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千年教會歷史巡禮

　　　

        

　

 歷史巡禮

沿著時間的軸線
從使徒時代開始

一路檢視兩千年來
基督徒執行其神聖託付的

忠信與失敗

地理巡禮

隨著空間的經緯
從羅馬永城起身

一路默思兩千年來
神興起其恢復工作的

不折與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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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巡禮

　

│閱讀目錄│

基督教的歷史，起源於西元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地。 

當時管理巴勒斯坦猶太地一帶的巡撫是希律（Herod，後

稱大希律）。希律死後，王國分給了他的眾子。亞基老

負責管理巴勒斯坦的南面，包括猶大地在內。希律安提

帕（Herod Antipas，後稱小希律），負責管理加利利一

帶。約瑟聽見殘暴的亞基老接續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

王，便轉往加利利境內去（太二22）。在那裡，耶穌度

過了祂的童年與少年時期。該撒提庇留在位的第十五

年，羅馬巡撫本丟彼拉多，接續因暴政而被罷黜的亞基

老，出任猶太總督一職（路三1）。同年，約翰來到約旦

河四周全境，傳悔改的浸，引進了神新約的經綸與主耶

穌的職事。祂從加利利開始，隨走隨傳，四處宣揚神悅

納人的禧年。並照著神的計劃，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

日以後，這位榮耀的主復活了。祂四十天之久向門徒顯

現，講說神國的事（徒一3）。

五旬節那天，門徒領受了所應許的聖靈，放膽見證受死

並復活的耶穌。在聖靈的印證下，召會成立了。藉著羅

馬帝國所帶來政治上的和平，語言上的統一，以及交通

上的便利；福音迅速的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

亞，遍傳了地中海全境，至終臨到整個居人之地。現

在，我們便以時間為軸，檢視基督教會這兩千年來興盛

與衰敗的經過，以史為鑑，尋索神在人中間行動的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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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巡禮

閱讀目錄

一　初期召會的背景

二　初期召會歷史

三　羅馬天主教的形成

四　中世紀前期教會歷史

五　中世紀教會歷史

六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七　中世紀的逼迫（二）

八　約翰加爾文與瑞士法語邦的改教運動

九　慈運理與瑞士德語邦的改教運動

十　重浸派歷史

十一　中世紀改教運動的先鋒─約翰威克里夫與約翰胡司

十二　德國馬丁路德改教運動

十三　德國改教後的發展

十四　德國敬虔運動

十五　新生鐸夫與摩爾維亞教會

十六　合一弟兄會與約翰康門紐

十七　荷蘭改教運動

十八　英國改革運動

十九　約翰衛斯理與循道運動

二十　海外宣教運動

二一　英國弟兄會

二二　內裏生命派

二三　十九世紀以前，基督教三次企圖來華經過

二四　基督教來華開拓時期─1807年至1842年

二五　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華開展時期

　　　─1842年至1860年

二六　基督教向內地開展時期─1860年至1890年

二七　十九世紀下半葉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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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巡禮

　　　－1850年至1900年

二八　庚子拳亂至民國成立期間，基督教在中國

　　　的蓬勃發展

二九　基督教來華兩百年檢討

│回首頁│地理之旅│聯絡我們│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h_index.htm (3 of 3)3/5/2005 6:33:23 PM

mailto:admin@lsmchinese.org


教會歷史地理巡禮目錄

　

　

 

 義大利 

 法國 

 瑞士 

 捷克 

 德國 

 荷蘭 

 英國 

 中國 

│回首頁│歷史之旅│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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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地理巡禮─義大利

　

  義大利 

         羅馬
  一　初期召會的背景

  二　初期召會歷史

  三　羅馬天主教的形成

  四　中世紀前期教會歷史 

 翡冷翠
  五　中世紀教會歷史 

 卡諾莎與杜林
  六　中世紀的逼迫（一） 

│法國│瑞士│捷克│德國│荷蘭│英國│中國│

│回首頁│歷史之旅│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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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會的背景─古羅馬帝國

　
　 　

第一篇　初期教會的背景─古羅馬帝國 

一、輔讀材料

1. 歷史概述

2.《基督教發展史新譯》第一

課

3. 羅馬帝國皇帝年表

4. 羅馬帝國簡史

5. 耶穌時代的背景

6. 《召會歷史簡介》第一篇、

第二篇

7. 十二使徒的下落

8. 奧古斯督和平祭壇碑文摘錄

9. 《優西比烏教會史》卷一、

卷二、卷三

二、歷史景點

1. 奧古斯督大帝陵墓

（Mausoleo di Augusto）

2. 天廳聖馬利亞教堂（Basilica 

di S.Maria in Aracoeli）

3. 羅馬市政廳（Campidoglio）

4. 加比多里博物館（Museo 

Capitoline）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1.htm (1 of 54)3/5/2005 6:33:54 PM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6%AD%B7%E5%8F%B2%E6%A6%82%E8%BF%B0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3%80%8A%E5%9F%BA%E7%9D%A3%E6%95%99%E7%99%BC%E5%B1%95%E5%8F%B2%E6%96%B0%E8%AD%AF%E3%80%8B%E7%AC%AC%E4%B8%80%E8%AA%B2%20%E5%88%9D%E6%9C%9F%E6%95%99%E6%9C%83%E7%9A%84%E5%AE%A3%E6%95%99%E8%88%87%E6%93%B4%E5%B1%95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3%80%8A%E5%9F%BA%E7%9D%A3%E6%95%99%E7%99%BC%E5%B1%95%E5%8F%B2%E6%96%B0%E8%AD%AF%E3%80%8B%E7%AC%AC%E4%B8%80%E8%AA%B2%20%E5%88%9D%E6%9C%9F%E6%95%99%E6%9C%83%E7%9A%84%E5%AE%A3%E6%95%99%E8%88%87%E6%93%B4%E5%B1%95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7%BE%85%E9%A6%AC%E5%B8%9D%E5%9C%8B%E6%AD%B7%E4%BB%BB%E7%9A%87%E5%B8%9D%E5%B9%B4%E8%A1%A8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7%BE%85%E9%A6%AC%E5%B8%9D%E5%9C%8B%E7%B0%A1%E5%8F%B2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8%80%B6%E7%A9%8C%E6%99%82%E4%BB%A3%E7%9A%84%E8%83%8C%E6%99%AF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8F%AC%E6%9C%83%E6%AD%B7%E5%8F%B2%E7%B0%A1%E4%BB%8B%EF%BC%8D%E7%AC%AC%E4%B8%80%E7%AF%87%E3%80%80%E4%BB%8B%E8%A8%80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8F%AC%E6%9C%83%E6%AD%B7%E5%8F%B2%E7%B0%A1%E4%BB%8B%EF%BC%8D%E7%AC%AC%E4%BA%8C%E7%AF%87%E3%80%80%E5%8F%AC%E6%9C%83%E6%AD%B7%E5%8F%B2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8D%81%E4%BA%8C%E4%BD%BF%E5%BE%92%E7%9A%84%E4%B8%8B%E8%90%BD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A5%A7%E5%8F%A4%E6%96%AF%E7%9D%A3%E5%92%8C%E5%B9%B3%E7%A5%AD%E5%A3%87%E7%A2%91%E6%96%87%E6%91%98%E9%8C%84
http://ekklesiahistory.fttt.org.tw/big5/book01/index.html
http://ekklesiahistory.fttt.org.tw/big5/book02/index.html
http://ekklesiahistory.fttt.org.tw/big5/book03/index.html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A5%A7%E5%8F%A4%E6%96%AF%E7%9D%A3%E5%A4%A7%E5%B8%9D%E9%99%B5%E5%A2%93%EF%BC%88Mausoleo%20di%20Augusto%EF%BC%89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A5%A7%E5%8F%A4%E6%96%AF%E7%9D%A3%E5%A4%A7%E5%B8%9D%E9%99%B5%E5%A2%93%EF%BC%88Mausoleo%20di%20Augusto%EF%BC%89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A4%A9%E5%BB%B3%E8%81%96%E9%A6%AC%E5%88%A9%E4%BA%9E%E6%95%99%E5%A0%82%EF%BC%88Basilica%20di%20S.%20Maria%20in%20Aracoeli%EF%BC%89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A4%A9%E5%BB%B3%E8%81%96%E9%A6%AC%E5%88%A9%E4%BA%9E%E6%95%99%E5%A0%82%EF%BC%88Basilica%20di%20S.%20Maria%20in%20Aracoeli%EF%BC%89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7%BE%85%E9%A6%AC%E5%B8%82%E6%94%BF%E5%BB%B3%EF%BC%88Campidoglio%EF%BC%89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8A%A0%E6%AF%94%E5%A4%9A%E9%87%8C%E5%8D%9A%E7%89%A9%E9%A4%A8%EF%BC%88Museo%20Capitoline%EF%BC%89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8A%A0%E6%AF%94%E5%A4%9A%E9%87%8C%E5%8D%9A%E7%89%A9%E9%A4%A8%EF%BC%88Museo%20Capitoline%EF%BC%89


初期教會的背景─古羅馬帝國

5. 羅馬舊墟（Foro Romano）

6. 鬥獸場（Colosseo）與君士

坦丁凱旋門

7. 尼羅皇帝之金宮（Domus 

Aurea di Nerone）

8. 圖拉真市集與奧古斯督市集

9. 聖貴格利教堂（San Gregorio 

Magno）

三、討論題綱

1.奧古斯督進羅馬統一與和平

的意義

2.歷代羅馬皇帝逼迫基督徒之

動機

歷史概述

1.羅馬帝國簡史

羅馬是在主前753年，於台伯（Tiber）河畔的七個小山上

建立的。主前750年，伊特拉士坎人（Etruscans）入侵，

佔據羅馬，建立王國，實行王政，史稱「王政時期」。

王政時期的社會，分為貴族、平民兩大階級。名義上，

君王掌有司法、行政的絕對權力；但實際上，實權掌握

在貴族所組成的元老院（Senate）手中。主前509年間，

拉丁人推翻伊特拉士坎人的統治，廢除了王政，改行共

和政體，史稱「共和時期」。主前264~146年間，羅馬先

後征服了迦太基、敘利亞、馬其頓、希臘等地，迅速擴

張成為一個跨陸大國。主前48年，該撒猶流（Julius 

Caesar），平定了高盧與英格蘭，奠定了日後帝國專制的

基礎。凱撒死後，姪孫屋大維（Octavian）興起，擊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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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會的背景─古羅馬帝國

雷比達與安東尼兩人，結束了混亂的三雄分治，並於主

前27年，在元老院所進奉的「奧古斯督」（Augustus，和

合本譯為「亞古士督」，意即受尊敬者）之尊號下，正

式成為羅馬帝國第一位皇帝。羅馬帝國政治上的和平，

與交通上便利，使主耶穌能平安出生於人類中間，且使

主受死的豫言得以應驗，這乃是神的命定。

2.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十次主要逼迫

羅馬帝國對於基督徒逼迫之殘酷，乃是眾所週知的。第

五世紀的教會歷史學家歐若修（Orosius），將羅馬帝國

的逼迫，分為尼羅（Nero）、多米田（Domitian）、圖

拉真（Trajano）、奧熱流（Aurelius）、瑟佛倫、馬克西

姆（Maximus）、德修（Decius）、瓦勒尼（Valerian）、

奧理良（Aurelian）、和戴克理先（Diocletian）等十個時

期。

尼羅皇帝對於基督徒的逼迫極其殘暴，他迫使基督徒穿

上獸皮，使其在鬥獸場上被野獸撕裂；或將基督徒與乾

草捆在一起，製成照亮其園遊會的火把。按照教父革利

免（Clement）的記述，保羅與彼得便是在尼羅的迫害中

殉道的。尼羅死後，多米田繼續搜捕基督徒，並要求百

姓以主、以神尊稱他。傳說使徒約翰即是在多米田期間

被放逐到拔摩島上，寫成啟示錄。其後的圖拉真，將一

切堅持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下令處決。在其統治

下，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面（Symeon）被釘十字架，而安

提阿的主教以格那提（Ignatius of Antioch）則死於獅子之

口。示每拿的主教玻雷卡（Polycarp）亦在皮雅斯大帝任

內殉難。

主後161至222年，教會受到極大的迫害，殉道者猶斯丁

（Justin Martyr）於此時期中遇難。爾後的三十年間，因

逼迫暫時止息，許多基督徒開始鬆懈；因此，當主後250

年德修皇帝下令要求基督徒放棄信仰，向羅馬的神獻祭

時，有許多人便因鬆散安逸而離棄真道。主後260至303

年，教會發展奇速，人數大增。主後303年，戴克理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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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會的背景─古羅馬帝國

要有效統治其帝國，要求羅馬公民統一信仰。他下令焚

毀聖經，要求命令所有的基督徒必須獻祭或吃祭偶像之

物，並將祭酒灑在市場所出售之食物上，使基督徒在背

叛信仰與餓死之間作抉擇。教會歷史學家優西比烏

（Eusebius）即活在此迫害年間，親手記下了迫害者的暴

行與殉道者的事蹟。

　

《基督教發展史新譯》第一課 初期教會的宣教與擴展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

org，不代表本站立場）

耶穌基督在升天前吩咐門徒說：「聖靈降臨在你們身

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門徒忠心的在

耶路撒冷等候。五旬節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他們便大

有能力，放膽的宣講基督為罪人受死、復活的福音。使

徒行傳告訴我們，因著他們大膽的宣講，受浸加入教會

的人天天增加，耶路撒冷的教會便壯大起來，使猶太公

會的人感受到很大的威脅，企圖用逼迫去遏止基督教的

蔓延。當信主的人越發增加，他們對教會所施的壓力便

越大；初時只是將使徒收監，後來竟公然將司提反用石

頭打死。自司提反殉道後，耶路撒冷的教會便大遭逼

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全地和撒瑪利

亞。用歷史的透視，我們看到神讓逼迫臨到信徒是有祂

的美意。初時信徒只忠心的在耶路撒冷工作，他們似乎

沒有望遠一些，看到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的需要。神藉

著逼害，將他們領到新的工場，為神收割。使徒行傳告

訴我們，腓力被聖靈領到撒瑪利亞，因他的宣講，撒瑪

利亞的人都受浸歸信基督。隨後腓力被聖靈領到曠野，

在那裏向埃提阿伯的太監傳福音，然後為他施洗。對於

當時的教會，這顯然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為福音第一

次被帶到外邦人當中。就在這時候，神呼召保羅，作為

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徒；這樣，福音便在外邦人中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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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傳，從巴勒斯坦及小亞細亞一帶，到希臘以至義大

利各城，福音的種籽撒下，教會便在這些地方萌芽、茁

長。不過我們必須了解，在使徒時期，教會只是零零星

星的散佈於巴勒斯坦、小亞細亞、希臘及義大利各地，

而每處的信徒仍是非常稀少，且限於低下層；但這樣零

星地散佈的基督徒群體卻在以後短短二百年間，使他們

的信仰成為改造整個羅馬帝國文化的重要動力。我們不

妨在這裏看看初期教會擴展的情況。

談到教會的擴展，很多史學家都以安提阿為中心，因為

在初期教會，安提阿是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基地，教會第

一隊向外傳教的宣教隊便是在這裏組成的，那便是保羅

和巴拿巴組成的宣教隊。相傳多馬也是從安提阿出發，

往東到達巴非亞王國（Parthia）傳道，然後再往東到達

印度。

首先我們談談教會向東推進的發展。從安提阿向東北推

進，福音傳到伊德撒（Edessa）。伊德撒是當時從小亞細

亞及敘利亞往亞美尼亞（Armenia）境的必經之路。大低

因為它是貿易的通道，早在一世紀，福音已傳到這裏。

相傳伊德撒的國王當耶穌在世時，寫信給耶穌，求祂為

他治病；而耶穌復活後便差一使徒前往為他治病，因而

使全城歸主。無論這傳說是否真實，教會很早已在這裏

建立穩固的基礎卻是事實。在主後第二世紀末，基督教

已在這裏被奉為國教。按一位教父的記載，當時首先由

王室接受基督教，然後人民跟著信主。由伊德撒再往

東，福音傳到米索波大米亞一帶，直到波斯的邊界。當

時米索波大米亞境內的人民多信奉拜火教，但拜火教漸

漸失其活力，故教會很容易在這裏建立基地。在主後二

百二十五年，在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之間的境界，

教會已有二十多位主教，亦即建立了二十多個教區。然

而再往東到波斯，福音便面對很大阻力。在這裏，拜火

教也是國教，但這裏拜火教的組織非常嚴密，因而對基

督教產生了統一而有力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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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伊德撒北上，福音傳入小亞細亞的加帕多家境內，再

由加帕多家傳入亞美尼亞。在第三世紀時，一位名叫貴

格利（被稱為光照者貴格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240-

332 A.D.）的人從亞美尼亞往加帕多家求學，在那裏信

主，便毅然回亞美尼亞傳福音；他本身是貴族，於是便

首先向貴族傳，忍受了一段時期的逼迫，終於帶領亞美

尼亞王信主，跟著更帶領全國歸主。時至今日，亞美尼

亞的文化與基督教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亞美尼亞人

的愛國情操與他們的信仰生活也是緊密相連的。

從安提阿向西，那便是當日保羅傳道最活躍的小亞細

亞。在保羅所建立的基礎上，教會發展得很快。從當時

一位名叫皮裏紐（Pliny the Younger）的巡撫在主後一百

一十年寫給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的信中，我們便可

見福音的廣傳。他告訴皇帝，在他到任時，因為信基督

教的人日漸增加，不少廟宇冷淡不堪，由此便可見基督

徒的人數一定不少。在腓尼基，教會在各大城市被建立

起來。不過在加拉太境內，福音的拓展相當緩慢。小亞

細亞北部的本都，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一直抗拒福音；但

到了第三世紀，因著一位被稱為行異能的貴格利

（Gregory the Thaumaturgos）忘我地傳福音，幾十年間便

幾乎全境都歸主；相傳他到本都時只有十七人信主，但

到他去世時，本都全境只有十七人仍未接受福音。這傳

說固然不能盡信，但由此便可見一個人的熱忱，有時可

以產生突破性的作用。除了熱忱以外，貴格利還有一秘

訣，就是靈活地運用當地的節期及慶典來表達基督教的

信仰，使當地的風土人情基督化，信徒無需感到做了基

督徒後就得與固有的文化斷絕關係，基督教反而變得非

常親切。

按早期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的記述，馬可及亞波羅是最

早到埃及傳福音的人。他們開始在亞歷山大港工作，到

二世紀末，亞歷山大港已經成為教會擴展的基地；第三

世紀初，一間頗具規模的「門徒訓練中心」也成立，用

來裝備信徒，以應付在信仰、生活及傳福音上的各種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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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主後二百三十五年，單就亞歷山大港便已經有二十

位主教。與此同時，迦太基亦成為基督教在北非擴展的

中心。在北非，教會擴展的速度真是令人驚嘆，約在二

百二十年，教會在迦太基召開會議時，北非只有七十二

名主教參加；三十年後，主教的人數增至九十多位，而

三百年左右，主教人數竟接近二百位（即表示有二百多

個教區），可見發展何等迅速。

在義大利，教會的發展也很驚人，在一百四十年左右，

全義大利只有十二位主教，而二百五十年左右，單單南

義大利便已有接近一百名主教。在這時，羅馬城約有四

十間教堂，一名主教，四十六名長老，教會所收容的寡

婦竟達一千五百名。有史學家估計羅馬城當時信徒的人

數在三萬人以上。

總括來說，在二百五十年左右，全羅馬帝國的基督徒已

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至十五。依照這個形勢，沒有君

士坦丁大帝在三百一十五年接受基督教，羅馬帝國基督

化也是指日可待的事。以上所談是基督教的擴展，現在

我們要看看這樣神速的擴展，其原因何在？我們有什麽

功課可以學？

初期教會成功的秘訣

十八世紀極負盛名的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

1794 A.D.），寫了一本史學巨著，就是有名的《羅馬帝

國衰亡史》。在這本書中，他用了相當長的篇幅描述基

督教的發展，說明基督教在當時文化轉變中的重要性。

吉朋本人雖對基督教相當敵視，然而在討論基督教的擴

展時，也不能不驚嘆初期教會的生命力是多麽強勁。他

認為教會之所以能成功地將福音傳開，有五個主要的原

因：

第一，基督徒對於他們所信的有一種極度的狂熱。基督

徒一改以往猶太教的偏狹思想，不再堅持猶太民族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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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地位，而將救恩普澤於萬民，並且強調四海之內皆兄

弟的道理。然而，他們卻絕不妥協、絕不放鬆地堅持他

們的信仰。他們的執著連奧熱流大帝（Marcus Aurelius, 

121-180 A.D.）也覺得不能接受，他認為基督徒最為可

憎，對社會、文化最壞的影響，乃在他們太固執。他們

不留餘地的棄絕異教的信仰及生活方式。在過去，信奉

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宗教的活動（例如不時到廟

裏參拜），不一定對整個人的生命有什麽重要的意義，

對當時的基督徒來說，他們的信仰完全改變、占據他們

的生命，基督教信仰革了他們的命，叫他們重新再活過

來。於是「悔改」（Conversion）的觀念第一次在希臘羅

馬的文化中出現。基督徒很清楚的表明他們是獨特的一

群，他們不怕與眾人不同。亦因這緣故，他們信仰的內

涵，生活的方式，便顯得非常鮮明，絕不混淆。這樣鮮

明的信仰也迫使有心的人作清清楚楚的抉擇。在另一方

面，初期的基督徒在傳福音的熱忱上，也是使人驚嘆不

已的。在新約，我們看到使徒領著一些信徒東奔西跑的

去傳，傳福音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在《十二使徒遺

訓》中，我們看到當時很多平信徒放下他們的產業，成

為巡迴佈道者，完全以傳道的事為念，生活則完全倚靠

其他信徒的供應。第三世紀中葉的教父俄利根說：「基

督徒盡他們所能，將福音傳遍普天下。有些弟兄更以此

為他們的事業，從一城到另一城，一村到另一村，領人

歸主，⋯⋯許多時候他們連最起碼生活所需的供應也拒

絕接受。」當時很多的教會領袖，本身就是很成功的佈

道者，例如玻雷卡（二世紀一殉道主教）便是很出色的

傳道者；又如愛任紐主教，為了更有效的向不同的人傳

福音，他竟毅然學習多國語言。鮮明的信仰，以極度的

熱忱傳出去，其感染力必然很強，因此初期的教會便增

長得很快。

第二個原因，是由於基督徒對主耶穌再來的等待，極度

的懇切。這種生命態度在當時非常重要。當時政治動

蕩，羅馬帝國內部分裂，政治暗殺頻生，而外敵的侵擾

也越來越多，因此，當時真是人心惶惶，有朝不夕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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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但基督徒在一心等待主再來的心態中生活，一切

的動亂，反成為主再來的一些徵兆，叫他們更殷切期

待。正因他們生活在盼望中，一切人間的苦難，他們都

能堅忍。因此，在其他人的眼中，他們的生命力，真是

強得驚人，就是面對死亡，他們也不懼怕。他們在等待

將來的審判和將來的獎賞中生活，叫他們生活得更有活

力，更有勁，於是在與其他宗教相比之下，基督教便顯

得有極大的生命力，這對非信徒是一個很大的吸引。

第三個原因，他們仰賴聖靈的能力，在世人當中行神跡

奇事。先知的講論，方言的恩賜，治病、趕鬼的能力，

在他們當中是非常真實的。連敵視基督教的吉朋也覺

得，失去這種神跡奇事的體驗是教會一個很重要的損

失，他帶著諷刺的口吻對他同時代的基督徒說：「初期

教會的神跡異能，在許多世紀以來已經在教會中確定地

位，但在最近這些年代，卻備受攻擊；雖然信徒中仍有

不少堅信神跡異能，我們的神學教授卻視之為基督教信

仰的絆腳石。」這段諷刺的話對於我們真是一個很好的

提醒。

第四個原因，初期的基督徒要求自己過著極度聖潔嚴謹

的生活。這種生活的見證，對於他們的鄰舍真是既直接

又具體。當時教會對于申請受浸加入教會的人有非常嚴

格的要求。從《十二使徒遺訓》，我們看到他們對慕道

的人的教導，主要集中在生活的操練上。慕道者的操練

課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去除舊惡；第二階段是

學習在社交生活及政治參與的活動上，完全順服基督的

教訓；第三階段則操練守望、警醒、禱告；第四個階段

操練站立穩固，抵擋試探。在希波律提主教領導的教會

中，一位慕道者要經過三年這樣的操練課程，才被接納

加入教會。由此可見初期教會對信徒的生活持守著多麽

嚴謹的態度。

第五個原因，便是基督徒相愛的團契生活，對未信的人

真是很大的吸引。當時的教會沒有什麽有形的組織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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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但信徒們卻緊密相連，彼此相顧。在他們中間，一

切社會制度所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都消除了，奴隸與

主人在教會內完全平等，富有的與極貧寒的都能一同坐

席，分享愛筵。在彼此扶持、鼓勵中。他們更能抵受外

來的種種壓力；反過來，外來的壓力只會叫他們更加團

結。

除了以上五點原因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其他原因，例如

信徒對鄰舍的關懷，是很有力的見證。有些信徒信主之

後，將一切的產業變賣，分給貧窮人；教父巴西流和安

波羅修都是極富有的人，他們為了照顧受飢荒災害的飢

民，便將自己所有家業變賣。有些信徒為了照顧一些極

度貧窮的人，竟願自己禁食，把所餘的分給他們。這樣

對別人捨己的關懷，就是敵視基督教而企圖復興羅馬異

教的羅馬皇帝朱利安（Julian）也感到驚異；因此，他認

定，基督教成功的秘訣是在於基督徒對人舍己的愛，而

羅馬異教的失敗，乃在於對人缺乏關懷。他寫信給他手

下的大祭司亞撒基雅時說：「那些不虔不義的加利利

人，不單餧養自己的窮人，竟也餧養我們的窮人，而我

們自己的窮人竟得不到我們的照顧。」他於是吩咐亞撒

基雅帶領他的屬下信徒效法基督徒愛人的榜樣，以求擴

展異教。為此目的，他賜下三萬鬥穀糧給亞撒基雅，作

為周濟窮人之用。

在這裏我還可用一件事例來表明初期基督徒如何實踐捨

己愛人。史學家優西比烏記錄了狄尼修對主後二百六十

三年亞歷山大瘟疫一段感人的描述：「一場瘟疫隨戰爭

而來⋯⋯我們大多數的弟兄表現了極度的仁愛。他們互

相鼓勵，勇敢無懼地探望病者，照顧、服侍他們。他們

甘心染上鄰舍的疫病，受他們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

照顧病者時得病死去⋯⋯反過來，外邦人便很不同，他

們撇下那些初現病症的人，就是至親，他們也棄而不

顧。」基督徒如此仁愛的表現，對於未信的人的確有很

大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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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基督徒願意為信仰忍受迫

害，甚至捨棄生命，這種堅貞的信心，使不信的人不能

不嚴肅的考慮他們所信的是否真實。一個願意以生命來

堅立信仰的人，是任何人也不能輕易地置之不理的，他

們所信的一定有使人折服的地方。如此，很多人便被這

種以生命作保証的信仰所感動，歸信基督。

在護教學上所下的工夫

除了生命的表現外，初期教父為信仰爭辯的睿智也是福

音擴展很重要的因素。異教人士不單以權勢、武力鎮壓

基督徒，更厲害的武器便是思想的圍攻。猶太和希臘的

思想家聯成一陣線，對基督徒的信仰問難質疑。但各方

面的攻擊反而刺激起基督徒不懈地思索，以最清晰並富

創意的思想及意象表達信仰。初期教會的「護教運動」

（Apologetic Movement）便這樣興起，其中不少的護教

者可算是當時一流的思想家。最初期的護教者有雅典的

亞裏斯德（Aristides），比爾拿的亞裏士圖（Aristo of 

Pella）；他們情詞懇切地上表于羅馬皇帝，陳明基督教

信仰的合理性，並為時下對基督教的誤解力辯。第二代

的護教者有撒德市的米利都（Melito of Sardis）及猶斯丁

（Justin, 約100-165 A.D.）等，其中以猶斯丁的雄辯最為

著名。猶斯丁可算是第一位接受基督教的哲學家。在接

受基督教前，他遍尋智理，對希臘哲學認識很深，特別

是當時的柏拉圖主義。因此他日後所寫的兩卷《辯道》

（Apology）不單對當時對基督教的攻擊有效地處理，更

將基督教的信仰清楚並具哲理思辯地表達出來。他第一

卷的《辯道》是寫給羅馬皇皮雅斯大帝的。他向皮雅斯

解釋，一般人認為基督徒是無神論者，並以為他們不道

德，完全是一種誤解。他向這位皇帝陳述基督徒所信的

神是獨一的真神，他們的信仰比當時民間的迷信如何更

合乎理性。同時他更以基督徒嚴謹清潔的生活，以表示

基督徒在道德上實高於非信徒。他針對猶太人而寫的

《與猶太人德理夫的對話》（Dialogue with Trypho the 

Jew）使人驚異他對舊約聖經深邃的掌握。猶太人德理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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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兩大原因，乃在於基督徒不守摩

西的律法，更有甚者就是他們竟以一個人--耶穌--作為神

來尊奉。猶斯丁於是以舊約聖經為基礎，向德理夫解釋

摩西的律法及先知的講論如何在基督身上成全，並且以

基督的教訓（特別是登山寶訓為總結），對當時的猶太

人來說，《與猶太人德理夫的對話》的確極具說服力。

猶斯丁以後，他的學生達提安（Tatian）繼承他的護教工

作。與他同時期的有雅典納哥拉（Athenagoras）及荷瑪

斯（Hermas）。他們都是初期教會重要的思想家。

在第三世紀初，教會出現了兩大思想家，一在西方，一

在東方。在西方的是特土良（Tertullian, 160-220 A.D.），

以拉丁文寫作；在東方的為俄利根（Origen, 182-254 A.

D.），以希臘文寫作。特土良的《護教學》

(Apologeticum)首先提出宗教自由的要求，繼而請求羅馬

政府尊重基督教，公平地對待基督教。他彷彿以律師的

身分，為基督教要求法律的保護。接著，他更以基督徒

的人格，對國家的貢獻，以示基督教的優越。他另一卷

書《靈魂的見證》（On the Testament of the Soul）顯然比

較哲理化。在其中他極力揭示人心靈對罪孽的體會及其

超越提升的渴求。以此為基礎，他力証基督教的信仰如

何有效地回應人類心靈的渴求。

俄利根的護教工作比以前的教父更為出色，也奠下了基

督教哲學開展的基礎。俄利根受業於當時哲學名師撒加

斯（Ammorius Saccas），根據新柏圖主義哲學家波弗裏

（Porphyry）對俄利根評論，俄利根廣泛採取柏拉圖及盧

孟尼雅（Numenia），高尼雅（Cronius），亞波樂芬尼

（Apollophanes），聶哥馬赫（Nicomachus）等當代著名

哲學家的思想去支援基督教的信仰。俄利根最著名的辯

道著作當然首推《反施爾撒克論》（Against Celsus）。他

以施爾撒克的哲學論據為起點，並贊同他對拜偶像及將

神人化的宗教的攻擊，但對于施爾撒克對基督教的誤解

卻有力地駁斥，並進一步以哲學睿智確立基督教的可信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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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父為辯道的緣故，苦心孤詣，是我們今日信徒必

須學習的。他們的膽色及開明的態度，勇於深入哲學界

的陣壘，取其精進者而攻之，並借助其思想工具去闡釋

基督教的信仰，使當時的人更易明白接受基督教，是值

得我們深思和學習的。

　

羅馬帝國歷任皇帝年表

1AD 屋大維〈奧古斯督〉

14-37 提比留〈Tiberius I b.〉

37-41 該猶（Gaius Caligula）

54-68 尼羅〈Nero〉

68 迦爾巴（Galba）

69 鄂圖（Otho）

69 維特利（Vitellius）

69-79 衛斯帕西（Vespasian）

79-81 提多（Titus）

81-96 多米田（Domitian）

96-98 尼法（Nerva）

98-116 圖拉真（Trajan）

117-138 哈德良（Hadrian）

138-161 安東尼比約（Antoninus Pius）

161-180 馬可奧熱流（Marcus Aurelius）

180-192 科莫多（Commodus）

193-211 瑟佛倫（Septimius Severus）

212-217 吉達（Geta）拉戈拉（Caracalla）

218-222 赫利奧加巴盧斯（Heliogabalus）

222-235 亞力山大（Alexandar Severus）

236-238 馬克西姆（Maximus）

249-251 德修（Decius）

251-253 高盧士（Gallus）

253-260 瓦勒尼（Vale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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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268 加列奴（Gallienus）

268-270 革老丟二世（Claudius II）

270-275 奧理良（Aurelian）

276-282 奧熱流（Marcus Aurelius Probus）

284-305 戴克理先（Diocletian）

306-312 馬克森提（Maxentius）

312 君士坦丁大帝 

羅馬帝國簡史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www.angelfire.com/la/kenlai/

history/Roman.html，不代表本站立場）

王政時代

古羅馬氏族制度向階級社會過渡的時代，約當公元前８

世紀中葉至６世紀末葉，因傳說此時相繼有七個「王」

（rex）執政，故名。王政時代，是羅馬的父系氏族制時

代，據說當時羅馬有三百個氏族，每十個氏族組成一個

胞族（庫里亞－－Curiae），十個胞族組成一個部落，共

三個部落，三個部落構成羅馬人公社整體。王政時代的

羅馬人公社實行軍事民主制，管理機構有三：一是元老

院，由三百個氏族長組成，有權處理公共事務、批準和

否決人民大會的決議。二是人民大會，由武裝的成年男

子參加，每個庫里亞有一票表決權，大會通過或否決一

切法律，選舉高級公職人員，其中包括對「王」的選

舉。三是「王」，由人民大會選出，是軍事首長，同時

又是最高祭司和審判官，但尚無真正國王的權力。王政

時代已出現階級分化，有些父家長家族富裕起來，上升

為氏族貴族，有的氏族成員貧困而成為「被保護人」，

受貴族的剝削和奴役。另外出現平民，他們是被征服者

及外來的移民，人身自由，但不屬於羅馬氏族成員，沒

有氏族權利，無權分級公地，不能參加人民大會，許多

平民租佃貴族的土地，有的因借債而淪為奴隸。王政時

代的奴隸主要從事家內勞動，數量不多。貴族、被保護

人、平民和奴隸構成王政時代階級對立關係的萌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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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此可見，王政時代氏族制已趨於解體，階級社會

正在形成。史學界一般認為，王政時代後期，羅馬處於

伊特拉斯坎人統治之下，公元前６世紀末，發生塞維‧

圖里阿改革，改革使氏族制遭受破壞，王政時代的最後

一個統治者塔克文是個暴君，到公元前５１０年（或前

５０９）被黜，王政時代結束，伊特拉斯坎統治被解

除，羅馬共和國建立起來。 

羅馬共和國 

公元前６世紀末到公元前１世紀末古羅馬貴族專政的奴

隸制國家。羅馬王政時代末期，出現塞維‧圖里阿改

革，隨之羅馬進入階級社會，形成羅馬共和國。羅馬共

和國具有明顯的貴族專政性質。共和國的最高行政權由

執政官掌握，執政官有二名，從貴族中選出，任期一

年，平時有行政、司法權，戰時指揮軍隊，但因是二人

掌權，互相牽制，故權力不大。共和國真政掌權的是元

老院，由少數貴族和卸任的執政官組成，先是十人，後

增至三十人，決定國內外一切重大問題。此外，共和國

有百人團會議，是全體成年男子參加的人民大會，形式

上是最高的立法機關，但實際受元老院控制，會議表決

經元老院批審過的議案，沒有討論權，表決時是第一等

級富有者佔優勢，因此百人團會議也反映了貴族專政。

羅馬共和國的階級結構十分複雜，有貴族、被保護人、

平民和奴隸。共和國早期，平民與貴族的矛盾非常突

出，平民採取各種方式進行鬥爭，直到公元前３世紀

初，鬥爭才告結束，鬥爭結果，平民取得一些勝利，但

真正獲利的是平民上層，平民上層與舊貴族融為一體，

形成新貴族，而廣大平民下層仍受壓制，因此羅馬國家

仍然是貴族共和國。自公元前５世紀起，羅馬便不斷向

外擴張，經過兩個世紀的對外侵略，羅馬征服了全部義

大利，控制了西部地中海，並佔領東部地中海的一些國

家，使羅馬共和國由台伯河畔的小城邦而成為地中海上

的霸國。到公元前２世紀中期，羅馬共和國的經濟發生

巨大變化。首先是土地集中，形成許多奴隸主大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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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農民紛紛破產，使城邦經濟基礎被削弱；其

