与英格兰和苏格兰（及

威尔士）联合，形成今天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简称英

国。南爱尔兰拒绝了宗教改革，保留了强烈的天主教传

统，直到如今。 

在荷兰 

荷兰先受路德宗的影响，直到 1525 年；但从未正式加

入。从那时起直到 1540 年，再浸派影响大增。 

当时，西班牙正力图控制荷兰，加尔文派的爱国者积聚

力量，在 1560 年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武装，能够抵御西

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荷兰人在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等人的领

导下， 终赢得了争取自由战争的胜利；他们也得到了

英格兰的帮助，它于 1588 年击败了西班牙舰队（Spanish 
Amarda）。 

到 1571 年，长老会被稳固地建立，荷兰改革宗（Dutch 
Reformed）的教会和大学兴旺起来。但是，在荷兰，改

革宗信仰面临了它的第一个主要教义争端，对手是亚米

纽斯（Jacob Arminius，1559－1609）,他试图修改加尔

文主义。 

亚米纽斯争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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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恩典赐给人能力，使人可以主动起始救恩的过

程，通过凭信心与神合作（他抬高了人的角色） 

 神的预知是双重预定（double predestination，有人

被拣选上天堂，有人被拣选下地狱）的基础 

 基督为所有的人而死，但是他的死只对那些被拣选

的人才有效 

 人可以抵抗神的恩典 

 人可以丢失他的救恩 

格罗求（Hugo Grotius）等亚米纽斯的支持者在 1610 年

的“抗辩书”（Remonstrance）中阐述了这些神学思想。

1618-1619 年间，加尔文派的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
用前述过的加尔文派五要点（TULIP）驳斥了亚米纽斯

主义的立场，并定其为异端。接下来约有 10 年对亚米

纽斯跟随者的逼迫。 

亚米纽斯主义导致对狭义或严格的加尔文主义的修改

和一种温和加尔文派的立场。当今很多保守福音派的持

守这种观点，用以下声明来缓和狭义加尔文主义

（TULIP）： 

 神拣选的恩典和人能运作信心的自由意志都是真

理。 

 基督的死成就了无界限的救赎。 

 人是完全堕落和无法自救的。 

 神的不可抗拒的恩典，但是不能压制人的意志，人

仍须用信心来获得救恩。 

 信徒的坚忍（不会失去救恩）。 

一些圣公会的组织，循道会/卫理公会和救世军

（Salvation Army）都受到亚米纽斯主义的影响，尤其

是在以下方面： 

 抬高人在救恩中的地位（接近靠行为得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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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如果信心和好行为不相称，救恩就会被丢失 

作业：加尔文怎样影响了欧洲的神学发展？这种影响是好？是

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瑞士的再浸派/重洗派和激进派的改革 

瑞士的再浸派（Anabaptist, “再次受洗”）一开始是慈

运理运动的盟友，因为慈运理支持在认信基督之后的信

徒受洗。慈运理觉得他的运动需要统治者的支持，而他

们希望婴儿受洗，于是慈运理同意提倡婴儿受洗，但不

是为了得救的目的。再浸派教导说婴儿时受过洗的成人

必须再次受洗。 

慈运理选择了支持婴儿受洗的立场；而更激进的再浸派

信徒被定罪和驱逐，很多人受到逼迫和杀害，还有一些

人逃往不同的国家。 

再浸派的运动在瑞士的声势渐衰，但是很快传到了奥地

利和莫拉维亚（Moravia）等邻国。严格遵行圣经模式

是他们主要的教导──如果圣经没有特别认可这项举

动（如婴儿受洗），那它就是被禁止的。他们也提倡教

会和政府的完全分离。 

除了提倡回归严格的合乎圣经的敬拜和生活的模式的

“再浸派运动”之外，随着受逼迫的再浸派信徒重整旗

鼓或是逃亡国外，至少还有三种明显的教派将要发展起

来。 

苏黎世的瑞士兄弟会（Swiss Bretheren）出自曼茨（Grebel 
Manz）运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亚米胥人（Amish，

 

172  

他们保持 19 世纪的生活方式，摒弃现代文化）就朔源

于此。 

荷兰和德国北部的门诺派兄弟会（Mennoonites 
Bretheren）的创始人是门诺 西门（Menno Simons，1496
－1561），他是一个难民，来自再浸派中主张和平主义

的一支，反对闵斯特一类人主张的社会动乱和暴动。门

诺派于 1676 年获得了宗教自由的权利。 

胡特尔派（Hutterites）在雅各 胡特尔（Jacob Hutter，
1536）的领导下，在莫拉维亚实行类似公社制度的农业

（“自然”）新约式生活。 

千年派（Chilliasts）是改革中的另一支激进的队伍，卷

入 1534－35 年间导致死亡和灾难的闵斯特起义之中。

激进千年派不仅相信启示录中基督在地上建立字义的

千禧年国度，也相信教会可以通过社会反抗和暴力革命

把神的国带到地上。这些激进的，不合乎圣经的改革者

给再浸派的运动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还有很多其它的激进团体发展起来，不胜枚举。其中一

些将对基督教产生长期影响。譬如，出于意大利的理性

主义激进派，其领袖苏西尼（Socinus，1539－1604）等

人宣扬关于三位一体和基督方面的异端。罗马天主教的

宗教裁判所竭力对付这个反三位一体的异端，但仍有很

多人漏网。他们否定基督的完全的神性，错误地宣称他

在受洗时被神收养，成为神的儿子。原罪和三位一体等

原则也被否定。神体一位论教会（Unitarian Church）就

源于这个异端传统。 

再浸派和其它激进的改革者同时受到了天主教徒和新

教徒的憎恨和逼迫。尽管其中有很多是狂热的异端信

徒，引起了混乱、动荡和破坏，但福音派基督教应该非

常感谢再浸派信徒。自由教会运动（Free Church 
movement）就从此背景而来。 

再浸派信徒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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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新教改革运动，包括路德、慈运理和加尔文的，

都与国家政权有某些方面的联系。 

再浸派的 大贡献不在乎具体团体的特别信仰，而在于

一致坚持某些主要原则： 

 根据圣经标准决定教会的教义和实践。 

 要求成人（信徒）受洗。 

 坚持完全的政教分离。 

 要求过一种造就门徒的生活方式，来平衡教义和正

式敬拜 

 行出爱（有些人发展为和平主义和公社生活） 

 教会治理采用公理制，由会众作决定 

 决定信仰什么和加入哪一个与自己信仰相近的团

体是个人的自由 

很多浸信会的宗派和团体都可以在再浸派中寻到自己

的根。 

作业：根据这段时期的教会历史，政变和革命是进行教会改革

的 好方式吗？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英格兰的圣公会改革和清教徒改革 

英格兰的圣公会（Anglian）改革是出自宗教改革的第四

大宗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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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公会改革和接着的清教徒（Puritan）/分离派

（Separatist）运动不仅影响了英国和美国，还因为大英

帝国的殖民扩张影响到整个世界。 

英格兰的改革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 1509－47）领导下的圣公会改

革是英格兰国王和教皇的争权斗争，英国国教（Churuch 
of England）由此产生。圣公会改革主要是一场政治变

革。 

1560－1660 年间的清教徒改革将导致更正教中出现宗

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和分离主义（separatism），

并使得议会获得了与英王平等的地位。清教徒改革主要

是一场神学和教会的改革。 

1．圣公会改革 

英格兰很早就被基督化了；但在公元 664 年，罗马

天主教占据了统治地位。 

自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在公元 1066
年的黑斯汀斯（Hastings）战役中打败哈罗德王

（King Harold）开始，英格兰国王对教皇就一直有

不服气的态度。 

尽管从 1067 到 1509（亨利七世在那年去世）年间，

也有几代国王曾支持过教皇，但是大部分时间，罗

马教会在英格兰的影响是有限的。 

14 世纪时，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的教导和接

下来的罗拉德（Lollards，游吟唱诗传道人）的讲道

都为英格兰和罗马的 终分裂作了准备。 

亨利七世是都铎（Tudor）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从

1485 到 1603 年，英格兰都在都铎王朝的统治之下

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国家政权，拥有强大的军

事、政治和军事力量，足以对抗罗马。这场改革首

先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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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改革运动也得益于英文圣经的翻译，它把圣经

放在平民百姓的手里，让他们可以亲自发现当拉丁

文天主教圣经（武加大译本）说“行赎罪礼”时，

其希腊原文的准确翻译是“悔改”。罗马天主教会

的神学和教规并不是以圣经为根基！ 

1525 年，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已经出版了新

约圣经的英文译本，印刷了几千本。1535 年，科威

代尔（Miles Coverdale）完成了丁道尔的工作，出

版了第一部完整印刷本英文圣经（新旧约全书）。

另外一种译本──马太圣经也在不久后出现。1539
年，亨利八世授权科威代尔推出“大圣经（Great 
Bible）”，在全国普遍使用。英文圣经的公开推广

将成为英格兰宗教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因素。 

路德的论著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教皇被掳巴比

伦》一书甚至在 1521 年被亨利八世贬为异端。亨

利为天主教辩护，写了一篇名为《为七圣礼辩护》

的文章，并以此赢得了“信心的捍卫者”的称号。

亨利一开始的确只想在政治和经济上独立于罗马，

让他建立一个英国公教/英国天主教来取代罗马公

教/罗马天主教会！ 

早期圣公会改革引起的三个主要变化是 

 谴责了修道主义 

 摆脱了教皇的权威 

 在英格兰教会里使用英文圣经 

亨利八世的个人和政治事务（1509－1547） 

亨利八世治下的改革（1509－1547） 

亨利八世曾获教皇犹流二世（Julius II）特许，娶他

亡兄亚瑟的遗孀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为妻。这是一桩与西班牙的政治联姻。 

凯瑟琳和亨利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名叫玛

丽·都铎（Mary Tudor）。随着年月流逝，亨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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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担心他跟凯瑟琳不会再有男性继承人，神也许在

根据利未记 20：21，来对他施行惩罚！ 

与此同时，亨利爱上了美貌的安·波琳（Anne 
Boleyn），就命令红衣主教渥尔西（Thomas Wolsey）
向教皇革利免七世（Clement VII）要求与凯瑟琳离

婚的特许。因为查理五世的影响，教皇拒绝了他的

请求，当时查理身兼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二职（译者注：他是凯瑟琳的侄子）。 

亨利八世就开始着手计划摆脱罗马教皇，并从英格

兰神职人员那里获得离婚的许可。 

亨利： 

 任命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为

首席大臣。 

 1532 年，选举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
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Archbisop of Cantebury）。 

 1531年，着手让英格兰神职人员听从他的调遣，

而不是教皇的；方法是施行一条旧法律，对未

经国王同意就承认教皇任命的神职人员定罪和

罚款。 

 1532 年，亨利利用英格兰的罗马天主教会中教

士的顺从召开了一次教会公会，将自己立为英

格兰教会中神职人员的元首。 

 1533 年，让托马斯·克兰默宣布他与凯瑟琳的

婚姻无效，并与安·波琳结婚。 

 通过 1534 年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
宣布自己为英国教会的元首，每个英国人都必

须宣布否认教皇的权威。从此英格兰的教会

（Church of Engliand）被称为英国国教/安利甘

宗（Anglican Church）或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177  

 1536 年，让议会关闭了大部分的修道院，并没

收了修道院的土地。 

 1539 年，让议会制定了《六条款》，重申了基

本的天主教教义，如化体说和忏悔等。 

现在，英国教会的组织和元首变了，但是神学没有

变。亨利让议会出面，因为虽然它是代表制，但仍

然受国王控制。亨利又有过几个妻子，其中只有一

个后他而死。其余的或死了，或被休，或被处决。

亨利只有一个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亨利八世的主要贡献在于 

 使英国教会摆脱教皇的控制 
 使英文圣经到了百姓的手中 

亨利逝世时，英国教会已经是 

 一个国家教会 
 以国王为元首，但是 
 采用天主教的教义 

作业：为什么说亨利八世的改革更多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

性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爱德华六世（Edward VI）治下的改革（1547－53） 

在爱德华六世时期，英格兰开始趋向神学改革。爱

德华登基时才九岁，受到舅舅索美赛公爵（Duke of 
Somerset）的影响；索美赛是个新教徒，被任命为

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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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变化发生了 

 1547 年议会颁布了一项法案 

 在圣餐仪式中让平信徒可以持圣杯 
 废除天主教的“异端法” 
 废除《六条款》 

 到了 1549 年，教会开始采用托马斯·克兰默所

编的《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s）》，

礼拜时使用英语而不是拉丁语。人们被鼓励去

读经，时常有会众的参与。 

《公祷书》第二版（1552 年）的定位更加倾向

新教，并且带有大量加尔文主义的色彩。 

公祷书至今仍被圣公会使用，仅作了细微改动。 

 1553 年，《四十二条》被拟定，称为圣公会的

信经。诺克斯协助草拟了这些信条，带有强烈

的加尔文主义的特征。 

玛丽·都铎（MaryTudor, 1553－1558）领导下的

天主教的“反攻” 

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的女儿玛丽·都铎即位后，曾在

短期内复辟了英格兰的罗马天主教。 

玛丽·都铎试图使英格兰返回到她父亲在位时的局

面，并恢复教皇的权威。她在议会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但却迫害了很多新教徒，杀害了三位新教

领袖，包括托马斯·克兰默等。这些都被记载福克

斯（Foxe）的《殉道士实录（Book of Martyrs）》

当中，唤起了对新教改革事业的大量支持。玛丽因

她的过激行为一直未能得到英国人民的爱戴。（译

者注：她被称为“血腥玛丽 Bloody Mary”） 

玛丽统治英格兰的时期与欧洲大陆天主教的“反改

革运动”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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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治下的改革（1558－
1603） 

都铎王朝的 后一任统治者是伊丽莎白一世，她是

亨利八世和安·波琳的女儿，于 1558 年即位。教

皇曾拒绝批准亨利和安·波琳的婚姻，显然伊丽莎

白是反罗马的。她曾受过加尔文派的主教胡珀尔

（Hooper）的培训，开始了一条缓变的改革之路。 

伊丽莎白力图避免两方面的极端化。她统治时期的

改革运动被称为伊丽莎白共识（Elizebeth 
Settlement）。 

伊丽莎白时期的主要改革进程有： 

 1559 年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

布女王是属灵和世俗事务的“ 高管理者”

（Supreme governor）。 

 1552 年的《公祷书》（新教信仰）略经修改后

被采用。 

 《四十二条》精简后成为《三十九条》，1563
年成为圣公会的正式信经，一切的神职人员都

必须承认它。 

 1570 年，教皇庇护五世（Pius V）革除了伊丽

莎白的教籍；作为报复，伊丽莎白处死了 125
名阴谋在英格兰复辟天主教的耶稣会会员。 

 教皇求得西班牙国王菲利浦（Phillip）的帮助，

力图夺回对英格兰的控制权。但是菲利浦的西

班牙无敌舰队（Armada）在 1558 年被英格兰

打得一败涂地。 

 圣公会正式成为英格兰的国家教会。 

 爱尔兰继续是个难题，因它仍然强烈坚持天主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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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558 年英格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其宗教后果和政

治后果那一样更重要？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清教徒改革 

1567 年到 1660 年，英格兰的政治和宗教都被清教

徒改革运动所主导。 

“清教徒（Puritans）”不是反对圣公会的人，而

是内部改革者，希望“洁净”（purify）教会中被

以下异物的污染： 

 教皇，以及 
 罗马天主教的实践 

早至 1530 年，清教徒主要关注礼仪和程式，他们

希望简化崇拜，摒除跪拜领圣餐等天主教的实践。

他们还试图重新确立星期日为圣。 

随着清教徒主义日见强盛，伊丽莎白让议会于 1593
年通过一项法案，对不参加圣公会礼拜的清教徒施

以监禁。 

在 16 世纪晚期，发展出两支清教徒的团体： 

长老派清教徒（Presbyterian Puritans）：在托马斯·卡

特莱特（Thomas Cartwright）的领导下，力图把主

教制（Episcopalian）的圣公会变成长老制

（Presbyterian）。 

独立派清教徒（Independent Puritans）：在亨利·雅

各（Henry Jacob）的领导下，希望圣公会变成会众

掌权的公理制（Congreg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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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团体都与分离派清教徒（Separatist Puritans）
有区别，后者希望建立一个公理制的教会，不仅独

立于政府，也彼此独立自治。 

所有这些清教教派都把圣经看作是教会中“信心和

生活的无误的法则”。 

剑桥大学成为清教徒运动中心，它将英格兰的清教

徒改革从政治运动变为严肃的神学改革。 

公理派清教徒和长老派清教徒将长期争夺英格兰

教会的控制权。 

分离派清教徒运动在罗伯特· 布朗（Robert 
Browne，1550－1633）的领导下建立，他们不喜欢

任何国家教会，而是希望建立独立的公理制教会，

其中的会众藉着自愿的教会契约与基督和其他会

众联合。 

另一支分离派团体在甘斯堡（Gainsborough）和斯

库比（Scrooby）两地发展起来。1606 年，他们在

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的领导下迁居到了

荷兰。威廉·白瑞福（William Bradford，1590－1657）
就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员。这个分离派公理会的斯库

比团体的一些成员就是于 1620 年乘坐“五月花号”

（May Flower）到美洲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es）
的普里茅斯（Plymouth）的“天路客/朝圣者”

（Pilgrims）。 

1612 年，第一个英国浸信会（Baptist）教会从分离

派公理会运动中诞生。这一团体被称为普通浸礼派

（General Baptists），遵循亚米纽斯主义

（Arminianism），相信无界限的救赎（unlimited 
atonement），用浇水礼（pouring）施洗。 

“特别浸礼派”（Particular Baptists）是从亨利·雅

各的教会分裂出来的一支，他们在神学上信仰加尔

文主义（Calvinism），坚持有界限的救赎（limited 
atonement），用浸水礼（emersion）施洗。这个特

 

182  

别浸礼派团体领导了英国的浸信会运动。美国浸信

会运动就是在罗杰·威廉（Roger William）领导下，

从这个团体中变化发展出来的。 

作业：清教徒和分离派运动是更关注神学还是更关注教会体

制？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斯图亚特王朝（Stuarts）时期的清教徒改革 

詹姆斯一世（James I）治下的改革（1603－1625） 

詹姆斯一世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任国王，在伊丽

莎白死后继位。詹姆斯一世是苏格兰女王玛丽

（Mary Queen of Scots）的儿子，玛丽女王与詹姆

斯的妻子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势力确信他们拥有

了詹姆斯的支持；而清教徒们则因他们日见增长的

人数和詹姆斯与苏格兰长老会的密切联系，看到了

一个进一步洁净圣公会的大好时机。 

但是这位国王对君主制和王权更有兴趣，而不是教

会改革。显然，天主教团体试图杀掉他，而他命令

天主教徒遵从他颁布的政教政策。 

1603 年，清教徒与詹姆斯会晤，向他呈交了 1000
名神职人员的联名上书，要求“洁净”英格兰教会

的礼仪和体制。 

1604 年，詹姆斯一世召开罕普顿御前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几乎拒绝了所有的改革要求，

包括将圣公会的组织体制从主教制改为长老制。这

对詹姆斯来说太过于“代表性”（representative）
了，他断然拒绝了这一改革，认为与君主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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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中清教徒取得的唯一正面成果是准许出

版英文圣经新译本。由此出现了 1611 年版的詹姆

斯王钦定本。这个译本稍加改动，就成为此后 350
多年中的标准更正教圣经。 

但是，詹姆斯与清教徒势力之间的斗争不仅限于宗

教事务，还包括以下的问题： 

 “普通法”（common law）法庭与国王的“法

外法”（extra legal）法庭 

 国王的主权与议会（国王只对上帝负责，还是

要通过议会对人民负责？） 

 税收：征税的权利属于国王还是议会？ 

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英格兰引起重大变动，并推动

了内战的爆发。 

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分离主义运动站住了脚。

许多公理制清教徒无法接受詹姆斯控制纯宗教事

务，如周日崇拜的形式。詹姆斯强迫天主教徒和新

教徒都接受他个人版本的圣公会制度。 

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许多分离主义团体逃离英

格兰，包括在美洲麻萨诸塞建立普里茅斯殖民地的

天路客。然而大部分清教徒留在了英格兰，仍然寄

希望于藉着英王的帮助改革圣公会。 

查理一世（Charles I）时期的改革（1625－1649） 

查理一世继承了詹姆斯一世。他基本上支持天主教

立场，导致更多的分离派清教徒在 1628－1640 年

之间逃往美洲。查理一世更热衷于与议会争权，对

宗教事务并不在意。 

威廉·劳德（William Laud，1573－1645）被查理

一世选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劳德持亚米纽斯派神

学，希望在所有的教会中建立一个标准的主教制组

织结构。加尔文派清教徒反对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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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 年，劳德试图要求苏格兰的教会采用《新公祷

书》。苏格兰教会采用的是长老制，而英格兰教会

采用的是主教制。到 1638 年，苏格兰宣布了他们

将捍卫长老制，并入侵英格兰。 

查理一世无力抵挡苏格兰人，试图求和，就召开了

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1640－60）；它反对

查理，但是不能在宗教问题上达成一致。 

保皇派（Royalists）希望保留和改革教会的主教制，

称为“骑士党”（Chavaliers）。清教徒主张长老制，

称为“圆头党”（roundheads）。 

1642 年，保皇派团体退出议会，内战爆发。一方是

保皇派，代表国王；另一方是由奥利弗·克伦威尔

（1599－1658）领导的清教徒，代表议会。 

议会军队于 1646年逮捕了国王查理一世，并在 1649
年处决了他。 

随后的清教徒议会（Puritan Parliament）在这一时期

内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定： 

 主教制教会政体在 1643 年被废除。 

 召开威斯敏斯德/西敏寺会议（Westminster 
Assembly），拟定给英格兰和苏格兰教会的信

经和政策。 

 采用加尔文主义的长老制作为教会政体。 

 1648 年，采纳了《威斯敏斯德/西敏寺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但是这个“长老制议会”（Presbyterian Parliament）
做得太过份了；以至于克伦威尔领导了一次“公理

制起义”（Congregational revolt）来反对议会，并

自行统治了一段时期。 

克伦威尔死后（1658），英格兰拥戴查理二世作王，

主教制的教会体制又被恢复了！ 



 

185  

清教徒主义将成为英格兰的“不服从者”（non- 
conformist）传统，并遭受一定的迫害。直到 1689
年，这些不服从者清教徒才在英格兰被宽容。 

经过所有这些斗争之后： 

 英国国教的结果是主教制的圣公会。 

 分离派清教徒运动导致独立的宗派教会。 

作业：清教徒改革者对英格兰的教会的贡献是积极的还是消极

的？请解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美的早期基督教（1492－1648） 

土耳其人于 1453 年占领君士坦丁堡，成为远东和欧洲

的商业和贸易通道上的一个主要障碍。寻找新的贸易通

道的需要推动了哥伦布（Columbus）的西向远航。1492
年，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为哥伦布提供航海资金，希望

他能找到一条通往印度和远东的“西北通道”。他发现

美洲打开了长达 150 年的全球性扩张之门，这导致了基

督教的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和北美的传播。 

美洲的早期英国殖民地 

英国和法国都资助了早期对北美的远航，为了寻求新的

贸易通道。第一个北美的永久性殖民地是 1607 年由伦

敦公司（London Company）在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顿/
雅各镇（Jamestown）建立。天路客/朝圣者于 1620 年在