次是奴隸制的發展，戰俘奴隸大量流入羅馬，奴隸被廣

泛使用在生產領域，奴隸受都殘酷的壓榨，因而引起奴

隸的反抗鬥爭，第三，羅馬的商業高利貸業也發展起

來，出現一個靠經商發財的新興階級－－騎士，騎士在

政治上無權，故往往同下層平民一起與當權貴族進行鬥

爭。從公元前２世紀後半期起，羅馬共和國的各種逐漸

暴露出來，相繼出現嚴重的社會鬥爭。公元前１３７－

１３２年，發生第一次西西里奴隸起義；公元前１３３

－１２３年，發生以農民土地運動為中心的格拉古兄弟

改革；公元前１０４－１０１年，發生第二次西西里奴

隸大起義；公元前７３－７１年，爆發斯巴達克起義。

這些起義和鬥爭，沉重打擊了羅馬奴隸主階級，動搖了

奴隸制城邦的經濟基礎。在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日益激

烈的情況下，代表羅馬城邦貴族奴隸主利益的共和政

體，已不再適應全題羅馬霸國奴隸主階級統治的需要，

因而發生了從共和制向帝制的轉化，在轉化過程中，出

現許多政治野心家，他們發動長時期的爭奪權勢的內

戰。公元前６０年，由龐貝（Pompey）、凱撒

（Caesar）、克拉蘇（Crassus）三人結成政治同盟，實行

集體獨裁，史稱「前三頭政治同盟」，後來，凱撒戰敗

其他兩個對手，實行個人獨裁，不久，凱撒被其政敵刺

殺，前三頭同盟結束。凱撒獨裁實為羅馬共和國滅亡的

先聲。公元前４３年，又出現屋大維（Octavius）、安東

尼（Antonius）、雷比達（Lepidus）三人結成的「後三頭

政治同盟」。公元前３０年，屋大維除掉其他二人而成

為獨裁者，至此，軍事獨裁的君主專制政權終於在羅馬

建起，羅馬共和國最後滅亡，羅馬帝國時代開始。

羅馬帝國 

公元前３０年至公元４７６年的古羅馬奴隸制君主專制

國家。公元前２至１世紀，羅馬共和國發生危機，經過

一個世紀的內戰，共和國最後崩潰，建立起軍事獨裁的

專制帝國。公元前３０年，屋大維建立元首政治（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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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制－－Princeps），標志羅馬帝國的開始。羅馬帝國時

代分為三個階段：前期羅馬帝國、３世紀危機時期、後

期羅馬帝國。（一）前期羅馬帝國（公元前３０年至公

元１９３年）：包括奧古斯都元首統治（公元前３０至

公元１４年）、克勞狄王朝（公元１４至６８）、夫拉

維王朝（公元６９至９６）、安東尼王朝（公元９６至

１９２）。前期帝國時代，羅馬社會處於相對穩定時

期，隸農的盛行使奴隸制生產關係得到局部改造，因而

使經濟有所發展。此時帝國疆界東起幼發拉底河，西至

西班牙、不列顛、南達北非、北至多瑙河、萊茵河。３

世紀危機時期（１９３至２８４）：包括塞維魯王朝

（１９３至２３５）及其後的分裂時期。此時期帝國危

機充份暴露，表現在經濟方面，農業與手工業衰落，商

業和城市經濟蕭條；政治方面，統治階級內訌，人民發

動起義，外族入慘。基督教迅速發展，反映危機深入思

想領域。（三）後期帝國時代（２８４至４７６）：是

帝國由危機走向滅亡的時代。此時羅馬帝國由元首制

（蒲林斯制）轉為多米那制（Dominus－－君主），即以

公開的君主制代替元首制。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約２４３至３１３）和君士坦丁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約２８０至３３７）統治

時期，皇帝權力加強，兩人都進行挽救奴隸制危機的改

革，但奴隸制危機日益加深，人民起義遍及全國。。３

９５年，皇帝狄奧多西（Theodosius，３４６至３９５）

死後，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份，西羅馬帝國以羅馬

為首都，東羅馬帝國以拜占廷為首都。公元４世紀以

後，日耳曼人大舉進攻羅馬，國內人民起義浪潮更加高

漲。４１０年，日耳曼的西哥特人在領袖阿拉里克

（Alaric）領導下，進入意大利，圍攻羅馬城，城內起義

奴隸為西哥特人打開城門，西哥特人攻入羅馬城，掠奪

而去，隨後日耳曼人在羅馬境內相繼建立許多王國，與

此同時，以奴隸為核心的人民革命運動到處發生，西羅

馬帝國處於滅亡前夕。４７６年，羅馬僱佣兵領袖日耳

曼人奧多亞克（Odoacer）廢黜羅馬最後一個皇帝羅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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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Romulus Augustulus），西羅馬帝國遂亡，從此西歐

進入封建社會。東羅馬帝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存在

到１４５３年。

東羅馬帝國

４世紀末羅馬帝國分為東西兩部份，其東半部稱東羅馬

帝國，因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臘殖民城市拜占廷

舊址，故亦稱東羅馬帝國為拜占廷帝國或拜占廷。中國

古時稱之為拂菻或大秦。４世紀初，羅馬帝國危機，舊

都羅馬漸失其政治中心作用。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於３３０年將首都遷往經濟發達的東

方，以博斯普魯斯沿岸的拜占廷為新都，並改名為君士

坦丁堡。此後，東、西帝國走向分裂。３９５年，皇帝

狄奧西一世（Theodosius I）逝世，東、西兩帝國正式分

裂，此為東羅馬帝國獨立存在之始。西羅馬帝國４７６

年滅亡，東羅馬帝國繼續存在。東羅馬帝國的統治中心

在巴爾幹半島，其疆域還包括：小亞細亞、敘利亞、巴

勒斯坦、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份。

該帝國奴隸制危的影響甚微，城市日趨繁榮，首都君士

坦丁堡地理位置優越，扼黑海出海口，又兼歐、亞陸地

之橋樑，為中世紀東西交通要道，全世界船隻雲集於

此，馬克思稱之為「溝通東西方的金橋」。亞歷山大里

亞（Alexandria）安提拉（Antera）等大城市，亦堪稱工

商業發達的經濟中心。皇帝查士丁尼統治時期（５２７

至５６６），實行一系列反動政策，對內編纂法典，加

強統治；對外進行武力征服，佔領了北非、意大利等

地，以重建羅馬帝國，恢復奴隸制度。但此時奴隸制在

西方已不合時宜，其倒行逆施終於破產，西方領地逐漸

喪失。７世紀初，阿拉伯人興起，東羅馬帝國先後喪失

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北非及南意大利和

西西里島，帝國版圖大為縮小，面臨崩潰。７至１２世

紀是拜占廷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其封建

為帝國早期的封建因素和斯拉夫人農村公社制度相結合

的產物。１１世紀末封建關係最終確立，大貴族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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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尋至封建分裂傾向的加劇。１２世紀末帝國日趨

衰弱，外族入侵，領土日蹙。１２０４年４月，第四次

十字軍東征，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對該城進行空前野蠻

的洗劫，著名建築物和古代珍品橫遭破壞，西歐侵略者

在此建立拉丁帝國，東羅馬帝國雖在１２６１年復國，

但領土更小。國勢日衰。１４世紀商品貨幣經濟發展，

貨幣地租盛行，資本主義手工工場出現，由於帝國的反

東統治和外族入侵，阻礙了歷史的發展進程。１４世紀

末，工商業開始衰落，封建剝削沉重，城市人民不斷起

義反抗。在帝國岌岌可危之時，土耳其人不斷向帝國進

攻，１４５３年４月，土耳其人以二十萬大軍和三百艘

戰船圍攻君士坦丁堡，人民英勇抗戰，激戰五十六天，

總因眾寡懸殊，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不久土耳其蘇丹在

此建都，並將其改名為伊斯坦布爾。１４６１年又征服

東羅馬的全部領土，帝國最後滅亡。其蘇丹在此建都，

並將其改名為伊斯坦布爾。１４６１年又征服東羅馬的

全部領土，帝國最後滅亡。

　

耶穌時代的背景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ce.fhl.net/liang/jesus/js-001.

htm，不代表本站立場）

羅馬的影響─政治

耶穌時代，猶太人在政治方面受羅馬統治，在文化方面

則受希臘影響，再加上猶太本身傳統的宗教，就形成耶

穌所處之時代的背景。羅馬對它所征服的地方，安定的

省份由元老院管理，指派省長統治，常有暴亂的則由皇

帝直接派軍隊駐守，由提督、巡撫或地方長官管治。

大希律靠其政治手腕被羅馬皇帝委任為猶太人的王，他

曾經要殺嬰孩耶穌，沒有成功。他死了以後，遺囑將王

國分給他三個兒子。當然，這還需經過奧古斯都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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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亞基老 管理猶太、撒馬利亞和以土買等地，他不

能稱為王，只能稱為總督(ethnarch)。 希律安提帕 管理加

利利和比利亞，他的地位是分封王(tetrarch)，權力比總

督小。腓力 I 管理巴勒斯坦北部及東北部，包括特拉可

尼，以土利亞等地。 亞基老就是馬太福音 2:22 所記載的

那位，但他不受猶太人歡迎，又任意更換大祭司，猶太

起而反抗，到處都有暴動。後來猶太人向羅馬皇帝極力

請願，皇帝就將他免職放逐，改派巡撫來管理猶太地。

所以在新約時期，有時提到王，有時提到巡撫。希律安

提帕就是娶其兄弟腓力 II 之妻希羅底，並殺死施洗約翰

的那一位。耶穌在世時大部份時間在加利利，就是在希

律安提帕的管轄區。他聽到耶穌的名聲，以為是施洗約

翰從死裡復活，想要殺耶穌，耶穌稱他為狐狸(路 

13:32)。希律安提帕曾經向皇帝陳情，希望獲得更大權

勢，但被懷疑具有野心，最後被羅馬皇帝放逐，死於異

域。腓力 I 是唯一做得比較好的一個王，任內諸多建

樹。他不是希羅底原來的丈夫腓力，但他娶希羅底女兒

撒羅米為妻。他為紀念羅馬皇帝奧古斯都重建古城班尼

亞(Panias)，改名為凱撒利亞(Caesarea)，但為與其他同名

城邑有別，這城被稱為凱撒利亞‧腓立比(太 16:13)(註 

7)。稅吏是替羅馬政府收稅的。通常皇帝只訂一個數

目，全權委託稅吏辦理，稅吏常任意訛詐人，多收的歸

自己口袋，故為猶太人所痛恨。

希臘的影響─文化

希臘文化隨著亞歷山大帝的東征而帶到巴勒斯坦，這些

文化和當地文化結合，產生了以希臘文化為主的混合文

化，史學家稱之為「希臘化文化」(Hellenism)。當地的城

市，不但希臘式建築十分流行，希臘文也成為朝廷與民

間通用的語言。這種情形在羅馬統治以後，並未改變。

希臘文化可以說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新約就是

用希臘文寫成的，所以它能夠很快地流傳到各地。

希臘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崇尚自由、民主與獨立的精神，

其文學、藝術亦十分發達。希臘人為了解答人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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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了禁慾的斯多亞主義和享樂的伊匹鳩魯派；同時還

有智慧主義，新柏拉圖主義，犬儒主義，懷疑主義等各

個哲學門派。而希臘人生性好奇，約翰福音 12:20-21 記

載有幾個希利尼人要來見耶穌，希利尼人就是希臘人。

當使徒保羅來到希臘的雅典傳福音時，當地人都很好奇

地要來聽聽看他要說些什麼(徒17 章)，這都顯示出希臘

人好奇求知的特性。 

猶太的傳統─宗教

希臘文化帶給猶太人的衝擊是，他們能否同時接受希臘

文化，而仍然忠於他們傳統的信仰。猶太人有的受希臘

化影響較深，思想比較自由，比較追求物質享受，這種

人大多散居在各地；有的思想比較保守，抗拒希臘文

化，這些人多居住在猶太本土。耶穌當代猶太人的宗教

集團和黨派可分下列幾種：

祭司：祭司的職責原是獻祭、傳達上帝的旨意並教誨民

眾。以色列人從巴比倫歸回以後，沒有王，外邦人也不

希望大衛王室抬頭，祭司的權力便逐漸擴張而擁有政

權。馬加比革命之後所建立的王朝更是祭司主政。但是

在政治環境爭權奪利的風氣之下，祭司也難保清高。而

外來的統治者有時任意廢大祭司，另立新祭司，甚至還

有人用錢收買而得大祭司職。

文士：文士原是抄寫律法的人，由利未人擔任，他們保

存聖經，不遺餘力。以色列人被擄分散在各處設立會堂

時，文士研讀並解釋律法，在教導百姓遵行律法上扮演

極重要角色。像以斯拉就是文士，又是祭司。但是後來

祭司慢慢忽略律法，文士就與祭司分開，而形成另一個

專業。

法利賽人：法利賽人的意思是「分別出來」，他們是與

當政者不合而分離出來的一班虔誠人士，約在公元前 

150 年形成。他們遵行律法，相信死人復活。在耶穌出生

前一世紀，法利賽人中有兩位極具影響力的大拉比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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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法利賽的兩大學派，由希列(Hillel) 和沙買(Shammai)所

領導。希列生於巴比倫，後來遷居耶路撒冷，對律法採

取比較自由的態度。沙買這一派比較嚴格，他們反對那

些傾向羅馬的政黨，同情並贊助謀求國家獨立。使徒保

羅的師傅迦瑪列乃是希列的孫兒。

撒都該人：撒都該人可能源自所羅門王時代的撒都，他

們多為祭司階層的人，可以說是當時的執政者與權貴。

他們崇尚理性，只接受摩西五經，不相信死人復活，反

對法利賽人在律法之外又加上許多遺傳。其實撒都該人

的興趣在於政治，多過宗教。

以上四種人，文士和祭司是一種職業，法利賽和撒都該

則為一種黨派。文士多半為法利賽人，但亦有少數為撒

都該人；祭司則多半為撒都該人，亦有少數為法利賽

人。此外，在新約聖經中還提到希律黨和奮銳黨。希律

黨是擁護希律做王的人；奮銳黨主張與羅馬對抗，不惜

使用武力。但到公元第二世紀猶太覆亡之後，大部份的

黨派都消失無蹤，只有法利賽黨存留下來。

主耶穌降生時，正值羅馬人統治，但希臘文化瀰漫羅馬

帝國各地，這正是福音傳播的最佳時機。

　

召會歷史簡介－第一篇　介言

一　歷史的意義：

人類歷史錯綜複雜，千頭萬緒，許多人研究一生，雖然

掌握許多資料，但對歷史基本意義，並無認識。要認識

歷史，必須抓緊綱領，認定原則路線。歷史首先告訴我

們，神主宰之手支配人類一切生存行動，（徒十七

26，）其目的為成全祂永遠的經綸。

基督升到天上，並且在祂的升天裡得著冠冕並登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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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萬人並萬有的主，管理全宇宙；（徒十36；）作基督

－神的受膏者－以完成神的經綸；（二36；）又作地上

君王的元首，（啟一5，）安排世界的局勢和神所揀選之

人的環境，使他們能蒙祂拯救。

【要完成這些大事，就必須有合式的環境。以釘十字架

的事為例。舊約有豫言題示，主耶穌要掛在木頭上。

（申二一22～23，加三13。）在豫表裡，有掛在杆子上

的銅蛇。（民二一8～9，約三14。）羅馬帝國用釘十字

架來處死最低級的罪犯，以及犯了背叛罪的奴隸。羅馬

帝國用這方法治死主耶穌，成了應驗關於基督之死那些

豫言的工具。

為使基督偉大的成就得以完成，需要羅馬帝國的建立。

我得救後，對研讀世界歷史很有興趣，我將世界歷史與

聖經作比較，這使我更多認識屬靈的事。我研讀世界歷

史，學知許多事的意義。巴別以後，列國開始興起。猶

太人因著得罪神，就在主前六百年左右，當尼布甲尼撒

毀滅耶路撒冷，把許多人擄到巴比倫的時候，失去了他

們的祖國。不久以後，巴比倫的霸權轉移給瑪代波斯。

波斯就是現在的伊朗。波斯帝國控制了先前巴比倫的轄

土，包括以色列地。然後在主前三百多年，馬其頓的亞

歷山大大帝打敗了瑪代波斯，而統治了那些土地。他死

的時候不過三十歲左右。

亞歷山大死後，他的帝國分裂了。其間，在羅馬帝國興

起以前，世上並沒有一個帝國控制地中海周圍的列國。

戰爭和動亂屢見不鮮。逐漸的，羅馬帝國，特別是在猶

流該撤（Julius Caesar）的帥領之下，打敗了周圍列國。

猶流該撒的姪孫屋大維（Octavian），打敗了埃及。因著

這次的征服，地中海周圍一切的土地都歸羅馬統治。屋

大維是猶流該撒收養的繼承人。主前二十七年，屋大維

取了亞古士督的稱號，成了第一位皇帝。

基督就是在亞古士督掌權時出生的。路加二章一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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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出了一道詔諭，叫普天下的

人都申報戶口。』主耶穌出生於羅馬帝國第一位正式該

撒的管治之下。在基督的時代，該由羅馬帝國統治地中

海一帶，這乃是神的命定。

羅馬對那戰爭地區所下達的命令，使主耶穌可以平安的

出生於人類中間。羅馬的死刑方式－十字架，也使論到

主受死的豫言得以應驗。

到了基督復活升天之後，福音的開展因著共同的語言，

單一的管治、道路，以及羅馬所建立的國內秩序，大得

便利。

希臘文是知識階層的語言。雖然新約幾乎全是猶太人所

寫（路加是惟一的例外），卻是用希臘文，而不是用希

伯來文寫的。甚至在羅馬帝國興起以前，約在主前三世

紀，希伯來文的舊約就譯成了希臘文。這譯本稱為七十

士希臘文譯本，是由埃及亞歷山大的七十位學者所譯

的。主耶穌在地上時，多次的引經都是出自七十士希臘

文譯本。

羅馬將所征服的土地稱為省；譬如加拉太省、亞西亞

省、亞該亞省與馬其頓省。因這些省都隸屬羅馬，所以

人民越境自由，不受限制。這樣的環境對出外開展福音

的人極其便利。此外，船隻可航越地中海；陸運方面，

羅馬人建築了貫穿整個帝國的道路。

四境的平安與秩序進一步鼓勵人旅行，因而有助於福音

的開展。搶劫的事受到控制。旅行相當安全，不必懼怕

遭到路劫或殺害。羅馬公民在法律的充分保護之下。保

羅自己曾經聲明這項權利。他要被鞭打的時候，向百夫

長鄭重聲明說，『人是羅馬人，又沒有定罪，你們就鞭

打，這是合法的麼？』（徒二二25。）千夫長『既確知

他是羅馬人，又因為捆綁了他，也害怕了。』（徒二二

29。）後來他自己的同胞猶太人在非斯都面前控告他，

他就聲明他羅馬公民的權利，且上訴於該撒。（徒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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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他因此受到了保護。

神豫定羅馬帝國提供環境，使救贖能其在中完成，福音

能在其中開展。】（世界局勢與神的行動四至七頁）

神既然在這地上有一個目的要完成在人身上，祂當然有

最高的權柄和能力來安排人類歷史的局勢。我不相信許

多教世界歷史的教授，知道人類歷史的意義。他們大多

只有照著世界知識而有的認識。必定很少人有這樣的觀

念：世界局勢與神的行動息息相關。

實際上，世界局勢是在神的安排之下。是神定準某個民

族的時期，要他們作這事或在那裡；是神劃定各國的疆

界；（徒十七26；）也是神興王廢國。這不僅從聖經看

是明顯的，就是從歷史的事實看也是明顯的。

神安排一切環境，目的為成功神的經綸，具體來說乃是

為成功四件事：

1 成功救贖。

2 推廣福音。

3 傳揚新約完成的職事。

4 建造基督的身體。

二　豫言支配人類歷史：

舊約但以理書，寫於公元前六○五年，時值巴比倫帝國

當權時代，但以理書第二章題及一大人像，豫言人類歷

史往後二千六百年。（但二31～33，38～45。）

大像的頭部，就是第一個獸，是指巴比倫帝國（公元前

六○五年至五三九年）。大像的胸膛和膀臂，就是第二

個獸，代表瑪代波斯帝國（公元前五四九年至三三○

年）。瑪代和波斯就像兩隻膀臂，卻是一個帝國。大像

的肚腹和腰部，就是第三獸，象徵馬其頓和希臘帝國

（公元前三三六年至三二三年）。我們看過，亞歷山大

大帝死後，這帝國分成了四個部分：（一）多利買

（Ptolemy）國，包括埃及、古利奈、古勞敘利亞、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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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的一部分；（二）加山得（Cassander）國，包馬

其頓和希臘；（三）呂西馬古（Lysimachus）國，包括色

雷斯、庇推尼西的西部、小弗呂家、每西亞、里底亞等

地；（四）西流基（Seleucus）國，包括小亞細亞的其餘

部和敘利亞（公元前三二三年至三十一年）。大像的兩

腿，就是第四個獸，乃是羅馬帝國（公元前三十年至公

元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的領土，包括了高盧、西班

牙、不列顛、義大利、北非的西部等地；而東羅馬帝國

則包括了馬其頓、希臘、色雷斯、小亞細亞、敘利亞、

猶太、埃及、北非的東部等地。到公元四七六年以後，

羅馬帝國中斷了。在這中斷期間，就是在兩腿之後與十

個腳指頭之前的這期間，羅馬天主教頂替了羅馬帝國。

關於羅馬帝國，聖經還有其他豫言，但以理書八章題到

四個獸，代表古代四個帝國，其中第四獸指羅馬帝國，

到啟示錄十三章，又題起這獸，啟示錄十七章，說到這

獸，更加清楚。

獸是羅馬帝國，特別是敵基督，就是羅馬帝國要來的第

七位該撒。啟示錄十七章八節說，『你所看見的獸，先

前有，如今沒有；牠將要從無底坑裡上來，又要去到滅

亡。』獸就是敵基督，在約翰寫本書之前，是以該撒尼

羅的身分出現，所以說『先前有；』但在約翰寫本書

時，尼羅已經死了，所以說『如今沒有。』牠將要從無

底坑裡上來，含示尼羅的靈現今是在無底坑裡，並且將

要從無底坑裡上來，附著被殺且復甦之敵基督的身體，

如十三章三節所指明的。獸的顏色是朱紅色。（啟十七

3。）朱紅色就是深紅色，是大龍的顏色。（啟十二

3。）獸和龍的顏色相同，指明敵基督在外表上與撒但是

一。

這獸滿了褻瀆的名號。（啟十七3。）獸的七頭所象徵的

七位該撒，都自稱為神，這對神全然是褻瀆。這些該撒

僭取神格，要求他們的百姓拜他們；凡不拜他們的就遭

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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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也指明獸有七頭。九節說，『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

的七座山。』羅馬城建造在七座山上，這七座山是由妓

女所騎之獸的七頭所表徵的。

論到七座山，就是獸的七頭，十節說，『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經傾到了，一位還在，另一位還沒有來到，他來

的時候，必須存留片時。』七位王指羅馬帝國的七位該

撒。按照歷史，羅馬帝國共有十二位該撤，敵基督將是

第十三位。在這十二位該撤之中，只有六位列於啟示錄

的豫言裡。前五位已經傾倒了，就是說，他們都不得善

終。（士三25，撤下一10，25，27。）這五位是猶流

（Julius）、提庇留（Tiberius）、加利古拉（Caligula）、

革老丟（Claudius）和尼羅（Nero）。在約翰寫啟示錄之

前，他們都已經被殺或自殺了。第六位多米田

（Domitian），後來也遭殺害，但約翰寫啟示錄時，他

還活著，所以這裡說他還在。另一位，即第七位，就是

敵基督，當時還沒有來到。他來的時候，必須存留片

時，然後被殺，並憑第五位，就是尼羅的靈復甦，成為

第八位。

十一節說：『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就是第八位；

牠是出於那七位，且要去到滅亡。』敵基督是要來的第

七位該撤，但也是第八位。照十三章三節看，敵基督要

被殺並要復甦。復甦時，尼羅（第五位該撒）的靈要從

無底坑裡上來，進入敵基督（第七位該撒）已死的身

體，使那屍首有生氣得復甦，冒仿基督的復活。這由第

五位和第七位該撒所組成的，就是第八位。因此，他是

出於那七位，有第七位的身體和第五位的靈，所以更能

幹、更聰明、更有能力迷人、惑人、誘人，把那些不信

基督的人全都騙去。難怪人看見這樣一位奇特的人物，

都覺得希奇而跟從他。（啟十七8，十三3。）

我們觀看古羅馬帝國歷史，一一應驗聖經豫言，證明人

類歷史，皆在神主宰權柄支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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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豫言，羅馬帝國歷史，直接影響人類前途，與將要

來臨之敵基督者大有關係，讀經者對此不可不知。

召會歷史簡介－第二篇　召會歷史

在啟示錄二至三章裡有七個教會。這七個教會，都是當

約翰寫啟示錄時，在小亞細亞的七個教會。那時在小亞

細亞有很多的教會，但是神從小亞細亞這麼多的教會當

中，特別揀選出這七個教會來。神的目的，乃是要將這

七個教會拿來作豫言的教會。因為一章三節告訴我們

說，這一本書是豫言。所以神就揀選這七個教會，豫言

說，教會的道路在地上到底是怎樣的。

我們為甚麼要特意讀啟示錄二、三章呢？這有很大、很

深的緣故。因為神在這兩章裡給我們看見，教會在二千

年來到底要經歷甚麼；也給我們看見，甚麼種的教會是

祂所定罪的，甚麼種的教會是祂所喜歡的。所以，我們

非明白啟示錄二、三章不可。只有當我們明白啟示錄

二、三章之後，我們纔知道到底教會的道路要如何；纔

知道我們該在甚麼種的教會裡，作甚麼種的人，纔能討

主的喜悅。啟示錄二、三章是說到教會的道路，注意的

說到教會的事要怎麼作纔能討主喜歡。如果我們不明白

啟示錄二、三章所記載的事，我們就不能作一個好的基

督徒。

【在啟示錄二、三章七封書信所記的，乃是當時在亞西

亞七個召會（一4）真實的光景。然而，本書既是一本表

號的書，帶有豫言的性質，這七個召會的光景也就是表

號，豫言性的表徵召會在七個時期的進展。第一封書信

是寫給在以弗所的召會，提供一幅第一階段的初期召會

末了的圖畫，時間在第一世紀末。第二封書信是寫給在

士每拿的召會，豫表在羅馬帝國逼迫下受苦的召會，從

第一世紀末至第四世紀初康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為國

教為止。第三封書信是寫給在別迦摩的召會，豫表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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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聯婚）的召會，從康士坦丁接納基督教，至第

六世紀後期教皇制度建立為止。第四封書信是寫給在推

雅推喇的召會，豫言性的描寫背道的召會，從第六世紀

後期教皇制度確立，直到這世代末了，基督回來為止。

第五封書信是寫給在撒狄的召會，豫表更正教，從十六

世紀初的改教運動，直到基督回來為止。第六封書信是

寫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豫言弟兄相愛的召會，就是正

當召會生活的恢復，從十九世紀初弟兄們在英國興起，

在宗派與分裂的制度以外實行召會，直到主第二次顯現

為止。第七封書信是寫給在老底嘉的召會，豫繪十九世

紀中弟兄們墮落後的召會生活，從十九世紀末，直到主

回來。】（啟示錄生命讀經一三三至一三四頁）

我們若在這七封書信的光中研讀召會歷史，就會看見這

七封書信向我們陳明一幅召會所已經經過，並將要經

過，直到主來之各時期的圖畫；其中的次序非常奇妙，

每一時期相當於七個召會中的一個。因此主給七個召會

的七封書信，乃是描述召會的時期。

在這七封書信中，神都呼召得勝者。得勝者就是歷世歷

代在這一切墮落光景中被分別出來的一班人。簡單來

說，召會歷史就是描寫歷代教會的墮落與得勝者的產

生，得勝者乃是成功神旨意的一班人。

神至少要花七千年完成祂的計畫，從舊造裡得著新造。

祂要用四個時代作成這事，因為人類在神面前失敗了。

一　在法前時代亞當族類的失敗

神創造了亞當，這意思是說，神揀選亞當和他的後裔，

作神產生新造的憑藉。但最終亞當的族類在洪水時候，

成了肉體。（創六3上。）在洪水的時候，人在神眼中完

全成了犯罪醜陋的。以後，亞當的族類在巴別與撒但成

為一。（創十一4～9。）人成了屬撒但的。然後神進來

揀選亞伯拉罕，使神能得著一個新的族類，就是蒙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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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類。

二　亞伯拉罕族類屬地後裔的失敗

但即使這新的族類，就是蒙召的族類，也就是亞伯拉罕

族類屬地的後裔，也失敗了。他們棄絕了神和祂的舊

約，（耶二13，十一10下，）揀選了撒但和他的國。

（十一10上。）

三　亞伯拉罕族類屬天後裔的失敗

亞伯拉罕有兩種後裔。一種是由塵沙所表徵。創世記十

三章十六節告訴我們，亞伯拉罕的後裔要像地上的塵沙

那麼多。這些是他屬地的後裔，也就是按著肉體的猶太

人。亞伯拉罕第二類的後裔，按照創世記十五章五節所

說，要像天上的星那麼多。這些乃是新約的信徒，是亞

伯拉罕屬靈、屬天的後裔。加拉太六章十六節說，我們

這些新約的信徒，乃是神屬靈的以色列。

亞伯拉罕屬天的後裔也失敗了。他們在享受經過過程之

三一神的事上失敗，（參林後十三14，）被撒但藉著

罪、己、世界、和宗教世界所敗壞。（約壹三8，太十六

24，約壹二15，加一4，六14。）在保羅後期的書信中，

並在啟示錄二、三章裡給七個召會的七封書信中，我們

看見到了第一世紀末了時，召會已經墮落了。因此，受

造的族類失敗了，蒙揀選的族類，就是亞伯拉罕屬地的

後裔失敗了；亞伯拉罕屬天的後裔也失敗了。這就是為

甚麼主耶穌在啟示錄裡來呼召得勝者。祂在啟示錄二、

三章給七個召會的七封書信裡，七次呼召得勝者。（二

7，11，17，26～28，三5，12，20～21。）祂正在呼召我

們這些信徒，就是天上的星，亞伯拉罕屬天的後裔，作

得勝者。

在亞當族類的身上，神受了損失。在亞伯拉罕屬塵沙的

族類身上，神受了損失。在亞伯拉罕屬天的後裔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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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受了損失。但在最後一班人，就是得勝者身上，神

贏得了勝利。在聖經最後一卷，就是啟示錄裡，我們看

見基督得著一班得勝者，而這班得勝者最終成了神的一

大成功。

四　基督從亞伯拉罕族類屬天的後裔中呼召得勝者，為

著國度的時代

基督從亞伯拉罕族類屬天的後裔中呼召得勝者，為著國

度的時代，以終極完成神的經綸，並帶進基督與神的

國。（啟十一15。）今天有些基督徒在歎息召會可憐、

失敗的光景。表面上雖然是如此，但隱藏的說，歷世紀

以來已經有許多班的得勝者。我相信在我們中間也有一

些得勝者。我能從我的深處見證，有一些與我多年在一

起事奉的聖徒，乃是得勝者。我們不該以為召會完全失

敗了。表面上，召會是失敗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有

一班聖徒與呼召者基督站在一起，要成為祂的得勝者。

得勝者要終極完成神的經綸，至終要帶進神的國。作為

得勝者，我們不活自己。我們乃是活神。當我們活神的

時候，我們就征服一切的遭遇。在哥林多前書，保羅囑

咐聖徒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十六13。）保羅的話不

僅是給在哥林多的弟兄們，也是給姊妹們。我們都必須

是這樣剛強，作大丈夫的人。我們該忘掉自己，因為神

在我們裡面。我們必須勝過、征服我們一切的遭遇。然

後我們必須制伏我們的環境。這就是帶進並擴展神的管

治，也就是帶進神的國。被動的等候神國來臨是錯誤

的。神需要一班得勝者征服遭遇，制伏環境，好帶進並

擴展神的管治，以帶進神的國。

十二使徒的下落

在主耶穌釘死復活以後，那些從前跟隨祂的門徒，領受

了主的托咐，將福音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境、撒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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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傳遍地極，作主復活的見證人。其中猶大因出賣耶

穌，其使徒職分由馬提亞接替（徒一26）。根據古老的

教會傳統，使徒們後來分成三組：彼得、安德烈、馬太

和巴多羅買到黑海一帶傳道，多馬、西面、德丟

(Thaddeus)到了帕提亞，約翰和腓利前去小亞細亞。優西

比烏的教會史亦記載多馬來到帕提亞，安得烈去了西古

提，約翰則待在亞西亞，並在不久後死於以弗所。彼得

走遍了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庇推尼及亞西亞，傳

福音給四散的猶太人，最後回到羅馬，倒釘十架而死。

一、雅各 （James）

西庇太的兒子，使徒約翰之兄，當時被稱為「大雅

各」。雅各是第一位殉道的使徒，行傳記載了他的殉

道：「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用刀殺了約翰的

哥哥雅各。」（徒十二1~2）。根據優西比烏的教會史，

革利免曾於其Institution (即Hypotyposes)的第七冊中記

載，雅各在殉道之前，喜樂盈溢，毫無畏懼。引他到審

判台的人，因看到此景，深受感動而公開承認自己是基

督徒。兩人一同被帶去赴死的路上，那人要求雅各赦免

他，雅各考慮了一下，回答說，「平安歸於您。」並親

吻他，然後他們同時被斬首。

二、約翰（John）

根據約翰福音，約翰是主耶穌所愛的使徒，並在十字架

下受託照顧耶穌母親馬利亞。在五旬節召會成立以後，

約翰、彼得和主的肉身兄弟雅各三人，成為耶路撒冷教

會的柱石（加二9）。約翰所寫的五卷書信，皆被列入新

約正典裏。歷史告訴我們，約翰在多米田皇帝逼迫期

間，被放逐到拔摩海島，並在那裡看見異象，寫成啟示

錄。根據愛任紐、革利免、耶柔米等教父的記載，使徒

約翰從拔摩海島釋放出來後，仍繼續在以弗所傳揚福

音，建造召會。約翰晚年滿了愛心，帶給弟兄們許多安

慰。他年老不能走動時，便由人抬到聚會之處，每次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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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會的背景─古羅馬帝國

到均提及：「小子們哪！你們要彼此相愛！」最後一次

的講道，也是這兩句話，講完之後，就在講臺上安然離

世。

三、彼得（Peter）

西門巴約拿，後被耶穌改名磯法－即彼得。主耶穌釘死

復活之後，彼得曾帶領門徒回去打漁，後在提比哩亞海

邊，遇見主向他顯現。五旬節那天，彼得剛強為主作見

證，開啟了猶太人的門，後又受主啟示，在哥尼流的家

中，開啟了外邦人的門。彼得與雅各、約翰同為耶路撒

冷的長老，為初期召會極具影響力的使徒。根據殉道者

猶斯丁的記載，彼得在革老丟年間到達羅馬，然而行傳

告訴我們，主後44年（徒十二3），51年（徒十五），彼

得都應在耶路撒冷。之後他到了安提阿（加二11），並

在小亞細亞一帶服事，甚至曾經轉往巴比倫一帶（彼前

五13）傳道。保羅於主後六十年寫信給羅馬教會時，並

未提及彼得在當地，因此彼得在革老丟年間到羅馬的證

據相當脆弱。彼得應是在他殉道前（主後64年）不久抵

達羅馬。

彼得晚年在羅馬竭力廣傳福音，因他熱切傳道的影響，

許多人離棄偶像，歸向真神。據說彼得以羅馬郊外的

「地下墓窟」作為傳道之所，避免引起羅馬政府的注

意。後來暴君尼羅大肆逼迫，並下手捉拿彼得。根據革

利免與愛任紐的說法，保羅與彼得幾乎同時在羅馬殉

道。據說彼得被處死前，曾對刑史作如此的要求：「請

把我倒過來釘在十字架上，我的主曾為我豎在十字架

上，我不配像他一樣受死。」特土良是首位提到彼得釘

十字架的教父，俄利根更進一步的提到，彼得乃是倒釘

十架而死。

四、安得烈（Andrew）

安得烈是彼得肉身的兄弟，也是十二使徒之一。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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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會的背景─古羅馬帝國

在耶路撒冷遭遇逼迫時，衆門徒都分散到各處去，安得

烈遂乘船出航，四處傳揚福音。有些教會的傳統認為安

德烈是西古提的使徒，因此俄國教會視安德烈為護衛聖

人(patron saint)。最終，安得烈回到了亞該亞省的帕特

拉，在那裡被釘死殉道。相傳安得烈被釘的十字架為

「X」形，從此此一形式的十字架就被稱為「聖安得烈十

字架」。根據耶柔米的記載，安得烈在上十字架前，對

群衆發表了一篇精采的講論，然後毫無懼色地殉道，使

許多人相信耶穌是主。

五、腓力（Philip）

據傳腓力也和其他使徒一樣，四處傳道。據傳他在小亞

細亞的希拉波立，帶領許多信奉蛇神的人信主，毀壞蛇

神的偶像，遂觸怒官員與以迷信牟利的祭司，而將他下

獄，施以酷刑，最後被倒釘十字架而死。以弗所監督

Polycrates給羅馬監督Victor的信裏，提到了使徒腓力和他

的女兒：「在亞西亞，發光的聖徒已經沉睡，但在主顯

現的末日會再復活。那時主要從天帶著榮耀而來，再次

聚集聖徒。十二使徒之一的腓力和他兩位年老守童身的

女兒，在希拉波立沉睡。腓力另一位活在靈中的女兒，

則葬在以弗所。」

六、巴多羅買（拿但業，Bartholomew）

有些解經家認為巴多羅買可能就是拿但業，因為在十二

使徒的名單中他常與腓力排列一起，又是腓力領他信主

的。雖然聖經並未記載他的言行，但耶穌復活後在加利

利海濱向七個門徒顯現時，拿但業也在內（約廿一2）。

巴多羅買是亞蘭文名字，而拿但業是希伯來文。教會傳

說他在猶太國外多處傳道和行神迹，並將馬太福音譯成

多國語言。印度有傳說稱當保羅在西亞傳教時，使徒多

馬和巴多羅買開始向東方傳教。前者在印度，巴多羅買

則進而到了中國。巴多羅買最後在亞美尼亞被異教徒棍

打、釘十字架、再用刀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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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會的背景─古羅馬帝國

七、多馬（Thomas）

多馬又名低土馬，人們稱他為「多疑的多馬」，因為他

曾對主的復活「非見不信」（約廿四25）。根據教會歷

史記載，在主復活後，多馬與西面、德丟（Thaddeus）

三人前往帕提亞傳道。在使徒時代，帕提亞是一個疆域

由裏海至波斯灣的獨立國家，後來的教會傳統認為多馬

的行蹤甚至超過帕提亞而遠達印度，在那裡傳揚福音，

建立教會，並至終於異鄉殉道。目前在印度不但有一些

以多馬為名的教會，而且還可找到他不少遺迹。

八、雅各的兒子猶大（Judas）或稱達太（Thaddaeus）

達太又名利拜烏或猶大（不是賣主的加略人猶大），是

亞勒腓的兒子。教會傳統相信，達太曾多次乘船遠行傳

道。教父耶柔米也曾提及達太曾到今日土耳其境內，因

治癒國王押迦的重病，而將土耳其人民帶領歸主。至終

因在波斯傳福音，致使當局不滿，遂遭釘十字架處決。

九、奮銳黨的西門（Simon）

西門在跟隨主之前是奮銳黨黨員，是一個個狂熱的愛國

分子，也是個嚴格謹守摩西律法的人。相傳西門除了在

猶太地傳福音外，也曾到過埃及、非洲的古利奈、茅利

塔尼亞、利比亞等。一份法文的文獻記載，西門甚至遠

達大不列顛群島和鄰近島嶼。後來亦在波斯為異教徒所

殺，有種說法是釘十字架而死，也有人說西門是被鋸成

兩段而死。

十、亞勒腓的兒子雅各（James）

亞勒腓的兒子，可能身裁矮小或年紀比亞庇太的兒子雅

各為小，故被稱為「小雅各」。將福音傳到埃及的即是

這位雅各。關於小雅各的下落，遺傳說他在基督徒受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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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會的背景─古羅馬帝國

迫期間，被處鋸刑，身首分離。另也有人說他曾到波斯

傳道，在當地殉道。因聖經上僅記載了他的名字，並未

記載他的事蹟，因此人將其稱為「未被歌頌的使徒」，

是許多寂寂無名的殉道者之一。

十一、稅吏馬太（利未，Matthew）

馬太又名利未，本是一個羅馬政府的稅吏，受猶太同胞

恨惡和鄙視。後著有馬太福音，向猶太同胞傳揚福音。

晚年曾到中東各地、走遍非洲衣索比亞，建立教會，並

在波斯殉道。

十二、馬提亞（Matthias）

耶穌升天後，衆使徒搖簽選出馬提亞，取代了猶大的使

徒職分。馬提亞原是七十門徒中的一位，相傳他在耶路

撒冷殉道，先被人丟擲石頭，後斬首而死。

奧古斯督和平祭壇碑文摘錄

1.十九歲（44BC）時，我基於個人使命，自費編組軍

隊，成功抵擋了獨裁派系的侵略欺壓，捍衛了共和體

制。元老院因而頒令，我可與Gaius Pansa、Aulus Hirtius

（43BC）兩位同列執政官職務，並賦予我最高的統治

權。他們令我出任省長一職，與兩位執政官協調合作，

以確保共和體制之無虞。同年，在兩位殖民官相繼陣亡

後，人民委任我為共和政體之執政官，及三人共政的成

員之一。

2.我藉由羅馬法律（43BC）所建立的法庭，公正的制裁

並放逐了謀殺養父（凱撒猶流斯）的兇手；並且在他們

興兵攻打羅馬共和國時，兩度擊敗他們（42BC）。

3.我率領許多國內外海陸戰役，作為一個勝利者，我總是

保全戰敗者的性命。在不構成安全威脅的情況下，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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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保留這些人的性命，不將他們完全殲滅。發誓效終於

我的羅馬士兵約有五十萬人，其中超過三十萬人，或者

被安置於殖民之地，或者退伍返鄉，均獲得土地或金

錢，作為軍旅生涯之報酬。此外，我也擄掠了許多大小

船隻，其中大於三列槳戰船者，就有六百艘。

4.我接受過五次的大大小小的凱旋儀式，並以君王之姿，

享有二十一響禮炮的禮遇。元老院原本要為我舉行更多

的凱旋典禮，但都被我婉拒。每當我在戰役後，回到朱

庇特神廟還願時，總是被桂冠與花環團團圍繞。元老院

為我與我的副將所戰勝的海陸功績，舉行過五十五次的

慶典，向諸神獻上感謝；光是他們所頒布過的感恩日

數，就有八百九十日之多。在我的凱旋式中，曾有九位

的王（或幼王），在被擄的行列之中。在書寫此文的同

時，我已出任過十三任的執政官職，執政第三十七年。

5.當我在羅馬與Marcus Marcellus、Lucius Arruntius

（22BC）共同管理執政任務而缺席時，元老院與人民尊

我為帝，但遭到我的婉拒。我在玉米荒饉之時，一肩扛

起糧食供應之責，在數年內，以一己之力與個人之財，

將全市從不安與切身的危難中拯救出來。他們有意使我

的執政官職改為終身制，但遭我婉拒。

6.在與Marcus Vinicius、Quintus Lucretius（19BC），

Publius、Gnaeus Lentulus（18BC），和Paullus Fabius 

Maximus、Quintus Tubero（11BC）等執政官實行三人共

政時，元老院和羅馬人民認為我應成為羅馬法律及道德

的最高統帥，擁有無上之權利，但我不願意接受任何違

背羅馬慣例的官職。我在執政的道德中，執行元老院賦

予我的職責；我五度主動要求並接受元老院所指派的共

事者，一同司掌此一職責。

7.我擔任羅馬共和國的三位執政者之一，長達十年之久。

直至書寫此文的今日，我已執掌政務長達四十年。我是

祭司長、預言家、quindecimvir sacrisfaciundis，septem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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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ulonum，frater arvalis，sodalis Titius，fetialis。

8.在我第五任的執政官期內（29BC），我遵照人民和元

老院的指示，增加了貴族的人數。我三度修正元老院的

名冊。我與Marcus Agrippa共政的第六年（28BC），著手

進行了人口普查，該普查距上次普查時間為四十二年，

共有四百零六萬三千人登記成為羅馬公民。第二次，在

與Gaius Censorinus和Gaius Asinius共政期間（8BC），我

以執政官的統治權，再度進行人口普查，該次計有四百

二十三萬三千人登記成為羅馬公民。第三次，在與Sextus 

Pompeius和Sextus Appuleius共政期間（14AD），我和我

的兒子該撒提庇留（Tiberius Caesar），一同進行人口普

查，該次共計有四百九十五萬七千人等登記成為羅馬公

民。藉由我所提議的新法規，許多現已遺失的古老典

範，得以被恢復並實行，我也多方將其傳遞給後代子

孫，使其效之。

10.元老院將我的名字置入Salii聖詩中，按照法典，我將

成為永遠神聖的，並且終身為三人共政之執政者之一。

當人民要求我繼任養父的祭司職分時，我加以婉拒，避

免在共政者尚且在世時，成為其轄區的至高祭司。數年

之後，當有心人士在國內製造騷動，趁機奪取祭司一職

時，我在與Publius Sulpicius和Gaius Valgius（12BC）共政

期間，接受了這個祭司職分。全義大利人民對我一致的

支持與擁護，是羅馬史上從未見過的。

12.執政官Quintus Lucretius，以及數名領導人士，在元老

院的指示下，帶同數名行政官與護民官，到坎佩尼亞來

見我，直至今日，除我以外，尚未有人得此殊榮。與

Tiberius Nero和Publius Quintilius（13BC）共政任內，在我

自西班牙和高盧返家途中，元老院決議在Campus Martius

旁興建一個奧古斯督和平祭壇，並諭令治安官、祭司、

和維斯塔的聖女們，在此獻年祭，以慶祝我的凱旋。

13.依照慣例，在羅馬戰爭勝利，全國四境昇平之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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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將Janus Quirinus大門關閉。從羅馬建國到我出生之

日，根據記載，此門僅關閉過兩次。然而，在我執政任

內，在元老院的決議下，此門關閉過三次。

24.在戰爭勝利之後，我修復亞細亞各省各城，在戰爭期

間，為敵人所破壞、掠奪的廟宇。羅馬城內關於我的銀

像，無論是立像、騎馬像、或是戰車像，我都將其盡

除，並將變賣得來的錢，在我自己的名，並以那些為我

立像之人的名裏，獻給阿波羅神殿。

25.我使海域安寧，遠離盜匪之災。在海戰中，我俘虜了

三萬個從主人手下逃脫，起兵對抗羅馬共和的奴隸，將

他們交還給他們的主人受審。全義大利自願效忠於我，

並且要求我在後來大勝的Actium戰爭中，作他們的統

帥。

26.我擴張羅馬帝國的版圖，收復了一切犯境之民。我將

和平帶給高盧、西班牙、德國以及地中海沿岸，從

Cadiz，一直到易北河口。我保全了阿爾卑斯山一帶的和

平，從鄰近的亞德里亞海，直到多斯尼加海，並且從未

對任何人發動過不義的戰爭。我的艦隊從萊因河口東

航，直到辛布里人的領土。無論是海路或是陸路，都從

未有任何羅馬人到過這個國家。辛布里、Charydes、

semnones、以及那地區的德意志人民均差遣使者，尋求

與我並與羅馬人民建立友誼。在我的命令與指揮下，幾

乎在同一時間，有兩支軍隊被打發到衣索比亞與Arbia 

Felix。在戰役之中，兩國的敵軍均嚴重傷亡，許多城市

遭我軍佔領。在衣索比亞方面，甚至遠至Meroe附近的

Nabata，而Arabia方面，我軍長驅進入Sabaeans的版圖，

遠至Mariba城。

27.我將埃及納入羅馬版圖。我原可在亞美尼亞國王

Artaxes被殺後，將其納為羅馬帝國的一省，我卻寧可遵

照先祖所設之慣例，將王國交予Artavasdes王的兒子，

Tigranes王的孫子Tigranes，當時是我的繼子Tiberius N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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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此事。當那些亞美尼亞人叛亂時，我的代理人，我

兒該猶將其平定，使其歸服其王，Artabazus的兒子，

Medes的王Ariobarzanes，並在其死後，將王國交給他的

兒子Artavasdes。在Artavasdes被殺後，我將王國交給了

Tigranes，亞美尼亞皇室的後裔。我收復了亞得里亞海朝

東的所有省份，以及其中最大的古利奈。我先前已經收

復了西西里和薩丁，這兩個在解奴戰役中被佔據的地

區。

30.在我執政以先，從未有過羅馬軍隊敢與之交兵的

Pannonian人，已藉由我的繼子兼副將Tiberius Nero所征

服。我將他們納入羅馬帝國，並將依利亞克姆的疆界，

向外擴充至多瑙河岸。當Dacians的軍隊越過多瑙河時，

被我軍擊敗，稍後，我軍渡河，佔領了Dacian，使其臣

服我國。

31.印度國王經常遣使來訪，其羅馬執政者任內所未見

的。頓河彼岸的Bastarnae、Scythians、Sarmatians王，

Albanians王、Iberians、和Medes，均遣使尋求邦誼。

34.在我第六、七任的執政官期內（28-27BC），我平定了

內戰，並被一致推崇為最高領導者，然而我卻將羅馬共

和國的管治權，交給元老院及羅馬人民。因此，元老院

將我尊封為「奧古斯督」。元老院及羅馬人民，以桂冠

和皇冠裝飾我的官邸門面，並在Curia Julia安置了一面金

盾，上刻銘文，以紀念我的勇氣、仁慈、公義與虔敬。

自此以後，儘管我在官銜上，並未凌於其他共政的執政

官，但已整握了決定性的影響力。

35.在我第十三任的執政官期內（2BC），元老院、騎士

團、及全羅馬人民，尊我為「祖國之父」，並決議將此

銘於我的官邸柱廊、元老院、以及奧古斯督廣場中，元

老院為我所立的戰車紀念像之前。此時，我已七十六歲

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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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督大帝陵墓（Mausoleo di Augusto）

地點一：奧古斯督陵墓

奧古斯督（新約譯為亞古士督）屋大維，是羅馬帝國的

開國的第一位皇帝。他是該撒猶流的姪孫，是一個很出

色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結束了共和末期長期動亂的局

面，為羅馬帶進了統一與和平。元老院為了感念他的功

績，便在主前27年，向他進奉「奧古斯督」（Augustus，

意即崇高神聖）的尊號，又將他封為「第一公民」

（Princeps由此衍生出君王prince）、「總司令」

（Imperator由此衍生出皇帝emperor）和「祭司長」

（Pontifex Maximus）等，給予他軍、政、司法等大權，

使他成了名符其實的皇帝，進入了羅馬帝國的時期。

這座巨大的圓形陵墓，直徑約有九十公尺，高約四十四

公尺。裡面除了葬有奧古斯督、皇后麗維亞、和其他親

屬外，續任的提庇留（Tiberio）、革老丟（Claudio）等

幾位與主耶穌地上職事有關的幾位羅馬皇帝，也都葬在

此地。

地點二：奧古斯督和平祭壇

在陵墓附近靠台伯河側，有一座長方形的和平祭壇。主

前9年，奧古斯督打敗了高盧和西班牙。元老院為了慶祝

羅馬帝國結束長期的戰爭，特別興建了這座和平祭壇，

讓奧古斯督每年在這裡舉行祭禮，祈求和平女神為羅馬

帶來永久的和平。

大理石的祭壇上，雕著奧古斯督及其家人、元老院官

員、以及隨從等人的浮雕。墓石上刻有「神聖奧古斯督

的功績」，洋洋灑灑三十五項。除了那些東征西討的戰

績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任內三次戶口普查的紀

錄。文中記載著：「我在與Marcus Agrippa共政的第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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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BC），著手進行人口普查，該普查離上次普查時間

已有四十二年，共有四百零六萬三千人登記成為羅馬公

民。我在與Gaius Censorinus和Gaius Asinius共政期間

（8BC），以執政官的職權，進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共

計有四百二十三萬三千人登記成為羅馬公民。我在與

Sextus Pompeius和Sextus Appuleius共政期間（14AD），與

吾子該撒提庇留（Tiberius Caesar），共同進行了第三次

的人口普查，四百九十五萬七千人登記成為羅馬公

民。」根據路加福音二章一節：「那些日子，該撒亞古

士督出了一道詔喻叫普天下的人都申報戶口」。因著奧

古斯督人口普查的政策，馬利亞和約瑟就從加利利的拿

撒勒上到猶大地的伯利恆，使主耶穌降生在伯利恆的豫

言（彌五2，約七41~42）得以應驗，這是乃是出於神的

主宰。

天廳聖馬利亞教堂（Basilica di S.Maria in Aracoeli）

天廳聖馬利亞教堂位於加比多里山，朱諾（Juno）神廟

的遺址上，緊鄰著羅馬市政廳。相傳當年奧古斯督在這

裡祭神時，有一位巫女向他顯現並豫示：「萬王之王即

將降世。」義大利文為：「Ecco Ara del Cielo」。Ara和

Cielo兩字相連，就成了今日的Aracoeli教堂。

教堂建築的日期已不可考，目前可知的是，六世紀時，

已有希臘修士來此。主後883年後，由本篤會士管理；到

了1250年，由方濟會士接手，直到今日。中世紀時，這

裡一度是羅馬的公共市集，人們常聚集在這裡談論政

事。

教堂的祭台左方，有一個「聖嬰小堂」，裡面供奉著一

尊耶穌聖嬰像。傳說這座聖嬰像的木材，是取自客西馬

尼園的橄欖樹，雕刻日期不詳。十字軍東征時，在耶路

撒冷發現了這尊聖嬰像，便將它放在木板上，漂入地中

海。沒想到後來聖嬰像竟然安然的漂回了羅馬城，眾人

都認為是神蹟，便將它供奉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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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海倫皇后也葬在此地。她的墓地

就在「聖海倫小堂」的圓形祭台下，正是昔日奧古斯督

皇帝祭神的所在。祭台上有座海倫皇后兩手抱十字架的

銅製雕像；內殿拱壁的兩旁，繪有奧古斯督受啟示：

「萬王之王即將降世」的壁畫，為十六世紀的作品。

聖嬰小堂的左方，有一座名為「聖貴格利」的小堂，因

祭台上方有一幅聖母瑪利亞和貴格利的油畫而得名。祭

台下葬有方濟會士藍月旺的遺體。藍月旺於1760年生於

義大利，十七歲進入方濟會，之後多次請求到中國傳

教，於1800年獲准。藍月旺先到了澳門，後到陜西和湖

南一帶傳教，有十六年之久，光在陜南一帶，就帶領了

七千多人信主。嘉慶十六年（1811年），中國驅逐西教

士，引發全國教難。反教者逼迫藍月旺踐踏十字架，藍

月旺非但不從，還義正辭嚴的訓斥他們，終於在1815

年，於湖南長沙被捕。隔年，藍月旺被判處絞刑，在中

國殉道，爾後遺體運回羅馬，安葬在這裡。

羅馬市政廳（Campidoglio）

位於加比多里山上的羅馬市政廳，是羅馬政治的中心。

羅馬市政廳、前方的廣場、以及廣場上三座建築，均經

米開朗基羅之手整修，因此教宗保羅三世譽為「米開朗

基羅的羅馬」。廣場上的太陽幾何圖案，就是他的設

計。左側是號稱世界第一座的公立博物館的加比多里博

物館，右側是收藏了大量的藝術品的文物保存館，中間

就是羅馬市政廳，是羅馬市政府辦公的所在。

廣場中心的銅像，是奧熱流皇帝的騎馬像。1631年以

前，被安置在聖約翰拉特朗廣場上，一度被人們誤認為

是君士坦丁的銅像。君士坦丁執政時，不僅使基督教為

合法宗教，又捐贈教會大量財產，很受人民敬愛。這座

銅像因著被誤認是君士坦丁的銅像，所以歷經了許多動

亂，始終保存了下來。然而經過四百多年的風吹雨打，

銅像早就鏽蝕不堪，羅馬市政府將它重新修飾後，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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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的加比多里博物館入口處安置。

加比多里博物館（Museo Capitoline）

地點一：博物館大門口

加比多里博物館位於加比多里丘陵，緊鄰羅馬市政廳。

1471年，教皇席斯特六世（Sixtus IV），將自己收藏的珍

貴藝術品，捐給了羅馬市民，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座公立

博物館─加比多里博物館。我們先參觀右邊的文物保存

館，裡面有許多關於羅馬早期歷史的美術品，我們可以

藉由這些美術品，來了解羅馬的歷史。

地點二：霍拉提與古瑞阿提廳（Hall of the Horatoo and 

Curiatii）

＊ 霍拉提與古瑞阿提

在羅馬王政時期，塔利歐王（Tullio）年間，羅馬與鄰近

的奧巴洛加（Albalonga）爆發衝突。為了避免戰事的擴

大，雙方各派出三人應戰。羅馬一方的代表為霍拉提

（Horatii）三兄弟，奧巴洛加的代表為古瑞阿提

（Curiatii）三兄弟。雙方激戰了三個回合，至終霍拉提

險勝，為羅馬贏得了勝利。

＊ 搶奪薩賓婦女（Rape of the Sabines）

這幅畫描寫的是主前800多年，羅馬剛建城時候的光景。

羅馬剛建城時人口很少，來這裡定居的，要不是流浪

漢、就是盜匪，根本沒有女孩子敢嫁到這裡來。因此，

羅馬人想了一個法子，要以慶祝節期為藉口，邀請附近

的部落前來同歡，再趁機搶奪他們的女兒。節慶當天，

鄰近的薩賓族最捧場，扶老攜幼全家都來了。就在節期

氣氛最熱鬧的時候，羅馬男人突然一擁而上，各自搶奪

自己中意的薩賓女子為妻，生養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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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瑪建造維斯塔女神教

努瑪（Numa Pompilius）是王政時期的第二位王。他的任

內有很多優秀的政績，如發展農牧、成立工會、設置祭

典等。維斯塔是羅馬家喻戶曉的女灶神，努瑪替她興建

了一座女神廟，並創立了維斯塔教派，由六位擔任祭司

的處女，晝夜看管廟內的聖火。這個神廟的遺址，就在

附近的羅馬舊墟。

地點三：領袖廳（Hall of the Captains）

＊ 布魯特斯的正義

這個廳的牆壁四周和天花板上的壁畫，大多都是描繪羅

馬共和成立之初的史蹟。

主後509年，羅馬人趕逐了暴君塔克文，結束了王政時

期。主要帶領羅馬市民起義的人，名叫布魯特斯。這幅

圖畫是描寫布魯特斯大義滅親，親自處決自己的兩個兒

子，因為他們欲幫助塔克文復位，出賣了羅馬共和。

＊ 赫瑞留斯

暴君塔克文被放逐後，跑去投靠附近的波杉納

（Porsenna）王。波杉納雄才大略，聯合了鄰近各族，準

備進軍羅馬。眼看著波杉納大軍就要過河攻城時，一個

名叫赫瑞留斯（Horatius Cocles）的勇士出現了。他一個

人單槍匹馬留在對岸殺敵，讓羅馬士兵有時間拆橋，阻

退了敵軍的進犯。

＊ 波杉納王前的穆裘斯

波杉納軍見過不了河，便將羅馬城團團圍住。一位名叫

穆裘斯（Gaius Mucius）的勇士，不忍見城內兵困援絕，

自告奮勇潛入敵方，刺殺波杉納。但是，第一次進入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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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陣營的穆裘斯，因為搞不清楚誰是波杉納，誤殺了發

軍餉的軍官，被逮捕到波杉納面前受審。穆裘斯在波杉

納面前表示，自己視死如歸，並且隨即將手伸向爐中燃

燒的烈火。他的勇敢獲得了波杉納的賞識，後來被放回

了羅馬。

＊ 瑞吉洛斯湖的勝利

羅馬共和之初，常有鄰近部落來犯，這幅圖便是描繪主

前486年羅馬與拉丁聯盟，在近郊瑞吉洛斯湖的戰役。

地點四：凱旋廳（Hall of the Triumphs）

＊ 羅馬大敗馬其頓

共和時期的中期，羅馬挾帶的強盛的軍事能力，迅速擴

張成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這幅圖畫便是描

寫主前164年，羅馬大敗馬其頓後，舉行的凱旋典禮。前

方垂頭喪氣的是戰敗的馬其頓王珀爾修斯（Perseus），

後方戰車上的，是羅馬的凱旋將軍艾米里歐（Emilio）。

＊ 大利烏之敗

這幅畫是描寫波斯王大利烏與希臘爭戰的情景。希臘征

服並消滅了波斯帝國，後來卻敗在羅馬手下，成了羅馬

的一個行省。

地點五：母狼廳（Hall of the She-wolf）

＊ 母狼養育孿生子銅像

這一尊母狼養育孿生子的銅像（She-wolf）鑄於第四世

紀，原來只有母狼，下面的兩兄弟是後來才加的。這一

座銅像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它象徵了羅馬城的起源。根

據傳說，羅馬城是由兩個孿生兄弟─羅莫洛（Romolo）

和雷莫（Remo）所建。兩人的祖先原是特洛依人，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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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難，乘船來到了義大利，在台伯河岸建立了王國。母

親原本是一位公主，因著叔父的叛變，遭到了殺害；出

生不久的兩兄弟，在叔父的命令下，被人拋進了台伯

河。幸運的是，搖籃被河水沖到了岸邊，嬰兒的哭聲驚

動了附近的一匹母狼。仁慈的母狼用自己的奶水，將兩

兄弟哺育長大，成了羅馬城的開城先祖。

＊ 羅馬大勝加拉太

母狼左邊的這幅壁畫，是描寫主前188年羅馬大勝加拉太

的情景。

＊ 艾米里歐的凱旋式

母狼右手邊的這幅壁畫，描繪是慶祝執政官艾米里歐戰

爭勝利的凱旋禮。羅馬的凱旋禮主要是承自依特拉斯坎

人的習俗，有千年以上的歷史。所自羅馬立國到衛斯帕

西執政期間，至少已舉行過三百二十次的凱旋遊行。典

禮本身耗時一整天，慶祝凱旋將軍威榮的浩大遊行隊

伍，將繞行羅馬城，然後到神廟向丘比特神獻祭。凱旋

將軍站在一輛由四匹白色拖曳的金色戰車上，頭戴桂

冠，身穿紫袈，前方走著擄掠而來的戰俘，滿了人的榮

耀。

地點六：迦太基戰爭廳

＊ 第一次迦太基戰爭

羅馬共和擴張版圖，與之後，他們逐漸擴展至全義大

利，並與稱霸西地中海的迦太基王國，發生了三次嚴重

的衝突。「第一次迦太基戰爭」發生在主前264至241

年，主要戰場在西西里島和附近海域。羅馬藉著新式的

海戰技術，重創歷史悠久的迦太基艦隊，取得了西西里

島以及義大利鄰近島嶼的管治權。圖中人民簇擁著一位

象徵的「羅馬女神」，正在遊行慶祝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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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迦太基戰爭

羅馬取得西西里島後，持續擴張，引起迦太基的不滿。

主前218年，迦太基士兵在大將漢尼拔的率領下，從西班

牙翻越阿爾卑斯山，突襲義北平原，開始了「第二次迦

太基戰爭」。圖中即是漢尼拔騎乘象隻翻越阿爾卑斯山

的情景。

＊ 第三次迦太基戰爭

羅馬擔心迦太基東山再起，發動了第三次戰爭，企圖消

滅迦太基國。羅馬出兵圍攻迦太基城，終於在三年後將

其攻克，城中人民收為奴隸，領土納為行省。圖中是羅

馬大將向人民宣告戰況的情形。

地點七：皇帝室

參觀完了右邊的文物保存館，回到左邊的博物館內。主

前27年，元老院向屋大維進奉「亞古士督」（Augustus，

意即崇高神聖）的尊號，正式展開了羅馬輝煌的帝國時

期。館內的皇帝室裡，共陳列了六十五位羅馬帝國皇帝

與皇后的半身像，並依其統治年代排列。透過這些雕

像，我們可以看到與主耶穌的職事有關的皇帝，如該撒

亞古士督、該撒提庇留、該撒革老丟等人；也可看到逼

迫初期教會的皇帝，如該撒尼羅、太子提多等人的面

貌。

羅馬舊墟（Foro Romano）

羅馬舊墟位於加比多里丘陵與巴拉地諾（Palatino）丘陵

之間，傳說羅莫洛（羅馬的開城始祖）就是在這裡開始

興建羅馬城。這裡聚集了元老院、法庭、廟宇、宮殿和

凱旋門等建築，古代的「市民大會」也是在此舉行，無

疑是古代羅馬文化、宗教和經濟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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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一：聖路（Via Sacra）與瑟佛倫凱旋門（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

羅馬市集中重要的大道稱為「聖路」，古代羅馬舉行戰

爭勝利的凱旋禮時，遊行的隊伍會經由此路繞行到丘比

特神殿獻祭。聖路的入口處是瑟佛倫皇帝的凱旋門。瑟

佛倫皇帝雖然不是一位積極的逼迫者，但也明令禁止人

民信奉基督教。因著在他的任內，有一名非洲姊妹被處

決，著名教父特土良，還特別將此一殉道事件，寫成了

一篇的文章，向瑟佛倫陳情，要求君王給予人民宗教的

自由；後來瑟佛倫的兒子繼位，對基督徒的態度就明顯

緩和許多。這座凱旋門建於主前203年，高21公尺，寬23

公尺，表面以大理石覆蓋；是元老院和羅馬人民，為了

慶祝瑟佛倫登基十周年，和他大勝帕提亞的功績興建而

成。

地點二：維斯塔女神廟與聖女之家

位於羅馬舊墟東方的圓形維斯塔女神殿，和一旁的宮殿

（Ragia），據說都是王政時期的第二位王努瑪所建。他

不僅創立了維斯塔女神教，還安排了維斯塔聖女的班次

與制度。維斯塔女神殿是全羅馬最神聖的地方，殿內供

奉著象徵全羅馬市民生命的聖火，以及一尊木製的帕拉

斯雅典娜神像，據說來自於特洛依古城。根據古羅馬史

學家蘇埃托尼烏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和塔西

特斯（Cornelius Tacitus）的記載，維斯塔聖女看守著帝

王的遺囑，以及羅馬帝國的重要文件。即使後來基督教

成了羅馬的國教，聖火也從未中止。主後395年，狄奧多

西大帝下令關閉維斯塔女神殿，解散維斯塔聖女，並熄

滅了聖火。

地點三：提多凱旋門（Arco di Tito）

提多凱旋門位於聖路的頂端，與瑟佛倫凱旋門遙遙相

對，是羅馬現存最古老的凱旋門。提多凱旋門主要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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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田為了紀念其兄提多，於主後70年大敗耶路撒冷，毀

壞聖殿的功績所建。提多於主前81年，也就是登基後兩

年突然去世。他的弟弟多米田繼位，立即動手興建這座

凱旋門，以贏得提多皇帝支持者的好感。主後85年，凱

旋門在盛大的慶祝典禮中正式落成。上面雕滿了提多大

勝耶路撒冷後，在羅馬舉行的凱旋儀式。在提多的凱旋

行列中，不僅有擄掠回來的猶太戰俘，還有聖殿中的器

具，包括金燈臺和陳設餅。在提多凱旋門的落成典禮

上，多米田還要求羅馬士兵重現當時的凱旋情景，做為

紀念。

地點四：帕拉提諾皇宮群（Palatino）

羅馬舊墟附近的帕拉提諾山上（Palatino），有許多古代

宮廷的遺址。奧古斯督與其妻麗維亞的行宮都建於此。

人們曾在附近學校的警衛室牆上，發現一幅諷刺基督徒

的石壁塗鴉，上面畫著一頭驢駒，釘在十字架上，下方

寫著：「亞歷山大敬拜神（Alexamenos, worship God.）」

這幅畫是二世紀的產物，強烈顯示出當時一般羅馬人民

對基督徒的輕視與不屑。

鬥獸場（Colosseo）與君士坦丁凱旋門

地點一：鬥獸場（Colosseo）

鬥獸場，又名古羅馬競技場，是古羅馬偉大的圓形劇場

建築。尼羅皇帝自殺後，將軍衛斯帕西

（Vespasianus），也就是提多太子的父親，於主後69年登

基，並在主後72年，著手興建一座大型的競技場，供民

眾觀賞格鬥之用。提多太子從耶路撒冷時擄來了數萬名

的猶太俘虜，在這裡服苦施工。此處原來是暴君尼羅御

花園中的一座人工湖，尼羅死後，人們憎恨他的暴行，

就用土將此處填滿。衛斯帕西還來不及看到鬥獸場完工

便去世，其子提多繼續修建，直到主後80年才全部完

成。羅馬人將其稱為「巨大」（Colosseo），是因為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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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外，曾經安置了一尊巨大的尼羅金像，因而有此

名。

整座鬥獸場直徑約有188公尺，高57公尺，設計十分實

用。橢圓形的劇場共有八十個拱形的入口，可以容納五

萬五千位觀眾。寬敞的走廊與階梯，使得大量湧入的民

眾，能在十分鐘內坐入定位。劇場的座位分為四層，皇

帝和貴族坐在第一層的保留席位，其餘的部份均開放給

民眾免費使用。地下室的隔間，有些是演員的更衣室，

有些是關野獸的柵欄，野獸可經由活動的階梯通往場中

央。在羅馬帝國逼迫基督徒的時期，許多信仰堅定的基

督徒，都在眾目睽睽之下，進入鬥獸場被撕食或遭受其

他酷刑。小亞細亞安提阿城的主教以格那提，就是在這

裡殉道。

地點二：君士坦丁凱旋門（Arco di Costantino）

君士坦丁凱旋門位於鬥獸場附近，是主後315年元老院和

羅馬人民，為了紀念君士坦丁大帝，在主後313年於穆勒

威橋（mulvian）戰敗暴君馬生奇的功績。凱旋門保存良

好，高25公尺，由三個拱門組成，各有不同主題的大理

石浮雕裝飾。

尼羅皇帝之金宮（Domus Aurea di Nerone）

尼羅皇帝是歷史上有名的暴君與逼迫者，彼得與保羅兩

位使徒，都是在尼羅的任內遭逼迫而殉道。主後64年羅

馬城大火後，尼羅就下令為自己建造一個華麗巨大的皇

宮建築。這個巨大的金宮（Domus Aurea），就位於鬥獸

場旁，羅馬城的市中心，佔地100公頃，幾乎佔去了整個

羅馬四分之一的面積。宮內有廊道、宮殿、亭閣、露天

浴池、花園、牧場、葡萄園、和野生森林；人工湖的四

周，立著上百座希臘和小亞細亞的雕像，和一尊巨大的

尼羅金像（也就是鬥獸場Colosseo一詞的由來。室內以黃

金、寶石、象牙、大理石、絲綢等材質裝飾，據說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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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的天花板，都是用象牙鑲嵌而成，極盡奢華。