普利茅斯石（Plymouth Rock）登陆，到 1630 年，麻萨

诸塞湾公司（Massachusette Bay Company）在麻萨诸塞

州的波士顿及附近地区建成了清教徒的社区。16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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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 25,000 名清教徒移居到了新英格兰（New 
England，译者注：今美国东北部六个州：麻萨诸塞、

康涅狄格、罗得岛、弗蒙特、新罕布什尔、缅恩）。 

弗吉尼亚的殖民地是在英国国王的权柄之下建立的，以

英国宗教体制为模式。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实行宗教宽

容，只有麻萨诸塞殖民地的公理制清教徒例外。州长约

翰 温瑟罗普（John Winthrop）力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

的政府，并强制推行这一政策。麻州的清教徒团体是分

离派，他们只接受他们自己的教义和实践，并惩罚和逼

迫不顺从者。但总体来说，英国殖民地实行了宗教宽容，

这吸引了清教徒从欧洲移民。 

美国将成为五花八门、一切类型的宗教团体的“宗派混

杂之地”。 

1648 年之前，一共有 6 种主要的基督教宗派（译者注：

广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更正教/新教/基督

教）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 

圣公会/英国国教 1607 （弗吉尼亚） 
公理会/清教徒 1620 （麻萨诸塞的普利茅斯） 
加尔文派（荷兰改革

宗） 
1623 （纽约） 

路德宗/信义宗 1623 （特拉华、纽约） 
罗马天主教 1634 （马里兰） 
浸礼宗/浸信会 1638 （罗德岛） 

因此，到 1648 年为止，美国东海岸有众多宗教团体定

居，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寻求自由地实践自己的信仰，并

且也给其它人同样的自由。 

法国在早期的美国殖民地中不占显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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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完全的宗教宽容和自由在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存在。

对此你是不是感到惊奇？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早期的西班牙殖民地 

西班牙人紧随哥伦布，聚集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宣教

的修士们也把罗马天主教传遍这一地区。有时本地土著

人因传教士的努力而皈依，有时被西班牙侵略者的刀剑

所征服。结果是一样的，罗马天主教在墨西哥和南美州

扎了根。 

葡萄牙人集中在非洲的东西两岸、印度和中国建立殖民

地。他们在那里建立起商业口岸，同时建立了罗马天主

教教会。 

1521 年，西班牙人科尔泰斯（Cortez）征服了墨西哥的

阿兹特克（Aztec）王国；1533 年， 皮擦罗（Pizarro）
也征服了秘鲁的印加（Incas）王国。罗马天主教紧跟着

到来，主要是耶稣会（Jesuits）的宣教修士们。 

当马丁路德在德国开始宗教改革的时候，所有这些宣教

努力和早期西班牙殖民运动都在进行之中。 

教皇让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了西印度群

岛和南美。葡萄牙占领了东部（如巴西），西班牙则占

领了拉丁美洲的其余部分。天主教的传播是征服和殖民

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远东，因为有先进的文明和强盛的古代宗教，通过征

服进行殖民的方式是行不通的。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是缓

慢而艰难的。西班牙和英国在美洲的早期殖民活动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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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条件，让以后发生几次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重大而艰

苦的战争。 

作业：殖民活动对于基督教来说是好是坏？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   （1545－1648） 

1545 年，更正教以各种形式从罗马天主教赢得了在德

国、斯堪的那维亚、苏格兰、英格兰、法国和瑞典等大

片领土。然而在 1560 年之后，只有荷兰改变成为更正

教，因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复兴的热潮，大搞“反动”，

阻止了更正教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 

天主教主要是内部奋兴，而不是实质改革。但是对外反

对新教改革挑起了冲突，导致 1618-48 年更正教和天主

教势力之间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 War）。 

罗马天主教复兴的浪潮也促进了在加拿大、南美和东南

亚的宣教努力。 

罗马天主教一开始对更正教的迅速兴起和反叛反应迟

钝。教皇们和查理五世为召开一次天主教大公会议争吵

了 20 年。皇帝忙于军政事务，教皇则主要关注罗马和

在意大利的教皇国（Papal States）。查理五世和教皇之

间的摩擦导致了罗马行动迟缓。 

天主教的主要复兴/改革运动由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 
1534－1549）发起。首先，他任命了一些有改革意识的

天主教徒进入红衣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接

着，他指定了一个改革委员会。这些新上任的委员中有

一些属于一个虔诚的神秘主义天主教改革组织，称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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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宣道会（Oratory of Divine Love，1517-1527），致力

于通过个人奋兴来改革社会和教会。这一运动导致了一

些罗马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兴起了一系列强调属灵关

注的新的修道院组织，包括 Theatine、Capuchin 和

Ursuline 等修会。 

1537 年，天主教会发布了一篇正式的评估报告，指出

了改革的必要性。论据包括： 

 教皇太过于世俗化 
 神职人员关注政治过于属灵职责 
 收受贿赂十分广泛 
 卖赎罪券被人滥用 
 违背教规非常普遍 
 道德败坏十分泛滥 

教皇于 1545 年召开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这成

为历史上三次 重大的教会公会之一，其余两次是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和 1962－65 年的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Vatican II）。 

与此同时，教皇也开始采取了他认为与改革步伐一致的

措施。 

宗教裁判所（Romn Catholic Inquisition, 1542）大力搜捕、

审判和刑罚天主教会内部有福音派/新教思想的“异端

信徒”。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影响尤其大。 

禁书目录（The Index）是一批禁止天主教徒阅读的书

目。包括更正教改革者的著作和更正教的圣经。拥有一

本禁书都会被判死刑。宗教裁判所和禁书目录西班牙执

行得 严格，那里是天主教反改革运动的中心。 

天主教的禁书目录一直实行到 1959 年，才被教皇保罗

六世（Paul IV）废除。 

耶稣会（The Jesuits） 

罗马教会 有效的反改革/复兴运动是由罗耀拉

（Ignatius Loyola，1491－1556）创立的耶稣会。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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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的缘故，16 世纪成了历史上天主教宣教活动

兴旺的时期。耶稣会开始于 1534 年，由罗耀拉和一小

群有属灵追求的天主教徒组成，他们希望个人和教会的

复兴。1540 年，它得到了教皇的认可。罗耀拉对天主

教反改革运动的贡献相当于路德和加尔文对更正教改

革运动的贡献。 

罗耀拉的早期作品《属灵操练》是耶稣会的教科书。除

了要求立志贫穷、纯正和贞洁，还要求立誓绝对效忠和

顺服教皇。耶稣会成了一个强大的讲道组织，致力于兴

旺天主教和拦阻更正教，在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耶稣会的主要策略有： 
 通过天主教大学等方式进行宗教教育 
 给“异端”定罪 
 到国外宣教 

通过讲道和“本土宣教”，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都回归

了天主教。耶稣会宣教士沙勿略（Frances Xavier，1506
－52）等人在印度、东印度群岛和日本等外国宣教取也

得了重大进展。天主教在荷兰和波兰也有一定发展。耶

稣会的火热和强度可以与更正教的加尔文派相媲美。尽

管沙勿略在中国吃了闭门羹，但他的接班人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扎

根，虽然在 100 年后又衰退了。 

耶稣会的计划也带来了问题，因为他们借助政府来镇压

异端。耶稣会无情地使用了宗教裁判所和禁书目录来推

动天主教事业。1542 年成立的宗教裁判所夺走了上千

人的生命，直到 1854 年才被废除。 

第一批禁书书目出版于 1559 年，其中甚至包括人文主

义者伊拉斯姆（Erasmus）的著作。 

教皇保罗三世是天主教反改革运动背后 强大的支持

者。他： 
• 认可了耶稣会的组织 
• 建立了宗教裁判所 
• 召开了天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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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禁书书目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45 年的天特会议 

这次会议对罗马天主教极为重要。不过，教皇从一开始

就确保了这次会议的权威不高于教皇。 

这次会议的决定帮助塑造了现代罗马天主教。这次会议

宣布： 

 耶柔米翻译的带有旁经/次经（Apocrypha）的拉丁

文通俗译本（武加大译本，Latin Vulgate）是“官

方”圣经 
 教会的教导和传统具有与圣经平等的权威 
 得救是藉着信心和随之而来的行为 
 再次确认有七项圣礼（sacraments） 
 重申了化体说（Transubstantiation）的教义 
 采用了总结会议决定的天特信经（Tridentine Creed） 
 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教师必须宣誓效忠教皇 

天特会议 

 采用了圣多默/托马斯  阿奎纳（Thomas Aquinas）
的神学作为正式教条 

 确定了与更正教的永久分裂 
 提倡神职人员的更高道德标准 
 建立天主教大学 
 确认武加大译本是官方圣经 
 击败了“公会主义”（counciliarism），他们力图通

过教会大公会议来控制教皇 
 加强了教皇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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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对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重申和确认。 

更正教改革和天主教反改革都没能对东正教产生任何

深远的影响。 

天主教反改革确保随之而来的政治/军事冲突。 

作业：你怎样总结天主教反改革运动的影响和重要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 War, 1618－1648） 

宗教改革时期的结束以三十年战争为标志。它始于宗教

争端，卷入政权角逐；结束于政治斗争，解决了一些宗

教问题。这是一场天主教和更正教势力之间的血腥的战

争。 

《奥斯堡和约》（The Peace of Augsburg, 1555 年）认可

路德宗为德国的一个官方宗教，却对改革宗（加尔文派）

不予理睬。以后，不仅更正教和天主教之间冲突连连，

就连路德宗和改革宗之间也争战不休。实际上，加尔文

派补充了路德宗的不足，因为它更准确地反映了更正教

的信仰，而路德宗却保留了大量的天主教礼仪。教皇对

《奥格斯堡和约》不予理睬，双方都频频违规。战争势

在必行，这是一场奇怪的，混杂政教问题的战争，因此

也结成了奇怪的联盟。尽管法国和西班牙都属于“天主

教”，但它们却因为政治竞争而兵戎相向！ 

战争首先在波希米亚（Bohemia）爆发，因为统治者禁

止新教徒建教堂。支持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于 1618 年也成为波希米亚国王时，新

教徒反叛，战火点燃。费迪南试图从波希米亚铲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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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而波希米亚的新教徒则把王位给了一位德国的加尔

文派统治者腓德烈五世（Frederick V）。 

第一阶段，天主教势力在德意志南部的波希米亚、莫拉

维亚和奥地利等地旗开得胜。更正教学校和教会都被封

闭，牧师被迫流亡。政府再度被天主教化，布拉格大学

被交给耶稣会。第一阶段持续了七年。 

同时，德意志北部信奉新教的各州也积极备战，并向丹

麦、英格兰和荷兰等国寻求援助。 

战争的第二阶段（1623－29）又是天主教得胜。看起来，

德国又要落入天主教之手了，更正教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就要丧失了。 

第三阶段是 1629－32 年。天主教得胜者当中起了内讧，

导致了分裂和冲突。1630 年，欧洲被信路德宗的瑞典

国王古斯塔夫  亚道夫（Gustavus Adolphus）侵占。到

1632 年，他打败了所有的天主教武装，统治了欧洲。

但是，阿道夫于 1632 年战死沙场。 

战争的 后阶段发生于 1632－48 年。随着阿道夫战死，

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天主教和更正教势力都无力彻底压

倒对方。残酷的战争还在继续，但没有决定性的结果。

德国已是一片废墟，交战双方都同意休战。 

三十年战争以 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Peace of Westphalia）告终，它标志着世界和教会历史

的现代时期的到来。 

条约规定，路德宗、天主教和加尔文派信徒享有平等的

宗教地位和权利，各国/州都恢复到 1624 年的状态。各

国/州统治者可以允许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共处。教皇被

禁止干预各国/州的宗教事务，教皇英诺森五世

（Innocent V）无视这份条约，继续在欧洲扩张天主教。

但是教会和政府已经被有效地分离。 

这样，到 1648 年为止，北欧大部分属于更正教，而南

欧大部分属于天主教。德国两种混合。这种局势基本维

持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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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场战争给人的主要教训是，宗教选择不能通过

刀剑来解决。 

对于为建立国教而导致的领土争夺战，《威斯特伐利亚

和约》提供了另一个解决办法──答案是宗派主义/宗
派化（Denominationalism，不同宗派和平共存）。 

作业：圣经提倡用战争或政治活动建立基督教么？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大部分教义问题的细节都被以上论主要的宗教运动和

发展这一部分覆盖。这里作一个简要的总结。 

主要的教义争端集中在： 

 圣经权威至上还是教会权威至上 

 单凭信心得救还是凭信心通过教会的圣礼加上行

为才能得救 

 信徒皆有祭司身份还是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

有等级分别 

 教会的本质是属灵的身体还是一个组织机构 

 圣餐的神学，关于饼和杯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基

督以怎样的形式显现。 

 罗马天主教通过在 1545 年的天特会议上采用中世

纪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立场解决了大部分的争

议。 

 更正教团体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得出了（与天主

教）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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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主要的更正教团体——路德宗、圣公会、

加尔文派/改革宗和清教徒当中，仍有很多未解决的

争议，包括： 

 基督在主餐仪式中的显现方式 
 教会和政府的关系 
 教会的组织方式 

 长老制 
 主教制 
 会众制 
 会众制/分离派 

 关于洗礼、圣餐、崇拜等方面的实践 

 从天主教立场来看，主要的异端是更正教运动 

 从更正教角度来看，对于不同的/对立的观点有更大

程度的宽容，但并不是完全地宽容 

 更正教内部的“亚米纽斯争议”（Arminian dispute）
提倡以行为为本的救恩，并认为救恩有可能丢失。

这一观点造成了长期的影响 

 罗马天主教会内部解决了教义争端。更正教则不

然。结果是发展出独立的宗派教会，各有自己版本

的“更正教”神学和实践 

 基督教“教会”首次不再具有一个主要的正统教会

──普世罗马大公教会。如今它拥有 3 个主要的，

区别明显的教派，它们都宣称自己是教会的一支，

并代表着真正的信仰。 

 罗马天主教 
 更正教/新教 
 希腊正统教会（东正教） 

 这一时期的其它两个教义问题出现在两个荷兰神

学家之间。格罗求（Hugo Grotius，1583－1645）
是一个亚美纽斯派信徒，他发展了有关救赎的“政

府论”观点（govermental view），忽略了替罪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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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强调基督只是提供了满足神的公义的刑罚偿付。

格罗求还以国际法之父而著称。 

寇开悟 John Cocceius（1603－99）发展了一套圣约

神学（Covenant Theology），注重亚当之下的行为

之约（Covenant of Works under Adam）和后来通过

基督所立的恩典之约（Covenant of Grace）。 

宗教改革是教会历史中第三次主要的教义发展时

期──第一个是新约时期；第二个是 325—451 年

的大公会议，从尼西亚（Nicea）到迦克顿

（Chalcedon）。 

 教义争端不能再以教会为界，而须首先指向主要的

宗教传统，然后转向传统中的具体团体。 

作业：宗教改革时期中所有的教义争端都如此重要吗？“宗派

主义/宗派化”是一个好的结果吗？为什么？为什么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有关的主要人物 

这个时期贡献卓著的人不计其数。着重提出一些关键的

人物： 

 马丁路德（1483－1546） 

一个天主教的农夫/修道士，敢于向罗马教会的基本

神学和实践挑战。路德是神用来发动更正教改革运

动的人，这场运动塑造了现代的教会历史和基督

教。 

 墨兰顿（Philip Melanchton，1497－1560） 

路德的神学家，协助撰写和制订了更正教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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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运理（Ulrich Zwingli，1484－1531） 

瑞士改革家，发起了瑞士的宗教改革，是福音派基

督教可以追溯到的起源，尤其在对圣餐的观点上。 

 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 

生于法国的改革家，在瑞士的日内瓦领导了加尔文

改革运动，并吸收了慈运理的运动，成为宗教改革

背后的推动力量。加尔文不仅创建了一套系统神

学，注重神的主权，也建立了一种教会的政体──

长老制。是加尔文主义，而不是路德主义，引起了

清教徒/分离主义运动， 后导致政教分离。以多种

形式存在的加尔文主义是改革宗信仰的主流。 

 教皇利奥十世（Leo X, 1475－1521） 

路德早期“抗议”行动时期的教皇。他革除了路德

的教籍，使得天主教对抗更正教的立场清楚而强

硬。 

 克兰默（Thomas Cranmer, 1489—1556） 

亨利八世时期的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帮助塑造了英

格兰的更正教和清教徒运动。他还协助制订了圣公

会神学，编写了《公祷书》，被玛丽·都铎处死。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才能卓著的清教徒宗教/政治/军事领袖，成功领导

了清教徒反抗英格兰国王的起义。他帮助改革了英

格兰教会，推动了宗教宽容。 

 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 1534－49） 

有效地领导了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建立了异端裁判

所，制定了禁书书目，主持了天特会议。他帮助形

成了现代罗马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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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神秘主义者，耶稣会的创始人，在反改革运动中提

倡宗教教育和宣教工作。 

 沙勿略（Frances Xavier, 1506－52） 

耶稣会会员，在反改革运动中兴起了远东和印度的

声势浩大的宣教运动。 

 亚道夫（Gustaphus Adolfus, 1630－32） 

信仰路德宗的瑞典国王，他入侵欧洲，为更正教扭

转了三十年战争的局势， 终导致了 1648 年的《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对天主教、路德宗和加

尔文派的宗教宽容。 

作业：宗教改革的人物中，你认为谁的贡献 大？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宗教改革时期对于基督教教会影响极为重大。无论多少

次被强调，也不算多。 

宗教改革时期的首要影响有： 

 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和实践被正规化。 

 更正教的传统诞生，有相同的基本信仰，又有多样

化的不同特色。 

 建立更正教神学，成为基督教主流的一部分。 

 圣经的权威 
 单凭信心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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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是属灵的身体 
 信徒的祭司身份 
 个人的崇拜和属灵生活 

 容许多种形式的教会政体 

 罗马天主教 
 圣公会/英国国教/路德宗 
 长老会 
 公理会/分离派 

 平信徒参与教会的决议和治理。 

 开始政府与教会的分离。 

 现实是：在组织、神学和实践方面不再存在一个普

世的“大公”基督教会。 

 普世的“基督的身体”只能就属灵意义而言。 

 宗派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哲学，为解决在大范围

基督身体内的教义/实践争端。 

 一个观念被建立，就是在地上的基督的身体是由众

多的宗派组成。 

 圣经到了普通民众手中，重新强调讲道、教导和学

习神的话语。 

 宣教工作得以复兴，随着殖民地在世界各地的建

立，基督教得以推广。 

现代基督教在 1648 年成形。此后的基督教教会历史开

始集中在保持教会的纯洁，和与以下各种情况作斗争： 

 属灵的冷淡 
 教会的世俗化 
 人文主义 
 理性、自由派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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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宗教改革时期在哪些方面对你的影响 大？它是必要的

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  

主要背景经文： 

代下 7：11-15 
林前 1：18-2：5 

10. 理性主义和奋兴的时代 

  

公元 1648 年 理性主义和科学 
对抗启示和信心 

宗教宽容 

 

公元 1789 年

 
30 年战争和

威斯特伐利

亚和约 

敬虔主义 
和 

奋兴运动 
 

 

法国大革命

 

• 现代科学的发展 
• 理性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的兴起 
• 理性对抗信心 
• 宗教宽容 
• 自然神论（Deism） 
• 敬虔主义（Pietism）和奋兴（Revivals） 
• 加利略 
• 牛顿 
• 笛卡尔 
• 康德 
• 休漠 
• 路易十四 
• “静默主义（Quietism）” 
• 更正教的“敬虔主义” 
• 莫拉维亚弟兄会 
• 贵格派 
• 英国卫斯理领导的奋兴运动 
• 宣教组织 
• 美洲殖民地的宗教情况 
• 1776 年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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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理性主义和奋兴的时期    公元 1648-1789 年 

这一时期始于宗教改革的结束（1648 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

约），止于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人们开始依靠

理性思维对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提出质问的时期。也是科学

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兴起的时候。一些历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

“启蒙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 

科学和理性开始取代信仰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础。对许多人来

说，“理性的”才是正常的，而“超自然的”则被认为是不

可能的（例如：圣经中的神迹）。 

基督教将用以下的回应对付理性主义： 

 敬虔主义和个人的宗教经验，而不是教条般的信仰（信

心成为个人的和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和，就如圣经所

主张的，可以明确表达的[Propositional]）。 

 教会内的奋兴运动（revivals），主要在英国和美国，为

了回击灵性冷漠、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 

 对几乎所有信徒的宗教宽容。 

启蒙时代带来一种新的看待人自身和世界的方式——透过

人的智力和理性的目光而不是透过信心的目光。这种人的理

性精神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中，成型于这个时期，并将在下

一时期得以全面展现。当 20 世纪接近尾声时，它的影响仍

可感知。 

世俗主义（Secularism）在进军！ 

促成理性时代形成的 重大的四个因素是： 

 文艺复兴—注重学习和个人的人文主义的复生，把一种

新的价值赋予人，而不是机构。 

 宗教战争—持续了 100 多年，动用政治和军事力量来促

进宗教信仰。多数人对英国、法国的血腥宗教内战，以

及欧洲大陆的三十战争有厌倦和叛逆的心理。人们不再

认为迫害、宗教偏执和不宽容具有任何意义——否认宗

教自由从此不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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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成长—现代科学作为一门学科从十六和十七世

纪开始兴盛。人们既着迷于探知世界和宇宙，也希望或

许科学，而非宗教，掌管着通向人类的和平、繁荣和成

功的钥匙。科学成为许多人的“上帝”！ 

 理性主义哲学的兴起—对一个“现代人”来说，上帝不

再需要根据合乎圣经的信仰来解释，而是根据理性主义

的哲学，试图把上帝局限在理性的自然规律和人的观察

之内。 

所有这些和其它的因素发起了一场“理性主义革命”。基督

教教会必须对此作出回应，如果它想要经历这场 新和 严

峻的威胁而生存下来的话。 

教会的回应基本上是双重的： 

 向内收敛，归于敬虔主义 
 向外拓展，通过奋兴运动 

1. 主要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政治/历史的发展 

在西班牙：西班牙作为世界强国开始衰落。内部冲突和

连续几个弱势国王加速了西班牙帝国的终结。为了争夺

在北美的殖民帝国控制权与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战争使

得西班牙在世界局势中软弱无力、无所作为。但是西班

牙/天主教在美洲的影响却已经扎根。 

在法国：法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正在崛起。路易十四

（Louis XVI, 1643-1715）的长期统治使法国进入世界政

局的主导地位，以至于法国对英国几乎进行了一场成功

的争夺北美战争。但是对加尔文派信徒（于格诺派）的

不宽容将导致下一历史时期的法国大革命。 

在英国：英国也在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将成为下

一个世界范围的“帝国缔造者”。英国 终赢得了为争

夺北美与法国进行的“七年战争”（1756- 63），在美

洲又称法国和印地安战争（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
战胜法国和西班牙之后，英国成了欧洲的超级大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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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击败的英国的敌人将很快会帮助美洲的英国殖

民地脱离在乔治三世领导下的英国。 

早些时候，随着查理二世（Charles II）于 1660 年恢复

英国王位，对清教徒的迫害加剧了，因圣公会被定为唯

一合法的国家教会。到了 1688 年，随着威廉和玛丽

（William and Mary）上任，更正教夺回王位。1669 年，

宽容法案（Act of Toleration）通过，确立了宗教自由，

却也导致灵性冷漠，导致从 1738 年开始的奋兴运动。 

在俄国：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9-1725）统治

时期的政治觉醒将俄国推向世界政局，也使俄国文化西

方化。在安娜（Anna，1730-1740 年）和凯瑟琳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1762-96）领导下的持续进步使得