主後68年，尼羅自殺身亡，金宮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後

來被填平當作圖拉真皇帝公共浴場的地基。現在的殘存

建築主要在地下，是一個擁有一百五十個房間巨大遺

址。其內有一個主廳，面積約有四百公尺平方，以石磚

砌成。金宮內大多數的房間，都有10至11公尺高的拱頂

建築。

圖拉真市集與奧古斯督市集

地點一：圖拉真市集（Foro Traiano）

圖拉真市集是羅馬眾多市集中最寬闊的一座，興建於主

後113年。圖拉真皇帝時期，羅馬帝國的文治武功發展至

鼎盛。在教會歷史上，圖拉真也是一位逼迫基督徒的皇

帝，但是他的逼迫不是很嚴苛的。他捉拿基督徒的原則

是：官兵不需要主動去搜捕基督徒，但是只要這些基督

徒公開表明信仰，就必須將他們處死。在圖拉真的任

內，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面（Symeon）被釘了十字架；安

提阿的主教以格那提（Ignatius of Antioch），也在獅子口

下殉道。

市集上的半圓形建築，為圖拉真市場（Mercati 

Traiani），一共有六層，是古代的商店。旁邊兩座圓頂

的建築，是圖拉真時代的神殿，到了16、17世紀，陸續

改建成教堂。市場內還有一座「軍事塔」（Torre della 

Milizia），這座塔的另外一個名字叫作「尼羅塔」，因為

據說當年羅馬市發生大火，尼羅皇帝曾在這座塔上欣賞

火景。

直立在市集中的是「圖拉真石柱」（Colonna di 

Trajano），總高46公尺，直徑3.5公尺，浮雕上敘述的是

圖拉真皇帝打敗野蠻人的情形，光是浮雕上的人，就超

過了2500位。據說這座石柱的下方，就是圖拉真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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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墓。

地點二：奧古斯督市集（Foro Augustus）

奧古斯督市集位於帝國大道（Viale dei Fori Imperiali）

旁。主前42年，安東尼和屋大維的聯軍，在腓立比擊敗

了暗殺者布魯特斯，為養父該撒猶流報仇。為了慶祝奧

古斯督（與安東尼）的勝利，遂在此興建了奧古斯督市

集。市集上的八邊形神廟遺址，是祭祀戰神，也是復仇

者馬爾斯的神廟，建於主前2年。

聖貴格利教堂（San Gregorio Magno）

貴格利是第一位具有宗教及世俗政治雙重權柄的羅馬教

皇。羅馬就成了羅馬帝國成在蠻族環伺的情況下，岌岌

可危。雖然當時的羅馬在政治上仍隸屬於東羅馬帝國，

但是教皇在羅馬的地位，遠勝於遙遠的皇帝。在改革教

會方面，他制定嚴格的紀律，重整聖禮禮儀。在安定社

會方面，他指派都市的行政首長，整軍備武，並與來犯

的倫巴底族締結結和平條約，成功保衛了羅馬城。因著

貴格利對社會的貢獻，在往後的年日中，教會成了歐洲

的政治中心，負責教育全民、救濟貧困以及伸張正義。

貴格利自稱是神的眾僕之僕，並且認為羅馬教皇承繼了

彼得的使徒職分，遠凌於其他主教之上。從貴格利開

始，天主教奠定了終身任職的教皇制度，貴格利也成了

君士坦丁至宗教改革年間，最具影響力的教皇。

聖貴格利教堂位於希里歐（Celio）小丘上，整座教堂以

難見貴格利時代的風格。希里歐小丘上，有許多羅馬時

代的美麗莊園。貴格利教堂所在的這塊地，就是其中之

一，是貴格利父親的產業。教皇貴格利在這塊自己的土

地上，興建了一座禮拜堂，並建立了聖安德烈修道院，

和一座曾曾祖父遺留下來的圖書館，做為修士研習的中

心。之後，教皇貴格利二世以自己的名字，在修道院上

蓋了一座教堂。教堂前方的小房間，據說是貴格利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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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室，還保存著他曾經睡過的石板，以及他曾坐過─

現今陳舊不堪的大理石座椅。 

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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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會歷史

　
　 　

第二篇　初期教會歷史
（第一世紀~主後313年君士坦丁頒布米蘭詔書）

一、輔讀材料

1. 歷史簡述

2.《十二使徒遺訓》

3.《使徒信經》

4.《基督教發展史新譯》第四課 異端的紛擾

與正統信仰的確立

5. 早期教會的見證

6.《優西比烏教會史》卷四、卷五、卷六、

卷七

二、歷史景點

1.地下墓窟（Catacomba）

2.聖革利免教堂（Basilica di S. Clemente）

3.聖布田西雅教堂（Basilica di Santa 

Pudenziana）

4.聖布西德教堂（Basilica di Santa Pressede）

5.三泉隱院（Abbazia di Tre Fontane）與聖保

羅大教堂（Basilica di S. Paolo）

6.司提反圓形教堂（Santo Stefano Rotondo）

7.聖約漢與保羅教堂（San Giovanni e Paolo 

al Ce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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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聖聶羅與亞基略教堂（Basilica dei Santi 

Nereo e Achilleo）

三、討論題綱

1. 革利免書信及其屬靈意義

2. 初期教會的信仰與實行

歷史簡述

1.保羅與彼得在羅馬之腳蹤

五旬節以後，眾教會建立，福音迅速的由巴勒斯坦的耶

路撒冷一地，擴展至羅馬全境。因著耶路撒冷大遭逼

迫，門徒向四處擴散，先是達到敘利亞的安提阿，藉著

擴展至敘利亞、基利家、加拉太、亞西亞、馬其頓、亞

該亞等省分，至終到了義大利的羅馬。行傳十八章記

載，亞居拉與百基拉原居羅馬，因該撒革老丟的逼迫，

離開羅馬轉往哥林多，在那裡遇見保羅。保羅曾因下監

而押至羅馬受審（徒二八14），在羅馬寫了歌羅西、以

弗所、腓立比、腓利門等書，並在此地足足盡職了兩

年。保羅在為自己申辯後，重得釋放，再度訪問弗所和

馬其頓等地，並於第二次到羅馬探望時，於尼羅任內殉

道。

傳言使徒彼得也曾經走訪過羅馬，並幾乎與保羅同時，

於尼羅任內，殉道於羅馬。許多早期教父，如革利免、

俄利根、以格那提等人，均在其書信中提及此事。優西

比烏的教會史更是清楚寫道：「革老丟統治時，經神仁

慈、恩典的安排，偉大、大能的使徒彼得受引導到羅馬

城，勇敢地在眾人中，領頭對抗這群人類的敗類（指騙

子西門）。彼得如同神尊高的將軍，因神聖的軍裝得加

強，滿載如同奇珍的啟示亮光，從東方帶給西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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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揚光並有益的教訓，宣揚神的國度。」此外，初期教

會對於殉道者的尊敬心理，也為此傳聞增添了些許實物

證據。

2.初期教會的信仰與實行

初期的教會堅定持續在使徒的教訓與交通中，挨家挨戶

擘餅與禱告。因著外在環境的逼迫，信徒多半以小群的

方式在家中聚集。從保羅寫給召會的書信中，我們已可

見「經綸」、「分賜」等辭，以及人成為神的成聖等觀

念。然而，後期的教父著作中，這類真理漸漸稀少，甚

至為人所遺忘。初期教會普遍遵行的「十二使徒遺訓」

中，僅記載了生命與死亡之路，以及受浸、禁食、擘餅

等實行上的規條，處處可見當時對敬虔教訓與道德的注

重。而受浸、禁食、擘餅等實行，也在因其對細節之過

分強調，而流於儀文與形式。

3.初期教會著名教父與著作

此時期的教父與作家，可分為使徒後期與尼西亞前期兩

階段。使徒後期教父較著名的有羅馬的革利免、安提阿

的以格那提、士每拿的玻雷卡、羅馬的黑馬

（Hermas）、以及殉道者猶斯丁。尼西亞前期的著名教

父則有愛任紐、特土良、亞歷山大的革利免、以及俄利

根等人。

羅馬的革利免是第三任羅馬主教，曾寫信給哥林多人，

責備他們中間驅逐長老、分黨結派的混亂，為稱其為

《革利免書信》。安提阿的以格那提，在前往羅馬殉道

的途中，寫了七封書信，高舉基督之神、人二性，期盼

信徒尊敬自己的主教與長老。玻雷卡曾為使徒約翰的門

徒，為使徒時代與尼西亞前期作家之間的重要橋樑。玻

雷卡是一個堅定的護教者，常引用經文與當時智慧派的

異端馬吉安論戰，後以八十六歲的高齡，忠心為主殉

道。羅馬的黑馬以啟示錄的形式，寫下了《黑馬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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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內容包含了異象、訓示與比喻，強調悔罪之重要

性。此外，尚有《巴拿巴書信》、《眾使徒書》等佚名

書信，亦廣為流傳。愛任紐為玻雷卡的門徒，為羅馬大

公教會最偉大的神學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反異端》

（Against Heresies），該書駁斥靈智派教訓，為三一神論

之先驅。特土良是北非的教父，著有許多護教作品，著

名的有駁斥當時「父神受苦論」異端的《駁帕克西

亞》，詳盡闡述其三一神觀，其《人論》（De 

Anima），亦為首部聖經心理學之著作。俄利根為教會歷

史上備受爭議的一個神學家，其聖經觀與三一神觀點，

均有其價值。然俄利根的靈魂論，因受神秘主義與禁慾

主義影響而流於偏頗，於君士坦丁大會上被定為異端。

　

《十二使徒遺訓》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基督教

早期文獻集》）

主藉十二使徒向外邦人的訓話

第一章

世人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是生命之路，一是死亡之路；

二者大不相同。生命之路是：「第一，你要愛那創造你

的上帝，第二，愛人如己（太廿二37一39；可十二30，

31；利十九18）；凡你不願人怎樣待你的，你也不要這

樣待人」（太七12；路六31）。上面這些話的遺訓是如

下述：「要為那咒詛你們的祝福，為你們的仇敵禱告，

為逼迫你們的禁食。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

賞賜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太五44，46，

47；路六32，33）但是，就你們來說，「要愛那恨惡你

們的，這樣，你們就沒有仇敵了。」「要禁戒肉體的私

慾。」（彼前二11；多二12）「有人打你的右瞼，連左

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太五39）這樣，你們將成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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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了。（太五39）「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

二里；有人要拿你的外衣，連內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奪

你的東西去，不用再要回來（路六30），甚至可能的也

不要它。有求你的就給他，不要拒絕，因為天父的旨意

是要我們從所得的當中分給眾人。那順從命令而施捨的

人有福了；因為他是無罪的。那接受的人有禍了，因為

接受私人的施捨，若是真有缺乏而接受，他就沒有罪，

但若沒有缺乏而接受，他必受嚴厲的究問，為什麼取

它，他要坐監而被查究有何缺乏，而「若有一文錢沒有

還清，他斷不能從那裏出來。（太五26）但在另一方

面，論到這種事，曾有古訓說：「你綢濟人的財物，當

在你手裏發過汗，直到你知道應該給誰。』

第二章

遺訓的第二條誡命如下：「不可殺人，不可姦淫」（太

十九18），不可親男色，不可宿娼，不可偷盜，不可行

邪術，不可用迷蒙藥，不可打胎，不可殺害嬰孩，「不

可貪圖鄰舍的財物」（出廿17），「不可背誓，」（太

五33）；「不可作假見證」（太十18）；不可口說惡

言，不可心存狠毒。不可猶豫不定，不可口是心非，因

為口是心非便是死亡的網。勿謊言或虛假，總要用行為

來證明。不可貪婪或強奪，不可假冒為善或怨恨或驕

傲。不可用奸計陷害鄰舍。不可對人懷恨，但對待人有

應當責備的，有應當為之禱告的，有應當愛之勝過愛你

自己性命的。

第三章

我的孩子哪，你要躲避所有惡人及一切相類的人。不可

暴躁，因為暴躁是殺人的引線，也不可嫉妒，不可紛

爭，不可生氣，因為這些都足以釀戍兇殺。我的孩子

哪，不可放縱情慾，因為情慾是淫亂之媒。不可出言輕

薄，不可眼角傳情，因為姦淫的事都是由此而生的。我

的孩子哪，不可聽星相的話，因為這將引你去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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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不可行魔法，不可觀天象，不可作一巫術家，這等

事不要樂意去看，因為它們都會引致拜偶像。我的孩子

哪，不可說謊，因為說謊是偷盜的開端，不可貪財或蹈

虛榮，因為偷盜的行為都是由此而起。我的孩子哪，不

可發怨言，因為它引致褻瀆，不可固執，不可生惡念，

因為這些事也都使褻瀆產生。你要溫柔，因為溫柔必承

受地土（太五5）。你要恒忍，要憐恤人，沒有詭詐。要

沉靜，善良，當因著所聽見這些話而畏懼。你不可自大

自高，勿浮誇成性。不可任你的性情趨於高傲，卻應與

義人及謙卑的人相來往。凡你所遇見的，都當以為美

事，要知道，萬事都靠賴上帝而發生。

第四章

我的孩子哪，你要早晚記住那向你講說上帝道理的人，

你要尊敬他如同尊敬主，因為凡在講論主治的地方，主

就臨在。你要每日尋求眾聖徒之所在，這樣你可在他們

的話襄得安寧。你不要分黨派，卻要勸戒紛爭的彼此和

睦。你要按公義判斷；不可憑著外貌定人的罪（申一

16；箴三9；約七24）。你不可三心兩意，猶豫不定。不

可伸著手領受，卻縮著手施捨。將你手裏所得的給人一

份，好贖你的罪。你不可遲疑於施捨，於施捨時也不可

發怨言，因為知道好的酬勞者是誰。你不要拒絕貧窮的

人，凡物都要與弟兄相共，不可說這是你自己的，你若

能在不朽壞的當中有分，何況在那能朽壞的當中呢？你

不要從你的兒女離開手，要從小教導他們敬畏上帝。你

不可以發怒去吩咐僕婢，因為你的僕婢也是仰望這同一

的上帝，這樣，免得他們不敬畏那在你們雙方上頭的上

帝了；上帝召人不是憑著外貌，卻是那些為聖靈所預備

了的人。你們做僕婢的，應順服你們的主人，視之為上

帝的代表，要予以恭敬和畏懼。你要恨惡一切虛偽，和

一切為主所不喜悅的事。不可背棄主的誡命，卻要持守

你所領受的，「不可加添，也不可減少。」（申四2；十

二32）要在會眾面前承認你的罪，如覺良心有愧時，切

不可上前去作禱告，這是生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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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反之，死亡的道路是如下述：第一，它是作惡，充滿咒

詛，兇殺，姦淫，放縱情慾，徇私，偷盜，拜偶像，行

邪術，施蒙藥，搶劫，作假見證，假冒為善，三心兩

意，詭詐，驕傲，邪惡，頑固，貪婪，怨語，妒忌，膽

大妄為，傲慢，誇張，迫害善人，恨惡真理，好說謊

話，不知公義的賞賜，不與良善相合，不符公平的判

斷，夜裏不睡覺，不是為要行善，乃是想去作惡，遠離

溫柔與忍耐，好虛榮，圖報復，不憐恤窮人，不扶持那

些因勞苦受壓迫的人，不認識那創造他們的主，殺戮嬰

孩，毀滅上帝的造像（譯者按：即指人類），棄絕窮乏

的人，虐待受苦的人，為富足的人作辯護，對窮人作不

公正的審判，全面犯罪。我的孩子們哪，惟願你們能從

以上所說的一切罪惡得蒙拯救。

第六章

當留意「免得有入迷惑你們」（太廿四4）使你背棄這教

訓的道路，因為他的教訓是缺乏了上帝。你若能負起主

的全軛，你將成為完全，即或不然，也當盡力去行。至

於食物，要按著你的能力擔任，但切不可吃那祭偶像的

東西，因為這是崇拜死神。

第七章

論到洗禮，當這樣做：先將以上所說的一切事學習過

了，然後到流動的水裏「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施行洗

禮」（太廿八19）；但如沒有流動的水，也可以用別的

水施洗，若是不能用冷水，熱水也可以。若是涼水和溫

水都沒有，就可以三次用水注在頭上，奉聖父聖子聖靈

的名去做。而在洗禮之前，施洗者與受洗者都當禁食，

有別人能同行此，亦好。你要囑咐受洗的人，在受洗前

一兩天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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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你們禁食的日期，不可定在與那假冒為善的人一起，他

們常在禮拜一和禮拜四禁食，你們禁食要定在禮拜三和

禮拜五。你們禱告不要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太六5），卻

要依從主福音中所吩咐的這樣禱告：「我們在天上的

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

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

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你

的，世世無窮。」（太六9－13）應當一天三次這樣禱

告。

第九章

關於聖餐（或作「獻感謝祭」），當這樣地祝謝：先拿

起杯來說：「我們的父，我們感謝你，為了你僕人大衛

的聖葡萄樹之故，它是你藉著你僕人耶穌向我們表明了

的；願榮耀歸於你，直到永遠。」再對著所擘的餅說：

「我們的父，我們感謝你，為了生命和智慧之故，它是

你藉著你僕人耶穌向我們表明了的；願榮耀歸於你，直

到永遠。這所擘的餅，當初是麥子，曾散滿在山崗，而

後團合成為一個，同樣，但願你的教會也從地極聚合起

來，進入你的國，因為榮耀權柄靠著耶穌基督歸於你，

直到永遠。」除了奉主的名受過洗的之外，無論什麼人

不許領受聖餐。因為關於這事，主曾說過：「不要把聖

物給狗。』（太七6）

第十章

你們吃飽之後，應這樣地感謝，說：「聖父啊，我們感

謝你，因為你賜你的聖名住在我們心裏，並且因為你將

知識，信心與永生，藉著你僕人耶穌向我們表明；願榮

耀歸於你，直到永遠。全能的上帝啊，稱你為了你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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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創造了萬有，將飲食賜給世人，使他們享受，而

感謝你，但對於我們，你藉著你的僕人使我們得了屬靈

的飲食和永恒的光。我們特別感謝你，因為你是有能力

的。願榮耀歸於你，直到永遠。主啊，求你記念你的教

會，救它脫離所有兇惡，用你的愛使它完全，使它合而

成聖，從四方的風引它到你的國裏，就是你為它所預備

了的國（太廿四31）。因為權柄榮耀都屬於你，直到永

遠。但願恩典降下，並願這個世界過去。大衛的上帝和

散那（太廿一9，15），凡聖潔的，可以來！不潔淨的，

要悔改。「主必要來！阿們！」（林前十六22），你們

應讓眾先知照他們的意思施聖餐。

第十一章

凡本著以上所說的事來教你們的，你們要接待他。但若

有教師自己叛離真道，用別的教義來教你們，破壞以上

的事，你們不可聽他。如果他的教言能使你們增加公

義，更明白主，你們更接待他如接待主一樣。關於使徒

和先知，你們應按福音上的規例而行。凡有使徒到你們

那裏去，接待他如接待主，但他只得在你們處住一天，

如必要時，住兩天也可；然若住三天，他便是假先知

了。使徒出門的時候，不可受人的禮物，只可領取餅

食，夠他所要到的當晚宿地便是；若他索取銀錢，便是

一個假先知了。凡藉靈的話作先知的，你們不可試驗或

查問他，「一切的罪都得赦免，惟有這個罪不得赦

免。」（太十二31）不過，未必所有藉靈說話的都是先

知，惟有遵主行為的才是先知。所以看他的行為就可以

分辨是真或假的先知。凡先知藉著靈吩咐擺設筵席，他

自己必不吃它，否則他便是假先知。凡先知教訓真理，

若他不照所教而行，便是假先知。凡受過考驗的真先

知，將一個屬世的奧妙表白在教會中（或例如何一2以

下），他若不教訓人，依從他的行為去行，你們就不可

審問他；因為他要在上帝面前受審刊，在古時的先知也

是如此。凡藉著靈說：「給我金錢或別的東西，你們不

要聽他；但若他叫你們施捨別人，就不應審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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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凡奉主名而來的人（太廿一9），你們要接待；當你們考

驗了他之後，你們必將知道他，因為你們必有分辨真假

的知力。若是來的人是個旅客，你們當盡量幫助他，但

他只應停留你們處不多過兩天，或者於必要時，三天也

可。倘若他想長住在你們當中，而有一技之長，他應自

食其力。他若不會手藝，你們就按照你們的了解，為他

準備，不要任一人為了他是一個基督徒之故而閒住在你

們中間。但若他不願意這樣做，他是在售賣基督了；你

們要防備這等人。

第十三章

凡真先知而願同你們住的，他的飲食是值得你們供給的

（太十10。路十7；林前九13，14；提前五17，18）。真

教師，像工人一樣，賺得飯食是應當的。所以無論是釀

酒，田場，或牛羊等產物，你們應取出初熟之物供給先

知，因為他們是你們的祭司長。要是你們沒有先知，就

當捨給窮人。你們若製餅，當遵從規則，將第一個捨給

人。同樣，你們若開一?酒或一?油，當將第一杯奉給先

知。銀錢，衣物，以及一切產業，將第一份像初熱果子

一樣依照規定行施捨。

弟十四章

在主日，你們當聚集擘餅祝謝，承認你們的罪，而後你

們的祭物方得潔淨。凡向同伴爭吵的，當禁止他們與大

家集會，直到他們重新和好為止（參太五23，24）。這

樣你們的祭物就不致污染。因為這是主所吩咐過的，祂

說：「無論何時何地，要用潔淨的祭物到我面前來，因

為我是大君王，在外邦人中，我名是奇妙的。」（瑪一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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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所以你們當為自己推舉配作主門徒的人為主教與執事，

即溫柔的，不貪財的，誠實可靠，而被試驗過無誤的。

因為他們是事奉你們，如同先知和教師所擔任的一樣。

所以不可輕視他們，因為他們連同先知和教師都是你們

當中有榮譽的人。你們要互相責備，但不可動怒，要和

平，如你們在福音書中所見的一樣（太五22－26；十八

15－35），凡不好好待其鄰舍的，就不要和他講話，並

且不可讓他聽你們講話，直到他悔改為止。你們的禱告

和賙濟，以及一切行為，都要遵從我們主的福音書去

做。

第十六章

你們要為自己的生命儆醒（太廿四42），不叫你們的燈

熄滅，你們的腰裏要束上帶，不可放鬆，因為你們不知

道我們的主什麼時候來（路十二35，太廿四44）。當時

常聚會，追求那於你們靈魂有益的事，因為無論你們相

信的時問多麼長久，若是末日到了的時候，你們還沒有

成為完全人，那麼你們的信仰也於你們毫無益處。因為

到末後的時期，假先知與腐化人必將增多，羊將變為豺

狼，愛將變成恨惡；不法之事也要加增，人將彼此相

仇，逼迫和出賣，世上必將出現冒充為上帝的兒子來欺

哄世界，要行奇事異蹟，全地要交在他手裏（大廿四

24；帖後二9），他要犯那有世以來從不曾有的罪惡。那

時，受造的人類必將進入試煉的火，要有許多的人跌倒

滅亡（太廿四10），但凡有忍耐，有信心的人必將甚至

從咒詛本身得救（太十22；廿四13）。而後真理的異象

必要顯明。先有兆頭展開在天上，而後號筒吹響的記

號，再後就死人復活（太廿四30，31）；但並不是一切

的死人都復活，卻是如經上所說：「主必降臨，所有他

的聖徒也與祂同來。」（帖前四16；亞十四5）然後世上

的人必將看見主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太廿四30；廿六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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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經》

《使徒信經》是最簡短且在今日教會中使用最為普遍的

一篇 ，全篇共十二條。據說在五旬節後，十二使徒分散

往各地傳道， 為確保真理的合一，臨行前制定了此信

經，由各使徒每人提供一 句，所以共有十二句。此說已

不可考，但大部分人認為是後人根 據使徒所傳之道而寫

成的，故稱《使徒信經》。最早曾在愛任紐 （Irenaeus, 

ca .130-c .200）二世紀的著作中發現，但今日所呈 現之形

式是大約於七世紀間形成的。 此信經乃是根據教會的需

要而制定的。在早期教會中，信徒 受洗加入教會之前所

需要的基本真理教導，即以此信經為準則。 一般教會的

教導也以此為根基，而教會信仰之純正與否也以是否 符

合信經的教導為考核。在早期教會受逼迫時，信徒皆秘

密地信 守此信經，直至逼迫結束。而何時成為公共崇拜

的一部分則不可 考。也有人認為信經具有辯證的性質：

撒伯流派（Sabellianism） 宣稱聖父、聖子、聖靈是獨一

神之三種顯示；馬吉安（Marcion ,100-165）否定基督道

成肉身及復活；諾斯底派（Gnosticism） 不承認基督有身

體；多納徒派（Donatism）不接納大公教會； 《使徒信

經》清楚指出以上各派之錯誤。 此信經可分為三段：第

一段宣認父神為創造之主；第二段宣 認基督為神也為

人，並承認其救贖之工；第三段宣認聖靈、大公 教會及

信徒成聖之生活。《使徒信經》不是抽象偏重邏輯的陳

述 ，而是真實的信仰告白，歷代教父皆尊崇此經，且至

今仍為各宗 派所接納，成為?教會彼此相通的基礎。

使徒信經內容：

1.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2.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3.因著聖靈感孕，從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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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埋

葬；

5.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

6.祂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7.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8.我信聖靈；

9.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10.我信罪得赦免，

11.我信身體復活；

12.我信永生。阿們！

　

《基督教發展史新譯》第四課 異端的紛擾與正統信仰的

確立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

org，不代表本站立場）

初期教會的內憂

除了外來的壓力，教會還要處理異端的禍害，及一些爭

論所造成的分裂。這兩方面都嚴重地影響著教會的生

命。我們要認識過往的異端，好幫助我們持守正道﹔我

們要回顧過往分裂所造成的傷害，好叫我們引為鑒戒，

而盡最大的努力保持合一的見証。

教會最初期面對的異端稱為愛賓尼學說

（Ebionism）。"愛賓尼"一字乃貧窮之意。按教父特土良

的解釋，他們之所以被稱為愛賓尼派，是因為他們對基

督的幣解實在太貧乏了。其實愛賓尼派主要是猶太人的

信仰，企圖將基督教猶太化。他們強調摩西律法的重

要，雖然接納耶穌為救主，但卻不相信瓷是道成肉身的

神，他們相信耶穌是神特別揀選的僕人，因著瓷的順

服、聖潔，而認瓷為兒子。因此，耶穌只在身分上是神

的兒子，實際上瓷不過是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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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賓尼差不多同時出現的是幻影說（Docetism）。這

派相信物質的世界是惡的，因此神不可能以聖潔的本體

取了屬物質的肉體。所以他們對于道成肉身便有很不同

的看法。他們認為道成肉身沒有真正發生，基督的肉身

只是一個幻影，給人一種幻覺，以為瓷實實在在的在物

質世界中出現，其實世人所見的耶穌基督只是幻影，在

十字架上，被釘受苦的不是真正的主耶穌基督，只是幻

影而已。在使徒約翰所寫的福音書及書信中，也常提及

這派學說，並且對他們提出反駁。

比以上兩種異端更有系統而又影響深遠的，便是諾斯底

派（Gnosticism），諾斯底派基本上是東方二元論及神秘

信仰與希臘哲學的混合體，然後再加上基督教的外衣。

在保羅時代，哥林多及歌羅西的教會已有諾斯底派的出

現。在哥林多教會，他們相信靈與體的對立，主張苦行

修煉，否定肉身的復活，認為復活只是靈魂的事。而在

歌羅西教會，他們敬拜天使，用各樣的規條苦待己身，

以求成聖。諾斯底派在主後八十年至一百五十年間成

形，最後與教會脫離關系，自成一系。

諾斯底派深信靈界與物界的對立，而物質世界是罪惡

的。在靈界，自有永有的神不斷從瓷的本體放發出靈體

（aeons），這些靈體與神越接近，它們便越像似神，越

有神的性質與能力，但一些與神的本體距離越遠的，便

越缺乏神的性質與能力。整個靈界便是由這些不同等級

的靈體組成。在這靈界中，有一位離神極遠的靈體，因

為缺乏神所賦予的能力，受不住物質的牽引，因而被吸

進物質境界中，以物質創造了宇宙。舊約所描繪的造物

主便是這位神性及能力極低微的靈體，絕不是真神本

身。而人類乃受造於靈體，本身帶有靈的生命，但這生

命卻被困於物質之內。至高的真神為了拯救人類，便差

派一位具有高度神性與能力的靈體，進入物質世界，或

人類的靈從物質中解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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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斯底派對於舊約固然采一種極輕視的態度，他們認為

舊約的神與新約的神相比，真是有天淵之別。因此，他

們認為舊約不是真神的啟示。在另一方面，他們也拒絕

新約所啟示的道成肉身的道理。肉身對他們來說根本是

敗壞的，道又豈會取血肉的軀體來表達自己？因此，使

徒所見証的耶穌，只是幻影而已，而並非實實在在的存

在。同時，他們更否定主基督本身就是神自己的真理，

他們相信基督只是一位有神的性情，與神相似的靈體。

於是基督教最基本又最獨特的三一真理也被否定了。

教會在忙於處理諾斯底派的禍害時，另一種極端主義卻

出現了。我稱它為極端主義，因為它在基本信仰上，沒

有什?大的偏差，只是過分強調某些真理。這種極端主義

稱為孟他奴主義（Montanism）。孟他奴主義大概在主後

一百四十年左右興起，由一位名稱為孟他奴

（Montanus）的信徒與兩位所謂女先知在腓尼基一帶發

起。他們特別強調聖靈的能力及先知的講論。他們認為

在耶穌之後，神仍不斷借著聖靈，透過先知向人類啟

示。由於對聖靈的實在性特別重視，他們便要求自己過

完全聖潔的生活，以至近於苦行﹔例如他們認為喪偶再

婚，也是犯姦淫，而在逼迫中逃跑，便是罪無可恕，他

們滴酒不能沾唇，並且經常禁食。他們熱切地等待主的

再來，並且相信在他們有生之年，主必再來。

這些極端的思想與行為，一方面給教會一些提醒、刺

激，以免失去聖靈的大能而不自知，但另一方面，這卻

引致教會分裂，因為孟他奴派的信徒，後來終於脫離大

公教會而自成一系。

為了對應異端的出現，教父們便開始有系統地將基督教

的基本信仰表白出來，並且作詳盡的解釋。如此，教會

的正統神學便漸漸形成，而聖經的正典也同時被確立。

經過差不多一世紀的發展，正統神學在主後三百二十五

年卻遇到空前最大的挑戰，那便是亞流主義（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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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現﹔它使教會陷入最激烈的神學爭論中，而神學也

因此變得理性化，分析化和充滿爭辯的色彩。教會當時

雖未致因此而分裂，但經此爭論，教會元氣大傷，分裂

的種子亦已播下。

亞流（Arius， 256-336 A.D.）是當時亞歷山大的一位長

老，在思想基督與父神的關系時，他相信基督不是自有

永有地與父神同在，而是父神所創造的，亦即是說，聖

子在父神未創造以先根本是不存在的。這樣一來，聖子

與聖父的本質是有分別的，三位一體的真理因此動搖

了。為了處理這異端，教會召開了一次空前的大公會

議，會議於主後三二五年在尼西亞舉行。當時支援亞流

的教會領袖，為數也不少，但結果正統信仰得勝，三位

一體真理被確定，而基督與父神同質、同等、同榮的真

理也被確立。

然而一波剛平，一波又起。爭論的焦點從三位一體論轉

移到基督的神性與人性的關系上，首先出問題的便是涅

斯多留派（Nestorians），亦即是大秦景教的先祖。涅斯

多留派的問題是由於強調基督的神性與人性之間的分

別，因而把二者分割，仿佛互不相干，而同時更把基督

的人性看作只是乘載神性的容器。這樣一來，基督裏面

的神性與人性的合一性便被忽略，而基督的人性也同時

相對地被輕視了。教會在議會中宣判涅斯多留派的異

端，便清楚的表明，教會相信基督的神性與人性是不能

分割地結合起來的，基督是真真實實的神，也同時是真

真實實的人。瓷作為神的時候無時無刻不同時是人，而

作為人的時候也無時無刻不同時是神。

自涅斯多留派所引起的爭論以後，有關耶穌基督神性與

人性結合的各種爭論紛紛出現，其中有涉及基督道成肉

身後到底是一個位格抑或兩個位格，只是神的位格抑或

人的位格，又抑或兩個位格的結合。為了處理這些爭

論，教會花了不少精力時間，召開了多次大公會議，但

爭論卻越來越復雜。於主後四百五十一年，教會在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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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Chalcedon）召開一次大公會議（即迦克墩會議

Council of Chalcedon, 451 A.D.），徹底地解決有關基督的

爭論，議會一致肯定基督的神性及人性是絕對真實的，

同時也肯定基督只是一個位格，其中神的性情與人的性

情互相結合在一起。迦克墩會議後，正統信仰得到更清

晰的表達，也得到廣泛的接納，爭論才平息下來。

正統信仰的確立

初期教會受異端的紛擾是相當嚴重，於是教會要很清

楚、簡單而有系統的將正統信仰表達出來。要這樣做，

第一步便是確立信仰的基礎，即是神的話語。聖經正典

可說是教會為了對應異端的紛擾而形成的。

正典的問題，早在主後九十年已出現。當時猶太人在耶

路撒冷被毀後，分散於各地。沒有了耶路撒冷，他們的

信仰生活自然環繞著神的話語，以聖經的話語為中心﹔

但問題是，什?才是真正不折不扣的神的話語？是希伯來

文的版本？抑或是希臘文的譯本？為瞭解決問題，猶太

人於主後九十年在鎮納（Jemna）這地方召開一次會議，

結果一致決定以希伯來文的聖經為信仰的依歸，猶太人

中更有認為基督教歪曲真理，是受了希臘文譯本的誤

導。這樣一來，為了要繼續向猶太人傳福音，基督徒也

要作出抉擇，到底以希伯來文版本抑或以希臘文譯本為

依歸？驟然間，教會也不知如何反應。主後一百三十年

米利都主教到巴勒斯坦視察後，終于向家教會建議以希

伯來文版舊約聖經為教會信仰的依據。此事以後，大概

在一百四十年左右，羅馬的一位信徒馬吉安接受了諾斯

底派的影響，在教會中提倡將舊約完全棄絕，因為他認

為舊約的神根本是極低等的靈體。同時，在教會保存的

使徒書信或記述中，他認為任何與舊約有關的，都應刪

除。他按照自己的准則，定出聖經的正典。當時流傳的

福音書，只有路加福音一部分值得存留，因為只有這部

分的啟示未受舊約的污染。在使徒的書信中，只有保羅

的書信才是信仰的基礎，因為唯有他才清楚不猶疑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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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舊約的律法。不單如此，諾斯底派的人更按自己的信