俄国成为欧洲和世界的一股政治力量。 

在美国：由于更多的移民从欧洲到来，殖民地在数量和

力量上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主要发生的是为了争取殖民

地的控制权而卷入与英国和法国的斗争。 

在德国（过去的神圣罗马帝国）：政治上独立的各州影

响增加，但这一时期仍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 

文化的发展 

理性主义（Rationalism）——文化上，在英国和欧洲大

陆影响 重大的发展是理性主义的兴起，在英国，它的

形式是自然神论（deism）；在法国则是怀疑主义

（skepticism）；在德国和欧洲大陆多是国家则是知识

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哲学。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科学的发现和现代科学体系的出

现，抬举出一个新的当代之“神”，叫做科学，是基于

人的理性。 

有意无意之间，有几个人对科学方面的理性主义的兴起

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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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 年）——在早些时候奠

定了基础；他发现太阳而非地球是宇宙（实际上是太阳

系）的中心。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 年）——推导出宇

宙中有一种“磁力”（实际上是引力），使得行星运动

等等。 

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发明了望远镜，开

启了人类的头脑去思索人类的起源。 

这些早期的科学开拓者为后来的理性时代构筑了舞台。

是牛顿爵士（Isaac Newton, 1642-1727 年）给出的解释

导致了思想方法的巨大改变，他使用数学术语，解释了

万有引力定律怎样使宇宙统一、和谐。引力是将万有维

系在一起的自然规律。世界终于可以根据自然规律加以

解释。面对借助自然的理性发现的科学事实，神秘主义

和信仰对人们没有什么吸引力。圣经教导说，上帝不仅

创造也掌管自然规律。（见伯 38-39）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早些时候就提倡在

其它科学领域内使用归纳法推理（Inductive method of 
reasoning）和科学调查（scientific investigation），而不

是从教条式的假设出发（如对上帝的信仰）；而是从数

据得出结论。一般说来，这种方法拒绝权威。 

作业：科学和圣经真的不相容么？谁应当顺服谁？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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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Philosophy） 

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首先提出了

经验主义（empirical）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头脑起始为

空白，知识是通过经验获得。 

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提出了宗教理性

主义（religious rationalism）哲学，认为人应当怀疑一切，

除了自身的存在和推理能力。其终极表达就是：“我思

故我在”。 

笛卡尔教导说，单凭科学和理性就可以认识上帝（以及

其它任何客观知识）。于是对笛卡尔来说，圣经中神的

启示已经坐到后排，让位于人类的理性，并且服从人类

的理性。不过，大多数早期理性主义者并不否认上帝的

存在和道德伦理行为的必需。 

在宗教领域，自然神论（Deism）先是在英国立住，然

后又传到法国。这里将要讨论的自然神论与其说是宗

教，不如说是一种哲学或世界观。 

自然神论是从牛顿等人的理性主义发展而来的，他们持

有以下的基本观点： 

 上帝是超验的存在，但并非必然如圣经所描述的。 

 上帝是超越的（超越于他的创造物之上）。 

 上帝不是无处不在的（并不与受造之物发生关系）。 

 上帝是万物存在的第一因，可以由自然理性发现。 

 宇宙的自然法则（像万有引力）由上帝设定，并可

以由人的理性发现。 

 没有圣经中所说神迹奇事和神的启示，因为无法被

理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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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只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圣经只是一部道德指南

书。 

 好是通过个人的敬虔和伦理行为中的美德来表

达对上帝的敬拜。 

 上帝对人感兴趣，但并不与人发生关系。 

在自然神论者看来，上帝创造了世界，设定了自然定律，

给世界拧紧发条就像给钟表拧紧发条一样，然后做在一

旁看着它运转。上帝不参与也不系统地介入人类的事

物，而是任由人类过良善的道德生活，并通过自然理性

获取所能获得的一切知识。自然神论由卢梭（Rousseau）
和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这样的法国人迅速传

开，他们代表了“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怀疑主义

（skepticism）。像伏尔泰这样的“自由思想家”（free 
thinkers）提倡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 终以反对法国的

罗马天主教告终。这类“自由思想”将在法国大革命中

起重要作用。大多数自然神论者反对机构化的教会

（institutional church）。自然神论者的作品的 好的概

括在狄德罗（Diderot）编写的法国大百科全书（French 
Encyclopedia）中可以找到。 

同时，苏格兰哲学家休漠（David Hume，1711-1776）
从怀疑主义的角度阐释了理性主义，主张怀疑一切，并

认为一切都不能被确定证实，甚至因果关系——人只能

显示“因”先“果”后，但不能证实是因造成果。在宗

教信仰中，这种主张导致否认神迹和超自然的存在。 

有些正统的基督教作家反对自然神论，争辩说历史上的

基督教比自然神论提供了更好的答案。如英格兰的巴特

勒（Joseph Butler，1692-1752）就有力地驳斥了自然

神论哲学。 

自然神论既传到了德国也传到了美国，反抗英国的 1776
年美国大革命的许多领袖都是自然神论者——如：杰弗

逊（Thomas Jefferson）、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和潘恩（Thomas P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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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神论深深地影响了它所处的时代，它所倡导的一些

思想既促成了政治革命也促成了宗教革命： 

 国家（state）是来源于自然法（natural law），但是

统治者应当服从人民的意愿。 

 人没有罪，基本上是良善的，能够行出良善的伦理

行为和道德改良，并不需要救世主。 

 圣经应当受到人类理性的审查；凡不能被证明的都

必须放弃。 

 宗教宽容是自然神论的一个核心部分。 

理性主义自然神论的深远影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

都是不能忽略的。 

虽然自然神论 终被抛弃了，但是它所提倡的人本主义

和理性主义却未被放弃。 

在宗教领域，表现为自然神论的理性主义引发了在教会

内部的敬虔主义（pietism）和奋兴运动（revival）的回

应。 

两名德国的哲学家/神学家试图把哲学理性主义和神学

融合起来，来回答自然神论和怀疑主义。 

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 年）断言：一切基

督教教义都必须由人类理性以数学般的精密性证明为

真。因此他教导说，圣经教义除非能被思想证明，否则

不应当相信。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被称做“现代哲学

之父”和“人文理性主义之父”，他的思想导致下一历

史时期的自由主义。休漠得出结论：超自然的事物无法

证明；康德则建议说：知识不是来自启示，而是通过内

在的感官领悟而得。 

对康德来说： 

 我们只能通过内在的道德领悟来感觉神，但是不能

真正地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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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从根本上说只是反映人类的内在道德。 

康德将宗教置于主观的、个人的根基上。这是一种

极端以人为中心的观点。 

作业：为什么自然神论对许多杰出的政治、宗教和哲学领袖那

么具有吸引力？什么是它所不需求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为了回应冷漠的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非圣经的自然神

论而出现的宗教运动和发展是敬虔主义和奋兴运动。每

一样都应当从 4 个不同政治/地理范围来分别考虑——

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 

敬虔主义和奋兴运动 

在法国 

逼迫 

法国的情况被首先提到，是因为它的焦点不是集中在对

理性主义的回应上，而是对加尔文派和不服从派的天主

教徒的迫害上。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43-1715）的目标是：想藉着君

权神授而得到绝对的权威。国王在这一时期操纵和控制

教皇，以期得到政治好处，一直强调他对教会的绝对统

治权。 

法国的加尔文派信徒（于格诺派 Huguenots）已经在 1598
年被给予了宗教自由。但是，由于路易十四对他们的不

信任，以及教皇的压力，到 1659 年逼迫又一次加剧。

在 1685 年，于格诺派自由宪章（The Huguenot Chart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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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y）被废除，而基督教历史上 丑陋、 血腥的迫

害发生了。于格诺派信徒的选择是：要么成为天主教徒，

要么死。大多数人选择逃离。大约 400,000 于格诺派教

徒逃离了法国。 

詹森派（The Jansenists） 

在法国遭受迫害的第二大群体是詹森派。 

詹森（Jansen）是一名法国主教（1585-1638 年），他

写了许多作品维护奥古斯丁神学，强调人的完全堕落和

上帝在救恩中的绝对主权。詹森大量引用奥古斯丁的反

驳伯拉纠的作品，用以反对耶稣会的观点；在神学方面，

耶稣会属伯拉纠主义，看低人的罪性，过分强调人在救

恩中的作用。詹森的作品是对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的回

应。 

詹森和他追随者想要回复到早期教父的信仰。 

1653 年，教皇在耶稣会的压力下，将詹森派的观点定

为异端，持詹森派观点的包括像帕斯卡尔（Pascal，
1623-1662）那样的著名人士，他是法国科学家，曾写

过一系列杰出的作品，揭露耶稣会神学的错误，并捍卫

詹森（奥古斯丁）神学。 

詹森派受迫害几乎达 50 年， 终被教皇亚力山大七世

（Alexander VII）和国王路易十四全部逐出法国。天主

教竟然否认了他们自己的 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的

神学！ 

但是耶稣会自身却受到来自道明会（Dominicans）的攻

击，道明会反对耶稣会在中国的传道策略，因他们允许

中国信徒继续崇拜祖先（拜偶像）。1721 年，教皇英

诺森十三世（Innocent XIII）废除了耶稣会在中国的传

道权利。这场争论持续了多年，直到耶稣会被葡萄牙、

西班牙和法国驱逐。到了 1773 年，教皇革利免十四世

（Clement XIV, 1769-1774）干脆废除了耶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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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派（Quietism）”（被动的静默祷告） 

面对更正教改革思想的增长，天主教的反应是内部相

争。为了回应冷漠的理性主义，天主教的“静默派” 运
动强调人与神的通过个人直觉的关系。这场运动的一个

主要倡导人名叫莫礼诺（Miguel Molinos，1640-1697
年），1675 年他出版了《属灵指南》（Spiritual Guide）
一书，倡导灵魂的安静和被动默从，好通过沉思默想与

上帝交通。盖恩夫人（Madame Guyon，1648-1717 年）

继续了莫礼诺的脚踪。从整体上说，静默主义对于天主

教影响甚微，但却以某种积极的方式促进了个人的属灵

生活。 

在德国 

“敬虔派”（献身于纯洁的宗教） 

为了回应冷漠的理性主义和更正教路德宗教会对教会

会员身份（membership）的过分强调，德国出现了敬虔

派运动（pietist movement）。 

敬虔派强调 

 纯洁的生活方式 
 个人的真诚信仰 
 信徒的团契合一 

 敬虔派是 早寻求让教会中的受过洗的一些人“信主/

悔改/重生”（convert）的人。 

在德国，敬虔派 早的领袖是施本尔（Philipp Jacob 
Spener，1635-1705 年），他想要改革路德宗教会，返

回真正的基督教。施本尔想挪去专重知识的基督教，转

向一种个人的、真诚的、关爱的方式。他提倡查经和祷

告小组，叫做“敬虔小会（Cottage prayer meeting）”。

他的讲道基于整本圣经，强调悔改和造就门徒，呼召按

圣经的教导个人生活和行为要符合。 

施本尔受到路德宗教会当局的反对，但是这场运动却继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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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朗开（August Francke，1663-1772）作为一名哈勒大

学（University of Halle）的教授热忱地从事敬虔运动。

他提倡神学教育、建立一所圣经学院、并出版和分发圣

经。这一路德宗的敬虔派运动在 1705 年就差派宣教士

前往印度；美国早期路德宗的一位重要人物穆伦伯

（Henry Muhlenberg）正是从这个培训中心毕业，在

1742 年来到美国。 

敬虔派运动在某些方面类似于英国的针对圣公会的清

教徒运动。 

敬虔派注重强调 

 圣经学习和讨论 
 把基督教信仰应用于个人日常生活 
 圣灵在信徒里面的教导事工 
 祷告和团契小组 
 个人认识基督、重生得救的经历，而不仅是受洗和

加入教会的仪式 
 地方教会作为真信徒自愿组成的团契的重要性 

但是，敬虔派轻视了教义的重要性，为后来留下了问题。 

路德宗敬虔主义者施本尔和富朗开的工作导致了亲芩

多夫伯爵（Count Von Zinzendorf，1700-1760）所领导

的莫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eren Church）的创

立；亲芩多夫曾在富朗开教书的哈勒大学学习。1745
年莫拉维亚教会建立了独立的组织机构，有自己的主

教、长老和执事。莫拉维亚教会差派了传教士前往西印

度群岛、格陵兰、印度和非洲。一组莫拉维亚弟兄会成

员来到美国的佐治亚洲（Georgia），后来定居在宾西法

尼亚（Pennylvania）。亲芩多夫想把所有教会中真正的

基督徒联合起来，但未能达到目标。莫拉维亚弟兄会敬

虔运动强调“宣教”和“个人重生经历” ，难怪它有

那么大的影响，包括对卫斯理约翰的生命。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欧洲大陆没有许多基督教的事态

发展，有的是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回应和调整，无论是在

天主教还是更正教教会里。敬虔主义和个人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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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religion） 对教会的生命和活力产生了正面

的影响，并形成现代“奋兴运动”的根基。 

作业：对福音派基督教来说，为什么“敬虔主义”那么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俄国 

1721 年，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把东正教教会置于

国家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17 年共产党

执政，那时教会和国家才被分开。 

在英国 

奋兴（Revival） 

这一时期影响 大的宗教变革和运动可能是在英国即

将发生的奋兴运动，它将会深刻地影响基督教教会。有

必要提及三个方面——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贵格会（Quakers）和卫理公会（Methodist）的奋兴。 

圣公会（1648-1789） 

1649-60 年间，英国被清教徒联邦（Commonwealth）统

治；长老会（Presbytarian）的议会和英国国教取代了国

王。宗教宽容是基本原则，对天主教除外。 

1660 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1660- 
1685）执政，主教制的英国国教（圣公会）重新被确立

为国家教会，公开迫害更正教信徒。1661-1672 年间，

国家以各种法律来强化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会、浸信

会、贵格会和天主教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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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二世（James II），一位公开的天主教徒，于 1685
年执政，并想扶持天主教。1688 年，荷兰的统治者、

加尔文派新教徒，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

（William of Orange）受议会邀请率兵进入英国。詹姆

斯二世有一位男性后代，人们非常担心天主教卷土重

来， 议会马上立法禁止天主教徒在英国加冕作王。 

1688-1702 期间，威廉三世（William III，奥兰治的）和

他的妻子玛丽共同执政。1689 年，他支持通过了宽容

法案（Act of Toleration），保护除了天主教和苏西尼派

（Socinians，反对三位一体教义）之外的所有教派。但

是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仍然控制局面。 

安妮王后（Queen Anne，1702-1714）的统治时期是个

政治风暴时期，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法律被加强。汉诺

威（Hanover）血统的国王们（乔治一世、二世、三世；

1714-1820）回到威廉和玛丽所赞同的宽容政策。但是，

正是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美洲殖民地在 1776 年反叛

独立，问题出于征税和不公平的代表（unfair 
representation）。 

这一时期的英国教会、国王和议会仍然相当糊涂。英国

的国教是什么竟然取决于谁当国王！卫斯理的奋兴运动

将极大地影响这个时期的圣公会。 

贵格派运动（Quaker Movement，1624-1691） 

英国的贵格派运动几乎是路德宗的德国的敬虔主义运

动的翻版。贵格派类似于敬虔主义者和神秘派，只有一

点不同，贵格派完全否定正式、有组织的教会。 

贵格派由弗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建立，他有

一次个人的、神秘的宗教经历，并不满足于圣公会的冷

漠、形式化的敬拜。贵格派强调圣灵在人的内心里面的、

主观的 “内在之光”；圣灵向每个人启示真理，也参

与信徒的敬拜和敬虔。巴克莱（Robert Barclay，
1648-1690）是贵格派的神学家，他解释了他们的教义，

他们也反对战争和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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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派（朋友会，1652 年） 

 否定有组织的教会 
 否定圣经是已经完成的客观启示，圣经的地位列在

圣灵（= 信徒的内心亮光）之后 
 否定正式的崇拜、唱诗、洗礼和主餐 
 提倡道德、真心关怀和社会热情 
 倾向于作“和平主义者”（反战） 

由于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迫害，以及强烈的宣教热情，

许多贵格派信徒逃离英国，前往美国和其它地区。几千

人在英国被监禁。 

1681 年，宾威廉（William Penn）在美国得到一大片土

地，建立了宾西法尼亚州，作为宗教难民的避难所。在

那里，贵格派继续发展宣教活动、提倡实际敬虔生活和

致力于良好的教育。过分地强调个人经验和缺乏教导健

全的教义给贵格派带来许多问题。 

作业：宗教宽容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界限？过度的宗教宽容会鼓

励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国的卫斯理奋兴运动（Wesleyan Revival） 

只有英国的循道会（Methodist）奋兴运动（及其美国翻

版“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可与德国路德宗的

敬虔派运动相媲美，甚至更胜一筹。 

循道会的奋兴运动不仅具有伟大的宗教影响，也有伟大

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这场运动挽救

了英国，使之避免了法国将在 1789 年开始经历的那种

血腥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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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因素为奋兴运动搭设了舞台： 

 许多上层人士的宗教是无位格的/非人格化的、理性

主义的自然神论。 

 英国国教对人民的需求基本上不闻不问，充满乏味

的布道和道德上的陈词。 

 社会道德处历史 低潮。 

 有组织的教会对于当时的社会弊病没有答案。 

 宗教改革并没有恢复有组织的教会的属灵活力。 

 工业革命正在加速推动人们涌向大城市，由此引起

人们挫败感和贫困化。 

 神职人员高薪低能。 

在这种局势之下，英国出现三个人物，他们将极大地影

响基督教和政治历史，他们是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 年），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 年），和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年）。查理是一位伟大的受圣灵感动的赞美

诗作者，乔治是一位伟大的布道家，约翰是一位缔造者

和组织者，他创建了一个足以使这场运动持续下去的组

织框架。 

约翰是他家里 19 个孩子中的一个。年幼时，他从一场

家里的大火中被救出来，因此称自己是“一块从火中抢

出来的木头”。他就读于牛津大学和林肯学院，在那里

他于 1728 年被按立为牧师，并成为“圣洁俱乐部”（Holy 
Club）的带领人。查理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们被叫

做“循道者”（Methodist），因他们仔细地遵循规则去

查经、组织、祷告和作社会工作。 

在 1735-1737 年间，卫斯理兄弟俩作为英国教会的宣教

士在美国佐治亚州度过两年。正是在那里，他们听到了

莫拉维亚教会的宣教士司庞真堡（Spangenberg）的讲道，

由此学到个人转信耶稣基督而重生得救的经历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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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人因政治原因入教，或藉着圣礼传递救恩，都不能

带来个人的、合乎圣经的救赎。 

回到英国后，在 1738 年，约翰和查理都有了重生得救

的经历。约翰的经历发生在他阅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注

释的前言之后，约翰写到，当他信靠基督赦免他的罪，

他的心“莫名地温暖起来”。 

1739 年，卫斯理弟兄俩与怀特腓一起在英格兰、苏格

兰和爱尔兰开始传福音的布道活动。据估计卫斯理骑马

走了 200,000 英里，布道 40,000 次，写了 200 本书。卫

斯理将他的跟随者组织成“循道者协会”（Methodist 
Societies）。怀特腓擅长露天讲道；查理写了 6,000 首

赞美诗，发展了瓦茨（Isaac Watts，1674-1748 年）开始

了的更正教赞美诗运动（Protestant Hymn Movement）。 

卫斯理兄弟，像德国的敬虔派一样，并不想与圣公会分

离，一开始只是组成祷告会和查经班（类似“敬虔小

会”）。 

不过慢慢地循道会运动开始按立牧师、买地、建堂。在

英国，循道会一直保持是圣公会的一部分，直到卫斯理

于 1791 年离世。 

但是，早在 1784 年，美国循道会就已经组建，以寇克

（Thomas Coke）为总监（Superintendent），美国循道

会与它的源头从一开始就是分离的。 

循道会受英国国教教会背景的影响，保留了： 

 主教制 
 跪领圣餐 

神学方面，循道会倾向于“亚米纽斯主义”，认为人可

能失去他的救恩，并强调在救恩中人的作用。 

不过，循道会也非常强调唯独信心和通过个人的重生经

历因信称义。卫斯理也强调在基督徒生活中需要不断地

在成圣的道路上进步，以及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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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卫斯理影响 大的是英国的工人，他们的生命被改

变，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寻求暴力革命。一些社会弊病，

如贩酒，有一段时期完全停止。 

卫斯理奋兴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影响到： 

 瑞克斯（Robert Raikes）开创了主日学运动。 

 圣公会的领袖也努力寻求奋兴。 

 兴起了差传协会（mission societies）、文字事工（tract 
and literature societies，他们编写和散发福音单张）、

监狱事工（prison ministries）、医疗宣教事工（medical 
missions）和后来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 

 循道会宗派（denomination）被建立，在世界范围

内有数百万的信徒。 

 今天仍在进行的福音派运动（Evangelical 
movement）。 

1740 年，持加尔文派观点的怀特腓与卫斯理分开，但

这场运动没有终止。循道会有了两个支派，一派出于卫

斯理，一派出于怀特腓。 

作业：在英国，卫斯理奋兴运动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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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美国的发展 

美国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宗派教会的发展。罗马

天主教，以及几乎每一种从宗教改革中发展出来的主要

教派，都移植到了新殖民地。 

简略浏览各个不同教派以及他们定居在哪里有助于看

清局面。 

圣公会（Anglican Church） 

圣公会在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那的部分地区和纽约被

建立，这是在英国打败了这些地区的荷兰人之后。在马

里兰，圣公会成为官方宗教，尽管罗马天主教更早在那

里建立。南卡罗来那和佐治亚到了 1750 年代中期也跟

随圣公会。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1776 年美国革命战争。 

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m） 

公理派教会主要在新英格兰发展兴盛。但是，如前所述，

公理派有多种多样。住在塞勒姆（Salem）、波士顿

（Boston）和麻萨诸塞（Massachussetts）的不信宗教宽

容的非分离派清教徒（non-separatist Puritans）努力将宗

教与日常生活完全融合。他们非常强调在加入教会和领

圣餐之前必须有公开的信仰告白。公理派教会具有很强

的神治政府观念，并执行某些教会纪律。 

浸信会（Baptists） 

因为对教会体制和实践持有不同的观点， 许多清教徒

从公理派教会脱离出来。甚至在殖民地，在更正教会内

部继续有改革（和造反）。 

罗杰·威廉（1603-1683 年）是一位持有“分离派”观

点的圣公会牧师。他被迫离开塞勒姆的公理派教会，在

1636 年逃往一个荒岛，并建立了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

城（Providence, Rhode Island）。 

其他赞同恩典之约、个人内在的属灵生命和得救的确据

等观点的人也逃往罗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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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 年，第一个浸礼派教会出现在普罗维登斯，每个

成员都重新受洗。罗杰·威廉参与了这一新的开始。浸

礼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影响涉及的不仅是具体实践，而

是绝对地坚持政教分离。 

罗马天主教（Roman Caltholism） 

“纯”天主教出现在中、南美洲，北美地区出现的是混

合共存。罗马天主教在美国 强大的定居地是在马里

兰，它于 1634 年由巴尔迪摩爵士（Lord Baltimore）建

立。宗教宽容一直是正常状态，直到 1702 年圣公会被

确立为马里兰的官方宗教。罗马天主教仍然存在，但在

13 个殖民地从来不曾有过很大的影响。 

贵格会（Quakers） 

贵格派早在信徒 1656 年就来到新英格兰，但是他们与

那里的清教徒教会不合。1681 年，贵格派的宾威廉

（William Penn）建立了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殖

民地，向所有的宗教难民敞开。 

德国的门诺派（Menonites）和莫拉维亚派也定居在宾夕

法尼亚。路德宗教会在宾夕法尼亚也赢得了很多追随

者。 

在 1776 年，新英格兰（北部地区）的殖民地大多是公

理派，南部殖民地大多是圣公会，中部殖民地则是各种

教会混合共存。 

长老会（Presbyterian） 

在 1750 年，约 200,000 加尔文派新教徒来到美国，主

要定居在纽约、新泽西、特别是宾夕法尼亚。一些人移

民到了弗吉尼亚。长老会成为 强大的教派之一，与圣

公会、浸礼派和公理派并列。 

循道会（Methodist） 

1768 年，卫斯理派宣教士到了殖民地。艾斯伯瑞（Francis 
Asbury）在 1771 年来到美国。到了 1784 年，循道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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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地建立起来，第一任主教就是艾斯伯瑞。后来建立

了艾斯伯瑞神学院来培训循道会的牧师。 

英国成了把欧洲的宗教改革向美国迁移的中转站。宗教

不宽容 后导致了美国的宗教宽容。中部殖民地（从罗

得岛到宾夕法尼亚） 好地代表了由宗教改革中孕育出

来的“分离派”精神。因为北部和南部的殖民地直到

1776 年革命仍然保持“官方教会”。该时期一直有对

土著印第安人的宣教事工。 

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混合在一起，圣经是学校的核心教

材。许多美国大学，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弗吉尼

亚的威廉和玛丽学院，都是为了培训牧师并提供基础广

博的教育而建立的。为教会和政府培养敬虔的领袖是大

多数教育机构宣告成立的目的。 

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 

英国的卫斯理循道会奋兴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在

美国的“镜像”。 

1726 年，因着费灵辉（Theodore Frelinghuyser）的讲道，

新泽西的荷兰改革宗教会爆发了一场属灵奋兴。正是在

中部殖民地，第一次的奋兴之火出现在长老会和荷兰改

革宗的教会里。 

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领导了在新

英格兰公理派教会中的奋兴运动。这次奋兴从 1734 年

开始，6 年以后才达到高峰。怀特腓（George Whitfield）
是另一位重要的布道家，在波士顿和其它地方成功地领

导了奋兴运动。 

爱德华兹可能是他们当中 杰出的人物，他曾有一段时

间在印第安人中做宣教士，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任

校长。 

复兴运动也传到南方。怀特腓在 1738-69 年之间穿行于

所有的殖民地，促进了奋兴运动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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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觉醒”类似德国的敬虔派运动和英国的循道

会奋兴运动，是出于对教会灵性冷漠、倦怠、缺乏个人

属灵活力的反应。冷漠而正式的礼拜和低落的道德状况

造成对奋兴的需求。奋兴的重点是： 

 个人的信主/悔改/重生（conversion） 
 道德生活 
 对社会和人道主义的关心 
 向印第安人宣教 

奋兴也在教会中导致分裂，因为那些自满、自私的牧师

反对这场运动。但是成千上万人信主，几百间教会被建

立，无数的生命被改变，宗教自由和宽容也被提倡，这

种属灵合一帮助后来各个殖民地团结一致。 

作业：普通民众的什么社会和道德状况造成了奋兴的需要？这

场奋兴运动是针对教会还是针对没得救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76 年的美国革命 

美国革命不仅带来了影响全世界的重大政治变革，也带

来了重大的宗教变革。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对殖民地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压制

性政策激发了 1776 年的独立宣言，据此，美洲的 13 个

殖民地团结起来，叛离英国，宣告自己为一个独立的国

家。 

圣公会分裂，一部分人忠于反对英国的爱国者，而大部

分神职人员站在英国一边。结果是在革命战争后出现了

一个新教圣公会（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奉行

英国国教的教义，但是与国家政权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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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英格兰，公理派信徒是坚定的爱国者，尽管许多教

会充斥着怀疑主义和冷漠。战后，公理派继续保持强大。 

路德宗和长老会也坚定地支持独立战争。这个时期殖民

地的天主教徒少于 20,000 人，也是爱国者，但影响不

大。浸礼派和其它更正教派别都是突出的爱国者。 

美国独立战争给教会造成的后果是： 
 教会的财产损失 
 损失重要的成员和神职人员 
 教会的财政困境 
 属灵敏感度降低 
 冷漠 
 普遍的灵性衰退 
 教会必须被自愿的奉献支持 
 依照法律政教分离 

从欧洲大陆进口的自然神论、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起了

作用，一次极大的灵性衰退在战后发生。据估计，在

1789 年，美国基督徒的数目低于人口总数的 10%。美

利坚和众国被建立在基督教的原则之上，却很少有人实

际地去实行！ 

但是正是清教徒-分离派势力与爱国者-自由战士势力的

结合导致了美国革命。无论是理性主义的自由战士，还

是基督教的奋兴家，都能支持政治的和宗教的自由，世

界将与从前永远不再一样。 

作业：在什么方面说，美国革命战争既是政治的也是宗教的？

为什么这很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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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神学发展是在教会宗派中。没有

召开过教会大公会议，也没有新的信经。 

主要的问题集中在： 

 教会体制——教会管理奉行什么样的形式 

 凭个人重生经历得救还是凭洗礼或加入教会得救 

 对不同派别施行宗教宽容 

 自然神论，一度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关于神和人生的

正统观点，被正式放弃，但许多人仍然相信。 

 个人属灵生活与团体教会敬拜的关系。 

 4．有关的主要人物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是一位法国哲学家，传

播了自然神论和怀疑主义，促使教会通过奋兴来洁净自

己。 

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是一名德国哲学

家/神学家，想把圣经放在人的理性的检验之下，他的

理性主义将从正反两面塑造基督教的思维。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一名德国哲学家，

把理性主义推到极端，并把基督教贬低为个人的主观体

验，否认客观的圣经启示。康德的影响也是正反两面。 

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是一位天主教的法

国国王，他对意见不同的新教徒的无情逼迫 终导致法

国大革命；他的逼迫使得许多新教徒逃离法国，前往美

国。 

施本尔（Philip Jacob Spener，1635-1705）来自德国路

德宗，发起了“敬虔派”运动，要恢复教会敬拜中的个

人属灵参与，以反对冷漠、形式化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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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朗开（August Francke，1663-1727）继续了路德宗的

敬虔派运动，鼓励了宣教工作和分发圣经。 

亲芩多夫伯爵（Count Von Zinzendorf，1700-1760）建

立了莫拉维亚教会，注重个人属灵重生，并极大地影响

了卫斯理奋兴运动。 

弗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在英国开始了贵格派

运动，注意真信徒个人生命中圣灵事工的“内在之光”，

否定任何有组织的教会。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建立了循道

会，在英国领导了反对自然神论、理性主义和冷漠信仰

的奋兴运动，这场运动将影响到世界未来的年岁。 

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88）是一位伟

大的属灵赞美诗作家和布道家，在循道会奋兴中，与约

翰一道工作。 

怀特腓（George Whitfield，1714-1770）在英国和美国

的卫斯理复兴中，是一位伟大的户外布道家。 

罗杰·威廉（Roger Williams，1603-1683）在罗得岛的

普罗维登斯成立了第一个浸礼派教会。强调浸水礼、个

人信主经历、和政教分离。 

宾威廉（William Penn，1644-1718）将贵格派带入宾夕

法尼亚，他在中大西洋地区殖民地建立了一处宗教避难

所，奉行宗教和政治自由。 

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644-1718）领导了新英

格兰公理派教会中的奋兴运动。 

艾斯伯瑞（Francis Asbury，1745-1816）是美国循道会

第一任主教，为循道会在美国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5．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这个时期对教会历史的影响意义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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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教分离成为规则，而不是例外。 

 个人的属灵生命和实际的道德生活被升到仪式化

的敬拜之上。 

 宗派教会（denominational churches）和宗教宽容被

证明是解决“基督教教会”内的教义和实践分歧的

答案。 

 强调个人信主（personal conversion），而不是洗礼

和教会会员身份（membership）。 

 面对自然神论、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基督徒被迫

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 

 奋兴运动激发了个人和群体的属灵活力，也促进了

宣教事工。 

 政治和宗教自由并非都是正面影响，它也促成属灵

的冷漠和无所谓。 

 证明了人类渴望也应当与神建立一种个人的、活的

关系。 

 大型宗派的成长和发展将塑造现代基督教的面貌。 

作业：“宗派”是什么意思？出现宗派是好还是不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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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由主义、进步和宣教时期 

  

公元 1789 年 工业革命 
兴起了：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物质主义 

宣教和自由神学 

 

公元 1914 年

 
法国大革命 权威从神和圣经 

转移到 
人和经验 

第一次世界

大战 

 

• 法国大革命 
• 宗教不宽容 
• 人文主义/人本主义 
• 权威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 
• 自由派/新派神学 
• 高等“圣经批评” 
• 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 
• 现代宣教运动 
• 进化论 
• 社会改革 
• 教皇无误论 
• 英国殖民主义 
• 英国、德国和俄国的崛起 
• 工业革命——进步的时代 
• 从农业到工厂 
• 从农场到城市 
• 教会与日常生活脱离 
• 社会不公 
• 宗教与生活问题不相关 
•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大众的宗教 
• 唯物主义=“上帝” 
• 马克思和恩格斯 
• 黑格尔 
• 教皇庇护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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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除奴隶制 
• 奋兴和大觉醒 
• 摩门教 
• 安息日基督再临会 

 

 
 

 

 

主要背景经文 

创 3：1-7 
彼前 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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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由主义、进步和宣教时期      1789-1914 年 

 19 世纪不仅是 18 世纪与 20 世纪之间的桥梁，也是向我们

生活在其中的现代时期过渡的重要环节。政治和宗教的双重

势力将塑造现代教会的关注点，也使其世俗化到几乎面目皆

非。 

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确发生了文化、社会和科学的进步，但是

是以极大代价。这个时期开始于法国大革命，结束于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开始。 

宗教运动方面： 

 转离上帝，转向人本主义（Humanism）。 

 从以圣经为中心的权威观转向以人为中心的权威观。 

 从保守的正统神学转向自由派/新派（Liberal）神学。 

政治方面，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兴起成为主要的世界哲学；

这场运动至今尚未终止。不过，现代宣教运动也在这一时期

开始。也发生了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以及反对酗酒、反对奴隶制和支持妇女权益的

社会改革。 

在这一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在某些方面被削弱，某些方面被

加强；教皇宣告了他的“无误论”。 

1． 主要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在这一时期开始时，世界甚至各国历史都变得多事和复

杂，以至于很难有效地总结。 

这里将要回顾的主要发展是关系到教会历史的： 

 法国大革命 
 工业革命 
 一些世界强国的兴起，如英国、德国和俄国 

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出现对教会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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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1789-1799 年） 

法国大革命反映了欧洲人民日益增长的情绪，就是压迫

人民的绝对君主制必须被推翻，而且人民有权这样做。

16 和 17 世纪英国议会向国王权力成功的挑战，以及 18
世纪的美国革命鼓舞了他人去效仿。 

在法国，教会拥有一半的土地；每个人都向教会交十一

奉献和各样费用。腐败的法国国王们都是挂名的天主教

徒，路易十六（Louis XVI，1643-1793）可以说是他们

的缩影，他的挥霍无度和不明智的政策将法国带到经济

崩溃的边缘。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已经给法国带来自由主义

的思想，经济/政治状况为占 80%人口的普通民众夺权

形成理想的气候。 

1789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召开了在近 20 年时间里的

第一次国民议会。 

 等级会议（Estate General）由三个阶层的代表组

成——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 

 第三等级，平民，夺取了控制权，并使用在巴黎的

愤怒的暴民为其政治和军事的力量。 

 巴士底狱（Bastille）被捣毁，一场血腥的革命随之

爆发，结果是贵族的势力被击垮，国王的权力被降

低。教皇的影响被粉碎。 

1792 年法国被宣告为共和国，路易十六在 1793 年被处

决。 

这次反叛反对的是： 

• 绝对君主制 
• 政教合一 
• 罗马天主教会 
• 占有土地、富有的贵族 

天主教与国王一道，在这场革命中遭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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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会 

 教会的产业被剥夺 
 失去十一奉献和赋税 
 神职人员被屠杀或赶走。 
 对法国国王的控制终结 

1790 年，国民议会强制解除了教皇对法国的一切控制。

1795 年，教皇庇护六世（Pius VI）在欧洲其他领导人

的帮助下组成一支反对法国的军队。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领导法国军队打败了联军，占

领了罗马，并把教皇关进了法国的监狱。 

不过，拿破仑意识到许多法国人是天主教徒，于是就与

下一任教皇（庇护七世 Pius VII，1800-1820）斡旋，在

法国恢复了罗马天主教，尽管是在严格的限制之下，根

据 1801 年的协定（Concordat of 1801）。 

有段时间，拿破仑甚至控制了在意大利的教皇国。但他

在 1814 年错误地入侵俄罗斯，结果失败。到了 1815 年，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都失去了势力。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试图恢复

欧洲的政治和宗教秩序，罗马得回了失去的土地。但是，

君主专制和罗马教会的统治已经被永久地打破。人们宣

告并要求了自由的权利，并且为之而战。社会中的“自

由派成分”获胜。 

作业：法国大革命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宗教方面的？为什么

这点很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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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发展 

1815-1870 年间，欧洲大陆挣扎着重组；国王们试图恢

复权力，许多民族国家相继出现。 终，统一的强国如

普鲁士（德国）从混乱中崛起。荷兰（1815）、比利时

（1830）和希腊（1832）也都在这一时期独立。 

 1870 年，普鲁士作为有 35 个州的北部德国联盟之

首与法国交战，从那场胜利中诞生了一个现代国家

德国，它将在 20 世纪以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挑战世界。意大利也脱离法国的影响获得自由。 

 1780-1914 年间，德国和俄国也上升为世界强国，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 

 当法国的势力从 19 世纪初开始衰落的时候，英国

的力量却在增强。19 世纪是被英国主导的，它建立

了一个庞大的世界范围的殖民帝国，其范围和权势

都超过了古罗马。 

伦敦成为世界上 大的城市和金融中心。英国贸易

遍及世界，皇家海军控制着大洋。 

大英帝国延及到加拿大、印度、非洲、西印度群岛

和远东。不过，这时英国对世界的主宰也使得伟大

的宣教活动随着殖民者脚踪得以开展。 

 十九世纪也是美国领土通过买地、兼并和战争大大

扩展的时期。先前被西班牙和法国占有的土地成了

美国国土。美国还在世界其它地方得到了领土，例

如：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夏威夷。在十九世纪初，

美国人口只有四百万左右；然而到 1890 年，它的

人口达到一亿。工业革命、大量移民、社会进步和

1860 年的美国内战都促使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成为

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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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十九世纪有时又被称作在欧洲（特别是英国）以及美国

的“工业革命”时期。德国的革命主要是在哲学、知识

和神学方面的。“工业革命”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受

新技术驱使，造成了机器、工厂、城市和工人阶级的出

现。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发明的蒸汽机代

表着这一时期的进步。工业革命将对政治、经济、社会

和宗教形势产生极重大的影响。商业活动从以农业为基

础转向以制造业为基础，生活哲学也是如此！ 

但是，这个“进步的时代”虽然通过商业竞争给许多人

带来繁荣，并导向现代，也有正反两面。 

正面地看，工业革命：  

 使现代国家快速发展。 
 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 
 通过贸易合作和条约使得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

切。 
 大城市兴起。 
 为世界增长的人口创造了就业机会。 
 促进了技能型的劳力的发展。 

反面地看，工业革命： 

 造成物质主义优先的导向。 
 使成千上万涌入城市寻找工作的劳动者贫穷化。 
 意味着简朴的农业基础社会结构的结束。 
 创造了剥削劳动阶级、包括妇女和儿童的机会。 
 促进了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发展。 
 带来了劳动时间长、薪水低、健康环境恶劣等问题。 
 带来了城市污染、犯罪和各样社会弊端。 
 由于工人群众没有财产和选举权，造成社会不安。 
 通过“不加干预的竟争”（自由企业）应许成功，

但成功只属于拥有资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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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角度看，工业革命进一步把教会和日常生活分隔

开来。工厂的日常工作中没有教会的位置。进一步，教

会既没有权力，并且似乎对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

题也没有提供真正的答案。宗教只被保留给星期天和个

人私生活。教会看起来与现实全不相关。在工厂的浓烟

和噪声中，人们不知道上帝在何处。 

当时的哲学是“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提倡政府

在经济事物上撒手不管，让每个人凭自己在一个受供需

法则驱动的高度竞争商业世界中开拓自己的道路。对工

业主义带来的社会弊病没有医治良方，多数人认为 终

的结果是对全体人的好处，特别是那些竞争力强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工人群众的“宗教”——无

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会也将感受到其巨大

的影响。 

作业：在那些方面工业革命带来进步？在那些方面没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群众的宗教” 

有两个人出现在这种背景之下，他们将戏剧性地影响到

世界几百年的历史，因为他们提倡一种关于政权和生活

的新哲学，反上帝、反宗教、亲人民，特别是劳动群众。 

这两个人是：德国犹太人哲学家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德国富有的工厂主的儿子恩格斯

（Frederich Enge1s, 820-1895）。在 1848 年，马克思和

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德国社会主义哲学家黑格尔

（George Hegel, 1770-1831）的影响，黑格尔把上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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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绝对理念或精神。马克思

用唯物论取代了上帝，并教导说，一切实在的都是运动

中的物质。生活就是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

为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所以工人阶级应当获利

并掌管。“宗教”在马克思看来是人民群众的“鸦片”

（麻醉药）。马克思提倡一场工人阶级针对资产阶级（拥

有资本的中产阶级）的“战争”，目的是创造一个社会

主义社会，其 高形式是共产主义，在那里既没有阶级

也没有政府。资本论（Das Kapital）发表于 1867 年，

可能是马克思 具影响的著作。经过修正的各种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将主宰世界大片地区的局势，并在一段时

间内吞没俄国。社会主义提倡财产和经济的公有制，由

国家供给人民的基本需求。共产主义在理论上说是社会

主义的高级阶段，在那里没有国家，一切由无阶级的社

区人民共有。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被哲学家和神学家大量地汲取，

导致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圣经批判（biblical 
criticism），今天仍然影响着教会。不过，这些思想也

激起了需要社会改革的火花，并激励宗教团体不仅把福

音应用到人的罪，也应用到社会压迫。 

作业：如果宗教是人造的，在什么意义上基督教不是宗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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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在这一时期，宗教运动有许多形式，有些是对法国大革

命中表达的自由派思想的回应，有些是对由工业革命、

马克思主义和物质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弊病。 

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兴衰（1815-1914）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结束了法国大革命，罗马教会看

到一些权力的恢复。在意大利的教皇国被恢复，1814
年耶稣会再次建立，并开始了伟大的教育和宣教活动。

英国、普鲁士、法国和奥地利开始表现对天主教的宽容。 

教皇庇护九世领头建立了罗马教会教皇的终极权威

（Pius IX，1846-1878），他颁布给天主教徒一系列天

主教教义声明，： 

 1854 年，宣布了玛利亚无原罪说（Immaculated 
Conception of Mary, 她在胎中就无罪），并称必须

信奉这一教义才能得救。 

 1863 年，宣告只有通过天主教会才能得救。 

 1864 年，教皇谴责了宗教宽容、政教分离、社会主

义、圣经协会、世俗学校和公共教育。 

 1870 年，梵蒂冈第一次会议宣布了教皇无误论。这

个教义宣称，当教皇以教会之首的身份讲话时

（ex-Cathedra, 在座位上），在有关信仰和道德的

问题上他不会出错。这些话是得救的人必须信的。

因此，当教皇代表教会讲话时，他是“无误的”

（infallible）。很明显在圣经中找不到对这种主张

的支持。 

看起来，罗马教皇想要重新控制教会和社会，正如它在

中世纪时期近一千年中所行的。继任的教皇甚至宣告早

期教皇的教谕也是无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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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 1870 年以后，公众和政治方面的情绪强烈地

反对教皇。甚至在天主教内，教皇无误论的教义也不被

所有的人接受。1871 年，在道林格（Johnn Von 
Dollinger）的领导下，一些天主教徒分离出来，成立了

“复古天主教教会”（the “Old Catholic Church”）。 

教皇无误论宣告的同一年，意大利爱国者占领了罗马，

并将教皇庇护九世废黜，教皇在流放中退居梵蒂冈，他

拒绝接受新政府的停战条件。 

随着政教分离的兴起，罗马天主教不再可能享有“国教”

的特权。例如，美国宪法明确禁止建立国教或通过任何

法律限制宗教自由。 

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1878-1903 年）继续

反对民族国家的权力，包括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他想继

续把教会在道德和政治两方面的权力放在人民和国家

之上。 

教皇庇护十世（Pope Pius X，1903-1914 年）继续谴责

自由派神学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教义上，罗马教会挫

败了自己圈子内的自由主义，但是永远地失去对教会和

政权的独家控制。罗马教会有了自由去追求教会和属灵

的事物（虽然是不情愿的）。 

教皇在政治领域被废黜，在宗教领域却被高抬。梵蒂冈

在自己周围立起了一道围墙。 

作业：政府是否应当建立“国教”？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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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和欧洲的宗教改革、宣教活动和和社会运动 

19 世纪，社会和宗教改革以及新兴的现代宣教运动方

面都出现了实质上积极的进展。 

英国圣公会内部的改革是这些进展的一个范例。 

福音派的克莱凡运动（Clapham movement） 

这次运动是对卫斯理奋兴运动的晚期回应，发起于所谓

的英国“低派教会（low church）”中。这一类的圣公

会仍然赞同主教制，但强调传福音甚于宗教仪式。 

有一群富有的福音派低派教会基督徒团契生活在英国

劳德城（Louder）外的克莱凡社区，开始提倡广传福音

和纠正社会弊病。 

个人的敬虔、圣经学习和委身基督是这个团契的特征。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一个不敬虔的社会过敬虔的生

活，多数改革努力指向被自由主义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社

会弊病和社会不公。 

1790-1830 年间在圣公会内产生属灵影响的不仅是克莱

凡团契，也有其他福音派人士，像约翰 牛顿（John 
Newton，1725-1807 年），一位伟大的赞美诗作家（如

奇异恩典）和威廉 考伯（William Cowper，1731-1800），
另一位伟大的赞美诗作家。 

这些“福音派人士” 关心的是怎样地把基督教信仰在

世界上实际地活出来。 

文约翰（John Venn，1759-1833）是以下福音派运动的

“属灵之父”，造成以下几方面的社会改革： 

 宣教组织形成。 
 圣经协会成立。 
 监狱事工开始。 
 文字事工开始。 
 奴隶贩卖被英国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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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 后这项影响 大。韦伯福斯（William Wilber- 
force，1759-1833）是克莱凡社区的成员，他组织基督