仰寫成福音書及其他作品。這樣，便令信徒感到非常混

淆。確立聖經正典到此再不能拖延的了。於是，不同地

區的教會不約而同的確定一些當時教會極看重的文獻為

信仰的依據。當然，不同的教會肯定不同的文獻，但四

福音書，保羅的十三封書信，彼得前書，約翰一書都無

可置疑地被所有教會接納。但除了這些文獻外，希伯來

書，啟示錄、彼得後書，約翰二、三書，雅各書，猶大

書在不同教會有不同的地位。此外還有其他文獻，如巴

拿巴書信，革利免致哥林多人書，黑馬牧人書，彼得啟

示錄，希伯來福音等也在教會流傳，並在崇拜中經常被

誦讀。即是說，每一區的教會所重視的文獻都不完全一

樣，但奇怪的是，他們並沒有召開會議去列出正典的書

卷。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表明正典的形成，不是由

一班人隨意決定的，而是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眾教

會不約而同的在聖靈的引導下，確立相同的書卷為正

典。在我們看來，這是多自然的事﹔聖經是神借聖靈默

示的，而基督徒透過聖靈的工作才得以認識神，幣解神

的話語。因此，有聖靈在生命中運行的基督徒自然認識

聖靈所默示的話語。

到了第三世紀中葉，各地區的教會已大致上認定相同的

文獻為正典，只有啟示錄，雅各書依然是不完全被一些

教會確定是正典。到了尼西亞會議，差不多所有教會都

認定相同的文獻，亦即是現在我們聖經的各書卷。在主

後三百九十三年及三百九十七年，教會在北非召開的兩

次會議中，正式為正典下定義，不過在這裏要一提的

是，北非這兩次會議所確定的正典將次經也包括在內，

這正是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的分別。東方教會所確定的

正典是新舊約聖經六十六卷，西方教會在六十六卷以

外，還肯定一些次經為正典。時至今日，羅馬天主教的

聖經是六十六卷加上次經。

教會確定正典的確經過一段相當的時期，而某卷書是否

能成為正典便要看它是否能通過三個重要的考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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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書是不是出自使徒之手或出自與使徒有密切關系的

人。例如約翰福音的作者約翰是使徒，他的見証固然可

靠﹔而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是保羅佈道隊的一員，與保

羅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因此他的見証也非常可靠。第二

個考驗是這卷書在教會對救恩的幣解上是不是必要。第

三個考驗便是時間的考驗，經過二百年的時間，某卷書

對教會內在生命的重要性便漸漸顯明，對教會生命不重

要的，便被淘汰。

除了確定聖經的正典，教會也清楚地將基本信仰寫成信

經，我們最熟識當然是使徒信經，但使徒信經是主後三

百四十年才出現的，並且只在西方教會才普遍被採用。

其實在使徒信經出現時，已有不少信經在不同地區出

現，如教父愛任紐在主後一百七十年為義大利的教會寫

成信經，而特土良在主後二百年為北非寫成信經，居普

良則於二百五十年為迦太基的信徒寫成信經。不過我們

若將這些不同的信經並列，便發覺他們所肯定的基本信

仰是非常一致的。普遍來說，東方教會的信經要比西方

（或拉丁）教會的長，但認信的內容卻沒有多大分別。

在教會的崇拜中，信徒要誦讀信經，來表白自己的信仰

與大公教會的信仰完全一致。

有了聖經，有了簡單的信經還不夠應付異端的挑戰，因

為假師傅可以曲解聖經，可以將信經的涵義混亂。為了

確保正統信仰，教會在必要時，召開大公會議，每一教

區都派出代表，共同擬定某些信仰或言論的真與偽。代

表教區出席這些會議的往往是主教和長老，有時執事也

被派參加﹔當然，主教的代表性是最重要的，然而在會

議的討論中卻是不分階級的。例如主後三百二十五年尼

西亞會議時，在眼看亞流派要勝利時，挺身為正統信仰

爭辯而力挽狂瀾的，竟是一年輕的執事--亞他那修

（Athanasius, 296-373 A.D.）。

議會對於正統信仰的確立固然非常重要，但議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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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有限的，因為在議會中權力鬥爭是相當實在的，有

時某一信仰被否定是因為權力鬥爭失敗的原故。例如亞

他那修派所代表的正統信仰在尼西亞會議後不到幾年，

便被定為異端，亞他那修也被放逐，而曾被定異端的亞

流派竟幾乎成為正統思想。最可悲的，在主後四百四十

九年，為了基督神人二性關系的爭論，在以弗所召開會

議時，兩派在水火不相容的情況下，竟然動武，此議會

因而被稱為"強盜議會"。

無論人是多?軟弱，在聖經啟示及聖靈的引領下，正統信

仰終於漸漸被建立起來，幫助信徒幣解真道。但在這過

程中，教會所付的代價也相當大。教會為了確立正確信

仰，便不惜與一些信仰有偏差的弟兄分離，將他們趕出

教會。如此，教會的實力便被這樣的分裂削弱﹔同時教

會也損耗了不少精力在神學的思辯上，以致缺乏足夠的

力量推展宣教工作。

　

早期教會的見證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www.josh.org/translations/

chinese/bOOK05/407.htm，不代表本站立場）

早期教會的見證很清楚地支援基督的神性，今天我們已

很容易看到教父和護教者著作的譯本，證明他們在這個

至高教義中的信仰。

教父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出，基督乃「永恒的本體」「神

道成肉身」，是「創造者」，並擁有其他獨特的神的屬

性，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如下：

坡旅甲（Polycarp），主後69-155年，示每拿主教，乃是

使徒約翰的學生，他寫道：「現在，願神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父，和永恒的大祭司、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在真

道上建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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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那丟（Ignatius）（死於主後110年），安提阿教會的

領導者，是和坡旅甲、革利免、巴拿巴同時代人，在歌

羅西殉道後，在他致以弗所人書中寫道，基督是「我們

的神，耶穌基督」。

在另一封信中，伊格那丟告誡坡旅甲，要「在每一時第

一刻等候他，他原是永恒、不可見的，為我們成為可見

的，也為我們受若。」

接著上述，他又加上一些對示每拿人說的話：「如果他

們不信基督的血，（他是神）審判就將等候他們。」

以下乃是由克嗽甫雷克（Kirsopp Lake）摘錄出來的：

伊格那丟在以弗所人書一章，問安：「⋯⋯耶穌基督我

們的主⋯⋯」

伊格那丟致以弗所人書一：1「......藉著神的血⋯⋯」：

伊格那丟致以弗所人書七：2「......他是在人裏面的

神。」

伊格那丟致以弗所人書十七：2「......領受神的知識，也

就是耶穌基督。」

伊格那丟致以弗所人書十八：2「因我們的神，耶穌基

督⋯⋯」

伊格那丟致以弗所人書十九：3「......因神已顯明為

人⋯⋯」

伊格那丟致米格那休人書十一：1「......基督乃由永恒而

出與父同在⋯」

伊格那丟致米格那休人書十三：2「耶穌基督是屬於

父。」

伊格那丟致特裏安人書七：2「......從神，從耶穌基

督⋯」：

伊格那丟致羅馬人書，問安「耶穌基督，我們的神」

（二次）

伊格那丟致羅馬人書三：3「......我們的神耶穌基督。」

伊格那丟致羅馬人書六：3「......使我受苦，跟隨我神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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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榜樣⋯⋯」

伊格那丟致示每拿人書一：1「耶穌基督，神」

伊格那丟至坡旅甲八：3「......我們的神，耶穌基督」

伊格那丟致巴拿馬書七：2「神的兒子，他是主⋯⋯」

研究員即作家約翰韋頓（John Weldon）注譯說：「⋯⋯

事實上，當伊格那丟寄這些信時，並未遭任何人或教會

斥責或冠以異端的汙名，可見在主後115年以前的早期教

會已普遍接受了基督的神性。」

伊格那丟（主後125～200年），乃坡旅甲的學生，他在

「對抗異端」中解釋（四：10）基督如何經常為摩西所

見，且從燃燒的荊棘中說話的應是基督。愛任紐

（Irenaeus）繼續詳述基督與父神的關係：「道和智慧、

子和靈總是與他同在，藉著他們也在他們裏面，自由且

自有的，他創造萬有，也對他們說話，並說：‘讓我們

照我們的形像和樣式造人’」。

殉道者遊斯丁馬提（Justin Martyr）（主後110～166

年），乃是以學術方式護教者，他論到：「我常說，當

我神說：‘神離開亞伯拉罕上升去了’，或‘主對摩西

說’，以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塔’，

或‘神將挪亞關在方舟內’，你必定不能想像那是非受

造的神，自己上升下降，因為這位不可名狀的父，萬有

的主他不會到任何地方，或走路或睡或上升。」亞怕拉

罕、以撒、雅各所看見的不是不可名狀的主，乃是神、

他的兒子。「他也在火中，從荊棘裏向摩西說話。」

（對話錄一百三十七）。他繼續說：「我們的主在荊棘

火焰中顯現與摩西說話，那不是萬有的父，而是‘耶穌

基督’、‘神的使者’、‘他也是神’，又是‘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和‘我是就是我是’」[第一護教

書六十二、六十三]。

革利免（C1ement）（死於主後1O1年），是羅馬主教，

在「教訓」一書中（十六章）提到我們的主乃引自撒迦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2.htm (22 of 36)3/5/2005 6:34:17 PM



初期教會歷史

利亞書（十四：5）「主必和?聖徒降臨」，在十四章又

提到兩次，引用了瑪拉基書一：11、14，也同樣提到耶

和華，「在革利免一書」提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

神威嚴的主權（十六），正如瑪拉基所期待的主必突然

來到他的聖殿（二十三），他在舊約中藉著聖靈說

話。」

我們所引用的只是這些教父許多著作中的一部分。

第一，如果有人說這些文獻都是?造的，那麼這樣論斷的

人就該拿出「早期教會歷史性的文獻著作說基督不是

神」來證明他的論點。幾百年以後沒有人發現或確認在

亞流（Anus）以前（在第四世紀），曾有任何教會領袖

這麼寫過。

第二、嫌於聖經已遭擅改，以及後人有意附加教義的爭

論，所有我們今日所知的聖經，除了十一節以外，都可

從主後325年前早期教父著作中發現，還不算成千完整的

或部分的希臘或拉丁的新約古卷。現有的聖經乃是世界

古文學中保存最完好的文獻，若刪掉教導基督神性的經

節，將使新約支離破碎，而成為反對所有歷史見證的謊

言。

「基督徒」否認基督神性的最早記錄乃是到主後190年才

有，當拜占庭的皮革商狄奧多士（Theodotus，）提到他

否認基督的這件事時說：「我不否認他是神，而他成為

人⋯⋯」接下來一直到主後318至320年，亞力山大的長

老亞流否認基督的神性，這個問題在教會中成為主要的

神學論題，這個論題所導致的爭議本身就是有力的證

據，證明教會直到那個時候，還從未對基督的神性認真

地置疑過。否則亞流的教導很可能就會被人當作平常，

而予以忽視或駁回。在論爭中關於基督徒所持的信仰，

包括相信基督是神，在兩個半世紀的嚴重迫害中形成

的。尼西亞會議（The Council of Nicea）（主後325年）

就是教會為了解決這論題而召集的，在三個月苦心的深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2.htm (23 of 36)3/5/2005 6:34:17 PM



初期教會歷史

思熟慮之後，基督的神性獲得會議的肯定，亞流和他兩

位支持者被逐為異端。

有些人爭辯在尼西亞會議中，是康士坦丁將正統派看法

強加於?人的。出於畏懼，基督徒們屈從了他的想法。但

這不是事實，如果有什麼影響，也是康士坦丁受他們所

左右。歷史的記錄告訴我們，當康士坦丁看到信徒因信

仰基督而遭拷問的傷痕，他走上前去親吻他們的傷痕，

這些基督徒為了信仰而失去眼睛和手腳，他們不會屈服

于來自康士坦白丁不聖潔的壓力。

亞流和其跟隨者相信基督的先存，他是世界的創造者。

但耶穌本身「僅是一個人」根本不是尼西亞會議所要討

論的論題，他的問題在於耶穌是「神」和「一位神」。

僅管亞流派被逐，他們仍斷斷續續左右了尼西亞會議後

許多年的教會，在那個時期，正統派的領袖，亞力山大

後來的主教亞他那修（Athanasius）也被亞流派領袖放逐

了五次，直到381年康士坦丁會議，反對者才長久地沈默

下來。

尼西亞信經是在騷動和爭論中訂制出來的，也是教會神

學的房角石。

馬可諾爾（Mark Nole）關於尼西亞信經寫道：

「在主後325年，羅馬皇帝康士坦丁大帝將教會領袖由他

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召集到穿越馬馬拉海的小城（現

在的伊斯坦堡），康士坦丁唯恐宗教上的不同意見會威

脅帝國的統一。爭論的焦點於埃及亞力山大一小教會職

員的教訓上，主教們在尼西亞會面審核這位牧師亞流的

教訓，由此產生了基督信仰中有名的認信。

「這個認信後來又隨之擴張，也就是今日聞名的尼西亞

信經，他不僅是對抗異端教訓的第一份三位一體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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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也是為所有教會接納的第一份基督教信條（時至

今日，羅馬天主教、路德宗和聖公會仍在崇拜中使

用）。這個信條的重要性乃在於他有力而明白的見證了

耶穌基督是全世界救主的獨特本性。

「亞流所教導的教義描繪了基督教歷史呈現的一段趨

勢，將神在基督和在聖經中啟示自己的事實歸諸於邏輯

或理性化的流行觀念。亞流爭論說，‘如果父神是絕對

地完全，絕對的超越，並且絕對的不變，如果他是萬有

的源頭──除他以外別無溯源──那麼顯然世上萬事萬

人皆由神分離而出’，並且亞流又說，‘如果萬事皆由

神分離而出，那?耶穌當然也必須是由神而生。’

「根據亞流的說法，耶穌的確在物質世界的創造和救贖

上扮演過一個特別的角色，但他並非神自己，可能只有

一位神，自此基督必是在某個時間被造的，基督必然屬

於會改變且有罪的（正如所有受造物），並且基督也沒

有神心思中真實的知識。

「尼西亞會議認識了亞流教訓對基督教信仰的責難，是

多麼嚴重的威脅，以及其邏輯的薄弱粉飾，使他顯得蠻

像回事；同時會議也作了以下的決定性主張，以對抗亞

流派思想。

「（1）基督的確是神，耶穌本身就是神，正如父是神。

任何父與子的差異，只是說明各自的工作，或彼此所站

的關係──但父、子、聖靈都是真正的神。

（2）基督是與父同在的一個實質，希臘文用這個詞「同

一實質」（homo＝同，ousios=實質）此字引起極大的爭

論，但它不過是單純的擷取來當作加強的意思，正如基

督是真實的神這個事實如此清楚明白、看來是摘自耶穌

自己的教訓：「我與父原為一」（約翰福音十：30）。

（3）基督是受生的，而非受造，亦即是說基督不是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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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中的任何一點中受造的，而是出自永恒，是神的兒

子。

（4）基督為我們人和我們的救贖而成為人，基督的工作

目標在救贖人類，如果基督本身僅是一位受造物，就不

可能?生此一救贖。老實說，聖經對人類罪惡的教導已指

出，在受造的王國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來登上天堂。救恩

是來自於神的。

「尼西亞所肯定的信仰面對了許多反對者，許多亞流派

拒絕放棄他們的信仰，即使那是與該信條所清楚陳述的

聖經真理衝突。我們無法確實在聖經找到該字用法（如

同一實質homoousios），許多基督徒因此感到困擾，這

些字正如「實質」常是用得很含糊不明，但當亞他那休

和其他反亞流派澄清了一個實質並不否認分離的位格和

父子聖靈的工作，這個信仰就逐漸被接納。

「迄今尼西亞信經仍是一道隔牆用以抵擋這種型式的神

學空論，即將人的智慧高舉於神關於耶穌基督的?示之

上。關於基督的神性，道成肉身成為人，以及他為人成

就的救贖工作如從聖經教訓中萃取的精髓。最後，當該

信條用作基督徒皈依的指南或基督宣言，他也能成為一

表達工具，聖靈藉此將基督教信仰真理轉變為基督徒實

際的生活。」

尼西亞信經

「我們信獨一的上帝──全能的父，是天地與有形無形

之萬物的創造主。我們信一位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

子，在萬世之先為父所生，光之光、真神之真神，被生

而非受造，與父本體相同，萬物都藉他而受造。他為救

我們世人從天降臨，藉聖靈從童貞女馬利亞道成肉身而

為人，他在本丟彼拉多任內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受

難、埋葬，照聖經所記載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父的

右邊，將來必威榮凜凜的的再臨，審判活人與死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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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度將永無窮盡。

「我們信賜生命的主聖靈，從父而出，與父、子同受敬

拜與尊榮，他會藉?先知發言。我們信使徒所立的獨一聖

而公的教會，我們承認為赦罪所設唯一的洗禮，我們瞻

望死人復活和來世的生命。阿門。（最後一段乃主後381

年附加）。」

在「松得芬聖經百科全書」（Zondervan pictoria1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述基督神性的文章中提到，主

後325年召開的尼西亞會議所擬定的尼西亞信經將基督的

神性表達得相當清楚而圓滿，在英文的一段禱文中翻譯

如下：「一位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光之光，真

神之真神，被生而非受造。」在這段?述前已盡力澄清基

督是真神之真神，與神（Deity）一字非常相近的同類字

當是神性（divinity），前者乃較強烈而絕對的字眼，我

們可以說，在每個人身上可看見神性（divinity）的光

輝，但卻不能用deity這個字。

只有一個人會如此自稱──就是耶穌基督，他的宣稱所

包含的思想是：他所教導的是神自己教導的，他所作的

是神才能做的。在他圓滿的人格中，乃是那位絕對與神

同在的，他由任何角度聲明都是在聲明神。任何人像耶

穌基督那樣自稱，他不是癲狂或走火人魔了，就是在說

真話。而前者實在不能在其他合適的證據上站得住腳，

只有不得不歸結為讓後者成立，耶穌基督正是他所宣稱

的那位真而又真之神。

後來在451年召開迦克墩會議，耶穌基督是一位神擁有神

人二性的聖經教義，正式為教會所記述。很重要的是要

瞭解，召開這些信徒會議並非僅是為承認這些已浮現的

神學立場，而更是要去回答那些對已被接受為真理的正

統派聖經立場的反對者。

我們必須記得，在早期教會擴展期，並無電子媒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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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氣飛機時代的傳媒系統，來傳播資訊或確保正確的教

訓，人們只有依靠神的兒女精確而有效的資料傳遞，教

會會議乃是為這種過程有效力的基礎，並且由所有主要

集中於羅馬世界的基督徒代表所促成。

因此，不僅聖經證明基督的神性，連教會歷史亦能作此

見證。

地下墓窟（Catacomba）

基於衛生理由，羅馬法律禁止在城垣內埋葬死人；因

此，羅馬人多半沿著城外亞丕雅（Via Appia）古道外挖

掘墓室。最古的一批墓窟可追溯至二、三世紀之交，當

時只是一般的公共墳場，基督徒與外邦人一同埋葬。到

了二世紀末，基督徒的人數增多，必須另外開發墓地，

以保證所有的信徒，死後都能有一個虔敬的葬禮。因著

墓地空間有限，人們只好向下挖掘。經年累月下來，就

形成了錯綜複雜、四通八達的地下迷宮。人們將地下墓

窟稱為Catacomba，意思就是「靠近漥處」。

墓窟是由很多廊式地道組成，兩旁的岩壁上挖滿了墓

槽。此外，也有一些較精緻的拱形墓龕，以及一些家族

的墓室。對於存有復活盼望的基督徒而言，墓地不過是

暫時休息的所在。因此，亡者逝世的日期被刻寫為「生

日」（dies natalis），墓石上也常可見到「平安」

（PAX）或「在平安裏」（IN PACE）等拉丁字樣。

羅馬現今已發現的地下墓窟有五十多處，其中最有名的

為「聖加里斯多地窟」。這個地窟為當時羅馬教會的公

共墳場，葬有多為三世紀的羅馬主教，因此又有「小梵

帝崗」之稱。墓窟位於亞丕雅古道外2、3英里之間，三

世紀初成為羅馬教會的產業。主後201年，羅馬主教翟非

里諾（Zeffirino）委託執事加里斯多擔任挖掘並管理地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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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後來便得此名。中世紀初期，墓窟逐漸被遺

忘。後來被考古學家羅西（Giovanni Battista de Rossi）發

現，自1849年開始了挖掘工作。墓窟的左壁上，就是羅

西的半身像。

墓窟共有五層，靠油燈來照明。最重要，也是面積最大

的墓窟在第二層，因為許多天主教的聖人都葬在這一

層，所以信徒們也都喜歡葬在這一層，越挖越大，綿延

了20多公里遠。地窟內最重要的是第三世紀的「教宗墓

室」，裡面葬了九位三世紀時的羅馬教宗，還有三位主

教。在教宗墓室旁邊的，是聖女則濟利亞的大理石臥

像，則濟利亞為一羅馬貴族，在第三世紀時殉道，這座

臥像就是照著她殉道後的樣子雕刻的。可以看見他的頸

子上有一個刀痕，左手伸出一個食指，右手伸出三根手

指，有人說這表明她因相信三一之神而死。則濟利亞的

遺體在主後821年已經搬到為她而建的聖則濟利亞教堂

裏，這個臥像是複製品，真品在那座小堂裏。

墓穴的石板中，有很多早期教會的象徵圖案，如魚、鴿

子、十字架、棕梠樹枝、錨、以及耶穌牧養的像。此

外，也有許多關於新舊約聖經故事的壁畫，如五餅二

魚，星象家朝拜耶穌，摩西擊打磐石等。

聖革利免教堂（Basilica di S. Clemente）

革利免是羅馬的第三任主教，也是使徒後期的教父之

一。他曾經寫信給在哥林多的召會，責備他們驅逐長

老、分黨結派的行為，這些書信被通稱為《革利免書

信》。有人以這些書信為據，認定革利免將監督立於長

老職分之上。事實上，革利免在書信中，乃是針對哥林

多人趕逐長老一事，要求他們尊重召會中服事的人。然

而不可否認的是，聖品與平信徒的觀念，已儼然成形在

當時的召會生活中。

聖革利免教堂顧名思義，是為了紀念革利免所建，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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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層，就建在革利免的故居上。上層為現在的聖革利

免大教堂，始建於主後1108年，十八世紀時曾經重整，

成為今天的樣子。教堂中央的祭台下方，保存著革利免

和安提阿主教以格那提的遺骨。祭台上方兩側的畫，就

是兩位教父殉道的情景。以格那提是在鬥獸場被野獸吞

食，革利免則是被綁上錨，投入海中。

中層為一地下教堂，興建於第四世紀，是早期的領銜教

堂。早期信徒多半都是在家中聚集，第三世紀時，已有

幾個比較大的聚會中心，這類的家庭教會（domus 

ecclesiae）在羅馬約有25處。第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使基

督教合法化之後，這些家庭教會就成了正式的領銜教堂

（titular church）。據說位於革利免家的這座領銜教堂，

曾經是大公會議舉行的場所。

最下層的地下室，是革利免的故居，正廳十分寬闊，初

期的召會曾經在此聚集。二世紀時，波斯拜火教

（Mithraic）在這些民宅的庭院中，見了一座廟宇，現今

仍留有一座祭祀米撒神的祭壇。

聖布田西雅教堂（Basilica di Santa Pudenziana）

布田西雅的父親名叫布田（Pudens），保羅曾在提摩太

後書提到他。布田是元老院的議員，他的家是早期信徒

聚集的所在。根據傳聞，彼得曾在布田家中住了七年之

久。當布田為主殉道後，他的兩個女兒布田西雅和布西

德（Praxedes），接替父親的工作，繼續接待往來的聖

徒。後來官兵逼迫到家中，妹妹布田西雅親眼目睹多位

信徒被殺，姊妹倆人隨後也為主殉道。這裏是羅馬25座

領銜教堂之一，也是羅馬第一座主教教堂。根據文獻的

記載，在彼得與保羅在羅馬殉道後（約在主後60年），

這裡已是教會聚會的場所。最早的教堂式建築據說出現

在第二世紀，由羅馬主教比約一世（Pius I）所建。第四

世紀初，君士坦丁讓基督教合法化後，這裡被重新整建

為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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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中，這裡被徹底改建，原有的教堂樣式，以及

許多四世紀的古老鑲嵌畫，均遭到損毀。1870年，此處

再度重建時，在教堂地基下方發現了一些早期的羅馬建

築，據信是初期聖徒聚集的家庭教會之處。

教堂中有一個聖彼得小堂，左側牆壁的大理石上刻著：

「當彼得初來羅馬時曾接待於此」。雖然十六世紀時，

這裡曾被徹底改建，然而拱頂上仍保留了原有的彩石鑲

嵌畫，這是至今最大、最古老的鑲嵌畫之一。

聖布西德教堂（Basilica di Santa Pressede）

這座教堂是為了紀念布田的另一個女兒布西德所建，約

建於主後384-399年，教宗瑟瑞修（Pope Sircius）期間。

主後489年，這裡成了羅馬第一個教區教堂，名為布西德

領銜教堂。現在所看見的教堂，是主後780年由教皇哈德

良一世（Pope Adrian I）所建，並於822年由教皇巴斯迦

一世（Paschal I）所祝聖。在那之前，這裡僅被用來貯藏

地下幕窟出土的遺物。1198年，教皇依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將此堂交由本篤會管理。十六世紀時，教

皇曾下令翻修此堂，聖所和地窖，也在十八世紀時重

整。教堂內有許多早期的馬賽克鑲嵌宗教壁畫。通往聖

所的路旁，有一個樓梯通往地窖，地窖中放置了布西德

和布田西亞兩姊妹的石棺。石棺中有一塊海綿，據說是

當年兩姊妹為殉道聖徒收拾血水所用。地窖中另有三個

從地下幕窟移葬來此的石棺，左邊的石棺上，有關於基

督作好牧人，以及約拿歷劫歸來的浮雕，是初期信徒很

喜歡的兩個故事。地窖入口處，也有一幅關於約拿的浮

雕，是從一位名叫烏庇亞（Ulpia）的婦女的石棺所取下

的。這位婦女的石棺上，還刻有「妻中至珍」的字樣。

教堂迴廊頂端祭壇處的哥斯馬特式（cosmatesque）鑲嵌

裝飾，也是用早期基督徒墓穴中的碎石所裝飾。（本文譯

自http://home.online.no/~cnyborg/alphalist.html）

三泉隱院（Abbazia di Tre Fontane）與聖保羅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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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lica di S. Paolo）

根據行傳，保羅曾定意要到羅馬，要將福音傳給在羅馬

的人（徒十九4，羅一13，15）。然而，因著屢次受到攔

阻，羅馬之行遲遲未能如願（羅十五22）。然而，在神

主宰的安排下，因著猶太宗教徒的逼迫，保羅被迫上訴

該撒（徒二八14）。因著此一訴願，保羅被押解到了羅

馬，據說保羅抵達羅馬石，受到信徒在亞丕雅古道（via 

Appia）夾道歡迎。他抵達羅馬後，獲得些許的方便，得

以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足足盡職了兩年，並在此寫下

歌羅西、以弗所、腓立比等關於神聖經綸的中心啟示。

在保羅獲得釋放之後，又訪問了以弗所、馬其頓（提前

一3）等地，堅固外邦的召會。保羅第二次到羅馬時，因

尼羅的逼迫而下監，並在其囚禁之處被斬首。根據傳

說，保羅的頭在落地時彈跳了三次，所跳之處奇蹟似的

湧出三道水泉，所以人們以此為名，在當年保羅殉道之

處，蓋建了這座三泉隱院。

保羅殉道之後，先是葬在離受刑處約三公里的奧斯蒂亞

路（Via Ostiensis）公共墳地。有人在保羅的陵墓上建起

一間類似墓室（cella memoriae）的紀念小堂，不久，這

裡便成了信友和朝聖者的目的地。他們從保羅的陵墓獲

得啟發，用這位聖人傳授給他們的方法，繼續在多神信

仰的人民問，進行艱巨的福傳工作。由於這座紀念保羅

宗徒的小堂具有極大的放發性，因此，即使歷代以來曾

經多次重整修建，卻至今沒有被遷移過。四至五世紀的

大理石板．上面刻了保羅的名字。板上有三個洞：一個

呈圓形，為放進香爐而鑿的：其他兩個較不規則的洞，

則是在已刻上保羅名字後才開鑿的，它們反映出民間信

仰的強烈情愫：朝聖者從這些小洞放進布塊，為接觸聖

人的遺體，以留作聖髑。

據最古老的《教宗名錄》（Liber Pontificalis）記載，君士

坦丁（Constantine）大帝在保羅的墳墓上修建了一座大

堂，在教宗西爾維斯特一世（SylvesterI 314-335）在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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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這座大堂於324年11月I8日被祝聖。當時大堂的拱壁

（apse），與今天的方向剛好相反，緊貼在舊奧斯蒂亞路

邊。大堂原來的規模頗小，後來，才在348-386年間，先

後由瓦倫蒂尼安二世 （Valentinan II）、狄奧多西

（Theodosius）和阿爾卡狄（Arcadius）三位皇帝擴建。

他們把工程委託給建築大師（Professor mechanicus）濟里

亞德（Cyriades）；他興建了一座有五個通廊（naves）的

大殿，內有八十根石柱和一個四邊形的柱廊庭院

（quadriportico）。根據中殿凱旋拱門（triumphal arch）

上的刻文，可知大殿是於390年由教宗西里修（Siricius）

祝聖，不過工程直到395年和諾里皇帝（Honorius）執政

期間，才告完成。

從第五世紀中葉教宗聖良一世（St Leo I）任職期間，展

開了一連串的修飾工程，由此可見教會對這座大殿的重

視。教宗聖良一世修飾了凱旋門上的彩石鑲嵌畫；教宗

西，瑪克（Symmachus 498-514）修茸了已經搖搖欲墜的

拱壁，並興建了幾間朝聖者收容所（habitacula），這些

住所後來又由教宗色爾爵一世（sergius I 590-604）將側廊

（aisle）的地板提高，並將左右耳堂（transept）與中殿

相連。哈德良一世（Adrian 772-795）修整了前庭

（atrium）；良三世（LeoIII 795-816）造了第一個大理石

地板。額我略二世（Gregory ii 715-731）再度，命本篤會

士（Benedictines）長期守護在保羅宗徒的陵墓旁；直到

今天，本篤會士仍然是這裡的守護者。

聖保羅大殿曾遭倫巴族人（Longobards）和回教撒拉森人

Saracens）的掠奪，教宗若望八世（John VIII 871-882）為

了避免大殿再度受，蠻族的破壞，因而環繞著大殿築了

圍牆和城樓，儼然一座衛城，人們稱之為「教宗若望

城」（Giovannopoli）。十一世紀時，人們又在大殿北面

側廊近正門面（facade）處，築了一座鐘樓。教堂在十三

世紀達到了富麗堂皇的頂峰。大殿內部上方有36幅描繪

聖保羅生平的壁畫，下方是從聖伯多祿宗徒到若望保羅

二世共265位教宗的畫像。1823年夜間的一場可怕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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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揉合了建築、宗教和藝術的結晶，幾乎全被摧毀。

教宗良十二世（LeoXII）展開重建大殿的工程。教宗發

佈手諭，請主教們推動信友為重建聖保羅大殿捐獻。這

項工程是教會在十九世紀的最龐大工程。全球信友熱烈

響應教宗的呼籲，許多人捐獻金錢，埃及總督贈送了雪

花石（alabaster）柱子，俄國沙皇尼古拉（Nicholas）送

來了孔雀石材（malachite），後被用作左右耳堂

（transept）兩祭台的材料。

殉道紀念間（confessio）祭台上的華蓋 （ciborium），是

阿諾爾福 （Arnolfo di Cambio））於1282年製造的，也是

他在羅馬最早期的作品。聖保羅的陵墓就在中間的宗座

祭台下，因此，這裡是大殿中最神聖的地方。華蓋在大

火中只受到輕微的損壞。在拆下修茸和重裝原處的過程

中，人們發現華蓋的石材上有些古代基督信徒的刻紋。

大殿左邊的耳堂末端有有紀念聖保碌歸化的祭台（altare 

della Conversione），是卡穆奇尼（Carnuccini）的作品，

不斷提醒人們保羅宗徒的一項基本經歷：他內心的皈化

（metanoia）。兩旁有聖大額我略 （St Gregory1）和聖伯

爾納多（St Bernard）雕像。向前走，可以看到聖斯德望

小堂 （Cappella di Santo Stefano）。這小堂與聖保羅歸化

小堂相連，為了提醒信友們，保羅在歸化前曾有份用石

頭砸死司提反。這小堂牆壁用的大理石，部分來自舊有

大殿；在祭台上安放了司提反的態像；他是第一位殉道

者。（本文轉載自http://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

santuari/11spaolo.html）

司提反圓形教堂（Santo Stefano Rotondo）

教堂位於尼祿皇帝（Nero）水道橋（aqueduct）的側邊，

大約建於辛普利修一世（Simplicius I 468-483）任教宗期

間。教堂的鑲嵌裝飾和大理石片工藝約完成於523至530

年間。教堂內部呈圓形（是羅馬最古老的圓形教堂）、

而外部則呈十字形。內部分為三個同心圓部分，共有八

個入口，四間建在徑軸上的小堂。今日只保存了聖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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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St Primus）和聖斐利謙 （St Felician））兩位殉道者

的小堂，其拱壁上有七世紀壁畫，描繪基督在這兩位聖

人之間，以及當年殉道者受難之經過。（本文轉載自

http://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santuari/51chiesestor2.

html）

聖約漢與保羅教堂（San Giovanni e Paolo al Celio）

教堂建於聖約漢（John）和保羅（Paul）的故居上，二人

均是君士坦丁宮廷內的官員。由於他們信奉了基督宗

教，於6l年被叛教徒朱里安皇帝（Julian the Apostate）處

決，埋葬在自己的家中。十八世紀初，教堂稍經修改。

及至十九世紀末，兩位殉道者之故居遺跡才被挖掘出

土。教堂正門面下層的門廊，以八根距離相等的石柱分

間，而上層卻利用了四根取自古羅馬帝國建築物的大理

石柱，分隔成五櫺窗 （pentafora）。六層高的羅馬式鐘

樓，外面飾有彩色陶瓷磚片，基座卻是建於克勞狄

（Claudius）神廟殘餘的（乳白色多孔的）鈣華大理石

（travertine）墩上。左側用作扶垛（buttress）的七個石

拱，乃建於十七至十八世紀間，以古羅馬建築遺址作基

礎。堂內分成三個通廊，拱壁上有波馬蘭齊奧

（Pomarancio）繪於1588年的「凱旋救主像」壁畫，保存

完整。主祭台處的古老斑岩石甕內，保存著兩位聖人的

聖髑。教堂地下層有一座水泉公園（Nymphaeum）的遺

址，牆上有二至三世紀間的壁畫，另有一間典型外教人

的羅馬房屋、一間早期教會的房屋 （可能是兩位殉道者

之家）、還有一間中世紀的小堂遺跡。另有一間小室，

內有數幅繪於九至十二世紀間的壁畫，描繪兩位殉道者

的事跡。（本文轉載自http://www.vaticanradio.org/ cinesebig5/

santuari/51chiesestor2.html）

聖聶羅與亞基略教堂（Basilica dei Santi Nereo e Achilleo）

此教堂約建於四世紀末葉，即教宗瑟瑞修（Siricius 384-

199）在位期間，他和前任的教宗達瑪穌，都很重視道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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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殉道聖人的敬禮。聖聶勒（St Nereus）和聖亞基略（St 

Achilleus）是多彌蒂拉墓窟（catacombe di Domitilla）裏最

受人崇敬的兩位殉道聖人。教宗達瑪蘇（Damasus）的題

詞，指兩位是皈依基督信仰的羅馬士兵。為了把祭台安

置在他們的墳墓上方，不得不拆毀墓窟內的一些地道。

大殿建在這兩位殉道聖人的地下墓穴 （hypogeum）之

上；很可能聖女彼得羅尼拉也葬在他們附近。大殿有部

分建在地下，原是一所宏偉的建築，可惜自九世紀初已

被遺忘，無人過問。1874年經考古學家羅西（Giovanni 

Battista de Rossi）發掘，才得以重見天日。大殿外有前廊

（narthex），中殿被兩列石柱分為三個通廊（naves），

柱頭都是由各地集而來，中殿盡頭有拱壁（apse）。中殿

上方及天花在被發掘後才加以重建。兩位殉道聖人的遺

體葬於現有祭台的地下。中世紀初期的詠經席（schola 

cantorum），仍能依稀略見。大殿內放置了一些在附近

發現的石棺和碑文。（本文轉載自http://www.radiovaticana.

org/cinesegb/santuari/36catacombe.html）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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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羅馬天主教的形成
（主後313年米蘭詔書~主後590年中古世紀始）

一、輔讀材料

1. 歷史簡述
2.《基督教發展史新譯》教會
與政權的結合
3. 米蘭詔書
4. 歷任羅馬教皇名錄
5. 安波羅修簡介
6. 尼西亞信經

二、歷史景點

1. 拉特朗聖約翰大教堂
（Basilica di S. Giovanni in 

Laterano）
2. 聖階教堂（Scala Santa）
3. 聖母大教堂（Basilica di S. 