徒/福音派反对在大英帝国范围内贩奴，在议会不断提

案立法禁止。当时，黑人在非洲被捕获，卖到西印度群

岛作奴隶。1807 年，贩奴被禁止。1833 年，整个大英

帝国内的奴隶都获得自由。韦伯福斯激起了公众的觉

醒，去支持他的基督徒立场，并勤奋地通过立法程序工

作，来医治英国奴隶制的社会弊病。这一行动极大地影

响了非洲，因为在欧洲各国瓜分非洲殖民地之前，奴隶

制不再被公众接受。 

塞弗贝爵士（Lord Shaftsbury，1801-1885）等其他福

音派基督徒促进了改革工厂和工作场所的条件，他成功

地促成立法保护妇女和儿童。 

作业：如果可能，在什么方面，有组织的教会应当在社会/道德

的改革中发挥作用？什么是 有效的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广派教会运动 The Broad Church Movement  

然而，圣公会内的“广派教会运动”在自由派思想家的

影响下产生了自由派神学和“掺水的”社会福音。金斯

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是其代表领袖。社

会改革被过分强调，属灵转变被轻描淡写。更正教，与

天主教不同，将受到自由派神学的祸殃，教义和实践上

的多元主义让所有的错误得以进入教会。 

圣公会内的复兴和改革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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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灵的和实际的（低派教会的克莱凡运动） 
 自由派和社会的（广派教会运动） 
 礼拜形式和礼仪（牛津派-高派教会运动 Oxford- 

high church） 

牛津运动 The Oxford Movement 

牛津运动把对政府和社会的改革视为对教会的干预。牛

津运动的领袖是凯伯（John Keble，1792-1866）、普希

（Edward Pusey,1800-1882）和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这些人讲道并写文章谈论教会

圣礼和仪式在信徒生命中的重要性。他们发表许多小册

子阐释他们的思想。 

牛津高派教会运动想要在在圣公会内建立一种修正的

天主教（洁净其不当的行为）： 

 强调教会的圣礼，仪式和多彩的礼仪 
 教导： 

 使徒承传 
 洗礼重生 
 基督在弥撒中身体同在 
 早期教会中教父的教义 

牛津运动深化了圣公会与不服从派/独立派教会

（non-conformist）之间的沟痕，并在圣公会内部创立了

一种新的“天主教”派。 

纽曼真的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这股势力遇到主教们的

强烈反对。但是“高派教会”的观点在圣公会中存留下

来，又称为安立甘—天主教立场（Anglo-Catholic 
position）。 

影响重大的新兴宗教运动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其它几个影响重大的基督教运动出

自不服从派教会和独立派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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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由卜威廉（威廉·布斯

William Booth）建立于 1878 年，目标是传福音，并满

足社会中相对不幸者的社会和经济需求。 

普利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eren）在 1831 年由达

比（John Darby）建立于爱尔兰的都柏林。他们特别强

调圣灵的工作、信徒的祭司身份和研读圣经。他们反对

任命圣职人员。 

穆勒（George Mueller，1805-1898）在布里斯托（Bristle）
建立了一所庞大的基督教孤儿院。 

基督教青年会（YMCA，Young Ma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由魏乔治（乔治·威廉 George Williams）
建立于 1844 年，为的是满足在过度拥挤的城市中的基

督徒年轻人住房、锻炼和健康社会生活的需要。 

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1834-92）在伦敦大都

市会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大有能力地传讲福音，

并建立了一所牧师学院。 

凯斯克会议（Keswick meetings）——这些会议开始于

1875 年，意在激励传福音、奋兴和个人灵命更新。 

1859 年后的奋兴运动 

又一场复兴运动在英国爆发，更促进了社会改革。1904- 
1905 年间，威尔士大复兴（Great Welsh Revival）在罗

伯茨（Evan Roberts）领导下始于劳格（Loughor）。

威尔士复兴的果效将遍及世界，并通过长老会于 1907
年传到韩国。 

“进步时代”（工业革命）释放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

压力造成一个极大的需要，要求教会采取行动，以外出

宣教去回应。19 世纪是现代宣教活动的伟大时代。 

宣教活动（1789-1914） 

1789 年以前，大部分的海外宣教活动是由天主教修道

士和少数莫拉维亚教会和敬虔派信徒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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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法国特别是英国在世界大部地区的殖民运动为

从宗教改革中诞生的更正教教会进行宣教事工提供了

新的机会。 

意识到全人类的失丧和基督将福音传遍世界的命令，凯

瑞（William Carey）、富勒（Andrew Fuller）和几名

其他浸信会的基督徒在 1792 年组成浸信会宣教协会

（Baptist Mission Society），从中发展出现代宣教运动。

凯瑞被称做“现代宣教运动之父”。 

威廉·凯瑞（1761-1834 年）原是一位英国的鞋匠，后

来成为一名浸信会牧师。凯瑞反对极端加尔文派关于拣

选的观点，因它倾向于忽略传福音。当他查考新约时，

他正确地得出结论：拣选是上帝的责任，传福音是人的

责任！ 

大部分更正教宣教活动都强调个人悔改重生的经历，继

承了上一世纪奋兴运动的果实。 

通过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谈判，凯瑞终于得以进入印度，

在那里与其他的人一起工作，研究印度宗教、哲学，从

事翻译和传福音的工作。 

凯瑞和同工面临远离家乡、语言不同、文化障碍、经费、

危险等等，仍将福音带给失丧者，他的榜样极具感染性，

为宣教事业的追随者开辟了道路。 

以下是一份早期的更正教派主要的宣教先驱名单： 

格兰菲尔（George Grenfell，1848-1906）来自浸信会宣

教协会，他沿非洲的刚果河流域探险并把福音传到那

里。 

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1906）来自伦敦宣

教协会（London Mission Society），他是苏格兰公理会

的信徒，他在中非大部分地区探险，将福音传到那里。

他也与阿拉伯贩奴者斗争。 

莫法特（Robert Moffat，1795-1883）是一位苏格兰宣

教士，他到了南非，将圣经翻译成土著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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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京顿（Pilkington，1863-1897）和塔克（George A. 
Tucker，1849-1914）来自福音派教会宣教协会

（Evangelical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他们在乌干

达从事传福音、改进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协助将乌干达

并入大英帝国。 

戴德生（J. Hudson Taylor，1832-1905）在 1865 年建

立了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这是一项凭

信心的事工。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刻苦钻研中文，

使得当中国在 1858 年以后向宣教士敞开门之后，圣经

能被中国人使用。 

贾德森（Adoniram Judson，1788-1850）致力于将圣经

翻译成缅甸语。 

这份名单可以继续罗列下去。这些勇敢的男女打开了世

界的许多地区，因为他们委身于圣经的教导，即人只能

因随着福音广传导致信靠基督而得救。 

这些早期宣教冒险的结果是： 

 大量土地向英国的殖民、剥削和商业敞开。 

 福音被介绍到世界各处。 

 学校和医院被建立。 

 人民健康得到改进。 

 商业、贸易和农业得到鼓励。 

 许多跨教派的合作宣教工作得以进行。 

 在自愿结合的宣教协会中教会体制的差异被忽略。 

 地方教会和基督教组织通过金钱和祷告支持而投

入世界宣教运动。 

 许多失丧的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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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人类的罪和失丧提供回答而言，基督教的确是“大

公的”（catholic，普世；也译 “天主教”）。 

但是，这些宣教活动也遗留下问题和挣扎： 

 基督教被等同于西方帝国主义文化。 

 罗马天主教和共产主义组织都反对更正教的宣教

工作。 

 自由派神学被许多宣教士带入各国。 

作业：为什么教会要花 1500 年的时间才开始认真地投入海外宣

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的宗教发展 

在苏格兰 

查莫斯（Thomas Chalmers，1780-1847 年）领导了一次

重大的教会分裂，原因是关于奋兴和一个教会是否有权

任命自己的神职人员。他的教会倡导对教会成员的真正

事工并对全会众普及神学教育。 

罗伯特·海尔登（Robert Haldane，1764-1842 年）和他

的弟兄雅各（James，1768-1851 年）领导了意义重大的

奋兴工作，反对自由派神学（当时已经传入欧洲各国，

如瑞士、苏格兰。 

在爱尔兰 

1869 年，爱尔兰政府废除了圣公会的国教地位，使得

大多数是天主教徒的民众可以支持天主教神职人员。更

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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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 

在法国和德国部分地区，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些社会改革

和属灵奋兴，在荷兰，奎伯尔（Abraham Kuyper，
1837-1920 年）领导了属灵奋兴，并帮助规范了教义。

欧洲大陆强调社会改革过于属灵奋兴。 

美国的教会发展、奋兴和改革 

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美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发展。

这个时期初始，第一次大觉醒的影响已经过去。基督教

只是名义上的，社会道德松懈，自然神论的神学渗透全

国。宗教宽容导致属灵的冷漠和懒惰。美国的教会大部

分是农村的更正教教会，社会影响不大，这个时期接下

来的发展将改变所有这一切。 

在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 大的宣教对象就是美国

自己！今天恐怕情形依旧。 

第二次大觉醒 

这个时期早期的奋兴有两个阶段。首先，奋兴爆发于东

部新英格兰的公理派信徒中，在几个主要大学里，当时

那里道德低落、世俗主义蔓延。 

在耶鲁大学，因校长提摩太·德怀特 Timothy Dwight
（1752-1817 年）的讲道，奋兴在 1802 年开始，约三分

之一的学生悔改重生，这场奋兴传到达特茅斯学院和其

它大学，又很快传遍大多数主流教会。 

移民和福音化美国西部占据了 1870 年间的大部分时

间。在前 25 年增添了 9 个州；到了 1850 年，美国一半

的人口移向西部。那里是野蛮的边疆，住着灵魂未得救

的印第安人和灵魂未得救的白人。有两股力量把美国西

部带入基督教的影响之下： 

 志愿宣教协会将福音传遍西部，包括美国圣经协会

（American Bible Society）和美国主日学联合会

（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 

 户外奋兴营会在美国西部起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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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 年，长老会的麦格雷迪（James Mcgreadey，1758- 
1817）在肯塔基率先开始了用奋兴营会（revival camp 
meeting）向失丧的人传福音。从肯塔基到田纳西，这

些奋兴营会传遍了整个西部，并孕育出在美国有 200 年

历史的户外奋兴传道大会和营会的传福音的方式。 

这些奋兴也产生争议、使一些宗派分裂，也创建了新的

宗派。 

1825 年，独位神教（Unitarian Church）在新英格兰的

哈佛大学周边兴起。独位神教反对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

以及一切形式的奋兴。 

1832 年，坎拜尔（Thomas Campbell，1763-1854 年）

和斯通（Barton Stone，1772-1844 年）的追随者联合组

成了“基督的教会”（Church of Christ），属公理制（会

众制），强调浸水洗礼和基督再来。 

第二次大觉醒的其它结果以及接下来的奋兴包括 

 西部边疆地区的道德提升——减少了公开的酗酒

和脏话。 

 循道会和浸信会在西部的工作大大增加。 

 主日学增长，并成为教会教育的一个正常部分。 

 在许多教会都有了周中（星期三）祷告会。 

 建立了与大学相关的新的教会。 

 建立美国志愿宣教协会（American Volunteer 
Mission Society）。 

 建立各宗派的宣教机构（denomination mission 
boards）。 

 建立美国福音单张协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 
1825 年）和美国圣经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 
1816 年）。 

 在 1900 年开始，热心海外宣教活动。 



 

247  

 芬尼（Charles G. Finny，1792-1785）杰出的奋兴

布道 

 1857-58 年在纽约出现了平信徒奋兴运动，吸引了

成千上万人进入教会。 

 出现了效仿慕迪（Dwight L. Moody）在 1889 年的

大众福音大会。慕迪圣经学院在芝加哥成立。 

作业：为什么有些教会反对真正的奋兴运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美国的社会改革 

社会改革包括监狱事工和停止一些野蛮的作法，但主要

集中在以下的社会弊病： 

 酗酒，和 
 奴隶制 

许多“自制美德联会”（Temperance unions）成立，反

对酗酒，提倡禁戒、自控和节制。废奴运动在 1830-60
年间不断高涨，成为 1861-65 年间南北战争的主要原因

之一。可能正是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书

《汤姆大叔的小屋》唤起了公众的觉醒，使民众认识到

奴隶制不仅是社会弊病，在基督教标准下也是罪，林肯

总统宣告的奴隶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在美国正式结束了奴隶制。 

但是，这个问题不仅分裂了社会，也分裂了许多教会和

宗派。因为在圣经中并没有特别地谴责奴隶制，许多教

会为奴隶制辩护。但是，不人道、歧视地对待人绝对没

有圣经支持。1843 年，卫斯理循道会（Wesle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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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ist Church）从循道圣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中分离出来。1845 年，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成立，部分原因是反对北方浸信会

(Northern Baptists)对奴隶制的观点。1864 年，从长老会

中分离出来的派别成立了美国长老会（Pre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在血腥的内战期间，各个教会都选择了支持一方，但也

给伤员和有需要的人带来安慰。内战之后，黑人教会在

美国猛增，并将极大地改变教会的面貌。 

邪教和非传统教会在美国的兴起 

摩门教会（Mormon Church）被施约瑟（约瑟·斯密

Joseph Smith，1805-1844 年）于 1830 年左右在西部边

疆创建，根基是神的“新启示”（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他想建立一个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并宣传

他的个人的神学。摩门教会又叫做耶稣基督末日圣徒教

会（Churhc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它的

教导不符合圣经。 

安息日基督复临会（Senventh-Day Adventist）被米威

廉（威廉·米勒 William Miller，1782-1849 年）于 1840
年间在西部边疆创建，他预言基督将在 1843 年再来。

这一非传统的基督教派别遵守犹太人的安息日（星期

六），而非主日（星期天）。（译者注：米威廉在预言

两次失败后悔改，但是跟随者在 Ellen G. White 爱伦·怀

特/怀爱伦/白爱伦的领导下形成安息日会。） 

通灵术（Spiritualism）被凯特和玛格丽特·福克斯（Kate 
and Margaret Fox）于 1848 年前后在纽约提倡，强调

通过灵媒与死人交谈。通灵术是反圣经的。 

基督教科学会（Christian Scientists）在玛丽·贝克·埃

迪（Mary Baker Eddy，1821-1910 年）的努力下于 1870
年间兴起。他们否认疾病的实在，主张以积极的思想认

同来治病。这一教派的神学是泛神论的，寻求通过人与

上帝的“合一”来让人脱离罪、疾病和邪恶。这一教派

有异端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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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Urbanization） 

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 后 30 年的影响和大量海外移民

涌向大城市造成了许多问题，因为来自海外的至少四百

万天主教徒进入了主要是更正教的美国。结果造成人际

关系和宗教方面的巨大冲突。 

道德低下、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是大城市中许多教会的

特征。教会试图通过以下行动对付这些挑战： 

 通过“救助”事工来满足身体和感情方面的需要；

反对酗酒、赌博等恶习。 

 建立孤儿院、医院、老年之家和流浪者之家。 

 基督教青年会（YMCA，1851 年）和基督教女青年

会（YWCA，1855 年）为城市青年提供住房、社会

活动、圣经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场所。 

 善意公司（Goodwill Industries，1900 年左右）出现，

把人们多余的财物和衣物转给穷人和有需要者。 

 救世军（Salvation Army）成立，既关注宗教信仰、

也关注社会需求。 

但是有些满足社会需要的努力忽略了属灵的需求，由此

产生了“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 运动的错误神

学和实践。尽管有些人努力造成一个合作的“合一”运

动（ecumenical movement），但并不成功。宗派主义在

美国扎根了。教会迅速成长，但却朝着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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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神真的希望人们都住在大城市么？（见创世纪 11：1-9）。

大城市给教会带来什么样的特殊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重大教义问题，威胁到基督教的核

心，因为德国自由派神学影响到世界范围的教会，并造

成对圣经的权威、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攻击。对于神和客

观启示的自由派观点把宗教变成非常主观和注重经验

的。另外，美国一些主要邪教和非正统教派的兴起也威

胁到世界范围内的正统信仰。 

邪教（Cult）和非正统教会（non-orthodox churches） 

邪教是非正统的异端宗教组织，常常对其成员实行社会

或心理的控制。 

一些邪教假扮成基督教，另一些则不。所有的邪教都是

基于圣经之外的启示，它们被赋予与圣经同等的权威。

（见哥林多前书 4：5-7）。邪教通常由一个强力、能干

的领袖发起。有一些非正统教会是异端（heresy）、而

不是邪教，只是持有不同的教义和实践。 

以下是兴起于这一时期的主要的邪教和非正统教会的

名单： 

独位神教（Unitarian Church，1785 年） 

这一非正统教会持有异端教义并： 

 否认三位一体。 
 否认人的罪性。 
 拒绝因信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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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倡通过品格发展得救。 
 否认基督有完全的神性。 
 高抬人类的理性和经验。 

有人认为独位神教也是邪教。 

摩门教（Mormonism，1830 年） 

这是一个异端邪教，自称是“末日圣徒的基督教会”，

主张： 

 摩门经也是圣经。 
 允许一夫多妻。 
 基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全的救主和主。 
 人可以成为“神”。 
 活人替死人洗礼是有效的。 
 强调实际的道德和很强的家庭观念。 
 耶稣基督不完全是神。 

安息日基督复临会（“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s，1840 年间） 

这一非传统教会（non-traditional church）强调： 

 基督的再来。 
 犹太人的安息日（星期六）而不是星期天作为基督

徒敬拜和安息的日子。 
 在死亡和复活之间，灵魂在睡觉。 
 恶人被湮灭（而非在地狱永远受罚）。 

通灵术（Spiritualism，1848 年） 

这一异端邪教实行说预言、巫术、与死人沟通对话，直

接违背圣经（见申命记 18：9-14）。 

基督教科学会（Christian Science，1862 年） 

这一非正统教会和异端邪教 

 没有神职人员和圣礼。 
 将“科学与健康”（“Science and Health”）一书视

为与圣经有同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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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认物质、邪恶、疾病和罪的真实性。 
 主张泛神论 
 关注身体的医治甚于灵魂的医治 
 禁止看医生和用药。 

社会福音（1890 年间-1900 年间） 

这一异端运动不限于美国，但一些强有力的倡导者出自

美国这一时期。饶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
1861-1918 年）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1897-1917 年曾在

罗切斯特神学院（Roche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书。

他受到德国自由派神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极大

影响。“社会福音”把社会和文化改革放在比属灵悔改

重生更优先的地位。罪作为道德和神学的问题被轻看。

它的支持者忽略了一个事实：圣经强调社会需要，但是

从来不以忽略人的罪的问题为代价。 

社会福音强调： 

 神是全人类之父。 
 神爱一切的人。 
 四海之内皆弟兄。 
 在经济/政治领域实践基督教的教导是将神的国实

现在地上的手段。 
 社会/政治行动是纠正人的“弊病”（罪）的手段，

而不是个人因信得救。 
 自由派神学，否认圣经的字面意思和权威。 
 社会改革比属灵重生更重要。 

作业：圣经怎样平衡社会需要和属灵需要？这是一个非此既彼

的问题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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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自由派神学/哲学 

在这一时期的所有运动中，没有什么比自由派神学对福

音派基督教的破坏力更大，影响更长远。今天这场战斗

仍在继续进行。有趣的是，天主教会不太受自由派神学

困扰，因为它有坚固的教条（dogma）和控制。但是，

更正教各宗派却一直被自由派神学困扰，部分原因在于

缺少对教义（doctrine）的强调、赞同宗教宽容、以及

多元主义。对许多更正教徒来说，信仰是一种私下的、

个人的事情——因此，人们有由相信并实践他们所选择

的！！这一态度违背圣经（见提多书 1：9；2：1）。 

自由派神学强调基督教是个人的主观经历，而不是凭信

心、基于从神而来的圣经中的客观启示、建立与神的正

确关系。它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哲学并行成长，并受其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

以世俗的唯物主义取代了上帝。 

自由派神学也根源于：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它重新提倡人的个体

性，并激发了学术研究。 

 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兴起，它高抬了人类理性和科学

方法论，作为对生活中一切问题的答案。 

自由派神学以人为中心、以经验为导向。它反映了在宗

教、社会和哲学逐渐发生的致命转变——权威从神和圣

经转向人和人的头脑与经验。 

人，而不是上帝，因着自己的权威和标准决定何为对错、

相信什么、和怎样生活，这是“旧谎穿新衣”（见创世

记 3：1-7）。 

将权威由神移向人的转变结果是： 

 无理的圣经批评 
 否认有神迹奇事 
 弃绝基督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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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诉尽所有的致使这种转变的势力和人。回顾几个重

要人物有助于说明“自由派神学”及其错误的教导和异

端： 

施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rermacher，1768-1834） 

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他贬低宗教是人依赖上帝的个人

感觉，而不是基于信心的属灵关系。 

里切尔（Albrecht Ritschl，1822-1889 年） 

他认为：宗教只是依赖上帝的社会意识。圣经只是某个

社会群体关于上帝的意识的纪录，应当置于历史调查的

批评之下。 

艾克霍恩（Johann Eichhorn，1752-1827 年） 

进一步发展了以下的思想：圣经不是来自于神的超自然

启示，而只不过是一本人写的书，要用人的方法来评估

（有时又称为“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 

胡珀菲尔德（Hermann Hupfeld，1796-1866 年） 

认为摩西五经至少是两个作家的作品，他写了第一部诗

篇的现代注释。 

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 年） 

否认摩西是从创世记到申命记的作者，他教导一种“文

本假说（document hypothesis）”，认为摩西五经是由

一位后来的编辑从四种不同的资料来源（文本）和传统

（分别称做“J、E、D、P”，即耶和华派、伊罗欣派、

申命记派和祭司派）拼凑而成的。 

莱辛（Gotthold Lessing，1729-1781 年） 

认为圣经只是一部道德指南。 

包尔（Ferdinand Baur，1792-1860 年） 

教导说教会和新约只是反映了犹太人（彼得）和外邦人

（保罗）的思想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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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 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1804-1874 年） 

否认神迹、新约的完整和基督的神性，这些结论是基于

他把圣经放在人的理性之下的圣经研究。他认为圣经只

是人造的神话和传奇。 

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 年） 

把基督教贬低为完全是个人的主观经验，没有绝对的价

值观和标准。据他而言，真理完全是主观的、非启示的。 

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 年） 

达尔文教导： 

 上帝不存在，除非作为人类意识的产物。 
 人类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过程的结果。 
 人类是由低等生命进化而来。 
 没有原罪。 
 不需要基督为救主。 
 没有客观的道德标准。 
 圣经对创造的记载是胡说八道，违背现代科学。 

自由派神学滋生了对基督教致命的错误思想： 

在哲学上 —— 应当相信人，而不是圣经。 

在社会上 —— 物质，而不是关系，是衡量价值和服务

的尺度。 

在历史上 —— 人基本上是好的、进步的、无罪的。 

美国饶申布施（Rauschenbusch）等人的社会福音只是

这些自由派神学观点应用到福音方面的反映。 

总结一下，这些自由派神学家和哲学家使得许多人错误

地相信： 

 圣经是人类作者的可能出错的作品，并不是神的启

示——不应按字面意思解释，只能象征性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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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只是一本伦理指南，应当由人的理性来研究和

批判；它不是神的真理，需要凭信心相信并应用。 

 耶稣不是神，只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人类基本上是好的，无罪的，因此不需要救主。 

 所有真理都是主观、相对的，而不是客观、绝对的。 

 好是信靠人，而不是神；神只是人意识的产物。 

 宗教主要是一种个人经验，而不是与神的关系。 

神和圣经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威的确已经被人和人的思

想/经验所取代。 

对于许多人来说： 

 生命不再是超自然的了。 
 知识不再是由启示而来。 
 历史现在是不断进化的。 
 宗教以经验和人为中心。 

尽管教会在这一时期投入“海外宣教”，但也被物质主

义瘫痪，很少反驳这些很快就渗透社会的错误教导。 

自由派神学导致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y），再导

致人本主义（humanism），再导致世俗化的宗教。教会

迄今还没有从十九世纪的破坏当中恢复过来。注意：大

多数自由派的攻击都是集中在圣经、圣经的权威性、完

整性和真实性上。二十世纪进一步发展剧烈的圣经批

判，破坏圣经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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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为什么权威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这一问题至关

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有关的主要人物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1643-1793 年）的

腐败、奢侈和挂名的天主教信仰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瓦

解了教皇在法国的权势。 

瓦特（James Watt，1736-1819 年）所发明的蒸汽机象征

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和道德的弊

病给教会提出挑战：如何使基督教有实际效用。 

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年）的共产党宣言挑战

人类对神的需要，用唯物主义取代了神，来建立马克思

的社会主义系统。 

庇护九世（Pius IX，1846-1878 年）宣告的教皇无误论

标志着各样教皇声明的荒谬顶点，由此疏离了许多基督

徒，使他们反对天主教。 

文约翰（John Venn，1759-1833 年）克莱凡团契的创始

人，这一团契在圣公会内提倡社会改革，建立宣教协会

等。 

韦伯福斯（William Wilburforce，1759-1833 年）以基督

徒的身份领导了英国的废奴运动， 终废除了大英帝国

内的奴隶制。 

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 年）在“牛津运

动中”在圣公会内部领导了“高派”改革（注重天主教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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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威廉（William Booth，1829-1912 年）创建了救世军

以满足社会的和属灵的需要。 

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s，1821-1905 年）创建了

基督教青年会。 

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1834-1892 年）用基督的信

息奋兴讲道，带动了伦敦大部分地区的信仰复兴。 

威廉·凯瑞（William Carey，1761-1832 年）是现代宣

教运动之父，他为随后的大批宣教士打开了前往印度和

世界的大门。 

提摩太·德怀特（Timothy Dwight，1752-1817 年）开

始了美国的第二次大复兴运动。 

麦克雷迪（James McGready，1758-1817 年）是一位长

老会牧师，他创建的奋兴露营大会使美国西部基督教

化。 

芬尼（Charles Finney，1792-1875 年）和慕迪（Dwight L. 
Moody，1837-1899 年）的伟大布道保持了美国奋兴运

动的火花持续燃烧。 

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 年）所写

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以基督徒的观点看待奴隶制，视

为社会不公和罪。这本书对美国内战的开始有一定影

响。 

施约瑟（Joseph Smith，1805-1844 年）创建了摩门教。

这一邪教的发展极其迅速，影响到数百万人。 

饶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 年）在美

国以他的社会福音支持自由派神学，他低看罪的重要性

和对救赎的需要，赢得了大批的追随者。 

施莱马赫（Frederick Schleiermacher，1768-1834 年），

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 年），达尔文

（Charles Darwin，1809-1882 年）和一大批其他的人，

为自由派神学和哲学铺平了道路，他们降低圣经的权

威，把上帝贬低为一种主观的、个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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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教会成员主要是来自城市，而不是乡村。 

 教会被迫面对和试图解决人们在复杂的、工业化社

会中的实际社会需要。 

 奋兴运动带动了传福音和属灵更新。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仇视教会的敌人。 

 唯物主义/拜金主义成为许多人的“神”。 

 海外宣教成为教会正常工作的一部分，形成了志愿

宣教协会。 

 福音开始传遍全世界。 

 在更正教教会中，实用宗教超越了教义的重要性。 

 从更正教教会中兴起了主要的邪教和非正统教会。 

 社会福音注重改良而非重生。 

 随着圣经被日益攻击，权柄从神转移到人。 

 自由派神学负面影响到每一个更正教宗派。 

 宗教成为主观的和注重经验的，而不是注重启示和

关系的。 

这个时期的教会几乎被她所面对、必须回应的问题的多

样性压倒。人们日益感觉到基督教不是包治百病的宗教

万花油，且必须与全部生活有更大的相关性。但是教会

却继续几乎毫无拦阻地走向物质主义、世俗化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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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在这个时期，那方面的积极发展 重要？那方面的消极

影响 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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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代意识形态、人本主义和世俗主义时期 

  

公元 1914 年 世界大战 
“冷战” 
技术发展 
世俗主义 

穆斯林和邪教的兴起 
人本主义 

“新纪元运动” 
 

 

现在 

（1997） 

 
第一次世界

大战 
基督教与现代社会

的相关性 

?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1917 年俄国革命 
• 第二次世界大战 
• 集权主义的反神的共产主义国家 
• “基督教”民主的美国 
• 联合国 
• 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 
• “核”毁灭的威胁 
• 技术革命 

 电脑 
 运输 
 通讯 

• 物质主义和人本主义 
• 运动和娱乐 
• 社会与教会的世俗主义 
• 在西方社会中传统家庭价值观解体 
• 旧殖民帝国瓦解 
• 穆斯林和石油大国崛起 
• 大型布道会和宣教进展 
• 中国的“关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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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圣经译本 
• 跨教会福音机构 
• 新正统神学 
• 灵恩派/五旬节派运动再现 
• 自由派神学 
• 泛基督教合一运动和世界基督教联合会 
• 第三世界的基督教 
• 基要派/保守派对抗现代派/自由派 
• 宗教宽容和多元主义神学 
• 宗派特征和教派主义（parochialism） 
• 梵蒂冈和现代罗马天主教 
• 新纪元运动和新邪教的兴起 
• 世界范围内重新注重民主政府 
• 共产主义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 

 

 

 

 

主要背景经文 

罗 12：1-2 

提后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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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现代意识形态、世俗主义和人本主义时期 

1914——现在（本书作于 1997 年） 

现代时期在政治和文化前沿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又一次向教

会提出同样问题的挑战：在一个主要是世俗的、物质主义的

社会中如何维持基督教与现实的相关性。在今天的快节奏、

不断变化、更加复杂和技术化的世界当中，似乎没有给神留

余地。然而，教会在全世界仍大幅步增长，尽管主要在南美、

非洲和亚洲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在过去 4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中国和东欧一直由共

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府掌权，压制基督教。西欧陷入灵性的

冷漠，基督教今天在欧洲社会几乎没有任何位置。美国仍被

视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教会成员的人数在增长，但是对

社会的影响却在减少。更正教在全世界的宣教工作有重大成

果，但是世界人口（1989 年超过 50 亿）中得救的人数的比

例却在降低！ 

世俗社会对教会的外在压力在增加，而且因为灵性懒惰和对

基督事业缺乏委身造成的内部压力更威胁着 20 世纪末教会

的生存。 

尽管很难分析和评估尽对今天教会影响的全部因素，以下的

简要回顾将提供一些重要线索。 

现代时期的特征是： 

 两次世界大战威胁到人类和教会。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崛起成为一个纳粹/国家社

会主义的超级大国。 

 美国在二战之后崛起，成为主导世界的“基督教”民主

超级大国。 

 二战之后共产主义中国在远东出现。 

 1917 年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俄国成为

一个“无神的”极权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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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的大萧条导致世界大部

分地区经济崩溃，带来普遍的绝望心态。 

 二战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俄国崛起，成为主要的“非

基督教”超级大国。 

 原子弹/核武器出现，有能力毁灭全人类。 

 主要超级大国之间通过“冷战”，基于全球核战争威胁

而维持了和平；这是一种危险的平衡。 

 西方世界的科技革命滋长了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也把

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欧洲国家（如法国，特别是英国）的老牌殖民帝国解体，

造成了非洲和其它地区诞生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 

 教会变得日益世俗化。 

 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在军事/政治/宗教意义上崛起，

成为一股重要势力。 

 宣教运动在全世界取得了巨大进展，特别是在南美洲、

非洲和远东，通过大众传道和大量差遣宣教士。 

 政府支持的社会福利/健康公益事业取代了教会在这一

领域的主要作用。 

 出现世界范围的福音机构（parachurch organization），

从事传福音和门徒训练。 

 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 theology）出现，然后现代

自由派神学以人本主义（humanism）的形式再次复兴。 

 再次注重保守、基要派神学。 

 灵恩派/五旬节派复兴，注重神迹恩赐（sign-gifts，如说

方言）和圣灵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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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所谓“进程神学（Progress theology）”和“解放

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 

 更正教各组织之间出现一些主要的泛基督教合一运动

（Ecumenical movement）。 

 宗教宽容现在成为规则，而非例外。 

 罗马天主教一直有困难跟上现代社会的步调。 

 “第三世界基督教”兴起，成为一个主要的“非宗派”

（non-denominational）力量。 

 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

“开放”和“重建”政策使得共产主义强硬派对教会、

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立场开始软化。 

 面临民众要求更多个人自由和民主政府的强大呼声，欧

洲的一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府退位。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被推翻，东德和西德统一。 

 1991 年 1 月 16 日的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人重新重视

祷告和参加教会聚会。 

 1993 年苏联解体，成为 15 个不同的独立主权国家。 

 在叶利钦（Boris Yeltsi）的领导下，俄罗斯向资本主义

的西方经济开放。 

 中国逐步兴起，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主要经济/政治

势力。 

 在南斯拉夫、卢旺达和南非出现内战、种族战争和部落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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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对现代时期，你还能加添什么其它的特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主要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于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渴望攫取

更多的政治权力和领土。 

战争爆发于 1914 年 8 月，双方是中心国（Central Powers,
德国和奥地利）和协约国（Allied Powers, 法国、英国

和俄国）。到战争结束时，有 27 个国家卷入其中，包

括美国。 

美国在犹豫观望一段之后，于 1917 年参战，扭转局势，

制止了德国的攻势。美国的人力、物力和装备使得情况

有利于协约国。超过 100 万美国士兵在欧洲登陆，赢得

了足够的军事对抗，迫使停火和在巴黎和会上签订停战

协议。 

美国教会热切地支持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

一次“圣战”，把基督教国家从“匈奴人”（德国人）

手中解放出来。人们深深敌视德国人，甚至教会也卖战

争债券。国联（League of Nations）被建立，好实施和

约的条件。但是对德国的报复苦毒而苛刻，为大约 20
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 

欧洲协约国中的强国，如英国和法国，在人口和经济方

面因为战争的后果被严重削弱，在国力和影响上开始降

低。而美国国力则继续上升。德国在纳粹政权下开始重

建。在远东，日本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崛起，成为主要

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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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国的改变可能是从政治和宗教方面影响现代世

界 巨大的。 

1917 年的俄国革命 

被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点燃，1917 年，在社会主

义者列宁（Nikolai Lenin，1870-1924）的领导下，发生

了一场劳动阶级革命。沙皇被废黜，帝治也在俄国结束，

随着沙皇的完结，俄国的东方（希腊）正统教会（东正

教）一直作为国教的地位也告终结。教会财产被没收，

宗教教育被禁止。教会与俄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包括大

逼迫，持续了好几十年。到 1940 年，凡“可见的”教

会都被摧毁，包括东正教、路德宗，浸信会和其它基督

教组织。 

这一时期俄国共产主义的特征是： 

 无神论哲学 
 极权主义独裁 
 一党制中央集权 
 恐怖、宣传、审查 
 中央控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 
 公开反对一切宗教 
 压制个人自由 
 高抬劳动阶级 
 革命作为可接受的社会变革的手段 
 终极目标是一个没有阶级的乌托邦社会 
 发誓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战争” 

实际上，俄国的确遭受独裁政治，代表人物是斯大林

（Joseph Stalin），他在 1927 年掌权。他的统治的特点

就是无情地追求工业进步、恐怖政治和宗教迫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一次大战之后，几个“法西斯/社会主义”独裁政体在

欧洲出现，包括意大利。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端右翼形式的极权主义（独裁）政

府，它的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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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强有力的独裁者/领袖 
 社会各阶级团结一致 
 高举由国家确定的传统观念 
 高举国家政权作为达到社会/政治团结和目的的手

段。 
 容忍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国家的高度控制

下。 
 军事镇压反对者 

法西斯政府的极端表达式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德国

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在德国占据了宗教的位置。

这是一种政治形式的宗教，因为国家要求并得到人民的

完全忠诚（无论强迫与否）。 

德国的纳粹政体有 

 一位独裁者 
 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 
 恐怖政治和审查制度 
 中央控制的经济 
 反对宗教 
 以洗脑的心理学手段控制人民 

1933 年，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德国掌权，是法西斯

主义独裁者的终极表现，把德国人民团结在他极富个人

魅力的领导之下。希特勒宣传一种英雄、理想、纯粹的

德国超级人种：他们命定要统治全世界，并有权毁灭所

有的国家、民族、宗教和人种（如：犹太人），因为他

们都是劣等的，妨碍了德国人通向超越的道路。基督教

也被纳粹主义宣布为公敌之一。 终，在净化德国人种

的道路上，希特勒屠杀了当时世界上共 1100 万犹太人

中的 600 万，主要是通过集中营和集体处决。 

全部德国人都团结在这个新德国的梦想周围，好摆脱第

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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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似乎一度得到了德国天主教会的支持，而更正教

各宗派要么是沉默，要么只是口头反对，却没有实际行

动。所谓“德国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寻求与

希特勒建立密切关系，而“悔改的教会”（Confessing 
Church）则宣布在教义上反对希特勒政权。1934 年，是

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 1934 年的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中表达了基督教反对独裁政权的神学立场，

有些基督徒如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因参与刺

杀希特勒而被处决。 

当时的正常状态乃是迫害和反对基督教，甚至包括天主

教，因为事实上，国家就是当时德国的“宗教”。在与

教皇的一次争论之后，希特勒虽未正式与天主教会分

裂，但却采取措施保证没有有形的、有组织的教会抵抗。

镇压是常态。 

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

形成的两条阵线是： 

轴心国（Axis Powers）——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对抗 

协约国/盟国（Allied Powers）—— 法国，英国，

美国和苏联 

这次战争几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再现，只不过是在一

个更大、更致命的范围内。希特勒本来与斯大林在苏联

签定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后来把它撕毁了，并且犯了

拿破仑在 19 世纪犯的同样错误——他进攻苏联时低估

了苏联人民的决心和苏联冬天的严酷。苏联被迫与协约

国同盟，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双方处于对立的两极。 

意大利是墨索里尼统治下法西斯政权；日本被一个好战

的贵族军事集团统治。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有扩张疆

土的巨大野心。 

德国在战争期间将教会几乎完全铲除。在欧洲，几千名

教牧人员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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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俄国，斯大林需要教会的帮助，到 1943 年，俄

罗斯东正教会再一次得到被政府支持的地位，尽管仍处

于政府的牢牢控制之下。 

在二次大战中，美国教会支持美国参战，认为是绝对的

必须，但是不再怀着与以往同样的热忱。一战以来的残

酷现实给了人们极大的幻灭感。基督徒不再像在一战时

那样相信有“正义的”或“神圣的”战争。尽管二战是

正义的，却显然不是神圣的！不过一般来说，不同宗派

背景的的基督徒还能够团结一致。 

1950 年的朝鲜战争和 1960 年的越南战争，继续在全世

界的教会里（特别是在美国）提出了有关基督徒参战的

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美国结束的，这次通过在日本的

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棵原子弹而加快了战争的结束。这次

的毁坏和信息都是显而易见的——人类有了摧毁文明

的能力。 

盟军得胜了，德国再次战败，这次与日本和意大利一起。 

西德在 20 世纪后半叶重新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政治

和经济大国，日本通过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再次影响世

界，但是不在政治方面。意大利一直没有从二战中恢复

过来再度成为强国。 

法国和英国经受住了二战的考验，但是退居二等强国的

的地位。 

二战后的两个超级大国是美国和俄国，他们主导世界政

局，从 1945 年直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有一场

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冷战”。军事/经济实

力以及氢弹维持了一种不安的和平。联合国（United 
Nations）在 1945 年被建立，作为一股维持世界范围和

平的力量，和解决国际争端的论坛。它有时成功，有时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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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代表了世界上的自由、民主的“基督教”国家，而

俄国则代表极权主义、无神论的独裁国家。 

共产主义在南美洲、中美洲、非洲和中国具有很大的影

响，常常阻碍了基督教的传播。 

俄国控制的国家一直宣传支持共产主义哲学，反对资本

主义的帝国主义。美国影响的西方国家，则宣传反对共

产主义的哲学、支持资本主义和自由。俄国的控制延伸

到各苏维埃共和国，还有许多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古巴、以及部分

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 

这种对立局面在 1989 年末才被多少打破，那年将共产

主义的东德与民主的西德分开的柏林墙被推倒。有日渐

增长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政策失败的迹像；以

及在苏联和东欧出现宗教宽容，但是不许政治自由。

1989-90 年间，不断增长的政治不安的和经济失败导致

了群众性抗议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捷克

斯洛伐克发生，造成共产主义政府退位和要求自由民主

选举的呼声。但是直到 91 年初，俄国仍似乎试图重新

控制（如果需要，通过暴力）反叛寻求独立的波罗地海

的三个共和国。苏联的地位和形式还不明朗。信仰自由

和宽容也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但是 1991-93 年间，重大的变化发生了，前苏联解体成

为独立国家联合体，俄罗斯在受民众欢迎的叶利钦总统

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种倾向西方、倾向民主的立场。不

过这场“革命”可能只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不是意识形

态层次的。 

并且 1989 年在共产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学生运动，许

多人被杀害，中国一度再次对西方宣教士关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极

权主义的政权统治之下。 

在俄国从斯大林在 1953 年死后，东正教享有小范围的

自由，但是一般来说，基督教在共产国家受到压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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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9 年发生了教皇（保罗二世）与苏共政权首脑的

第一次会面。宗教宽容似乎在上升。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共产主义对宗教的态度

是错误的，宗教对于俄国的生活可能会有积极的影响。

他也通过“开放”和“重建”为吸收包含有真理的其它

意识形态铺平了道路。其基本意识形态是否真正改变了

还有待观看，继任的俄国总统叶利钦已被证明对宗教革

命持开放的态度。但是，1995 年 12 月的议会决议显示

出返回共产教义的趋势，威胁着现存的传福音的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基督教有毁灭性的的冲击。数百万人

死亡，教堂被毁坏，信徒受逼迫。欧洲的教会今天已经

几乎完全死掉，从来没有从二战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道德水平降低，对人类生命的价值也被降低。人们普遍

感到绝望和幻灭。 

罗马天主教也遭受重创，在世界范围失去影响，除了在

美国和西班牙。在苏联和东方共产主义阵营内，天主教

受到严厉压制。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发生的政治运动导致欧洲经济共同体

的形成，推行经济统一和政治平等。这样一个以东西德

国统一为头条新闻的新发展可能是启示录中 10 国联盟

出现的先行者，从中而出的敌基督将缔造一个世界一体

化的经济、宗教和政治体系。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帮助减轻索

马里的饥荒、南斯拉夫内战、南非紧张的种族关系和卢

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在每一情况下，联合国和美国那样

的超级大国扮演的“世界警察”的角色和干预其它国家

内部事物的作法都引起无休止的争议和对话。在人道主

义的援助之外，人们真正需要或想要什么？“我是看守

我兄弟的么？” （创世记 4：9）这个问题现在是对各

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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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政治革命、种族内战冲突和世界战争怎样影响了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阿拉伯石油世界的兴起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国家像伊拉克、伊朗、

叙利亚、约旦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世界政局中

的影响日益增加，因为他们生产并控制石油。许多西方

工业世界，包括美国，都依赖这些国家提供足够份额的

石油。由于大多数这些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国家，与西方

民主的基督教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宗教和哲学，紧

张和冲突一直令双方苦恼，并且势头不减。 

这些石油大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及军事立场为

穆斯林提供了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扩展伊斯兰教的途径。

今天，伊斯兰教是基督教以外的 3 或 4 个主要的世界宗

教之一，据称有 9 亿信奉者，在中东、土耳其、非洲、

印度和东亚部分地区尤其为甚。在欧洲和美国，伊斯兰

教也有所进展。 

正如在 7 世纪和 15 世纪之间，伊斯兰教在罗马帝国东

部压倒了基督教会，今天，它也同样地威胁着西方教会！ 

波斯湾战争 The Persian Gulf War（1991） 

1990 年 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威胁着沙特阿拉

伯。伊拉克的萨达姆· 侯赛因明显地想要控制世界的

石油供应，并想为他的版本的阿拉伯/穆斯林宗教和政

治重新夺回伊斯兰教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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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一些盟友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一直在保护沙特阿

拉伯免于伊拉克的入侵。1991 年 1 月 16 日，因为伊拉

克拒绝在联合国所规定的 后期限从科威特撤军，武装

冲突（波斯湾战争）爆发了。反伊拉克的联军包括美国、

英国、法国和似乎是不可能的盟友如阿拉伯国家的叙利

亚和埃及。双方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和神圣的”。

就人力（至少一百万）和装备的程度而言早已胜过了二

战。其结果将既影响到各国和基督教教会，也将影响到

伊斯兰教。伊拉克想要激怒以色列参加战争以瓦解联军

中的阿拉伯盟友，并迫使国际社会就巴勒斯坦地区归属

于以色列还是阿拉伯的问题召开一次和平会议。（见创

世记 15：18-19；17：7-8）。经济、军事、政治和圣经

依据等因素都对局面有巨大的影响。 

以色列 

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历史，以色列终于在 1948 年获得国

家地位，今天，大约有 300 万犹太人住在巴勒斯坦。其

他的几百万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部分原因是自己的

选择，部分原因是二战中希特勒灭尽政策的结果。许多

犹太人住在美国，特别是纽约。 

以色列处于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叙利亚、约旦、黎

巴嫩、伊拉克、伊朗和埃及，这些国家总共有 1 亿 5 千

万人口。自从 1948 年以来，在几次战争中，以色列成

功地保卫了自己，尽管这些有敌意的邻国人口与以色列

的人口比例悬殊。上帝明显地基于创世记 12：3 在保护

以色列。 

由于主要盟友美国的帮助，犹太人一直保持了政治、经

济和军事实力以及领土的完整。以色列仍然对国际政治

有很大的影响，正如波斯湾战争所生动说明的。 

基督教在犹太人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一般说来，大

多数犹太人固执地持守旧约和某种形式的犹太教，仍然

否认耶稣为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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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

技术、电子和银行势力出现在世界局势中，极大地塑造

了世界公司革命。基督教在日本有名无实，日本被物质

主义和传统的东方宗教包括祭祖所主导。 

中国 

1949 年以后，中国一直在共产主义政权统治之下。中

国有众多而又快速增长的人口，在技术方面正在缓慢地

进步。中国有一只士兵人数众多的军队。中国基督徒人

数在迅速增长，家庭教会也很普遍，但是教会的属灵生

命有待成熟。中国是一个需要加以考虑的政治力量，中

国一直与苏联和日本不和。 

印度 

在世界上，印度不具有政治经济影响力量，但是，它是

世界上穆斯林人口 集中的地方（超过 1 亿），并且，

近 10 亿人口中的一半是印度教徒。基督教宣教工作在

印度一直影响很大，但印度的基督教仍然处于“未成年

期”。 

非洲 

种族隔离（黑人与白人分开）的问题在南非持续升级。

随着新宪法的通过以及 1994 年 4 月多党选举中新总统

曼德拉的当选，这个问题已告正式结束。但是，选举前

的流血和暴力为真正的和平过渡投下了疑问，尽管选举

顺利，没有发生事件。联合政府能否在实际中运作，留

待察看。 

许多非洲国家已在 25 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就获得独立，

但是并没有取得经济上的繁荣，一直因为经济、政治、

社会和健康问题而挣扎求存，包括饥荒和爱滋病所带来

的毁灭性打击。对于许多部落和土著人民来说，连建立

一个有效运作的政府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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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后面有关天主教的部分，也将谈到拉丁美洲。政治上的