Maria Maggiore）
4. 四殉道堂（Santi Quattro 

Coronati）
5. 聖則濟利亞小堂（Chiesa di 

San Cecilia）
6. 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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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Pietro）
7. 聖天使古堡（Castello di 

Sant' Angelo）

三、討論題綱

1. 羅馬天主教的形成
2. 羅馬帝國與天主教之間的掙

扎
3. 聖母論（mariology）之探討

歷史簡述

1.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274-337 A.D.）原
為太陽神紇留斯（Helios）的信徒，其母海倫（Helena）
為一虔誠基督徒。戴克理先皇帝退休後，羅馬陷入了混
亂的內戰之中。根據優西比烏教會史的記載，君士坦丁
在與馬克森狄大戰前的中午（312 A.D.），看見了一個燃
燒的十字架，上面寫著：「在這記號裏得勝」。第二
天，君士坦丁以十字架作為軍隊的標幟，在穆勒威橋
（mulvian）大敗馬克森狄，成為羅馬帝國西面霸主。次
年，他頒布米蘭詔書（Edict of Milan），給予基督徒更
大的信仰自由，並發還在逼迫時期強迫充公的財產，停
止其統治境內對基督徒的限制與逼迫。主後324年，君士
坦丁一統天下，便公開支持基督教，並在次年發出通
諭，勸告臣民信奉基督教。直至今日，神學家與歷史學
家仍對君士坦丁悔改的動機常有爭辯。一方認為君士坦
丁之所以擁護基督教，是為了其政治上的目的。另一方
則相信，君士坦丁在其母海倫，以及穆勒威橋一役的影
響下，有其信仰上的轉變與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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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君士坦丁承認基督教所帶來之影響

a.基督教變成了國教

因著君士坦丁的支持，基督教不單成為合法的宗教，更
在狄奧多西皇帝年間，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教會與神
職人員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權，因此，吸引了許多士兵與
公民集體加入教會。這些新加入的會眾良莠不齊，使得
教會漸趨世俗化，成了啟示錄裏與世聯婚的別迦摩召
會。因著信徒數目的增加，教會開始尋求大型的、公開
的聚會場所。初世紀的基督徒盡量避免採用殿宇或神廟
（temple）式建築物作為聚會場地，因此，君士坦丁將羅
馬人平日用作商業或其他集會的活動大廳，以及原法庭
所在的官方建築（Basilica），改建成為基督徒聚會、祭
禮與洗禮的大教堂。

b.政治與教會的混雜

當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以後，政府對教會就有一
些政治上的期望，這些期望尤顯於統合人民向心力上。
在君士坦丁的時代，修道主義、多納徒主義、與亞流主
義等神學上的爭議，成了影響教會、甚至社會合一的難
處。因此，君王成了解決這些爭議之大公會議的召集
人，如主後325年的尼西亞會議，以及其後關於亞流爭論
的會議等。此外，主教也被賦予更多的權利，並成了羅
馬人民精神與生活的實質領袖。

c.教會因錯謬的教訓而發酵

因著基督教國教化，漸漸地，異教的信仰與風俗也一併
進入了教會生活。這些異教的節期、邪惡的教訓，如同
馬太福音所說，婦人所藏的麵酵，至終使全團發酵而腐
敗。君氏在信主之前原是太陽教徒，信主之後，將每週
的第一日訂為「太陽日」（Sunday），並將12月25日的
太陽壽誕，混淆成為「聖誕節」。初期召會實行的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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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成了繁文縟節，卻無敬拜實際的「彌撒」和「聖
餐」儀式。而對聖人的崇拜、聖人遺物的迷信、以及外
在的宗教儀式，漸漸使信徒失去原有的信仰與敬虔生
活。

此一時期除了國家教會興起，初步神學發展之外，羅馬
教會的組織架構與教皇制度也漸趨成形。尼西亞會議
中，羅馬、亞歷山太、安提阿的主教被指定為跨區的
「省主教」。羅馬教會及其主教向來「名聞天下」，除
了羅馬教會自稱是使徒彼得親自設立，並承繼其主教職
分之外，因著其地理與政治上的優越，加上多次抵擋諾
斯底、亞流、孟他努等異端經驗，使羅馬在早期教會
中，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羅馬主教亦自認優其他主
教。主後451年的第四次迦克敦會議，進一步的鞏固了羅
馬主教優越的權威地位。

　

《基督教發展史新譯》教會與政權的結合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

org，不代表本站立場）

如前面提過，主後三百零四年，羅馬皇帝下令將教會完
全消滅，基督徒要選擇背棄信仰或受死。幸好諭令頒下
不久，羅馬皇帝即逝世，但他最信任的大臣加裏流卻仍
嚴厲地逼害基督徒，直至主後三百一十一年，他眼見基
督徒在逼迫中日漸眾多，心知逼害是無用的，便頒下諭
旨，准許基督徒有限度的信仰自由。主後三百一十二
年，加裏流、力吉紐及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 

288-337 A.D.）在三分天下的形勢下，各自力求一統天
下。君士坦丁在穆勒威橋一役，以基督教的十字架作軍
隊的標幟。他大勝後，便立刻在他統治的境署內停止對
基督徒的限制與逼迫。主後三百二十四年他一統天下，
便公開支援基督教，並於次年發出通諭，勸告臣民信奉
基督教。而他自己亦成為"最高祭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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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學家認為君士坦丁之所以擁護基督教，是有其政治
目的的。因為當時基督徒人數日漸眾多，已成為一股強
大的群眾力量。一方面他不能漠視，孤立這些群眾，同
時他看到，他們活潑的信仰正是振興和統一羅馬帝國的
基礎。

無論君士坦丁的動機如何，基督教在主後三百二十四年
後，便進入新的紀元，面對新的機會，也面對新的危
機。

君士坦丁登位後，基督教不單成為合法的宗教，更漸漸
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教會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權，例如
聖職人員無需當兵，教會產業無需納稅，國家資助教會
興建禮拜堂，全國於星期日休息，以方便基督徒崇拜。

君士坦丁去世後，他的兒子更積極的使基督教成為國
教。他們在主後三百四十一年下令，禁止異教的祭典，
主後三百四十六年下令禁止到異教的廟宇參拜，主後三
百五十二年更下令將參與異教祭典者處死。這樣一來，
很多心底裏依然信奉異教的人便不能不放棄他們的信
仰，有些為了利益，更受洗加入教會。在這二、三十年
間，軍隊中的士兵及其他公民紛紛集體受洗，教會突然
湧入一批並未真心悔改的人，因而將他們舊有的信仰和
習慣也帶進教會，於是教會開始越來越世俗化。

首先，教會漸漸變成結構化。君士坦丁有生之年，用統
治羅馬帝國的政治結構模式來組織教會。羅馬帝國的政
治結構是這樣的：皇帝以下是參議院，參議院之下是總
督，然後是省長，之下是城區官員，最下層當然是公民
了。在組織教會時，教會內權力最高的當然是"最高大祭
司"--即羅馬皇帝，之下是主教議會，議會下是主教長，
主教長之下是省主教，主教之下是各區的聖職人員，他
們之下是平信徒。當時羅馬帝國分成五個行政區，而教
會也同樣分成五個教區。總之，組織架構與政治行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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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平行排列。教會一旦結構化，權力的鬥爭便開始出
現﹔以往注重的是屬靈的權柄，現在卻加了行政的權
柄。最大的問題是，有行政大權的人未必有同樣的屬靈
權柄和能力，於是便造成很多教會內部的問題。同時，
教會有了權勢，自然會以權力壓逼異教徒，教會竟成為
壓迫者。

另一個問題，很多人加入教會是因時勢所趨，並沒有真
心棄絕過往的生活方式或宗教生活，這些人漸漸地影響
其他信徒，信徒生活再沒有以前那為嚴謹，整個教會也
紀律鬆弛。同時，以往異教的宗教習慣也滲入教會，他
們以往守的節期，所持的迷信，往往在教會內披著基督
教的外衣再度出現。於是很多信徒開始守很多的節期，
崇拜聖人，對聖人的遺物有不合理的迷信。在另一方
面，教會的貴族和富有人家多，他們的奢華氣派也影響
教會的敬拜生活，於是教會的教堂變得華麗宏偉，而崇
拜也很著重形式。總之，教會開始被很多外在的形式、
結構和活動所占據，以往對敬虔生活的操練及內在生命
的建立，漸漸衰微。

看到這樣的情況，很多信徒為了保持聖潔的生活，認為
不能再在世俗化的潮流中浮沈，便毅然退到曠野，遠離
人群，遠離過於世俗化的教會，在孤獨中生活，在安靜
中透過禁食、禱告，追求聖潔的生活，這便是初期教會
修道運動的開始。

在孤獨的修道生活中，有些信徒可說是走火入魔，走上
極端的禁欲主義，並且嚴酷的對待自己的身體。不單如
此，更有以標奇立異的苦行來贏取崇敬，例如有信徒住
在十三尺直徑的木頭上十多二十年，不少人便以他的苦
行為聖潔的代表﹔也有以一生不睡眠以表示警醒，於是
便發明一眼睡時一眼醒著的生活習慣，而不少人竟又以
此為聖潔。同時，在獨處中，修道者開始發現自己內在
的黑暗是對付不了的，更是獨力難支的。因此，漸漸
地，獨個的修道者便三五成群的聚居在一起，一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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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敬拜。彼此扶持鼓勵，這樣，團契式的修道主義漸
漸取代了獨個式的修道主義。最後，這些團契更日益擴
大。聚居在一起的人數越來越多，他們終于成為修道的
社群，有他們的組織及典章規條。這種形式的修道運動
擴展得非常快，在主後五世紀末已遍佈整個羅馬帝國。
基督教修道的來由便是這樣的。當然，修道主義出自一
種避世的心態，是不健康的，但無可否認，這些修道院
往往成為屬靈操練的中心，不少屬靈的典範是由這些修
道院產生出來的。同時，漸漸地，本來避世的修道者經
過屬靈操練後，也願意再進入世界，將一生的精神力量
傾注在服事教導平信徒上。

基督教成為國教，當然有很多弊端，但亦有不少好的地
方。第一，整個羅馬帝國的公民都受到真道的教化熏
陶，就算其中有很多沒有真心悔改，他們也漸漸在潛移
默化中接受了基督教的道德標准。第二方面，基督教直
接而有力地影響了羅馬帝國的法制。羅馬帝國的法律一
直以來都不重視個人生命的價值，基督教卻將個人生命
價值的重要性注入羅馬的法制中。人的價值不只限於羅
馬公民，更包括奴隸、外族及蠻夷﹔同時，女人的地位
也大大提高，納妾的惡習受到遏止。奴隸制雖然沒有立
刻被廢除，但因為基督徒為愛心的緣故釋放奴隸及買贖
奴隸，使奴隸制度瓦解。因為基督徒極力的反對，殘酷
的比武賽車受到禁止，人不再像野獸一樣互相撕咬。第
三方面，基督教的倫理及宇宙人生觀慢慢的滲入整個文
化體系中﹔本來面臨崩潰的羅馬文化因基督教注入的生
命力，得以更新和發展，歐洲亦因此沒有因羅馬文化的
全面崩潰而進入混亂的狀態中﹔反而，一種新的文化漸
漸孕育出來，以後在歐洲開出燦爛的花果。

　

米蘭詔書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www.fordham.edu/hals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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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edict-milan.html）

When I, Constantine Augustus, as well as I Licinius 

Augustus d fortunately met near Mediolanurn （Milan）, 

and were considering everything that pertained to the public 

welfare and security, we thought -, among other things 

which we saw would be for the good of many, those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the reverence of the Divinity ought 

certainly to be made first, so that we might grant to the 

Christians and others full authority to observe that religion 

which each preferred; whence any Divinity whatsoever in 

the seat of the heavens may be propitious and kindly 

disposed to us and all who are placed under our rule And 

thus by this wholesome counsel and most upright provision 

we thought to arrange that no one whatsoever should be 

denied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his heart to the observanc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of that religion which he should think 

best for himself, so that the Supreme Deity, to whose 

worship we freely yield our hearts） may show in all things 

His usual favor and benevolence. Therefore, your Worship 

should know that it has pleased us to remove all conditions 

whatsoever, which were in the rescripts formerly given to 

you officially, concerning the Christians and now any one of 

these who wishes to observe Christian religion may do so 

freely and openly, without molestation. We thought it fit to 

commend these things most fully to your care that you may 

know that we have given to those Christians free and 

unrestricted opportunity of religious worship. When you see 

that this has been granted to them by us, your Worship will 

know that we have also conceded to other religions the right 

of open and free observance of their worship for the sake of 

the peace of our times, that each one may have the free 

opportunity to worship as he pleases ; this regulation is made 

we that we may not seem to detract from any dignity or any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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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in the case of the Christians especially we 

esteemed it best to order that if it happems anyone 

heretofore has bought from our treasury from anyone 

whatsoever, those places where they were previously 

accustomed to assemble, concerning which a certain decree 

had been made and a letter sent to you officially, the same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Christians without payment or any 

claim of recompense and without any kind of fraud or 

deception, Those, moreover, who have obtained the same by 

gift, are likewise to return them at once to the Christians. 

Besides, both those who have purchased and those who have 

secured them by gift, are to appeal to the vicar if they seek 

any recompense from our bounty, that they may be cared for 

through our clemency,. All this property ought to be 

delivered at once to the community of the Christians through 

your intercession, and without delay. And since these 

Christians are known to have possessed not only those 

places in which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assemble, but also 

other property, namely the churches, belonging to them as a 

corporation and not as individuals, all these things which we 

have included under the above law, you will order to be 

restored, without any hesitation or controversy at all, to these 

Christians, that is to say to the corporations and their 

conventicles: providing, of course, that the above 

arrangements be followed so that those who return the same 

without payment, as we have said, may hope for an 

indemnity from our bounty. In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you 

ought to tender your most efficacious intervention to the 

community of the Christians, that our command may be 

carried into effec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hereby, 

moreover, through our clemency, public order may be 

secured. Let this be done so that, as we have said above, 

Divine favor towards us, which, under the most important 

circumstances we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may,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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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preserve and prosper our successes together with the 

good of the state. Moreover, in order that the statement of 

this decree of our good will may come to the notice of all, 

this rescript, published by your decree, shall be announced 

everywhere and brought to the knowledge of all, so that the 

decree of this, our benevolence, cannot be concealed.

from Lactantius, De Mort. Pers., ch. 48. opera, ed. 0. F. 

Fritzsche, II, p 288 sq. （Bibl Patr. Ecc. Lat. XI）.

Both texts translated i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ept. of 

History: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s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European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897-1907]）, Vol 4:, 1, pp. 28-30

　

歷任羅馬教皇名錄

1. St. Peter （32-67）
2. St. Linus （67-76）
3. St. Anacletus （Cletus） （76-88）
4. St. Clement I （88-97）
5. St. Evaristus （97-105）
6. St. Alexander I （105-115）
7. St. Sixtus I （115-125） -- also called Xystus I

8. St. Telesphorus （125-136）
9. St. Hyginus （136-140）
10. St. Pius I （140-155）
11. St. Anicetus （155-166）
12. St. Soter （166-175）
13. St. Eleutherius （175-189）
14. St. Victor I （189-199）
15. St. Zephyrinus （199-217）
16. St. Callistus I （2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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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St. Urban I （222-30）
18. St. Pontain （230-35）
19. St. Anterus （235-36）
20. St. Fabian （236-50）
21. St. Cornelius （251-53）
22. St. Lucius I （253-54）
23. St. Stephen I （254-257）
24. St. Sixtus II （257-258）
25. St. Dionysius （260-268）
26. St. Felix I （269-274）
27. St. Eutychian （275-283）
28. St. Caius （283-296） -- also called Gaius

29. St. Marcellinus （296-304）
30. St. Marcellus I （308-309）
31. St. Eusebius （April-August 309 or 310）
32. St. Miltiades （311-14）
33. St. Sylvester I （314-35）
34. St. Marcus （January-October 336）
35. St. Julius I （337-52）
36. Liberius （352-66）
37. St. Damasus I （366-83）
38. St. Siricius （384-99）
39. St. Anastasius I （399-401）
40. St. Innocent I （401-17）
41. St. Zosimus （417-18）
42. St. Boniface I （418-22）
43. St. Celestine I （422-32）
44. St. Sixtus III （432-40）
45. St. Leo I （the Great） （440-61）
46. St. Hilarius （461-68）
47. St. Simplicius （468-83）
48. St. Felix III （II） （483-92）
49. St. Gelasius I （492-96）
50. Anastasius II （4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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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St. Symmachus （498-514）
52. St. Hormisdas （514-23）
53. St. John I （523-26）
54. St. Felix IV （III） （526-30）
55. Boniface II （530-32）
56. John II （533-35）
57. St. Agapetus I （535-36） -- also called Agapitus I

58. St. Silverius （536-37）
59. Vigilius （537-55）
60. Pelagius I （556-61）
61. John III （561-74）
62. Benedict I （575-79）
63. Pelagius II （579-90）
64. St. Gregory I （the Great） （590-604）
65. Sabinian （604-606）
66. Boniface III （February-November 607）
67. St. Boniface IV （608-15）
68. St. Deusdedit （Adeodatus I） （615-18）
69. Boniface V （619-25）
70. Honorius I （625-38）
71. Severinus （May-August 640）
72. John IV （640-42）
73. Theodore I （642-49）
74. St. Martin I （649-55）
75. St. Eugene I （655-57）
76. St. Vitalian （657-72）
77. Adeodatus （II） （672-76）
78. Donus （676-78）
79. St. Agatho （678-81）
80. St. Leo II （682-83）
81. St. Benedict II （684-85）
82. John V （685-86）
83. Conon （686-87）
84. St. Sergius I （68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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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John VI （701-05）
86. John VII （705-07）
87. Sisinnius （January-February 708）
88. Constantine （708-15）
89. St. Gregory II （715-31）
90. St. Gregory III （731-41）
91. St. Zachary （741-52）
92. Stephen II （March 752）
93. Stephen III （752-57）
94. St. Paul I （757-67）
95. Stephen IV （767-72）
96. Adrian I （772-95）
97. St. Leo III （795-816）
98. Stephen V （816-17）
99. St. Paschal I （817-24）
100. Eugene II （824-27）
101. Valentine （August-September 827）
102. Gregory IV （827-44）
103. Sergius II （844-47）
104. St. Leo IV （847-55）
105. Benedict III （855-58）
106. St. Nicholas I （the Great） （858-67）
107. Adrian II （867-72）
108. John VIII （872-82）
109. Marinus I （882-84）
110. St. Adrian III （884-85）
111. Stephen VI （885-91）
112. Formosus （891-96）
113. Boniface VI （April 896）
114. Stephen VII （896-97）
115. Romanus （August-November 897）
116. Theodore II （November-December 897）
117. John IX （89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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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Benedict IV （900-03）
119. Leo V （July-December 903）
120. Sergius III （904-11）
121. Anastasius III （911-13）
122. Lando （913-14）
123. John X （914-28）
124. Leo VI （May-December 928）
125. Stephen VIII （929-31）
126. John XI （931-35）
127. Leo VII （936-39）
128. Stephen IX （939-42）
129. Marinus II （942-46）
130. Agapetus II （946-55）
131. John XII （955-63）
132. Leo VIII （963-64）
133. Benedict V （May-June 964）
134. John XIII （965-72）
135. Benedict VI （973-74）
136. Benedict VII （974-83）
137. John XIV （983-84）
138. John XV （985-96）
139. Gregory V （996-99）
140. Sylvester II （999-1003）
141. John XVII （June-December 1003）
142. John XVIII （1003-09）
143. Sergius IV （1009-12）
144. Benedict VIII （1012-24）
145. John XIX （1024-32）
146. Benedict IX （1032-45）
147. Sylvester III （January-March 1045）
148. Benedict IX （April-May 1045）
149. Gregory VI （1045-46）
150. Clement II （1046-47）
151. Benedict IX （10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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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Damasus II （July-August 1048）
153. St. Leo IX （1049-54）
154. Victor II （1055-57）
155. Stephen X （1057-58）
156. Nicholas II （1058-61）
157. Alexander II （1061-73）
158. St. Gregory VII （1073-85）
159. Bl. Victor III （1086-87）
160. Bl. Urban II （1088-99）
161. Paschal II （1099-1118）
162. Gelasius II （1118-19）
163. Callistus II （1119-24）
164. Honorius II （1124-30）
165. Innocent II （1130-43）
166. Celestine II （1143-44）
167. Lucius II （1144-45）
168. Bl. Eugene III （1145-53）
169. Anastasius IV （1153-54）
170. Adrian IV （1154-59）
171. Alexander III （1159-81）
172. Lucius III （1181-85）
173. Urban III （1185-87）
174. Gregory VIII （1187）
175. Clement III （1187-91）
176. Celestine III （1191-98）
177. Innocent III （1198-1216）
178. Honorius III （1216-27）
179. Gregory IX （1227-41）
180. Celestine IV （October-November 1241）
181. Innocent IV （1243-54）
182. Alexander IV （1254-61）
183. Urban IV （1261-64）
184. Clement IV （1265-68）
185. Bl. Gregory X （12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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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Bl. Innocent V （January-June 1276）
187. Adrian V （July-August 1276）
188. John XXI （1276-77）
189. Nicholas III （1277-80）
190. Martin IV （1281-85）
191. Honorius IV （1285-87）
192. Nicholas IV （1288-92）
193. St. Celestine V （July-December 1294）
194. Boniface VIII （1294-1303）
195. Bl. Benedict XI （1303-04）
196. Clement V （1305-14）
197. John XXII （1316-34）
198. Benedict XII （1334-42）
199. Clement VI （1342-52）
200. Innocent VI （1352-62）
201. Bl. Urban V （1362-70）
202. Gregory XI （1370-78）
203. Urban VI （1378-89）
204. Boniface IX （1389-1404）
205. Innocent VII （1406-06）
206. Gregory XII （1406-15）
207. Martin V （1417-31）
208. Eugene IV （1431-47）
209. Nicholas V （1447-55）
210. Callistus III （1445-58）
211. Pius II （1458-64）
212. Paul II （1464-71）
213. Sixtus IV （1471-84）
214. Innocent VIII （1484-92）
215. Alexander VI （1492-1503）
216. Pius III （September-October 1503）
217. Julius II （1503-13）
218. Leo X （15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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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Adrian VI （1522-23）
220. Clement VII （1523-34）
221. Paul III （1534-49）
222. Julius III （1550-55）
223. Marcellus II （April 1555）
224. Paul IV （1555-59）
225. Pius IV （1559-65）
226. St. Pius V （1566-72）
227. Gregory XIII （1572-85）
228. Sixtus V （1585-90）
229. Urban VII （September 1590）
230. Gregory XIV （1590-91）
231. Innocent IX （October-November 1591）
232. Clement VIII （1592-1605）
233. Leo XI （April 1605）
234. Paul V （1605-21）
235. Gregory XV （1621-23）
236. Urban VIII （1623-44）
237. Innocent X （1644-55）
238. Alexander VII （1655-67）
239. Clement IX （1667-69）
240. Clement X （1670-76）
241. Bl. Innocent XI （1676-89）
242. Alexander VIII （1689-91）
243. Innocent XII （1691-1700）
244. Clement XI （1700-21）
245. Innocent XIII （1721-24）
246. Benedict XIII （1724-30）
247. Clement XII （1730-40）
248. Benedict XIV （1740-58）
249. Clement XIII （1758-69）
250. Clement XIV （1769-74）
251. Pius VI （1775-99）
252. Pius VII （18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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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Leo XII （1823-29）
254. Pius VIII （1829-30）
255. Gregory XVI （1831-46）
256. Ven. Pius IX （1846-78）
257. Leo XIII （1878-1903）
258. St. Pius X （1903-14）
259. Benedict XV （1914-22）
260. Pius XI （1922-39）
261. Pius XII （1939-58）
262. John XXIII （1958-63）
263. Paul VI （1963-78）
264. John Paul I （August-September 1978）
265. John Paul II （1978-）

　

聖安波羅修簡介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拉丁教
會文集》）

米蘭主教聖安波羅修（St. Ambrose）生於公元三四四年
左右（準確時日已不可考），他的父親為當朝重臣之
一，膺方面之寄，出任高盧（Gaul）省區行政長官（這
一省區管轄今之西班牙、法國、英國及北非之一部分地
域），權重一時。安波羅修有兄姊各一，姊姊羅奇利娜
（Marcellina）年青時代即進修道院，由教皇利伯流
（Liberius）親授面紗。姊弟感情甚篤，安波羅修有好些
重要作品都是以和姊姊通訊的體裁寫成的。

安波羅修自幼即習法律政治，長大後在政界逐漸顯露頭
角，公元三七○年左右出任利郭里及愛米利亞二州知
事，極為人民所愛戴。公元三七四年米蘭亞流派主教奧
森丟（Auxentius）去世，米蘭市民即推選安波羅修繼任
主教。起初安波羅修對這一突然降臨在他身上的光榮殊
覺恐懼，不敢接受。但這一選舉顯然是出於普遍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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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且又獲得皇帝瓦倫提尼安的承認，安波羅修在無法
擺脫的情況下乃接受新命，於同年十二月七日依大公教
會儀式被祝聖為米蘭主教。

安波羅修就任為主教後所行的第一件事便是分散了自己
的財產。他把金銀珠寶之類捐贈給教會及貧窮人民，把
其他產業交給哥哥管理。他以自己的全部精神和時間分
配於教務的處理上和對神學的研究，因為他幼年所受教
育偏重於世俗知識方面，在神學訓練方面缺少基礎，現
在身居主教地位，為實際上的宗教導師，有許多哲學及
神學問題，正等待他來解答。在這種情形下，他不能不
加倍努力，對神學作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他曾經說過，
在他的工作上，教與學是分不開的。他生平著作甚多，
大部分流傳至今，本集所選譯的有比較重要的三部專論
和一書信，茲分別介紹如下：

（一）論教士的責任（On the Dutias of Clergy）：本書詳
述教士在職位上所應履行的各種責任，並指示教士在生
活上所必須注意的事，包括教士的言語行動及衣食等問
題，兼論所謂四種主要道德，即：智慧、正義、勇敢和
節制。全書分為三卷，大約是公元三九一年所寫成的。

（二）論處女（Concerning Virgins）：本書亦分三卷，
卷一論童貞之高貴，作者盡力描寫童貞在宗教生活上的
崇高價值及意義。卷二論守貞處女所應具的品格德性及
生活方式。卷三申述教皇利伯流對修女所作的訓示；作
者並以內心修養及聖潔生活勗勉修女，同時警告一般父
母不可阻撓女兒之立志守貞。書成於公元三七七年。

（三）論聖禮（On the Sacraments）：本書分為六卷，詳
論各種聖禮的功用及意義，並解釋主禱文。這部書的神
學思想和文體與作者的其他作品頗不相同，一般認為非
出自安波羅修本人手筆，乃是以後的人根據安波羅修的
主張輯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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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札（第廿函）：這一函件乃作者寫給他姊姊馬
利奇娜的，函中報告亞流派如何在皇后游斯丁娜
（Justina）的支持下圖謀奪取米蘭教堂，而作者本人及
一群虔誠信徒如何堅定不屈，守住上帝聖殿，對皇室的
非法要求拒不受命，直到軍隊退出，教堂恢復原狀。寫
這封信的日期為公元三八五年。

安波羅修任為主教後非但以學問及著作見稱，他的高超
品德以及在宗教生活上的聖潔虔誠，對當代教會的影響
至深且巨。聖奧古斯丁於公元三八四年至米蘭，師事安
波羅修，春風化雨，深得乃師衣缽。安波羅修任米蘭主
教前後達二十三年，於公元三九七年四月四日去世。

　

尼西亞信經

《尼西亞信經》是在西元325年第一次召開的教會議會中
制定 的。當時亞利烏（Arius, 256-336）及其理論在教會
中造成分裂， 他主張聖子為聖父所造，因此與聖父不同
本質。此說被亞歷山大 的主教定為異端，但後來卻因他
的口才與政治長才，得蒙亞城之 外地區的支援，而造成
兩派的對立。羅馬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深恐教
會會因此分裂，於是在325 年尼西亞這個 地方召開會
議，深盼在神學觀點上取得共識。議會共有318位主教 

參加，除了少數幾位來自西方教會之外，其餘皆是說希
臘語的東方 教會代表，而這其中又分為安提阿的亞利烏
派，亞歷山大的正統派 及由歷史家優西比烏（Eusebius, 

260-340）所領導的中間派。當 亞利烏派的代表優西比烏
（非歷史家）提出其信仰論點時，立即受 到強烈的否
定，且被定為異端；於是在皇帝的特使侯休斯（Hosius 

of Cordova）的領導之下，完成了《尼西亞信經》，並經
所有主教 的簽名表示接納。此信經被送到帝國各處，是
第一個具有權威又普 遍的信仰告白。《尼西亞信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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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是反對亞利烏的神學：子是“從真神而來的真
神”，雖是生出的，卻是“從父而來”，而“非受造”；而且 

子是“從父的本體而來”，並且“與父本體相同”，都是針
對亞利烏 派錯誤而提出的。 此信經與今日教會使用的
《尼西亞信經》並不完全相同，後 者較前者為長，且不
包含一些《尼西亞信經》中重要的用語。為 何有此演
變，則無人知曉了！

尼西亞信經內容

1.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
的主。
2.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前為
父所生， 出於神而為神，出於光而為光，出於真神而為
真神，受生 而非被造，與父一體，萬物都是借著祂造
的；
3.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因著聖靈，並從童女
馬利 亞成肉身，而為人；
4.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於十字架上，受難，埋
葬；
5.照聖經第三天復活；
6. 並升天，坐在父的右邊；
7. 將來必有榮耀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祂的國度永無
窮盡；
8. 我信聖靈，賜生命的主，從父和子出來，與父子同受
敬拜， 同受尊榮，祂曾藉為先知說話。
9. 我信獨一神聖大公使徒的教會；
10. 我認使罪得赦的獨一洗禮；
11. 我望死人復活；
12. 並來世生命。

拉特朗聖約翰大教堂（Basilica di S. Giovanni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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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ano）

拉特朗大教堂建於主後315年，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
後，將其岳父拉特朗的別墅贈予教會，改建成為教堂。
該堂為教宗的座堂，在主後1300年以前，均為歷代教宗
的住所，歷史上曾在此舉行過五次的大公會議。入口右
方為君士坦丁的雕像，正廊兩側立有高4.6公尺的十二使
徒立像。祭臺上方的樓亭內有彼得與保羅的頭像，而大
殿側門雙層走廊的左端，立有德皇亨利四世的銅像，以
紀念其奉獻資助此堂蓋造。

有些學者肯定西元四世紀在今日大殿的所在地曾有一所
教會房屋，當時基督信徒常在這裡聚會祈禱。這所房屋
原是君士坦丁皇后福斯塔的家產，西元313年教宗
Melchiade （311-314）將它改建為聖殿，並增添了一些
住宅。實際上，羅馬皇帝把此地產捐贈給教宗後，教宗
就把這塊羅馬帝國著名的拉特朗家族住宅附近的法院大
廳改建成了教堂。據另一推測，那所教會房屋可能直接
興建在拉特朗家宅的廢墟上，因為在它的地基下發掘出
了賽維裏奧皇帝時期的一所建築，曾是皇帝私人衛隊的
軍營。西元312年君士坦丁皇帝在密爾微大橋上戰勝瑪森
丘皇帝之後，拆毀了這座軍營，在其所在地建起了教會
初期的聖殿，並將其獻予救世主。之後在貴格利一世教
宗在任期間，把此堂也獻予了聖約翰和聖若翰。現在大
殿的名字是 1144年盧喬二世教宗命名的。

「至聖的拉特朗大堂，全世界所有教堂的根基和母
親」，這是拉特朗大殿獨有的稱號。它是羅馬城和全世
界的首座基督教堂，比梵蒂岡大殿還古老十三年，直到
十四世紀，它一直是羅馬主教、教宗的住所。1215和
1512年的大公會議即是在此舉行。教宗依諾森二世曾於
1133年在此為德國洛塔裏奧二世國王加冕；1223年卡洛•

迪•安焦在此被加冕為西西里王； 1312年封立了盧森堡國
王昂裏克七世。1347年，羅馬民選官和改革者科拉•迪•裏
恩佐創立了「騎士」。教宗歐靜四世把大殿交付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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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年就在此服務的在俗神職，這些由一位樞機總司鐸
和二十二位議事司鐸組成的團體，享有參與一切在聖彼
得大殿中舉行的盛大彌撒祭典的優先權。

大殿的興建與君士坦丁皇帝患麻風病的傳說有關。據說
聖彼得和保羅曾在皇帝的夢中顯現，並許願如果他領洗
進教，其病患定會痊愈。於是，君士坦丁派人找到西爾
維斯特一世（314-335）教宗，接受了教宗的洗禮，病患
也因此痊愈。作為對此事的見証，皇帝決定興建這座大
殿。大殿中富有黃金和大理石裝飾，曾被稱為金宮。在
教會書籍中記載了君士坦丁皇帝捐贈大量珍寶以裝飾大
殿，傳說大殿中珍藏著結約之櫃、刻有十誡的石碑、金
鑄燭台，以及聖幕和大司祭亞郎的衣物。

最初的大殿樣式莊嚴肅穆，本是獻給救世主基督的聖
殿。因為當時殿中珍藏著一幅名為" Achiropita"，意為非
人手所繪的聖像，據說此畫是在西爾維斯特一世 I教宗 

（324）祝聖大殿的過程中奇跡般地出現的。其形象後被
以鑲嵌的形式鑲嵌在大殿正面上。

圓拱曾以同質大理石裝飾成條文圖案，鑲嵌裝飾為金
底。大殿中的裝飾以黃色為主，這或許是大殿被稱作金
宮的另一個原因。這座古老的大殿曾經歷了多次災難，
多次摧毀和整修。西元 455年真塞立科蠻族入侵，大殿
被毀，其中保存的珍寶也被搶掠一空。大利奧教宗
（440-461）予以修復。幾個世紀之後，在西元896年，
一次大地震使大殿受到明顯的毀壞，教宗塞爾焦三世
（904-911）對其實施了重要的鞏固工程，並以鑲嵌裝飾
了大殿中的講道壇。十二世紀又有一系列美化和整修工
程：教宗亞力山大三世 （1159-1181）建築了大殿東側正
面，這正面今日已不復存在； 克雷孟三世 （1187-

1191）教宗給大殿裝飾了鑲嵌，今日也已遺失；今日存
留的是尼科拉四世教宗 （1288-1292）增添了華麗的裝
飾，其中有後殿由 雅各布．托裏蒂和 雅各布．達．卡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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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諾創作的巨幅鑲嵌畫。

聖約翰大殿的後殿曾建有一個半圓的回廊，這種罕見的
初期基督教陵墓建築樣式在羅馬中世紀後期建築中是獨
一無二的。大殿原來的後殿中安置著十二世紀羅馬大理
石雕刻家尼古拉．迪．安傑洛所作的教宗寶座。

1304到 1377年，教宗遷居法國的亞威農，拉特朗被長期
遺棄，年久失修。因此，當教宗返回羅馬後，將其第一
住所安置在聖瑪利亞特拉絲台微雷教堂，之後遷至聖母
大殿，最後確立在梵蒂岡。眼見令人痛心的大殿廢墟，
西斯都五世 （1585-1590）教宗決定對其進行徹底修復，
工程被委託給教宗所信賴的建築師多梅尼科．豐塔納。
新的宮殿建築因其位於城市郊外而成為了教宗的夏宮。
但是，後來奎裏納萊丘因其戰略的位置而取代了拉特朗
大殿夏宮的角色。 就這樣，拉特朗大殿重新失去了其昔
日的輝煌，再次被遺棄，直到十七世紀中葉。（本文轉載
自http://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santuari/17sgiovanni.