不安定、革命、大众利益、贩毒和发展缓慢一直是拉丁

美洲的特征。 

现代时期的文化发展 

现代时期的文化、社会、技术发展几乎难以描述。一些

对教会影响 为重要的方面如下： 

 通讯发展（电话、收音机、电视和卫星）不仅增加

了传播能力，也成为传播福音和教导圣经的有效工

具。 

 交通运输（小汽车、公共汽车、火车、快递、飞机）

使得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成为一个机动穿梭的社会，

这种社会在许多情况之下抛弃了传统的家庭观念。

但是，作为交通运输业发展的结果，世界向福音敞

开了大门。在几个小时之内，一个人可以到达世界

任何地方。这种发展也造成交通拥挤和污染等社会

问题的增加。 

 电脑技术在传播和收集、分类、分析和分派资料（事

实和知识）两方面带来革命。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

电脑被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电脑也被用于保持

教会成员角色，辅助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帮助

学习圣经和查询资料。由电脑操控的卫星也可用于

向全球传福音。 

 科学和健康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西方国家人民生

活和健康水平，而宣教士把这些技术连同福音一道

带到偏远不发达的地区。但是，爱滋病给许多国家

带来毁灭性的效果，特别是非洲和亚洲。一些被认

为已控制的传染病像霍乱、痢疾和肺病又重新为

患。 

 经济繁荣。在许多西方国家，经济繁荣正处于历史

的 高水平，并由此孕升出物质主义和灵性的冷

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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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和娱乐。这些行业（包括音乐和电影）已经制

造了大批的跟随者和“超级明星”，这些明星常常

被崇拜为“偶像”，以至损害教会的工作。 

 巨大城市的出现。现在世界上有 10 个以上的大城

市人口已逾千万。犯罪、吸毒、贫穷、失业、健康

保险、住房、社会问题和诸如此类的问题给政府带

来巨大的、难以胜任的工作，更不用说教会。教会

似乎正在这场战斗中失败。从上帝审判巴别塔事件

（创世记 11：1-9）的观点看，巨大城市自身造成

了它的重大问题。 

 世界范围内离婚率的陡增和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瓦

解对教会是极大的挑战。 

 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作为一个生产发达、进步社

会的明显副产品，成为教会的敌人。 

 财政。政府管理、健康和福利支出的巨大财务压力

也使教会财务拮据，因为沉重的赋税和债务使教会

成员所剩无几。 

东欧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可能说明东欧共产主义

国家进步的关键，即沿着西方文化和经济的路线走。 

然而，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并没有多少文化的改变和进

步。教会面临的挑战依旧——无论在任何社会/文化/政
治环境中，如何使基督教与现实相关。 

作业：依据你的观点，在以下各个领域就对教会的影响而言，

现代时期的那些发展是 重要的？ 

政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历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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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的宗教运动和发展 

从以下 6 方面综览一下基督教在现代时期的发展： 

 更正教和世界宣教 
 罗马天主教 
 五旬节派的复兴 
 跨教会的福音机构 
 泛基督教合一运动 
 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完结 

更正教和世界宣教 

现代时期基督教教会的焦点主要是在美国的更正教宗

派的活动以及世界宣教。二战之后，基督教教会的故事

大都是关乎美国的更正教教会。基督教在欧洲几近灭

绝；但是因着许多宣教士的努力和巨大的金钱奉献，基

督教宣教事业在现代时期一直进展着。 

在现代时期的 初 20 年，更正教里面发展出一个名叫

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运动（“基要派”），

它将在某种意义上定义何为“福音派”（Evangelical），

后者更多反映在更正教中的多样性。今天的福音派更正

教圈子内有自由派、温和派、保守派和基要派（或极端

保守派）（译者注：其实福音派不可能包含自由派）。

这些名称主要取决于它们对圣经的权威、真实性、默示

和无误的观点。自由派神学家很少相信圣经的字面解

释，而使用象征性解经。基要派则使用字义解经法。 

基要主义运动来源于对“社会福音”的反对，后者因过

分强调社会关怀，以至损害了因信得救和个人灵性成长

的福音。因为基督教没有改变美国的政治、社会和道德

本质，因此让基督教在世俗文化中保持活力的唯一方法

就是重新关注属灵事物。 

1910 至 1915 年间，出版了一系列 12 卷书，被称作“基

要信仰（The Fundamentals）”，主要人物司徒华（Lyman 
Steward）看见在不断增加的圣经批判、自由派神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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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音面前有必要重新申明基本的基督教真理。参与

投稿的作者包括： 

陶瑞（R.A.Torrey），传福音的； 

马林斯 E.Y.Mullins，南方浸信会神学院教授； 

华菲德 Benjamin Warfield，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基要派/保守派与所谓的温和派

（自由派）之间的争论白热化。 

基要主义认为有五个神学的基本要点： 

 人是有罪的，没有能力拯救自己 
 基督的神性 
 得救恩是凭着恩典、单单藉着信心 
 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是救赎和重生的基础 
 圣经的权威 

从 1920 年开始基要派主义（Fundamentalist）这个名字

开始被冠于这场运动的头上。以上这些问题引起了极大

的争论和矛盾，但是基要主义的根基已被奠定，并且为

后来更正教内部宗派之间的冲突划定了战线。 

自由派/“温和派”/现代派的神学强调： 

 圣经高等批判 
 否认圣经无误 
 藉着道德改革得拯救 
 过分强调经验 
 用象征手法解释圣经 

今天，在更正教圈子内，这场战斗仍然处于白热化。 

福音派/基要派运动 早的全面表现是在 1925 年的田纳

西州的斯科普斯（Scopes）诉讼案中，有关是否应该在

公立学校中讲授达尔文的无神论的进化论。布莱恩

（William Jenning Bryan）起诉中学教师斯克普斯

（John scopes），达罗（Clarence Darrow）为之辩护。

布莱恩赢了这场战役，却输了这场战争，因为公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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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反对“不思考、反知识的基要主义者”，从此基要

派就被如此歪曲地刻画。当时几个州通过了法律，禁止

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 

这一时期的早期，在 1919 年通过美国宪法第 18 条修正

案，禁止贩酒。这是一次试图将道德立法的尝试，结果

失败了，该修正案于 1933 年废除。 

基要派支持前千禧年说和时代论（dispensational）神学；

后者被司可福（C. I. Scofield，1843-1921 年）所普及（译

者注：藉着《司可福研读本圣经》）。基要派也支持陶

瑞（R. A. Torry）及其他人所领导的大型福音布道会。 

一大批非宗派的福音派圣经学院和神学院成立，如 1923
年的哥伦比亚圣经学院（Columbia Bible College），1924
年的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1947
年的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等，吸

引了来自更广泛背景的福音派信徒。 

早期的福音派/基要派运动在 1929 年的大萧条之后似乎

“销声匿迹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开始

强有力地再现。 

二战之后，美国福音派基督教从四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

代早期强力的复兴，因为人们热切相信基督教确实能够

影响社会。 

“基要派”的名字渐渐不被采用；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

期，却被有一千四百万信徒的美南浸信会采用，为了将

坚持圣经权威的保守福音派与自由派或“温和派”区别

开来。 

由于福音派内部多元的观点和立场，今天为“福音派”

下定义很难，尽管如此福音派还是持有一些基本的共同

观点。 

一般说来，福音派相信： 

 圣经的权威和默示 

 人类的完全堕落和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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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 

 完全的神性 
 童贞女所生 
 替代的赎罪 
 身体的复活 

 救恩是凭着恩典、藉着信心、通过个人与基督的相

遇 

 以传扬福音为优先，也不排除或忽略社会的需要 

 反对： 

 高等圣经批判 
 进化论 
 社会“福音” 
 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 
 进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 

今天，多数更正教宗派（denomminations）里都有福音

派信徒，尤其在独立教会（independent churches）里面。

在 1976 年，美国选出第一位福音派的总统——卡特

（Jimmy Carter）。在八千万美国更正教信徒中，约四

千五百万人是“福音派的”。今天美国也有大约四千六

百万天主教徒。 

福音派的神学家和学者以下列人物为代表：亨利（Carl 
F. H. Henry），薛华（Francis Schaeffer），巴刻（J. I. 
Packer），雷历（Charles Ryrie），艾利克森（Milard 
Erickson），等等。 

尽管福音派影响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堕胎，但是他们的

大影响是在传福音和宣教的领域，如将圣经翻译成世

界各地不同民族的当地语言，主要是通过威克利夫译经

会（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从 1934 年开始，宣

教领域注重根据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寻找在大群

人口中的“未得之民（hidden people groups）”，并把

福音传给他们。更正教也编了一些现代圣经译本，帮助

普及圣经，使它更容易被普通人读懂。二十世纪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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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圣经仍然是 1611 年翻译的英王詹姆士钦定本圣经

（King James Bible，其实是第五次修订版），由于过去

380 年过程中英语的变化，很需要新的英文译本。比较

著名的译本如下： 

美国标准版（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1901）：英文

字义（literal）译本。 

订正标准版（Revised Standard version，1946-1952）：

由全美基督教联合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赞

助的对美国标准版的修订本。 

圣经拓展本（Amplified Version，1958-1965）：通过括

号插句提供圣经原文词语的相关含义。 

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1963-1971）：字义翻译的、福音派观点的美国标准版

修订本， 有助于认真研究圣经。 

生活圣经（Living Bible，1971；中文译本是《当代中文

圣经》）：易读的、应用导向的意译（paraphrase）。 

好消息圣经（Good News Bible，1966-1976）：由美国

圣经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赞助翻译的的使用

较少词汇的译本。 

新国际版（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1973-1978）：由

国际圣经协会（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赞助翻译，

易于世界各地讲英语的人（九年级阅读水平）阅读，也

便于公众阅读。 

新钦定本（New Kings James Bible，1982）：更新的英

王钦定本，既字义、又易读。 

天主教也编制了耶路撒冷圣经（Jelusalem Bible，1966
年），这是第一部天主教根据原文抄本翻译的英文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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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传播和基督教的增长与人民得到当地语言的圣经

密切相关。以路加福音为台词的电影《耶稣传》也被学

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在全世界范围内

大量使用促进了福音的传播。福音派新教徒当中出现了

新的学习圣经的热潮、大量的查经资料和辅导材料、以

及基督教杂志，如：慕迪月刊（Moody Monthly）、今

日基督教（Chritianity Today）和永恒（Eternity）。世

界宣教活动主要是美国更正教徒努力的结果，约 70%的

宣教士和千百万美元的宣教经费来自美国。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传福音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世界范

围的大型福音布道会，葛培理/葛理翰（Billy Graham）

是 有效和受欢迎的，他于 1949 年在纽约开始他的惊

人的传道事工。从那时起，数不清的数百万世界各地的

人们在大型布道会上或者通过电台和电视听到福音并

做出回应。在拉丁美洲，路易·帕劳（Luis Palau）领

导的福音布道活动也得到了类似葛培理的果效。 

用电台和电视传福音和教导圣经的活动也一直在扩展，

虽然受到某些商业主义、贪财和淫乱丑闻的玷污。结果

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教会的可信度蒙受极大损失。 

错误的教导和邪教思想也通过媒介得以传播。 

两次世界福音大会召开，一次是 1974 年 7 月在瑞士洛

桑，另一次是 1989 年 6 月在菲律宾，来自 150 个国家

的教会、跨教会福音机构和宣教团体的代表到会。这些

会议想要确认世界各地传福音的阻碍和设计非宗派的

策略，在 2000 年前把基督传遍全世界。 

二十世纪后期大多数的宣教活动是由跨教会的宣教组

织进行的；各宗派内部宣教班子的工作有所减少。 

尽管如此，基督教今天还不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信仰，

因为世界人口的不足 25%（1/4）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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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督教在非洲、南美、韩国、菲律宾和远东其它

地区有了传福音方面的重大进展，尽管“第三世界”的

教会在属灵方面还没有完全成熟，许多教会已经成为差

派宣教士前往世界各地的教会！ 

未能完成大使命可追溯到以下几个原因： 

 不顺服神 
 灵性冷淡 
 缺乏在大型布道会之后的有效跟进 
 缺乏在教会中教导圣经和门徒培训 
 在对福音有回应的国家没有及时训练和装备当地

的基督徒领袖 
 许多教会缺少宣教事工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培训和装备当地基督徒的必要，而不

再用传统的“派宣教士去做”的策略。 

基督教在英国、欧洲和斯堪地那维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

停滞状态。在美国，主线（Mainline）更正教宗派一般

来说在人数上有所增加，在影响上却有所减少。 

美国的“主线宗派”包括加入了全美基督教协会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的更正教宗派，如圣公

会（Episcopalians）、循道会（Methodists）、长老会

（Presbytarians）、美国浸信会（American Baptists），

和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其成员有

三千六百万。有三千三百万福音派更正教徒没有加入全

美基督教联合会。其中包括 大的更正教宗派——美南

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s），人数达到一千四百万。美

国约有四千六百万天主教徒。 

1980 年，美国两亿五千万人口中只有 46%自称是基督

徒。在星期天，不到 25%的人出席教会。世俗主义加上

灵性冷漠使得美国（与欧洲一道）成为一个主要的需要

宣教的工场。美国 高法院对宪法要求的“政教分离”

越来越严格的解释导致在公立学校祷告和讲授圣经创

造论被严格禁止。“宗教宽容”已经有效地抵消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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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社会影响。著名神职人员中个别人的道德低下和商

业主义也在某种程度上毁坏了教会的可信度。 

1991 年 1 月的波斯湾战争使得许多基督徒跪下来祷告，

并且，多年以来，许多教会第一次被充满。一次新的属

灵奋兴也许正在形成，因为许多人和教会都认识到，唯

有神是这个世界的盼望。 

有人甚至认为海湾战争是一次“圣战”，是敬拜耶和华

的“基督教国家”的力量反对敬拜安拉的穆斯林国家的

力量。 

作业：大型布道会和一对一传福音，哪种方法传福音更有效？

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代时期的罗马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一直坚定地反对集权政府，也一直是世界各

地共产主义的敌人。现代时期的罗马天主教可以看见一

些重要的倾向： 

 共产主义的兴起和两次世界大战使天主教在世界

各地损失惨重，除了在美国和西班牙之外。 

 在拉丁美洲，持续的政治动荡、亲共产主义政权和

解放神学削弱了天主教会。 

 罗马天主教一直想要在美国加强它的地位，并在八

十年代成功地得到了一名美国驻梵蒂冈大使，承认

它的政治和宗教地位。 

 有时，天主教会也支持一些独裁政权，如西班牙，

因为他们也承认教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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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天主教的神甫，修道士和宣教士在世界各地的

许多地方遭受了极大的迫害，甚至殉道，包括在非

洲和南美。 

 罗马天主教会内部也出现了“五旬节派”奋兴运动，

也有自身的“福音派”成员。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罗马天主教教皇越来越多地作

为世界和平和道德的象征而出现，也常常就属灵、

政治和人道主义的事物与各国领导人交通。 

1989 年 12 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
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面。这是教皇与苏联共产

主义政权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面。很明显，苏联

对罗马教会的态度正在软化，也更多了些宗教宽

容。 

 教皇在二十世纪主要影响的是世界各地七亿天主

教徒的生活和道德。罗马教会在某种程度上终于打

破了过去的僵化教条主义。但是在五十年代，教皇

庇护十二世（Pius XII，1939-1958）又一次要坚持

天主教的教条。 

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把清新的空气

带入“天主教坟墓”，对此，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应

称谢。1962-65 年的梵蒂冈第二次会议（The Vatican 
II Council）是罗马天主教在现代时期 重要的发

展，因为它表明罗马教会确实准备改变，并愿意承

认它过去犯的部分错误。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让

教会赶上时代（Bring the Church Up to Date）。 

2500 名红衣主教出席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大大高

于 1869-1870 年的梵蒂冈第一次会议，那次教皇宣

布他无误的会议只有 700 人出席。梵蒂冈第二次会

议不同与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或梵

蒂冈第一次会议，因为它没有号召与异端作战、定

义教条或召集教会从事某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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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约翰召开的是一次将教会的做法现代化的“教

牧（pastoral）”会议。就教会体制和教会传统与

圣经权威的竞争出现许多争论、辩论和讨论。进步

在望的时候，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却于 1963 年 6 月 3
日突然去世；但是他的继任者教皇保罗六世（Paul 
VI）让会议继续进行，在 1965 年 12 月结束，颁布

了十六条教令。 

 出自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一些重大变化如下： 

 放弃使用强制方法使人接受教会的教义和实

践。 
 创造出一种新的态度，接纳其它基督教团体。 
 承认平信徒也是神的民，拥有某种形式的属灵

祭司身份。 
 鼓励教会成员阅读圣经。 
 作弥撒时允许使用民族语言（而不一定是拉丁

文）、允许平信徒参与、让神甫面向会众。 
 再次肯定圣经和教会传统来自同一源头——圣

灵。 
 更正教基督徒被称作为“属灵弟兄”，而不是

异端分子。 
 鼓励泛基督教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ovement）。 

但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所表现出的变化只是在敬

拜礼仪和对待他人的态度方面，天主教的教义和权

威观仍旧如故。 

尽管如此，许多天主教徒感到有了变革的希望，他

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思想，并开始积极地着手改

革。 

1965 年，东正教会和西方教会的教皇之间彼此革除

教籍的命令被废除了，并且呼吁团结一致。 

1968 年，教皇保罗六世（Paul VI）颁布教谕《人类

生命（Humanae Vitae）》指责使用任何避孕工具都

是罪，并宣称在这个问题上教皇无误。尽管这个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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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仍然有效，它引起了众多教会成员甚至红衣主教

的反对。教会禁止离婚也继续引起争议，梵蒂冈第

二次会议鼓励天主教徒表答反对意见。 

教皇和天主教会仍然能够施加很大的政治和经济

影响，它反对堕胎等立场仍然有很大的力量。 

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早期，天主教神职人员中

许多淫乱和同性恋的事件对教会的打击很大。 

从七十年代起，许多人脱离了天主教，特别是神职

人员。在天主教内部也有一次影响重大的天主教灵

恩运动，力争在教会内部促进现代化变革。 

罗马天主教仍然处于危机之中，试着定义自己，又

保持与现代时期相关。 

作业：为什么天主教会一直拒绝改变明显地不符合圣经的教义

和实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旬节派在现代时期的再生 

二十世纪教会内出现了另一个现象，就是五旬节派

（Pentecostalism）或灵恩派（Charismatic）运动；它被

称做基督教的“第三种势力（The Third Force）”（在

天主教和更正教之外）。 

旧五旬节派运动在 1900 年左右由帕罕（Charles 
Parham）在堪萨斯州的伯特利圣经学院（Bethel Bible 
College）开始。五旬节派强调： 

 返回新约圣经的敬拜模式，包括说方言、医病、神

迹奇事、说预言和“知识的言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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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事工 

 个人灵洗或圣灵的“第二次祝福”，与得救无关 

 个人或群体操练各样新约中的兆头恩赐（sign gifts） 

 在敬拜仪式中无局限地赞美和唱诗 

 一些教会教导说：不说方言者不得救 

这场运动扩散到休斯敦和洛杉矶，1914 年，神召会

（Assemblies of God）和上帝教会（Church of God）
先后成立。藉着巴莱特（Thomas Barratt）和伯迪

（Alexander Boddy）的努力，五旬节派运动也传到英

国和挪威。这场运动在南美，特别是智利和巴西，反响

很大，那里有四百万五旬节派的信徒。在非洲、韩国和

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有强大的五旬节派运动。 

世界五旬节派大会 1947 年在苏黎世召开。今天在世界

各地有八百多万五旬节派的信徒。激情的赞美和有效的

传福音是这场运动积极的一面，但是由于缺乏稳健的圣

经教导和教义，这场运动也造成了许多问题。 

五旬节教派教会并没有在它们自身宗派内部产生多少

分裂和争执，但是在福音派教会内的“灵恩运动”

（Charismatic Movement）却造成了很多。灵恩运动始

于六十年代，并持续进入到九十年代。不幸的是，有时

以是否能行某些兆头恩赐来衡量是否属灵。 

灵恩派主要强调的是说方言、医病的恩赐，并过分强调

圣灵的个人事工，灵恩派不被宗派边界约束，跟随者来

自天主教、浸信会、路德宗、圣公会、循道会、长老会

等等。这场开始于福音派教会内部的运动又叫做新五旬

节派，它吸引了持有多元神学思想和泛基督教合一运动

精神的中产阶级和都市基督徒。但是这场运动也促进了

属灵的骄傲和分裂。 

灵恩派建立了一些新的教会，但是总的说来，灵恩派信

徒基本保持在原有的教会里面。全福音商人协会（Full 
Gospel Businessman’s Association）成立于 1953 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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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拥有众多的跟随者，它提倡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在商界

的成功。 

灵恩运动不象早期五旬节运动那样强调个人敬虔、道德

和圣洁，但是它指出了主线教会的问题——缺乏有意义

的、个人化的、有活力的敬拜。 

跨教会福音机构在现代时期的兴起 

现代时期不仅出现了大批独立的和非宗派的宣教协会

和组织，也出现了大量的福音机构（Parachurch 
Organizations），跨越宗派边界，但不算是教会。这些

团体推动在校园、社区和商界向个人传福音、建立祷告

小组、门徒培训和组织圣经学习。 

这些“教会外”的基督教组织真正有合一的精神，它们

与来自许多不同教会和宗派的人合作。 

许多这类组织的负担是要针对某些特殊年龄组的人做

事工，或者在泛福音派范围内满一些特别的需要。有些

教会不喜欢并反对这些福音机构，认为他们窃取了教会

的事工。事实上，大多数福音机构的兴起正是为了补足

教会没有能够满足的属灵需求。大多数有效的机构都能

够与当地的教会密切合作，得到当地教会的支持，并视

自己的工作为教会事工的延展。 

具有代表性的福音机构如下： 

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1951 年由白立德（Bill Bright）组建，当时的目的是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分享福音。今天，这个组织

的工作人员超过 16000 人，在世界各地投身于传福音、

门徒建造以实现大使命。 

校园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始于英国，后传到加拿大，1941 年进入美国。他们的

事工与学园传道会类似，特别注重建立基督徒间的关系

和小组查经，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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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少年（Youth for Christ） 

创建于 1943 年，少年生命会（Young Life）创建于 1941
年，这两个组织通过青少年喜欢的活动吸引高中生并使

他们接触到福音。 

火炬会（The Torchbearers） 

二战后由图义安（Ian Thomas）创立，为了促进个人见

证和圣经培训。 

导航会（Navigators） 

二战期间由楚道森（Dawson Trotman）创建，目的是

促进门徒训练和得救后的属灵成长。 

这份名录还可以继续排列下去。如果没有健全的福音机

构协助，现代教会很难在今天复杂、流动强的社会里进

行有效的事工，这些组织在某些情况下承担了主要的传

福音和作见证的负担。 

在福音机构中，1951 年由皮尔斯（Bob Pierce）所创立

的宣明会（World Vision）起了重要的作用，努力同时

满足人的属灵需要和社会/身体需要。威克利夫译经会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由汤善德（Cam 
Townsend）创立于 1942 年，率先通过翻译圣经把福音

传给未得之民。这份名录几乎难以列尽，同样，该做的

工作也难以列尽。 

作业：福音机构怎样才能与当地教会 好地协同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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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泛基督教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 

二十世纪出现了许多想使不同的更正教宗派团结起来

的“合一运动”努力，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教

义和实践的差异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可能有真正的合一

么？若要产生真正的合一，需要接纳不同的观点和多元

的神学，并愿意为了团结的缘故去妥协。 

1908 年，31 个美国宗派团体组成了联邦基督教协会

（Federal Concil of Churchs），常常对社会、政治和

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多数保守派教会没有加入，因为该

会倾向于自由派神学。1950 年，这个组织被并入更大

的全美基督教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s），加

入的主线教会有圣公会、循道会、长老会、美国浸信会

和联合基督教会。但是，至少三千三百万保守福音派基

督徒没有加入，尤其是有一千四百万成员的美南浸信

会、路德宗密苏里联会（Missouri Synod Lutherans）、

大多数五旬节派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多数保守福音派

基督徒认为全美基督教协会在神学方面过于自由派。 

1948 年，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从中派生出三个早期运动： 

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1921 年由莫特（John R. Mott）创建，他是一位有宣教

激情的循道会信徒。 

生命与信仰协会（The Conference on Life and Faith） 

由加拿大圣公会的布伦特（Charles Brent）领导，他提

倡基于对基督的爱而团结，把圣公会视做连接各个更正

教宗派的可能的桥梁，试图在信仰和实践的核心方面找

到观点基本一致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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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事奉运动（Life and Work Movement） 

由瑞士路德宗的苏德龙（Nathan Soderblom）发起。他

赞同持续启示，不认为宗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而是人

为他人做了什么的问题，强调社会关怀和社会道德。第

一次会议在 1925 年召开。 

在胡福特（Adolf Visser Hooft）的组织领导下和在卡尔

巴特（Karl Barth）思想影响下，普世基督教协会成型

于二十世纪中期。 

普世基督教协会的目的是鼓励不同基督教团体之间的

彼此理解和合一，促进团结。不幸的是，这一运动的主

要特征是自由派神学、卷入政治革命和社会事业、社会

福音、和不传福音。 

其它合一努力的形式包括在非福音派更正教中的宗派

合并，以及在思想相近的宗派之间建立信仰联盟 ，如

世界路德宗协会（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在福

音派更正教中出现了全美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和洛桑世界福音大会

（Lausanne Conferences on World Evangelism）试图在

一些现实问题和实现大使命的策略方面寻求合一。 

但是，组织合一永不能替代在基督里的属灵合一和在教

义和实践上的基本认同。 

作业：为什么基督教内的合一运动极有可能失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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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 

随着东西德国的统一和前苏联的解体，出现了新的传福

音和栽植教会的机会，特别是在俄罗斯和前苏联控制的

国家。在那里，教会和机构合作的宣教工作取得了惊人

的果效。尽管俄罗斯仍不稳定（1997 末），但它向福

音开门，许多组织正在利用这一独特的“窗口”。至于

它能敞开多久则是另一个问题。 

作业：照你的观点，什么是现代时期 重大的宗教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主要的教义争论、异端和宗教实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凄惨现实，以及始于 1929 年贯穿到

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自由派神学和相关的社会

福音暂时“假死”，因为事实日益明显：人没有在道德

方面越变越好，进步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 

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y） 

取代旧自由派的是新正统神学，这一运动形成于 1930- 
1960 年代之间。自由派认为不存在超自然的事物，热

衷对圣经进行极端的高等评判。他们否认： 

 圣经是神的默示； 

 圣经的历史性，如创世记 1-11 章被看为宗教神话或

传说； 

 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 

 以赛亚书的合一，认为 1-39 章的作者不同于 40-66
章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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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迹奇事，以及基督的神性。 

鉴于看到人类在社会、道德、经济和政治方面可悲的境

况，出现了一种新的意识：认为人需要以某种个人的方

式与神建立关系。 

新正统神学似乎给那些现代爱思考又弃绝了纯粹理性

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人提供了答案。新正统神学使用了许

多正统基督教的术语，但却赋予它们不同的含义。基本

上说，它是一种存在主义神学，强调个人对神的体验。 

新正统神学之父是巴特（Karl Barth，1886-1968），他

是出生于瑞士的神学家，曾在德国受到自由派神学的教

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纳粹政权统治时期，他

在认信教会（Confessional Church）中很有影响（译者

注：当时德国大多数人都是“遗传教会”，生下来就按

父母的信仰被注册为天主教徒，或是路德宗或改革宗的

新教徒。认信教会强调个人的认罪悔改、信行合一，因

此与遗传教会对立，相当于今天的福音派）。 

对于巴特来说，上帝仍然是超越的（transcendent，超越

于被造物之上），但是可以借助一种“信心的跃进（Leap 
of faith）”在一种个人遭遇中被人亲身体验到，这种跃

进不是基于理性或客观的启示。圣经中的启示只是对基

督的一种见证，对巴特来说，启示就是在人的一种主观

的个人经验中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人。这样，新正统

神学也放弃了客观的、记录的超自然的启示，继续对圣

经进行高等评判，尽管它坚持当人在一种危机中体验到

基督时，圣经就“成为”神的启示。 

新正统神学实际是穿着正统词汇外衣的自由派神学，其

实质仍是非正统的。 

大多数新正统神学家持有某些基本信条： 

 上帝的超越（transcendence） 

 人的有罪 

 圣经是人对神启示他自己的记录或见证，可能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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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是个人对基督的主观经历 

 以人为中心的宗教 

其他“保守派”新正统神学家包括布鲁纳（Emil 
Brunner，1889-1966），他强调个人与神相遇，并接受

神在大自然中的一般启示（general revelation）；尼布尔

（Reinhold Niebur，1893-1971）认为神的爱可以在基

督的十字架上体验到，他想通过应用神对人的救赎的爱

来改变社会。 

更激进的存在主义神学家包括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他认为圣经主要是围绕着一

个“福音真理核心（kernal of gospel truth）”的宗教神

话；还有田力克（Paul Tillich，1886-1965），他把神

贬低为终极的、非一神论的“存在的根基（ground of 
being）”，并且圣经只是人关于神的思想的主观表达！

田力克认为关键在于人与现实（reality）的个人遭遇。 

但是到六十年代早期，新正统神学就遭冷遇，因为它没

有提供真实的答案，也太哲学味，以至于大多数的人都

无法接受。 

在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更为激进的神学，像循道会的神

学家艾提泽（Thomas Altizer）的“神死论（God is 
dead）”。他说“上帝实际上已经死了，因为他与现代

社会不相关。事实上，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上帝就

死了”。大多数自由派神学家还不至于得出如此极端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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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为什么大多数新神学家强调个人对神的主观体验？这种

方式的真正问题在那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自由派和过程神学（Progress Theology） 

1970-80 年代出现基本自由派神学的回潮，它否认： 

• 圣经无误 
• 童女生子 
• 身体复活 
• 神迹奇事 

他们认为不必相信这些也能得救，也有人重新强调把神

世俗化（secularizing God）和进化论哲学概念，如怀特

海（Alfrel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过去表述的，

认为神在进化的过程中，或者说神“正在成为”神

（becoming），而不“是”神（being）。信奉哲学上的

过程神学的人认为神正在与宇宙一同进化。有些过程神

学是泛神论的（pantheitic；译者注：有些神学家称以下

观点为 panentheistic，万有同在论），认为神与人（译

者注：世界）的关系就如同头脑/思想与身体的关系。 

现代版过程神学可在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
1926-）和潘能堡（Wolfhart Pannenberg，1928-）等人

的作品中看见。 

八十年代后期又出现基本自由派神学的回潮，专注于圣

经批评，并想割裂基督教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美国多数

人的宗教是自我中心、人本主义的，这可能是 危险的

异端，因为人的罪性和对神的需要被否认。人本主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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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罪的本质，因为它把人当做自己的“神”——即要

独立于神而生活（创世记 3：1-7）。 

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 

对解放神学的 准确的概括大概是罗马天主教徒古提

雷斯（Gutavo Gutierrez，1828-）在 1971 年发表的观

点。解放神学以社会、经济和政治解放作为宗教自由和

福音的预备。解放神学教导说：现实中的压迫和不公必

须先被清除，若有必要可以使用暴力，才能铺平宗教自

由的道路 ，一些极端的黑人神学（black theology）和

女权运动（feminist movement）也源于解放神学。这种

理论宣称政治革命是“福音”的一部分。拉丁美洲和非

洲的部分地区受到解放神学的巨大影响。 

作业：有没有任何圣经范例，讲基督、他的真正跟随者、或新

约教会通过政治革命来改变人？这告诉我们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代时期其它的神学发展 

看来二十世纪的“神学”越来越廉价，多种多样。 

1970-80 年代，以下神学运动戏剧性地出现： 

 “繁荣神学/成功神学（Prosperity Theology）”倡

导一种健康、财富和繁荣的“福音”，说藉着基督

的救赎，这些都已经被神应许赐给每一个基督

徒——只要凭信心支取就可以，因为没有一个基督

徒应当贫穷或生病。倡导者包括寇普兰（Kenneth 
Copeland）、贝克尔（Jim Bakker）等人。类似的

运动还有温约翰（John Wember）在加州建立的葡

萄园团契（Vineyard Fellowshop），强调大能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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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evangelism），并过分强调圣灵。经验和

圣经都驳斥繁荣神学，因为十字架上所对付的“病”

乃是罪（彼得前书 2：24-25），对罪的咒诅在永恒

态之前不会被挪去（启示录 21：1-7，22：1-5） 

 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后期所谓的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其实并不新。它是泛神论、

人本主义、草药医学和东方神秘主义（印度教轮回

说）的一种怪诞的混合体。它教导：一个新世界将

来到，那时一切人和物都要归于一（即“神”）。

人就是“神”，人的目的就是与所有人里面的“神”

在全宇宙中合而为一。通往“神” 的路不是一条，

一切宗教都是真的。“新纪元神学”在美国九十年

代初非常盛行。它是泛神论人本主义的 高形式，

高举人，否认圣经关于神的启示。 

二十世纪中以来，有争议的神学问题主要集中在： 

 圣经的无误和权威。 

 妇女的权利，包括是否应该给妇女按立圣职作牧师

/长老/主教、以及妇女在教会中的作用 

 奉主救恩论（Lordship salvation） 

这个问题特别在八十年代再次浮现，引起许多福音

派人士反思福音的基本内含，以及什么是使人“得

救的信心”，就这个问题有许多争议。 

牧师/圣经教师小麦卡瑟（John MacArther Jr.）是

一种形式的奉主救恩论的主要发言人，他强烈地反

对“轻易相信论（easy-believism）”，并强调一种

真实的、实际的、个人的委身，把生命完全交托给

基督。其他人，如神学家雷历（Charles Ryrie）也

坚持因信心/信仰得救，但把奉主/委身的问题与门

徒造就和渐进成圣联系在一起。 

 福音派牧师对离婚和再婚的问题没有一致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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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civil rights）/政治自由运动是否是基督徒引

起社会变革的合法表达方式。 

 民事反抗（civil disobedience）是否是反对罪和恶的

合法表达方式，为了唤起公众觉醒、引起变革。 

 人工堕胎 

 爱滋病和同性恋 

这些及其它重要问题在基督教群体内耗费了大量的精

力、钱财和注意力。 

虽然世俗人本主义继续是对基督教的 大威胁，邪教

（cults）及其相关事物也给基督教的主流教会带来很大

的不利影响。 

新邪教的兴起 

二十世纪不仅看见像摩门教（Mormonism）那种旧邪

教在世界各地戏剧性增长，赢得了很多的更正教的信

徒，而且还看见一些新邪教。 

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Witnesses）在 1872 年由罗苏

（Charles T. Russell，1852-1916 年）建立， 近通过

积极传教取得了惊人的进展。耶和华见证人在全世界共

有两百万成员，并： 

 相信他们会看见基督的再来，基督并不是神。 

 反对教会和牧师/神职人员。 

 只宣誓效忠于神。 

今天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突出的邪教包括： 

 统一教（The Unification Church），由韩国的文鲜

明（Sun Myung Moon）创立。 

 科学教（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 

 国际正道（The Way International） 

 海尔克里什那（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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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上帝教会（The Worldwide Church of God），

（Armstrongism 阿姆斯壮派） 

邪教都基于圣经以外的启示，并且通常： 

 否认基督的神性。 

 要求狂热的效忠。 

 持守异端的神学。 

 追随“磁性的”领袖。 

 进行心理和思想控制。 

 持守僵化、指定的生活方式。 

 依赖圣经外或反圣经的书卷。 

 鼓励信徒之间过社团的生活。 

 允许道德松弛。 

 非常主动地传扬他们的“福音”。 

八十年代后期，大量出现了魔教（occult）、巫术

（witchcraft）和公开的撒但崇拜。现代时期的宗教宽

容已经为难以想象的一切邪恶开了门。尽管现代社会的

大多数人似乎觉得上帝与生活不相关，人们仍然在寻求

生命基本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却在教会之外寻找。 

从许多方面看来，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第三世界基

督教”或“发展中国家基督教”，比起西方世界世俗主

义/人本主义的教会更可能背起基督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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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为什么邪教吸引了许多人？这说明了教会的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发展潮流（1995-1997） 

 当 2000 年临近，又一次出现“末世”热和向未得

之民宣教热，特别受重视的是所谓的“10-40 纬度

窗口”地区，那里受穆斯林文化和宗教控制。 

 1997 年，罗马天主教神学重申强调“玛利亚神学”

的立场，认为她是与基督同等的“共同救赎者”

（co-redeemer）。 

 尽管神学多元化和宗教宽容继续在世界各地蔓延，

但是 1997 年俄罗斯和以色列却通过或提出了重要

法案，只承认某些“正统宗教”，规定其他人的宣

教活动为非法，包括福音派基督徒！基督教在俄罗

斯和独联体国家的重大进展受到威胁。 

 在中国和印尼，教会受到的压力和迫害加剧。 

 在美国，主线更正教教会继续衰落；教会越来越与

公众不相关。超大型福音派教会（Megachurches，
译者注：超过 2000 人的教会）继续增长，越来越

趋向于变成“对慕道者友好（seeker-friendly）”的

教会，模仿海伯斯（Bill Hybels）牧师建立的柳树

溪社区教会（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的

模式（译者注：在芝加哥附近） 

 达尔文进化论继续受到科学的攻击，有效的挑战是

单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它不可能随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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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火星探测计划”激发了探索宇宙的兴趣，也

复兴了人们对宇宙的创造和起源等问题的兴趣。 

 1997 年，普世上帝教会（“阿姆斯壮派”）撤回了

它的异端教导，趋向保守福音派的神学。 

 像“守诺者（Promise Keeper）”之类的运动吸引了

上百万的男人在体育场聚会，重申他们对神和家庭

的承诺。 

 1997 年，《新国际版圣经》出了一个“性别中性

（gender neutral）”或“性别包容（gender inclusive）”
的版本，以适应女权主义者的压力和市场需求。对

此爆发了一场重大争论。这项动议受到强烈的反对

并被放弃了（译者注：后来又出了，却卖得不好）。 

 试图把天主教和更正教在某些教义一致的观点上

团结起来的努力似乎只是突显了双方关系的紧张

和观点的差异。 

 看起来，在世界各地，人们越来越重视装备和培训

本地基督徒为教会领袖。 

已经有 40 个国家的 5000 多名学生参加了圣经牧训

课程的学习，还有 30 个翻译项目在进行中。 

 许多在非洲的宣教工作正在受到非洲独立国家越

来越不安定的社会状况的威胁（像刚果民主共和

国、塞拉里昂、卢旺达等等）。 

4． 有关的主要人物 

司徒华（Lyman Steward））在 1915 年领导的“基

要派运动”归回历史上的基督教的基本信条，主要

强调属灵的事物而不是社会的事物。 

司可福（C.I.Scofield，1842-1921）将保守福音派基

督教和神学普及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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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培理（Billy Graham）从 1950 年起一直是 杰出

的基督教布道家，他领导的宣教运动引领了数百万

人归主。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在 1962-65
年间召开了梵蒂岗第二次会议，帮助罗马天主教的

态度逐渐现代化。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是第一位

与苏共领导人会面的教皇，1989 年 12 月他与苏联

领导人的会面使得对方作出宗教宽容的承诺。 

帕罕（Charles Parham）对于在二十世纪早期现代

五旬节派教会运动的开始起了重要作用。 

白立德（Bill Bright）在 1949 年创立了学园传道会，

成为福音派跨教会福音机构的典型，积极地影响了

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传福音的事业。 

汤善德（Cam Townsend）在 1942 年创立了威克利

夫译经会，特别注重未得之民和将圣经翻译成本地

语言的必要性。 

莫特（John Mott），布伦特（Charles Brent）和

苏德龙（Nathan Soderblom）领导了二十世纪的泛

基督教合一运动，结果导致自由派的世界基督教协

会在 1948 年成立。 

巴特（Karl Barth，1866-1966）可能是新正统神学

有影响的代言人，反对旧自由派，在基督教里提

倡诚实的理性，尽管巴特过分强调了基督教的主

观、经验的层面。 

亨利（Carl F. H. Henry），薛华（Francis Schaeffer）
和巴刻（J. I. Packer）作为保守福音派的神学家和

哲学家，他们的作品恢复了基督教理性的纯全和对

基督教的尊重。 

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barchev），前苏联总统，

提倡松动共产主义，允许宗教自由和与宗教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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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由此使得许多先前封闭的共产主义国家向福音

敞开了大门。 

叶利钦（Boris Yelsin），新任俄联邦总统，从 1992
年开始奉行民主和开放政策，对其它宗教也更加开

放。 

5. 这一时期对基督教会历史的首要影响 

对现代时期评估仍在进行中，重要趋势有： 

 世界大部分地区实行政教分离。 

 教会在各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包括社会、经济、

道德、哲学和政治前沿。 

 宗教宽容造成了属灵的冷漠和冷淡。 

 教会尽管人数增加，却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少。 

 教会和社会变得日益世俗主义和人本主义。 

 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仍然失丧。 

 传统的宣教策略应当转向门徒培训、训练和装备当

地的基督徒领袖。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临近，基督教与日常生活的相关

性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教会常常被看作是社会活动的机构，而不是完成属

灵目标的工具。 

 教会历史 2000 年后，耶稣基督的神性仍然是神学

的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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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为什么在一切历史时期，耶稣基督的神性都是至关重要

的神学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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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会历史的十三个功课 

从教会历史中可以学到许多功课。以下从每个历史时期内选

了一个，又对全部历史选了一个。 

福音时期（4 B.C. – A.D. 33） 

第一课： 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他的大使命，去造就门

徒，是教会的进程计划。 

新约时期（A.D. 33-100） 

第二课： 按着圣灵的能力去传扬福音就能产生果效，而

且带来逼迫；后者洁净教会，并且促使基督教

广传。 

普世“大公”教会时期（A.D. 100-312） 

第三课： 基督教的教义必须按照圣经被准确定义，并且

要人面对敌对的世界亲身辩护，尽管冒着生命

的危险。 

“基督教”罗马帝国时期（A.D. 312-590） 

第四课： 异端必须被驳斥，因为教会信仰的内涵决定它

敬拜的礼仪和实践。 

中世纪教会时期（A.D. 590-800） 

第五课： 不符合圣经的集中权力在一个教会官员手中将

导致腐败，大大减弱教会的属灵效能。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A.D. 800-1054） 

第六课： 只有政教分离才能防止教会变成世俗化和属灵

停滞。 

十字军时期（A.D. 1054-1305） 

第七课： 失丧的人不能被暴力转变，重生得救；异端也

不能被修订教条来纠正，更不能被执行不符合

圣经的教会管教/惩罚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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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和民族国家兴起时期（A.D. 1305-1517） 

第八课： 教会必须集中注意在个人身上，让每个人都能

阅读和研究圣经，从而认识真理，并且能够分

辨健全的教义，与错误的教导有别。 

宗教改革时期（A.D. 1517-1648） 

第九课： 当有组织的教会的神学和实践与圣经不合，并

且拒绝改革的时候，教会中的基督徒或许只能

通过离开教会才能回到圣经的教导上去。 

理性主义和奋兴的时期（A.D. 1648-1789） 

第十课： 当人的理性和头脑被高举得超过神的智慧和启

示的时候，教会就失去了属灵的活力，落入冰

冷的礼仪和无意义的实践当中去；只有通过个

人灵命的奋兴才能扭转。 

自由主义、进步和宣教的时期（A.D.1789-1914） 

第十一课： 当权威从神和圣经转向人和经验的时候，自由

派神学就流行，物质主义成为人造宗教的度量

标准，而世俗主义也在教会横行。 

现代意识形态、世俗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时期（A.D.1914-现

在） 

第十二课： 无边界的宗教宽容导致教会里的属灵冷漠和冷

淡，也让人本主义挑战合乎圣经的基督教在现

代世俗世界里的相关性。 

从全部教会历史中 

第十三课： 当宣教不再是教会的使命，教会就不在完成神

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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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教会成为今天的样子是因为它没有一贯和有效地，依靠神的

力量，去遵行大使命。 

  教导他们遵行圣经（造就） 

建立得救的人走向在基督里成熟

给教会的大使命 

（太 28：18-20）

  

  使人作基督的门徒（传福音） 

带领失丧的人走向基督 

 

教会历史反映出：有组织的教会倾向于集中精力在政治权

力、影响和建立地上的国，超过属灵权能、影响和建立在地

上的神的国。 

因为这些和其它的原因，教会在某种意义上被“阴间的权柄”

胜过（马太福音 16：18），而不是让反面为真。 

但是就像耶稣的弟弟雅各所说的哪样：“我的弟兄们，这是

不应当的”（雅各书 3：10），的确不必是这样的！ 

教会必须从历史的功课上学习，否则历史就会重复，教会就

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今天的教会需要严肃地评估它的状况，郑重地面对它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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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十世纪 后十年教会的状况和挑战 

教会在二十世纪 后十年是在什么位置？从基督的复活和

升天到如今已经几乎 2000 年了，然而今天更多的人仍然处

于失丧的状态。 

教会今天的状况和挑战是什么？ 

教会： 

 缺乏世界范围的强有力的属灵领袖 

 软弱，但没有死亡 

 需要从罪中被洁净 

 非常需要神赐的奋兴和圣灵的浇灌 

 需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 

 需要把注意、精力和资源集中到完成大使命上来，把它

当作顺服和荣耀神的首要任务 

 必须恢复敬拜的活力 

 必须平衡重视传福音和造就门徒 

 必须在对福音有回应的国家和地区加紧实际培训本地

的基督徒领袖来带领教会。 

 必须装备教会成员，让他们参与实际的事工 

 必须除掉自己内部骄傲的“超级明星” 

 必须回到用圣经的标准来衡量成功，而不是世界的标准 

 必须注重属灵的，而不是数量的增长 

 必须用属灵的力量来做属灵的工作 

 必须回到圣经作为绝对的权威 

 必须宣讲和教导神的话，唯独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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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看自己是一个属灵的活体，目的是属灵的改变；而

不是一个社会的机构，目的是社会的改革 

现实地看，今天的教会比历史上某些阶段的教会强，比另一

些阶段的教会差。藉着圣灵的能力顺服神的话，曾经总是，

也将仍然是对一切时代的教会的回答。 

归根结底，是取决于每个地方教会，来按着圣经的原则来维

持健全的教义和作实际的事工；这样整个教会就不会被“阴

间的权柄”胜过！！ 

以人为中心的教会必须再次变成以神为中

心的教会，在世界上完成神的目的——愿

事实如此！ 

（歌罗西书 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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