html）

聖階教堂（Scala Santa）

聖階教堂位於拉特朗大教堂斜對面，內有五條各二十八
級的階梯，中間一條即為「聖階」，相傳這是基督進入
比拉多衙門受審時走過的28級樓梯。參拜時需雙膝跪行
而上，同時默想耶穌的苦難與受死，可贖靈魂免入煉
獄。十六世紀，馬丁路德在此梯上跪爬親吻，以求贖罪
時，突然聽見有話說：「義人必因信得生」。從此路德
竭力查考聖經，以尋回聖經原初、純正之信仰。

聖梯小堂的前廊裡 ，安放著一些大理石雕像，其中有雅
各梅蒂（lgnazio Jacometti1854）所雕的「猶達斯之吻」 

（Bacio di Giuda） 和 「看這個人」（Ecce Homo比拉多
把受鞭後的耶穌示眾）的雕像 。正中就是著名的聖梯，
兩旁還有其他四道台階 。朝聖者一般會跪著爬上聖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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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階 ，以紀念基督當年經過這台階接受比拉多的審判 。
若不然 ，則可經由聖梯右側的台階上去 ，經過一扇裝有
古老門閂的銅門 ，抵達至聖小堂 。從建築學和裝飾學的
角度來看 ，這是一座創新的小堂：只有一個通廊 ，一個
細小的矩形拱壁 ，以及帶有四分肋拱的哥德式拱頂 。小
堂部分牆壁上尚鋪有古代的大理石 ，而彩石鑲嵌的天花
板 （1278）是圖案藝術的珍品，四邊還飾有四位福音聖
史的標誌 。在祭臺上方的壁畫中 ，可見基督坐於寶座
上，兩旁各有天使侍立，教宗尼古拉三世（Nicholas 

III）在聖彼得和保祿的陪伴下 ，屈膝向寶座上的基督呈
獻小堂的模型。（本文轉載自http://www.vaticanradio.org/ 

cinesebig5/santuari/19sgiovanni.html）

聖母大教堂（Basilica di S. Maria Maggiore）

該堂原是一貴紳為紀念聖母所建。主後431年，教宗席勒
斯丁一世（Celestino I）在以弗所召開第三次大公會議，
該會議將當時堅決反對崇拜聖母的聶斯托留
（Nestorius）定為異端，公開將馬利亞高舉為「神之
母」（Mother of God），並將此教堂擴建，以崇敬聖
母。該堂為西羅馬帝國最重要的聖母堂，堂中藏有幾塊
耶穌誕生之馬槽的木板。內殿有一幅耶穌為聖母加冠的
鑲嵌壁畫。

根據源於西元352年的傳說，聖母托夢昭示教宗利伯裏歐
和一位貴紳約翰，在次方積雪盈蓋的地方建一座聖堂，
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天。8月5日夜間果真在埃斯奎裏諾丘
地下了一場雪，劃定建聖殿的範圍，由約翰夫婦出資興
建。為了紀念這一事件，每逢8月5日這天在大殿舉行隆
重慶典，禮儀中從天花板特製的孔中落下白色花瓣。即
使未留下關於裏伯裏歐建堂的確切地點的資料，從史書
上可查閱該大殿曾有過「利伯裏歐教堂」和「聖母雪地
殿」之稱。史料指出大殿建在「利維亞市場附近」，事
實上位於埃斯奎裏諾門的外面，靠近至今仍保留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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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裏埃諾拱門。

1966到1972年間的考查顯示，最古老的教堂是西斯汀三
世教宗（432－440）的建築；穹門上端鑲嵌字的題詞寫
道：Xystus episcopus plebi Dei"天主子民的主教西斯
汀"，令人想到教堂大概在420年左右開始動工，也許是
先拆掉過去的利伯裏歐教堂。無論如何，在現有教堂平
面六米以下發現了一條下水溝、一段道路、是西元一世
紀中葉遺跡，佈置在一座拱廊庭院內。第三、第四世紀
之間，在這庭院的牆壁上，正對著教堂後殿，畫有一幅
的日曆，幾塊殘餘至今還在，描述著一年中的各個月份
農業生活。西斯汀大殿的前面原有一個四面有柱廊的院
子（有人認為只是一個前廊），歐金尼奧三世（1145－
1153）在位時只剩下一個門廊，正如教堂右側庭院中尚
可讀到的碑文上所記載的。在額我略十三世期間（1572

－1585），庭院又作了修改。

繼西斯汀時代之後，在第七世紀，教堂擴建了地下墓
穴，裡面供奉著來自白冷耶穌誕生的岩洞內的遺物，其
中一塊被共認為耶穌誕生馬槽的一塊木板。因此原故，
到了加洛琳時代，這座聖殿又名為"馬槽聖母堂"。教宗
巴斯卦萊一世（817－824）將教堂內殿加高。它原來與
中殿一樣高低，只以柵欄與中殿隔開。1288到1292年間
尼各老四世請人修建了多邊形後殿，比先前那個後退一
些。他又建十字形耳堂。如此一來，原來的後殿拱門便
變成了一座凱旋門。
431年厄弗所大公會議上所宣佈的聖母的神聖母性。這觀
念特別表現在後殿的原始裝飾上。後殿的拱門今日猶
在。聖母大殿是厄弗所大公會議以後最先敬禮童貞聖母
的教堂之一。它特別強調瑪利亞是救主降生成人的一種
預先安排。大公會議上所宣佈的聖母的神聖母性。從那
時起，聖母大殿成了最先敬禮童貞聖母的教堂之一。有
意在瑪利亞身上突顯她是救主降生成人的一道預先安排
的工具。（本文轉載自http://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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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uari/22smaria.html）

四殉道堂（Santi Quattro Coronati）

這座教堂是教宗聖美基德 （Miltiades/Melchiades 311-

314）為敬禮聖塞維魯（St Severus）、聖塞維裏安（St 

Severian）、聖加保福（St Carpopher）和聖維多利諾
（Victorinus）四位殉道者而建的；他們曾因為拒絕朝拜
醫神（Asclepius）的偶像而被處死。這教堂也是紀念五
位班諾尼亞（Pannonian）雕刻師的；他們也因為拒絕雕
塑偶像而殉道。教宗利奧四世（Leo IV 847-855）將這些
殉道聖人的骨骸移放此教堂。教宗和諾理一世 

（Honorius I 625-638）曾重修這教堂，可是，它卻毀於
1084年諾曼人 （Normans）劫掠羅馬城之時；後經教宗
巴斯加二世（Paschalis II 1099-1118）再度重修。巴斯加
二世命人把堂內的唯一中殿一分為三，但不久左側廊被
拆掉，改建成一個迴廊庭院，而右側廊也改作飯廳。自
十二世紀起，這教堂一直由本篤會士（Benedictines）管
理，在 1521年轉交給嘉瑪道理會 （Camaldolese）管理，
及至 1560年又委託給奧古斯丁女修會（Augustinians），
直到今日。整個建築好似一座 「修院堡壘」，恰如拉特
朗大殿的衛城。事實上，這教堂和修院是建於教宗由拉
特朗前往至梵蒂岡的必經之路。堂內的拱壁包括中殿和
兩側廊的盡頭，由於拱壁來自舊教堂，故保留有約翰
（Giovanni da San Giovanni）的一幅壁畫。（本文轉載自
http://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santuari/54chiesestor5.

html）

聖則濟利亞小堂（Chiesa di San Cecilia）

則濟利亞為初期教會的殉道者，愛好音樂，曾被許配給
青年瓦萊烈（Valeriano），然則濟利亞有守貞心願，遂
與丈夫兩人一同守貞，並同於主後230年的逼迫中一同殉
難。據信此堂原為則濟利亞的故居，早期信徒曾在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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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後來成了羅馬的幾個領銜教堂之一。堂內有一大理
石雕，依則濟利亞殉道情景而刻，清楚可見其左手比出
一指，右手比出三指，後人相信這是則濟利亞堅信三位
一體真理之故。

由最近的考古發掘可以確定，在今日的教堂建築下面，
有一些重要的古代建築遺跡。當中包括今日聖髑小堂地
下的五世紀洗禮堂，是利用圖拉真皇帝（Trajan）時代一
間有拱壁的建築改建而成。教堂地下層的另一遺跡，是
羅馬帝國時代的一座房屋。這房屋與較後期有關聖女則
濟利亞（St Cecilia）殉道的傳說有關，據說聖女之家就
在這地方，後來按聖女的意願捐贈給教會。教宗巴斯加
一世（PaschalisI 817-24）重修了這教堂，把聖女的遺骸
由聖加裏多墓窟（catacombe d iSan Callisto）移至這裡。
教堂的現貌大部分是十八世紀時所修建，但過去也曾經
歷了多次修改，尤其是十二、十三世紀之交 （包括門
廊、鐘樓和修院右翼的迴廊庭院），和十六世紀之修
改。

今日教堂側有一座女隱修院，堂前有個相當寛大的庭
院，仍保持中世紀時代的結構。堂內分為三個通廊，十
九世紀時所做的一次修改，將劃分中殿與側廊的24根格
林多式石柱改裝成較大的壁柱。拱頂飾有聖則濟利亞受
冕的壁畫，乃孔卡（Sebastiano Conca）繪於1727年。自
右側廊橫過一道走廊可進入 「浴室小堂」 （Cappella 

del Bagno），這裡可能就是與聖女殉道有關的溫泉浴室
所在地；這裡有幅聖女和瓦勒裏安 （Valerian）婚禮的圓
畫，祭臺上有聖女被斬首殉道的油畫，二者皆為雷尼 

（Guido Reni）繪於1603年。在阿諾爾福（Arnolfo di 

Cambio）於1293年所建的祭台華蓋前，有瑪德爾諾
（Stefano Maderno）彫於1600年的聖則濟利亞石像。中
殿拱壁上有珍貴的彩石鑲嵌畫，約完成於820年、描繪基
督在中央作祝福狀，頭上有聖父的手由雲彩中授於榮
冠。圖左站著聖保祿、聖則濟利亞和手執教堂模型的教
宗巴斯加一世（他是這工程的贊助人）。圖右有聖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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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聖瓦萊裏安（聖則濟利亞的丈夫）及聖女亞加大
（St Agatha）下圍有十二隻來自耶路撒冷與白冷城的羔
羊，圍繞在天主羔羊兩旁。隱修女的詠經席有卡瓦利尼
（Pietro Cavallini）於十三世紀末所作的「公審判」壁
畫。其他還有「聖母領報」、「聖克裏斯托弗」（St 

Christopher）、「雅各伯的夢」和「依撒格的騙局」等壁
畫，皆保存完整。（本文轉載自http://www.vaticanradio.org/

cinesebig5/santuari/51chiesestor2.html）

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

二世紀後半葉，在距離彼得殉道地點不遠的墳場裏，有
人在彼得的墓上建了一座小龕（edicule）。歷史學家凱
撒勒雅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曾援引加約
（Gaius）的話，稱它為「凱旋紀念碑」（trophaeum），
象徵聖彼得宗徒不屈不撓的信德。小龕前有一個5×7平方
米的空地，以一道粉刷成紅色的牆圍繞著，信友和朝聖
者很快就在這牆上留下粗刻（graffiti），表示他們曾來
瞻仰彼得儉樸的墳墓。

君士坦丁皇帝（Constantine）向教宗西爾維斯特一世
（Sylvester I 314-335）建議，以彼得的墳墓為軸心，建
築一座大殿，不但為紀念聖人的殉道，而且為用作基督
信徒墳地。為了尊重這區的墓地，建築師要解決一個極
複雜的環境問題，因為這地正處於梵蒂岡小丘的斜坡
上，另方面，這工程也意味當局要發出諭令，禁止人們
繼續在這個露天墳場裏葬死者。但多個世紀以來不同宗
教的人都共用這墳地，而且根據古羅馬的法律，除了最
高權威（pontifex maximus原指大司祭而言）出於特殊理
由而頒發諭令外，任何人不得觸犯墓地或墳墓，因此事
關重大，不可輕舉妄動。1452年，尼古拉五世開始重
建，歷時近兩百年，終於1626年全部完成。完成後的聖
彼得大教堂，成了天主教的精神中心，因為這裡不僅是
彼得墓地的所在，也是羅馬皇帝正式承認基督宗教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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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1377年起，這裡便取代拉特朗大殿而成為教宗的官
邸。堂下的禮拜堂裏有彼得的墓，和雕刻師貝裏尼的
「聖彼得的椅子」，據說其內裹有彼得曾坐過的木制座
椅，另有樓梯可通往歷代教皇陵墓。

從聖彼得廣場（Piazza San Pietro）遠望，可見盡頭處一
片教堂前大空地（sagrato），大殿正門前（facade）和大
圓穹頂（cupola）。貝爾尼尼（Bernini）設計的兩列半圓
形柱廊（colonnade），象徵著教會的雙臂，把教堂與市
區連接起來。右列柱廊的終端是梵蒂岡各大樓的入口之
一，建有一道大銅門（Portone）。廣場中央莊嚴地矗立
著梵蒂岡方尖碑（Obelisco Vaticano），高37米，由四隻
銅獅背負著，碑身上並沒有像羅馬其他方尖碑那樣刻著
埃及的象形文字。這座方尖碑是羅馬皇帝卡利古拉
（Caligula）從埃及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的市集廣
場運來羅馬的，起初被豎立在競技場中央（後來大殿所
在地的毗鄰）。據傳說，原來碑頂曾安置著一個銅球，
當中保存著該撒猶流（Julius Caesar）的骨灰。這方尖碑
於1586年被移至生彼得廣場中央時，銅球被取下，代以
一個嵌有基督十字架真木的銅十字架。教宗西斯篤五世
（Sixtus V）在位時，建築師豐塔納（Domenico 

Fontana）於1586年的3月至9月間，動用了150匹馬和47部
絞盤機，才能把這座巨大的石碑矗立在現在的位置上。
以方尖碑為中心的廣場地面，鑲有羅經刻度盤（compass 

card）。另外，點綴廣場的兩座大噴泉是十七世紀的作
品，其中右側的噴泉是瑪德爾羅（Maderno）所造。（本
文轉載自http://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

santuari/07spietro.html）

聖天使古堡（Castello di Sant'Angelo）

聖天使古堡建於主後139年，原本是皇帝哈德良
（Hadrian）之陵墓。主後590年，羅馬瘟疫盛行，教宗貴
格利一世率領民眾遊行祈禱，忽見天使顯現於古堡上，
預告瘟疫即將止息。瘟疫止息後，教皇命人在古堡上立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3.htm (30 of 31)3/5/2005 6:34:41 PM



羅馬天主教的形成

天使，後遂改名為聖天使古堡。這裡曾是城堡、監獄，
也是教皇的避難之所，有一條通道直往梵帝岡，為教皇
的逃生通道。1084年教宗貴格利七世逃避德皇亨利四
世，1527年教宗革利免七世躲避「羅馬浩劫」時，均走
避於此。此外，該堡也是中世紀時的城堡、監獄、和教
皇官邸，而今則改建為擁有58個房間的博物館。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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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中世紀前期教會歷史
（主後590年中古世紀始~主後1300年文藝復興開始）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簡述

2. 羅馬天主教的形成

3. 大利奧（Pope Leo I）簡介

4. 大利奧《致全意大利主教論教士所應注意

之事》

5. 大利奧《致亞力山太主教丟斯可若論教會

儀式（第九函）》

6. 大貴格利（Pope Gregory I）簡介

7. 大貴格利《致敘拉古主教馬克西勉努（第

四集第十一函）》

8. 中世紀教皇制度的腐敗

9. 羅馬天主教─奧秘的大巴比倫

二、歷史景點

1. 耶穌堂（Chiesa del Gesu）

2. 耶穌廣場45號

3. 聖奧古斯丁教堂（Chiesa del Sant' 

Agostino）

4. 羅馬人民聖母堂（Chiesa di S. Maria del 

Pop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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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白骨堂（Chiesa dei PP. Cappuccini）

6. 聖古瑞祈禱堂（Chiesa Sacra Cuore 

Suffragio）

7. 米聶瓦聖母教堂（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

三、討論題綱

1. 煉獄教義（Purgatory）

2. 修道主義（Monasticisms）與聖本篤

（Bernedict）教規。

歷史簡述

1. 東西羅馬帝國背景簡述

主後330年，君士坦丁將首都牽至位於地中海與黑海通道

上的新羅馬（Nova Roma），君士坦丁堡。395年，狄奧

多西在臨終前，以多瑙河、亞德里亞海為界，將領土分

為東、西兩部分，東面以君士坦丁堡為都，史稱東羅馬

帝國；西面以羅馬為都，史稱西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

由君王主政，大幅提昇主教地位，使之與羅馬主教抗

衡，勢力在拜占庭時代達到顛峰。西羅馬帝國則是以拉

丁文為主，在政治混亂、蠻族入侵的情況下，教皇成了

人民精神與實質上的政治領袖。452年間，匈奴王近侵義

大利，455年，日爾曼汪達爾族進攻羅馬，據說都是在教

宗大利奧（Pope Leo I）的懇勸下收兵。主後476年，東哥

德族鄂多瓦克篡位，結束了西羅馬帝國。其後，數個異

族王國，如西哥德（415~711 A.D.）、東哥德（493~554 

A.D.）、布更迪（443~543 A.D.）、法蘭克（586~774 A.

D.）、倫巴底（586~774 A.D.）等紛紛建立。此時義大

利，因著異族的入侵與拉溫那皇族的懦弱，羅馬主教成

了保護人民的領袖。主後590年，大貴格利（Gregor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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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出任教皇，他不僅整頓羅馬的公共事務，並且組

織軍隊驅逐倫巴底人。羅馬教廷逐漸成為義大利最強

大、最有力的權利機構。貴格利的時期，標示了羅馬已

從古代的王國，過度至中世紀羅馬天主教一統基督徒的

世代。貴格利不僅是羅馬教會最後一位主教，也是中古

世紀第一位教皇。

2. 教皇制度的發展與腐敗

君士坦丁以後，天主教漸趨成形。大貴格利自出任教皇

以來，帶職終身，成為中世紀教皇制度之始。教皇

（Pope）原是「父親」的意思。天主教以馬太十六章十

八節為據，將彼得尊封為聖經中第一位教皇。後訂定

「教皇上諭」與「教皇無誤論」，不僅使教皇的言論與

聖經權威同等，並賦予其赦罪之權柄。中古世紀教皇制

度嚴重腐敗，不僅在教義上因邪惡的異教實行而發酵；

道德上更是敗落至極。除小部份受人尊敬的教皇外，大

多都涉及了難以至信的罪惡。賄賂聖職、奪權暗殺、燒

毀聖經、屠殺聖徒之事亦層出不窮，部分史學家稱此時

期為「淫婦政體」（pornocracy）。

3. 修道主義的盛行與十字軍的興起

早在三世紀末四世紀初，因著教會漸趨世俗化，即有一

班人開始主張離世隱居，過聖潔禁慾的修道生活。對此

修道主義影響最鉅的，可說是本篤（Benedict），他是義

大利中部的一位主教，創立了歐洲最著名的卡西諾山修

院及本篤會規，此會規為修士在修院過團體生活的指

標。直至十一世紀，所有的修院都採用此規條，成了歐

洲修院制度一致的生活準則。修道團體中，有一班人主

張走出修道院，四處遊行傳道。他們因身無資財，需靠

百姓賑濟，因此又稱為遊募會士（mendicant orders）。

這類遊行傳道的苦行僧中，最著名的為「方濟會士」

（Francisans）、「道明會士」（Dominicans）、「聖衣

會」（Carmelites）與「奧古斯丁團」。馬丁路德就是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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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丁團的修士。這些修道團均需過一種清貧和順服的

生活，重視慈善工作與禱告，並有嚴格的團體生活規

則，成為中世紀改革之先驅。在此同時，十字軍興起，

以奪回聖地耶路撒冷為由，進行東征。1074~1270年間，

歐洲共出現了六次主要的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所到之

處，燒殺擄掠，使得羅馬天主教的威信大降。然而，著

十字軍的東侵，為歐洲的商業與經濟帶來革命性的影

響，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刺激日後文藝復興的興

起。

　

羅馬天主教的形成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拉丁教

會文集》）

所謂拉丁教會是指以羅馬教會為中心的基督教會言，顧

名思義，它和那以康士坦丁堡為中心的希臘教會是相對

稱的，所以前者又稱為西方教會，而後者則稱東方教

會。

初期教會所應用的語文為希臘文。羅馬主教革利免（公

元九十五年）的著作是用希臘文寫的，黑馬的牧人書

（The Shepherd Hermas）也是用希臘文寫的。里昂主教

愛任紐（Irenaeus），一直到第二世紀末年，都以希臘文

寫作。可是到了第三世紀以後，西方作家逐漸傾向於以

拉丁文寫作。恃土良（Tertullian）是第一個以拉丁文寫

作的教會作家，繼起的則有初期教會最傑出的神學家聖

奧古斯丁。上述著作家的作品配合著羅馬帝國的勢力，

遂使拉丁文成為西歐的通用語文。自奧古斯丁以後，東

西教會的區別非但可從不同的儀禮及信條見之，亦可從

它們所使用的不同語文見之。中世紀西歐宗教哲學的著

作幾乎全部是拉丁文的作品。

羅馬教會原是初期各教會中的最傑出者之一。從教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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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上論，使徒保羅和彼得都到過羅馬，且據傳說二

人均在羅馬殉道。從文化地位上說，羅馬為當時西方的

政治及經濟中心，具有最雄厚的影響力。當第二世紀之

末，基督教在小亞細亞及巴勒斯丁一帶的勢力已逐漸衰

微。耶路撒冷教會在第二次猶太戰爭之後，元氣大傷，

以弗所和安提阿教會也因諾斯底主義和孟他努主義的侵

害，爭執不已，在教會中造成了分裂的可悲現象。但此

時羅馬教會的勢力卻日漸膨脹。一方面羅馬教會抵抗上

述兩種異端的成功大大地增強了它的領導地位。另一方

面羅馬教會富有資財，慷慨好施，對於救貧恤災之事極

為重視，更提高了它的聲望。所以當時各地方教會雖然

沒有尊奉羅馬為教會之首，但羅馬卻往往以權威自居，

儼然元首矣。

到了第三世紀，亞歷山太與加大果教會日見壯大，它們

有健全的組織，有卓越的領袖，維持著一種獨立自主的

局面，不大肯接受羅馬的指揮。雖然如此，它們的力量

仍不足以與羅馬競奪領袖地位。因為他們無論從資格、

聲望、實力，或地理上說，都不能和羅馬教會相比較。

但羅馬教權的確立和擴展可說是第四世紀以後的事。第

四世紀之初康士坦丁皇帝統一了帝國，對教會親善扶

植。早在公元三一九年他即頒佈法令，免除了教牧人員

的納稅義務，又於三二一年立法使教會享有接受遺產的

權利，並禁止市民在主日工作。但康士坦丁對羅馬教會

的最重要貢獻並不在上述這些政策，而是在於公元三二

六年他將國都東遷，使帝國西部的政教大權逐漸落入羅

馬教會手中，造成了教會在西方的實際統治地位。以後

北方蠻族入侵，羅馬教皇遂成為運籌帷幄、抵禦侵略的

中心人物。如教皇利歐第一以說詞退卻了雅提喇

（Attila）和該瑟利克（Gaiseric）的進犯，貴格利第一之

抗拒倫巴族，保衛羅馬，都是著名的史例，在蠻族不斷

進侵的漫長歲月中，教會非但為惟一足以緩衝侵略的力

量，且能夠進一步發揮積極的影響，使蠻族亦歸信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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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羅馬教會地位一同發展起來的乃是教皇勢力的日漸

增長，共主要原因如下：（一）教會既然在政治上擁有

權力，乃逐漸感覺到本身需要一種類似國家的組織，以

加強行政效能。（二）教會為防止異端的侵害，和因教

義上的爭執而引起的分裂，認為需要有一位最高權威來

維護教會的信仰。（三）在理論上羅馬教會強調所謂

『使徒統緒』，以彼得為基督在世的代表，而教皇乃彼

得的直接繼承人，為眾使徒之首。這種教皇權力理論的

最後形式可說是利歐第一所制定的。（四）自貴格利第

一時代開始，羅馬即遺派宣教士至西歐及北歐各地設立

教會，各地主教均直接向教皇負責，接受教皇命令，這

一點大大地加強了教皇的勢力。

　

大利奧（Pope Leo I）簡介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拉丁教

會文集》）

利歐第一（Leo the Great）生於公元三九○至四○○年之

間，準確時日未詳，他幼年的事蹟歷史上也很少記載。

當教皇色勒斯丁（Celestine，422－432）在位時，利歐任

羅馬副主教，以明敏幹練著稱。

公元四○○年，帝國某大將和高盧守將亞米紐

（Albinus）之間發生爭執，利歐奉命前往調解，在他離

開羅馬的期間內，教皇西克斯都（Sixtus，432－440）突

然逝世，羅馬教士及市民公選利歐繼任，並推派代表往

見利歐，促他速返。同年九月，利歐正式被祝聖為羅馬

第四十七任主教。

利歐主教的時代是一個政治紛擾，人心動蕩的時代。北

方蠻族的相繼入侵動搖了整個社會秩序。教會方面非但

綱紀鬆弛，在基本信仰上亦眾說紛紛，莫衷一是。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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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本性的爭論幾乎使當時的基督教界陷入於嚴重危機

中。安提阿修道院院長涅斯多留（Nestorius，後任康士

坦丁堡主教長）反對當時教會之稱呼馬利亞為『上帝的

母親』，主張基督有兩位格，並偏重祂的人性。康士坦

丁堡的另一主教優提克斯（Eutyches）則主張基督一性

說，認為基督完全是神，沒有實在的人性，僅具有人的

外形而已。此外，摩尼（Mani）教徒在當時因逃避加大

果戰爭，混入羅馬城的為數頗多，更引起了教會在教義

上的許多爭執。在這種情形下，利歐主教從各方面力圖

挽救教會的威信。教義方面他發表了那一篇著名的道成

肉身論（第廿八函），嚴重地打擊優提克斯的謬說，提

高了羅馬教會解釋教義的權威地位。至於對待摩尼教

徒，他則採取更激烈的行動，於公元四四四年大舉逮捕

該教派信徒，投之於獄。關於教士的懲訓及教會紀律的

維持，利歐主教極端重視，在任內曾訂立許多嚴密的條

例，至今為羅馬教會所遵守。

利歐於公元四六一年去世，前後任羅馬主教二十一年，

對於鞏固羅馬教權，提高羅馬教會威信方面，他的貢獻

是很大的。

　

大利奧《致全意大利主教論教士所應注意之事》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拉丁教

會文集》）

一、羅馬已發現許多摩尼教徒。

我們呼籲你們來分擔我們的憂慮。你們須盡牧羊人的辛

勤，小心看顧所委託給你們的羊群，纔可以抵擋魔鬼侵

入的詭計。否則，恐怕那藉著上帝所顯示的仁慈，通過

了我們的關注而逐出於我們羊群之外的瘟疫，將在你們

未及提防之前，不知不覺地蔓延並潛伏於你們的教會

中，致使我們在羅馬所禁止的異端，卻在你們中間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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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滋長。我們發現到城裏有許多摩尼教的教徒和導

師，我們揭發了他們，並運用權力和責罰制止了他們。

那些可以改過更新的人，我們都把他們改正過來了，迫

使他們在堂會面前拒絕了摩尼教的教義，並親自簽名指

責它們；這樣，凡承認過失的人，我們就把他們從邪惡

深淵中拯救出來。不過有許多是積弊已深無可挽救的

人。這些人已依照我們基督教君主的憲章，交由法律辦

理，並由法官裁決，將他們永久逐出國外，以免他們的

疾患沾染了聖潔的羊群。至於在他們的著述和祕密傳授

的一切褻瀆和污辱可恥的事，我們也在一般信徒之前把

它們揭露出來，使人們知道所應逃避的是一些什麼。連

那被稱為主教的人，也給我們審問了，證實他的神祕的

宗教祇是一種罪惡的見解。這些事在我們的紀錄中都可

以見到。我們已把這些紀錄寄給你們，以供查究。看完

之俊，你們即能明白我們所發現的一切。

二、意大利的主教們絕不讓那些已經離開羅馬的摩尼教

徒有逃脫或隱藏的機會：

我們因為知道有些與摩尼教有關，罪狀確實，無以自白

的人，已經逃脫了，便委托侍者傳送這封信給你們，使

聖潔親愛的兄弟們知道此事，以便謹慎提防，隨機應

變；否則恐怕犯摩尼教錯誤的人將乘機陷害你們的人

民，教導他們那些不敬的教義。除非我們以信仰上帝的

熱忱來追逐那些毀滅者與被毀滅者，我們就不能管理那

些委託給我們的人民。我們不妨引用嚴酷方法，使他們

和那些意志純潔的人斷絕來往，不然毒害必流傳更廣。

因此，親愛的兄弟們，我懇求和忠告你們，在可能範圍

內，加緊提防，設法把他們探尋出來，否則他們將到處

有躲避的地方。凡對上帝所交託的人民設想辦法求增進

他們的健康的，上帝必賜予應得的酬報；在另一方面，

凡不願意防衛人民，使他們免遭邪惡及褻瀆等宣傳侵害

的人，將來在上帝的審判臺前，必不免因疏懶而被定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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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奧《致亞力山太主教丟斯可若論教會儀式（第九

函）》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拉丁教

會文集》）

一、羅馬教會與亞力山大教會在一切事上均應一致：

親愛的，我們對你所抱的聖潔的愛何等深厚，可從這件

事看出，就是我們深切地希望把你建立在一個較穩固的

基礎上，否則你那完全的愛必顯得有所缺乏似的，因為

你那出自屬靈恩賜的善行對你是有利的，這早經我們證

實了。所以聖潔的兄弟呀，你應該樂意接受父兄般的會

商，並以我們貢獻給你的那同樣的精神來接受。因為你

和我們在思想與行為上應該是一致的，正如經上所論：

『都是一心一意的』（徒四32）。最蒙恩的彼得既得主

命作為使徒的領袖，而羅馬教會迄仍遵照著他所立的制

度，那末，若以為那位首先統治亞力山太教會的他的聖

潔門徒馬可是依據不同的傳統來建立另一制度，這種想

法就是邪惡的了。門徒和師傅都是從同一恩典的源頭獲

得同一聖靈的，而受聖職的人所傳的，絕不會是在他們

所接受的範圍以外的。我們既承認我們是同一體和同一

信仰的，那磨我們不應該在任何方面標新立異，而那教

導的機關與受教者之間，也不應有什麼區別。

二、封立神甫與執事應遵守固定日期:

所以關於我們祖先所小心遵守的事，我們也希望你們同

樣遵守。例如：不應隨便在任何一日封立神甫與執事，

必須選定星期六之後，即星期的第一天黎明以前的那個

晚上的開始，封立那些獻身給上帝的人，並使被封立者

與封立者都實行齋戒。假如是在主日清晨舉行儀式而那

在星期六實行的齋戒還沒有開，就不算是違犯規例。因

為早一天的晚上無疑也是主日的開始，正如在復活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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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矩中所定的。除了那我們知道是基於使徒教訓的習慣

之外，聖經上明白記載著：當使徒受聖靈之命，差遣保

羅和巴拿巴往各國傳播福音時，他們禁食禱告，按手在

保羅和巴拿巴頭上。這樣，我們可以知道封立者與被封

立者所應有的虔誠態度，免得把這麼神聖的聖禮隨隨便

便地舉行了。假如你在主命令依管轄的各教堂中，都能

遵守這種封立教牧的儀式，那你就是虔誠而可嘉地在追

隨著使徒的先例了。這就是說：那些接受聖職的人，決

不在主復活日之外接受這種恩賜，那一日都被認為是在

星期六晚間開始的。它是上帝的奧祕旨意所定為聖日

的，一切較為重要的大事均於那日完成。這世界是那一

天開始的。在那日基督復活了，使死歸於毀滅，生命得

以開始。在那日使徒們從主手中領取了福音的號筒，將

聖道傳至萬國，並接受那要傳給全世界的重生聖禮。在

那日，正如蒙福的福音作者約翰所說的，當門徒都聚集

在一個地方，門關閉著，主便進來了，向他們吹了一口

氣，說道:『你們接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

赦免了，你們留下了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約廿

22，23）。又在那日，主所允許賜給使徒的聖靈終於降

臨了。由此，我們知道，以那具有各種恩賜的聖日作為

舉行封立神甫那奧祕聖禮的日子，是一種屬天的規定，

流傳至今。

三、在大節日重複舉行聖餐非不適宜:

此外，為使我們的習例在各方面均相吻合起見，我們希

望你們也遵守這一項：若遇任何較大節日，聚會人數比

平時多，信徒無法同時聚集在同一教堂內，那麼重複舉

行聖餐是不必猶豫的。否則，若祇准許那些先到者進來

領受聖餐，後來的人便似乎是被拒絕在外了。須知教堂

在舉行崇拜的時候，倘有新到來的人進來，再度奉獻聖

體是理所當然的，也是合乎虔敬。假如以祇舉行一次聖

禮為規例，那麼祇有那些很早到達的人纔有奉獻的機

會，這就是剝奪了一部分人的崇拜機會了。所以，親愛

的，我們誠懇而敬愛地勸告你，仍須留心，不可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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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祖所傳而今已成為習慣的一切事例，這樣，在信

仰上和執行上的一切，我們都可以一致了。因此，我們

趁我們的兒子普斯都尼亞（Possidonius）長老回家之便，

帶這一封信給你。他常常參加我們的封立授職及其他典

禮，也曾多次奉派到我們這裏來，所以他很熟識我們在

一切事務上所具有的使徒權威。四四五年六月廿一日。

　

大貴格利（Pope Gregory I）簡介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拉丁教

會文集》）

貴格利第一（Gregory the Great）生於公元五四○年左

右，準確時日未詳。父親是一個虔誠基督徒，在當時的

羅馬政界頗具聲望，曾任參院議員。貴格利幼年受政治

法律教育，壯年時代亦曾從政，在皇帝猶斯丁二世治下

任羅馬行政長官。但他出身於基督教家庭，自幼即富有

宗教思想，尤其仰慕大修道家聖本泥狄克（St. Benedict 

of Nursia，480－543，西方修道主義的推動人，生平創設

修道院十餘所，包括著名的蒙特迦西諾山修道院）的言

行。約當五七四年左右，貴格利因父親去世，思想上有

了很大轉變，乃決意退出政界，並捐獻所有財產，充作

建設修道院及賙濟貧窮之用，而他本人亦進修道院隱

修。可是不久教庭召他至羅馬，任命他為羅馬的七助祭

之一。及至教皇伯拉糾第二在位時，他奉派往康士坦丁

堡任教皇特使（約在五七八至五八四年）。當時倫巴族

入侵意大利，羅馬岌岌可危，敦庭急切需要康士坦丁堡

方而的救援號可見，貴格利所負使命是極其重大的。

公元五八五年貴格利重返羅馬，仍入修道院，在院五

年。五九二年教皇伯拉糾第二去世，羅馬教士及市民推

選貴格利繼任教皇，貴格利雖力圖逃脫，終不可得。

當時意大利全境陷於極度紛亂中，倫巴族的侵略勢力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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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當，惟一可以緩衝這一勢力的便是那以教皇為中心

的羅馬教庭的力量。貴格利就此以後，充分表現了他的

明敏卓越的才幹。他一方面折衝尊俎於強敵之間，另一

方面力求保衛教會在各地的財產權益，好使教會事工在

兵荒馬亂之際仍得進行。同時，因戰事所造成的難民及

俘虜問題為當代極端嚴重的社會問題，貴格利毅然肩負

起救難贖俘的工作，在他的著作及書信中，他曾一再訓

諭致士們注意這兩件工作，認為若為著救難或贖俘，縱

使變賣教產，亦無不可。教會的聲望及地位因此大為提

高。

除了上述之外，貴格利在位時期的重要貢獻還有：遣派

傳教士赴英，及建立健全的修道制度，尤其前一項工作

對維馬教權的擴展，極著功勳，因為從此羅馬教會的勢

力向西方發展，非但奠定了西方教會的基礎，且使那在

意大利半島已日見消沉的古羅馬教會精神及學術空氣，

得以由英愛諸邦的新興教會承繼及保留，以後並傳入日

耳曼諸邦。

　

大貴格利《致敘拉古主教馬克西勉努（第四集第十一

函）》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拉丁教

會文集》）

很久以前我們即曾囑託足下代為糾正西西里島的教會，

和其他聖地中所可能存在的過分的或不適當的措施。但

是最近既然有人控訴，指出某些事為足下所忽略，我們

認為應該再度促請足下注意糾正。

我們剛剛獲悉，關於教會的新進款並沒有按照教會律例

四分之一的方法處置，而是由各地主教僅僅分配舊有款

項的四分之一，至於新收款項則留下作為他們自己之

用。因此請足下急速糾正這種潛伏著的惡習，無論對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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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或新收款項的四分之一都應該依照傳統的分配辦法處

置。因為教會的同一資產是不容在兩種規例－即僭奪的

和正規律例－之下去處置的。

不可容許在教會服務的長老、執事、或其他教士出任修

道院長。但可讓他們或者放棄教會職務而進入修道院，

或者當他們決定留在院長的職位時，不讓他們兼任教會

的職務。因為既然沒有任何一個人的殷勤，足以完成上

述任何一種職位的任務，所以若有人以為能兼任兩種職

位，那是很不適當的，因為難免因傳教而妨礙修道生

活，或因修道生活的規律而妨礙傳教的工作。還有一件

事是我們要警告足下的，就是說，如果有任何一位主教

離世，或萬一因逾越主所禁戒的規律而被解職，應即召

集教牧界和首領，在足下面前製成教會的財產目錄表。

所有財產都應該精確地記載下來，不得如傳說所云把教

會的財物帶走，好像是要對那製成財產目錄表的加以報

酬似的。因為我們希望你盡量保護窮人的產業，不要使

自私自利之徒有可乘之機。當教會的巡行者和他們的助

手們在非屬本區的教會中服務時，須按照足下的指派，

就他們的勞績給予津貼，因為他們應當在他們服務的地

方獲取酬報。

我們堅決禁止年輕婦女之受任為修道院長。足下不可容

許任何主教任命年在六十以下的修女，而修女的品性又

必須是與所擔任的職務相稱。足下對這件事及上面提到

的幾點若能注意，依靠主的幫助並在足下嚴肅督促之下

獲得矯正，那麼足下必須把久巳失於渙散的事務重新以

教會律例的約束聯繫起來，並使神的事務可以無須按照

不和諧的意見行，而是按照適切嚴肅的安排。

　

中世紀教皇制度的腐敗

中世紀教廷腐敗之嚴重，實難想像。本來淫亂是世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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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罪，天主教有人犯淫亂，在所難免。但這些淫亂不

是個別人所犯的，而是由於他們的教規禁止神甫結婚，

不許修女出嫁所造成的。他們的禁慾主義造成不少神甫

和修女犯了淫亂，尤其在第9、14世紀，教皇宮庭幾乎等

於娼館。甚至教皇Sergius三世、John十世、John十二世、

Benedict五世、Innocent八世、Urban八世、Innocent十世

等犯姦淫了。教皇Pius二世說:「羅馬是唯一由私生子管

理的城」。不只一個教皇因為被捉姦在床而被女人的丈

夫所殺。（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www.bluebrain.co.

uk/kif/NWO/ureligion/ u043.html，不代表本站立場）

以下列舉兩個以荒淫奢華聞名的教皇。教皇約翰七世

（938？－964），這個年僅18歲的教皇不斷盜竊教會的財

為來滿足他日益增長的賭博嗜好，他還通過雇用一批暴

徒來維持他的統治。但他荒淫無恥的生活導致了他最後

的倒臺。他有過許多情婦，數目之多以至批評者說他把

神聖的殿堂變成了妓院。有人說甚至看到他就在聖彼得

大教堂裏強姦前來進香的信徒。西元964年5月的一天，

他同一個情婦通姦，當場被情婦的丈夫抓住，此人忿怒

無比，他對這個掌有通向天堂鑰匙的教皇毫無畏懼，把

他狠狠地揍了一頓，3天後這個教皇既沒作懺悔，也沒接

受神禮就離開了人間。

另一個這類的例子是教皇亞歷山大六世（1431-1503）。

亞歷山大生於西班牙的瓦倫西亞，幼年時名為羅得利戈

·波吉亞。1492年8月11日他通過賄賂，收買了部分主

教，從而在選舉中得到足夠的選票，登上教皇寶座。當

時的亞歷山大已有7個私生子，其中4個是他長期的情婦

卡塔奈所生。當他62歲時，他又在為多的情婦中增加了

一個。這個名叫吉奧莉亞·法妮斯的女子年僅16歲。當

時他們之間的關係在教會內外都只是公開的秘密。（本

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cskp.changshu.net/kpts/tushu/

shijie/169.htm，不代表本站立場）

最離譜的一個教皇，是約翰八世。根據封塵已久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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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大約在西元八七二年，一位女扮男裝「修士」，

膺選教皇，稱為約翰八世。「他」在任內離奇懷孕產下

女兒，女性身份被揭穿，未知誰是父親，母女立即被逐

出教廷。當局甚至發表聲明，說教皇急病身故。傳說

中，母女被關進監獄後，雙雙死亡；另一說法則是米蘭

公爵救美，迎娶落難女教皇，女孩成公爵千金。教廷在

處理上述事件過程中，發生權力鬥爭，雖然大家一致主

張掩飾真相，但保守派力主揪出「姦夫」治罪，另一派

擔心「姦夫」不只一人，牽連甚廣；能走近女教皇而共

赴巫山者，地位必定非比尋常，不追究應是上策。最

終，各派還是達成協議，以後凡出任要職的人員，須驗

明性別，以防有人喬裝混入教廷，作出傷風敗俗的行為

舉止。（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www.chinapress.com.

my/topic/series/default01.asp sec=godfather&art=0619 godfather.txt 

=，不代表本站立場）

聖職人員的道德鬆懈，經常發生醜聞，十六世紀初，在

德國十四個牧區才有一專任牧者，法國西部的大主教只

在自己的喪禮才進入自己的座堂。很多高層的教職是賄

賂回來，所以高級教牧上只有財力而沒有靈力。教皇亞

力山大六世（Alexander VI）雖有數個情婦和七名兒女，

仍因自己財產而被上教皇位置。英國聖阿爾班（St. 

Albans）修道院長，無視於他家鄉信徒的要求，竟任用其

私生子托馬斯．溫特（Thomas Winter）為教區主教。另

一方面，很多教牧人員薪金不高，為了餬口，不得不在

教會外兼職，在瑞士和威爾斯，比較多教牧沒有獨身。

１６世紀初英國之格羅斯特郡（loucestor）３１１個鄉間

神職人員，竟有１６８個不能背十誡，有些連主禱文也

不懂。信眾對教會要求日高，而教會無法滿足，使他們

很多走去神秘宗教，或追求靈性隱秘和生活，有些轉向

追求聖人遺物，例如路德好友智者腓勒德力（Frederick 

the Wise）收集了五千多種聖物，包括聖徒頭髮、骨頭、

亞倫的杖、火燒荊棘的殘枝等，或是藉朝聖求功德，如

１４５０年某一星期有一百萬朝聖者到了羅馬，因為教

皇應許赦免他們的罪。（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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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ahkay.org/chistory.htm，不代表本站立場）

　

羅馬天主教─奧秘的大巴比倫
（本文為參考資料，轉載自http://www.hallelujah.idv.tw/revel17.

htm，譯自巴比倫的奧秘及史記，不代表本站立場）

巴比倫的宗教，自古以來就是違背 神的。他們自己設立

大祭司。而大祭司所講的話，就是律法。至於〝母與

子〞的像是他們所崇拜的。表面上他們也崇拜至高之

父、天后（即成肉身之母）以及兒子；實際上只有母與

子纔是他們真正崇拜的對象，因他們說：「至高之父不

干涉人間事務。」（寧錄卷三第339頁）可見這組織是從

墜落的天使和鬼魔來的；其目的是要用這教訓管轄世

界，叫人「離棄真道」（提前四：1-2）。所有的假道和

拜偶像的事，其來源都可追溯到巴比倫，如經上所說：

「巴比倫素來是耶和華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萬國

喝了她的酒就顛狂了。」（耶五十一：7）「列國都被她

邪淫大怒的酒傾倒了；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地上的客

商，因她奢華太過就發了財。」（啟十八：3）

除了母與子的偶像崇拜之外，尚有許多小奧秘。譬如死

後入煉獄以求層層洗罪；又如守無數之聖禮以得救恩，

這些聖禮包括祭司赦罪；灑聖水；向天后獻圓餅。就如

經上所記：「孩子檢柴，父親燒火，婦女摶麵作餅獻給

天后。」（耶七：18）「向天后燒獻餅」（耶四十四：

17-19）此外，他們還獻童女給偶像；還有為搭模斯哭四

十天（結八：14），傳說他被野豬所喫，過了四十天後

又復活了；所以四十天後有大慶祝稱為〝Istar節〞，而

Istar就是搭模斯的母親。

此外，還有幾樣值得注意的陋習與反省就是1.搭模斯認為

雞蛋是神聖的，說雞蛋描述出復活的奧秘；今天有些教

會在復活節作彩蛋並以尋蛋為樂，即出於此，並非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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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2.搭模斯又選長青之松樹為標幟來表現他的生日在冬

至；今天教會在聖誕節用松樹掛燈慶祝即根據於此。3.搭

模斯又認為十字架之標幟為神聖，一則是它象徵賜生命

的道理，二則是因他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的形狀像十字

架。古時廟宇及祭壇之上都有這十字架的記號；今世之

人以為十字架的裝飾始自聖經，其實是錯誤的。4.至於母

與子之偶像，原為搭模斯及其母Istar，或稱為Ashtoreth。

其形狀乃天后手抱嬰孩，傳到埃及，這母與子偶像改名

為Isis and Horus；傳到希臘後，改名為Aphrodite and 

Eos；傳到義大利後，又改名Venus and Cupid（女神維納

斯和愛神丘比特）。

古時 神召亞伯拉罕從拜偶像之地吾珥出來；後來亞哈作

以色列國王的時候，娶了西頓王的女兒耶洗別為妻，去

事奉敬拜巴力，這罪導致以色列亡國，並且被擄到亞述 

（王下十七：7-18）。猶大國也因瑪拿西王效法以色列

王亞哈所行的，惹動 神的怒氣而亡國，以致後來被擄到

巴比倫（王下廿一：1-15；廿四：3-4）。

「巴力偶像」是迦南地所膜拜的「巴比倫之奧秘」；

「巴力」指「日神」，或「賜生命之神」，與搭模斯的

意思符合。到巴比倫傾倒之後，廟中的祭司及信眾逃到

別迦摩，同時也把廟中的聖器及偶像帶入別迦摩；在那

裏高為蛇像稱為隱藏之智慧；後又渡海至義大利，使羅

馬成為巴比倫教之大本營。大祭司頭上戴的主教冠（法

冠），形如魚頭，乃尊重魚神（Dagon），認魚神為生命

之主；這又是搭模斯奧秘的另一形態。他採名為極高之

主教（Pontifex-Maximus）；這名字就印在他的法冠上。

羅馬國前幾位皇帝如Julius Ceasar，Constantine the Great，

都承受過這名號，其後羅馬主教承繼之，今為天主教教

皇所佩戴。可見這魚像並非代表使徒彼得之「得人如得

魚」，乃始自巴比倫之奧秘。查考歷史，就可知道其達

四百年之久（自主前63年至主後376年）羅馬皇帝都成為

巴比倫的大祭司；直到主後378年，教皇的頭銜纔轉給羅

馬城內之基督教會的繼承人；他們是拜偶像的；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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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是巴比倫式的；所傳講的道理、教義是外邦的，不

是來自於 神的。教皇的頭銜如何自羅馬皇帝轉給天主教

的主教；其情形如下：

在主前487年，巴比倫敗於 Xerxes手下，城內的居民被

殺，巴比倫的祭司被迫離城，遷移到別迦摩；於是有一

段時期，別迦摩成為巴比倫教的大本營。啟示錄第二章

達別迦摩教會的書信說：「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

但座位之處。」（啟二：13）由此可知別迦摩是假道的

大本營。後來別迦摩王兼主教Attalus臨終時，就把這巴

比倫領袖的職位賜給了羅馬教皇。自從巴比倫的宗教和

儀式帶入了羅馬之後，這教門主教（即祭司的主腦頭

目）的地位就駕在眾教徒之上，掌管生死大權。這就是

古羅馬帝國的皇帝如何得到教皇之名的經過，那時政治

和宗教是聯合在一起的，一人掌握兩權──政治和宗

教。羅馬國的第一任皇帝，名叫凱撒（Julius Caesar）。

他在主前74年就得到這主教的職位（Pontiff）；主前63

年，又升為最高主教（Supreme Pontiff），這也就是現今

天主教教皇的頭銜。這樣，羅馬皇帝便承繼了巴比倫教

主所付與的一切權柄。很少人知道這段歷史，也就是說

羅馬第一位皇帝凱撒從別迦摩王Attalus得到了教皇的官

銜，而這教皇的官銜是從巴比倫到別迦摩的。這段歷史

證明天主教乃是繼承巴比倫的，不是來自基督的。而且

教皇手上所戴的漁人戒指是傳自魚神的祭司；這魚神

（Dagon）的崇拜遠在主耶穌降世之前。

茲再敘述羅馬皇帝的史記：當時羅馬皇帝身兼二職，一

面統管政治，一面作巴比倫教的教皇，政治宗教合一。

直到主後376年，該時羅馬皇帝名叫Gratian 的登基；他拒

絕穿戴大祭司的禮服。在Milner史家所著的〝教會史記〞

中，論到這位皇帝自幼就真誠、敬虔，是以往羅馬各皇

帝中從未見到的。他認為這大祭司的名號加在羅馬皇帝

身上，是帶有拜偶像的性質，遂拒絕這風尚習俗。從

此，羅馬帝國的政治與宗教纔分道揚鑣。自從主後376

年，Gratian擺脫教皇的名號之後，宗教事務甚為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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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亂無章，必須選出適切人員負管理之責；結果選到羅

馬城基督教之主教Damasus為教皇。這段史記解釋了羅馬

天主教與巴比倫教的聯合，也說明古巴比倫之教訓和母

與子之偶像，是如何混入天主教內的；把古代巴比倫之

頭銜、權柄、及異端全合併於基督教內，叫兩個不同的

宗教合而為一；這是撒但的傑作，也是一個奧秘。

在Damasus作教皇不久，巴比倫教之禮儀及崇拜典禮，全

顯露在天主教當前了。崇拜童女馬利亞之為是始自主後

381年；他們拜馬利亞為天上的天后。到第四世紀末這偶

像崇拜之風更形普遍，天主教友拜馬利亞甚且替代了耶

穌基督。（引自史家Gibbon之言）。在Damasus統治之

下，外邦的廟宇都恢復了，而且大加修飾，拜偶像的典

禮也都重新設立起來，只是一項要他們謹守的，即所有

的女菩薩，都要改名叫馬利亞。這樣，在羅馬城內自稱

為基督教的教堂裏卻膜拜巴比倫教的天后，甚至霸佔了

主耶穌的地位。

其實這些變化及腐敗的事，不是無人抗議的；這中間不

斷有忠心的信徒，捨命地為真道爭辯。譬如Nestorius在

主後428年，與其他信徒高聲宣言說：「童女馬利亞不是

神。」但這些抗議均屬無效。在君士坦丁大教堂內，有

一位傳道士，名叫Anastasius，他竭力宣講說：「不可稱

馬利亞為神之母，因為她不過是一個人。」當時會眾反

嚴厲地咒詛他和一切拒絕拜馬利亞的人。天主教以8月15

日為聖母昇天節，並強令會眾遵守慶祝。

耶穌堂（Chiesa del Gesu）

耶穌堂坐落於耶穌廣場（Piazza del Gesu），為天主教耶

穌會的母會，內有聖方濟（S. Francesco Saverio）與聖依

格納爵（S. Ignazio）兩座小堂。聖方濟小堂是為紀念修

士方濟所建，他曾前往印度與日本傳揚福音，後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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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川島病逝，堂內有方濟的右肱。依格納爵是耶穌會的

創辦人，於1540年以耶穌之名創辦耶穌會。

聖依納爵（St Ignatius Loyola）出生於十五世紀末，1537

年創立了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後獲教宗保祿三世

（Pahl III）正式批准成為修會。當時他們在威尼斯大樓

（palazzo Venezia）後面曾有座教堂，但是規模很小，名

為「道路聖母堂」（Santa Maria della Strada）。於是聖依

納爵計劃另建一座教堂，以敬禮耶穌聖名；這教堂竟成

了日後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巴羅克時期教

堂的典型，成為意大利國內外模仿的對象。教堂的工程

先後在1551及1554年中斷了兩次。1556年聖依納爵死後，

他的同會會士博爾賈（Francesco Borgia）委託維尼奧拉

（Vignola）構思新的藍圖。工程於1568年開始，遵照聖

嘉祿（St charles Borromeo）所列出的「宗教建築手則」

（istruzione per le fabbriche religiose）進行。這手則指出藝

術工作者應為教長服務，應付禮儀和敬禮方面的新需

要，把它們演繹於藝術創作上。維尼奧拉去世後工程續

由德拉．博爾塔（Giacomo della Porta）進行；建於八角

形座圈上的大圓穹頂正門面，皆出自他的匠心獨運，成

為反宗教改革時期風格的最先典範。這風格也見於維尼

奧拉在堂內完成的工程：雄偉的設計，赤裸而無藝術點

綴的空間，使人不勝驚異。然而，這樣一個巨大的中殿

和較淺的耳堂，以及兩旁的小堂，不論是在教堂那一角

落，都使人的目光不其然的朝向主祭台。這樣簡潔樸實

的設計，目的是要人專心投入禮儀和講道，藉以加深自

己的信仰。可惜，維尼奧拉去世後，人們放棄破壞了教

堂的主體與其正門面間的和諧關係。巴羅克時代所增添

的華飾，使原來的設計大為改觀。本來光潔的灰泥牆

壁，竟代之以五彩繽紛的壁畫，以擴闊人的透視和空間

感，營造出一些幻覺上的遠景。1679年，巴奇查

（Baciccia）就是以這種高空透視法繪了堂頂上的壁畫，

使人有看透堂頂的感覺。左耳堂的聖依納爵小堂

（Cappella di Sant'Ignazio），滿飾大理石、青銅及寶石工

藝，乃波佐（Andrea Pozzo）於1695－99年間所完成、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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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葬有聖依納爵的遺體。（本文轉載自http://www.

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santuari/53chiesestor4.html）

耶穌廣場45號

耶穌堂對面的耶穌廣場45號，為依格納爵清修的房間，

他曾在此生活十二年之久。室內有一煙囪，據說依格納

爵為了專心事奉神，每次收到家書或親友來函時，總是

直接擲入煙囪焚毀，避免分心。

聖依納爵（St Ignatius Loyola） 於1491年生於西班牙羅耀

拉（Loyola），1556年卒於羅馬。聖人在羅馬有好幾處居

所，1544年他與全體耶穌會會士 （Jesuits），搬遷至昔日

道路之母堂 （Santa Maria della Strada） 附近的一所住宅，

並於1568年將其重建，把新教堂獻予耶穌聖名（即人們

所稱之 「耶穌堂」Chiesa di Gesu）：這裡是耶穌會的第

一間會院。在耶穌堂廣場（Piazza di Gesu）45號，可參觀

聖依納爵的房間，聖人曾於 1544至1556年間住在這房

間，毗鄰的房間保存了聖人的遺物。（本文轉載自http://

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santuari/60case_santi.html）

聖奧古斯丁教堂（Chiesa del Sant' Agostino）

在四世紀，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與其母莫妮卡（St 

Monica），曾在返回非洲的途中經過羅馬。其作《懺悔

錄》（Confessiones）中，曾提及他和母親在奧斯底亞提

伯里納（Ostia Tiberina）某屋中等候起航時的談話。奧古

斯丁曾公開表示，莫妮卡不僅是他肉身的母親，也是幫

助他重生的屬靈母親。莫妮卡死後先葬在奧斯底亞，後

移葬於此堂。

羅馬人民聖母堂（Chiesa di S. Maria del Popolo）

該堂於1099年建於人民城門旁，內有柴拉西（Cappella 

della Cerasi）與奇濟（Cappella Chigi）兩個小堂。柴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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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堂中有兩幅關於保羅歸信與彼得殉道的油畫；奇濟小

堂內則有貝里尼所雕的但以理與獅子像。據說馬丁路德

曾在此暫宿，並從鐘樓眺望羅馬全景。

1099年教宗巴斯加二世（Paschalis II）在羅馬的多米齊家

族（Domizi）墓地上，建造了一座敬禮聖母的教堂。這

教堂於1227年經教宗額我略九世 （Gregory IX）擴建。

1472至1478年間，教宗西斯篤四世（Sixtus IV）委託布雷

尼奧（Andrea Bregno）將這座 「羅馬人民聖母堂」重

建，成了日後保存文藝復興時代及十七世紀著名藝術作

品的博物館。後來教堂的正門面和內部都曾經貝爾尼尼

（Bernini）改修。堂內的貴族私人小堂尤值得注意，如

拉菲爾羅 （Raffaello）所設計的吉奇 （Chigi）家族小

堂，內有一幅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mbo）的祭台畫

屏；德拉．羅韋萊（.Della Rovere）家族的小堂，內有一

幅平圖里喬 （Pinturicchio）繪於1485-89年間的壁畫；切

拉西 （Cerasi）家族的小堂，內有卡拉瓦喬

（Caravaggio）繪於1601-02年間的「保祿歸化」及「伯多

祿殉道」兩幅油畫。主祭台背後有兩座桑索維諾

（Andrea Sansovino）設計的墓碑，一座屬於斯福爾扎 

（Ascanio Sforza 1505），一座屬於德拉．羅韋萊

（Girolamo basso Della Rovere）。其上有兩幅羅馬最古老

的彩色玻璃窗，描述 「聖母生平事蹟」及「耶穌幼年生

活」，同為法國人馬爾西拉（Guillaume de Marcillat）在

羅馬之傑作（1509）。切西小堂 （Cappella Cesi）有卡拉

奇 （Annibale Carracci）繪於 l601年的「聖母蒙召升天」

祭台畫屏。在建於1627年的主祭台上，有一幅繪於十三

世紀的「人民聖母像」 （Madonna del Popolo），有說是

聖路加（St Luke）所繪。中殿拱壁上的「聖母加冕」、

「福音聖史」、「女先知」及「教會聖師」等壁畫，乃

出自平圖里喬大師（Pinturicchio）之手。1500至l509年

間，布拉曼特（Bramante）曾修改了詠經席。（本文轉載

自http://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santuari/51chiesestor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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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骨堂（Chiesa dei PP. Cappuccini）

該堂建於1624年，原名為聖母堂Chiesa dell'Immacolazione 

Conczione，因教堂下層有數千骨骸，又名白骨堂。教宗

烏巴諾八世曾取耶路撒冷的土地為此教堂奠基。堂內埋

有四千多位自1528~1870年間逝世的方濟會士，此外也葬

有數位貴族。內部有各種以白骨砌成的裝飾，亦有不少

完整屍骨，身著方濟會衣，或坐或立，令人敬悚。

踏進聖母堂內，中殿兩旁各有五間小堂，掛珍貴的畫

像。右邊第一座小堂放有由雷尼（Guido Reni）於1630年

所繪畫的《聖米高總領天使（St Michael the Archangel）》

及德萊．諾迪（Gherardo delle Notti）所繪的《基督受辱

（Christ Mocked）》。而死於1646年的教堂創立人巴貝

里尼（Barberini），其墳墓亦位於教堂內，墓上刻有：

「在此只放有骨灰，別無其他」。

轉往毗鄰的Capuchin墓穴，環境陰沉中帶點肅穆，沿著

窄窄的小通道，一旁是五座拱頂小祭室。每個祭室的四

周，甚至頂部，都有很多由人骨和骷髏頭砌成的圖案，

不論是窗花、拱門和燈飾，都是由一副副的頭骨、脛骨

或肋骨裝飾而成，令人有點不寒而慄的感覺。

原來，這些人骨全屬教會的修士，他們約於1528年至1870

年去世，人數約四千人。走到最後一間祭室，會發現地

上刻有：「我們曾跟你一樣；而你將與我們一樣。」不

禁令人反思死亡的意義。（本文轉載自http://www.singpao.

com/20030724/feature/415850.html）

聖古瑞祈禱堂（Chiesa Sacra Cuore Suffragio）

該堂由耶穌聖心會於1894年所建，仿米蘭大教堂哥德式

建築隨處可見。耶穌聖心會於1913年為教宗派猶十世

（Pope Pius X）所認可，該修會成立的宗旨，乃是要拯救

在煉獄中的靈魂。堂內有一座博物館（Museu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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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ted souls），收集各類瀕死經驗的證據。

米聶瓦聖母教堂（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

這座十三至十四世紀之教堂，座落在萬神廟 （Panteon）

附近，矗立於彌涅耳瓦廣場（piazza della Minerva）內，

建於一座神廟的遺址上，這神廟很可能就是彌涅耳瓦神

廟（Minerva Calcidica）。

堂內保存的藝術品，以右耳堂的卡拉法小堂 （Cappella 

Carafa）的壁畫最為奪目。這些壁畫是利比（Filippino 

Lippi）繪於1488-1493年間的「聖母升天」和「天使報

喜」。聖所有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於 l519-1520年

間所雕的「基督復活」像。左方有達．比薩（Isaia da 

Pisa）所雕塑的真福安吉利科 （Beato Angelico）的墓碑。

現有的教堂和毗鄰的修院建築，是十三世紀時，教宗亞

歷山大四世為道明會（Dominican）所建。此處成了中世

紀道明會的總部，也是天主教對付異議份子的所在。
（本文轉載自http://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

santuari/53chiesestor4.html）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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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中世紀教會歷史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簡述

2. 淺談「修道運動」發展史

3. 聖方濟（San Francisco）小傳

4. 聖方濟遺囑

5. 方濟會第一會規（1221年）

二、歷史景點

1. 阿西西（Assisi）小鎮

2. 市政廣場（Piazza Dela 

Signoria）

3. 維琪奧宮 （Palazzo 

Vecchio ）

4. 麥迪奇禮拜堂（Cappelle 

Medicee）

5. 利卡第宮 （Palazzo Medici 

Riccardi）

6. 聖十字教堂（Chiesadi Santa 

Croce）

7. 聖馬可修道院（Convento di 

San Marco）

8. 聖母百花教堂（Basilica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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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教會歷史

Santa Maria Fiore）

三、討論題綱

1. 翡冷翠大公會議之「和子」

（Filioque）論觀，與日後

    東、西教會之分歧。

2. 方濟會、道明會等遊募會士

（mendicant orders）。

歷史簡述

1. 文藝復興（Renaissance）

文藝復興於1400年發源於義大利的翡冷翠（Florence，又

作佛羅倫斯，即當時的Firenze）。文藝復興

（Renaissance）一詞，法文原意為「新生」，用以形容古

希羅時期文明在藝術、文學、政治上的復興。這個時代

的主題是個人主義、世俗主義、理想主義；而社會重

心，也漸漸由封建制度下的王公貴族，轉移到握有經濟

實權的商人和平民身上。

此時期最重要的人物，莫過於翡冷翠的麥迪奇家族

（Madici）。因著麥迪奇家族的統治，翡冷翠經濟蓬勃

發展，政治安定，因而成為文藝復興的中心。此家族原

為貴族，十三世紀藉著銀行與金融業起家，累積了可觀

的財富。十四世紀，此家族的經濟與政治的影響力漸

增，沙威特麥迪奇（Salvestro）成了翡冷翠城邦的首長。

然而，1382年，沙威特因獨裁殘暴而遭驅逐；爾後喬凡

尼麥迪奇（Giovanni）重振家業，使此家族成了全義大

利，甚至全歐洲最富有的家族，並於1421年成為翡冷翠

城邦的首長。其子柯西莫（Cosimo）因減輕平民的稅

務，贏得下層社會支持，卻也因此引起政敵的不滿，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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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教會歷史

其流放。當政敵消失之後，柯西莫雖不主動干預政局，

麥迪奇家族卻已成為掌控政權的唯一核心，柯西莫更被

翡冷翠人敬稱為「國父」。16世紀，麥迪奇家族提倡自

由主義，儘管他們並不控制政府內任何官職，但仍以其

財力和權勢，操縱翡冷翠的政治。在其領導之下，翡冷

翠的領土大為擴張，1530年，此家族將翡冷翠改為世襲

王國，自任君主。族女凱薩琳麥迪奇（Catherine 

Medici）更是嫁給法國王儲亨利二世，後成亨利二世逝

後，法國實際主政者。除此之外，麥迪奇家族也產生兩

位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喬凡尼安Giovanni Angelo）和亞歷

山大（Alessandro）。文藝復興的大家米開朗基羅、拉斐

爾、布拉曼德等人，早年均接受過此家族的經濟支持。

2. 薩沃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

薩沃那洛拉原為道明會士，生於弗拉拉。1481年被派到

翡冷翠聖馬可修道院任職。在講道時，薩氏經常抨擊教

皇和教會的腐敗，揭露麥迪奇家族的殘暴統治，反對富

人驕奢淫逸，主張重整社會道德，提倡虔誠修行生活，

他的言行頗得平民的擁護。1491年，薩氏出任聖馬可修

道院院長。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義大利，麥迪奇

家族投降，薩沃那洛拉遂成為平民起義的精神領袖。他

領導平民趕走麥迪奇家族，恢復共和體制，嚮往將翡冷

翠改造成一個神權統治、虔敬儉樸的城市。主後1497

年，薩氏領導宗教改革，在市中心廣場焚毀珠寶、衣服

等華麗奢侈品，以及許多傷風敗俗的書籍等；他禁止世

俗音樂，推行聖歌，改革行政與稅收制度，並譴責教皇

亞歷山大六世是「撒但的代表」。同年，薩沃那洛拉遭

教皇革除教籍。1498年4月，亞歷山大六世與麥迪奇家族

利用饑荒煽動群眾攻擊聖馬可修道院。薩沃那洛拉被以

分裂和異端狂想之罪名，在廣場中心被處以絞刑，隨後

在廣場上被焚燒。

3. 翡冷翠大公會議（1438-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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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教會歷史

主後1438年，羅馬天主教在翡冷翠召開第十七次大公會

議，針對東、西方教會自1054年以來的分裂，進行修

睦。此次會議的主題，乃是影響東、西方教會分裂的

「和子」（Filioque）議題。此論最早可追溯至奧古斯

丁，奧氏曾言：「話是單從父神而生，聖靈主要也由父

而出。我之所以加上這幾個字，因為我們知道聖靈也是

由子而出。」七世紀時，西方教會將filioque一詞，加入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有關基督的信條中，成了「我信

聖靈...從父和子出來」。東方教會嚴重反對此事，他們認

為「和子」論是一種異端觀點，為此雙方爭鬧不休，遂

成為日後教會分裂之導火線。除了「和子」論點的辯論

之外，此次大公會議也頒布了煉獄教義，以及其他關於

教皇權力等聲明。

　

淺談「修道運動」發展史
（本文轉載自http://a2z.fhl.net/history/history27.html）

修道的禁慾主義是起因於反對教會逐漸世俗化，在三、

四世紀時興起。而更早的潛伏因素是在君士坦丁統一教

會及帝國前，因基督教的寬柔政策，所以教會水準偏

低、會友素質不齊。當時一些人走出來，注重屬靈生

活，退居大漠。『隱士』的希臘文是「沙漠」、『修

士』的希臘文是「獨自」，此二詞成為敬虔的象徵。他

們持守貧窮、聖潔、順服的誓言，每天祈禱、工作，有

些甚至向外傳福音。

重要人物：

安東尼（Anthony）

人修道方式的代表。他來自埃及，原是農民。對亞流派

爭論有影響力。275年開始二十五年的與世隔絕生活。

305年時，廣收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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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士坦丁大帝悔改後，教會湧入人潮，而面對世俗化

的衝擊，因此此時許多人如同安東尼一般，退居大漠、

成為修士。

帕科繆（Pachomius）

團體修道方式的先驅。他曾是一位軍人，於325年開始接

受修道主義，因其反對極端主義─個人獨自隱居的方

式。故他開設第一所共同生活的修道院，。管理方式類

似軍隊的組織中的規律。

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

使東正基督教及修道禁慾主義之關係和諧。他認為修道

主義是正統基督教的表現，將修道群與教會距離拉近。

也是第一位提供醫療及教育服務的修道士。神學貢獻是

與亞流派的基督論作出抗衡。因其許多社關組織、及個

人聖潔生活，故教會歷史中他與Nazianzus和Nyssa的貴格

利獲稱『加帕多家教父』。

重要修院：

本篤會（Benedict of Nursia）

有「西方修道主義的族長」之稱。建立十二間修道院，

建立『聖本篤準則』（Rule of St.Benedic）以改革修道運

動。其修道生活較中庸，本篤修道院在黑暗時代向異族

傳遞文化有很好的果效。

克呂尼（Cluny）

克呂尼修道院帶動的修道院改革運動影響極大，如十一

世紀貴格利推行的教宗全面改革，甚至第十至十二世紀

的期間所有的改革都可以稱為克呂尼改革運動。接受任

何種類、方式的捐獻，修道士專心追求靈性經驗。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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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控制，包括國王，他們只對教皇負責。他們並

有能力從事各種社會的改革，故許多修道院都根據此模

式建立、聯合。

克呂尼運動似達成的目標：回復本篤修道團嚴格的規

矩。培育個人屬靈的生活，減輕修士的勞動量。發展崇

拜的宏偉儀式。建立有效的經濟組織，擺脫世俗的控

制。可是因其富裕、與社會友善的關係使得另一群人去

尋求另一種更為樸素和原始的途徑。

西篤會（Cistercians）

是最出名的苦修團，市對克呂尼修道主義的一種反動，

其著重先知精神多於權力，強調勞力多於學術，認為工

作就是禱告，故成為農業發展的先驅者。在十二世紀末

有530所西篤會修道院成立，在之後一百年內有150所成

立。最有名的修道士是克勒窩的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是中世紀神秘主義的代表者。為最極端的

西篤會修士待己甚嚴，品行道德崇高、熟悉聖經、愛心

熱切、指責罪惡、被視為「歐洲的良心」。

重要募緣會士修道團（Mendicant orders）：

走出修道院，將福音傳給普通人，依靠百姓的賑濟和捐

獻，被稱為修道，又稱托缽僧（Mendicant orders）。此

類有兩派：

方濟會士（Franciscans）

於1209年於亞西亞的法蘭西斯成立的小行乞僧團。以馬

太福音十章7-9節為個人委身的座右銘，傳講天國訊息。

定訂類似使徒清貧生活的簡單規律。基本要求：絕對清

貧、不擁有財產、不在主教允許前私自傳教、不在神學

問題上爭辯、『與仇敵復和』的觀念使世人稱頌。與動

物關係亦好，其『敬虔』、『真摯善良』為日後人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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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樣。

道明會士（Dominicans）

創始人為西班牙人道明。為改革亞爾比根派的信徒，他

招聚有志於追求知識學問、向異教、異端傳福音者一起

來傳福音，成為教會宗教裁判所的先鋒。因為其目標，

所以在大學教育中受到肯定、學術上享有聲譽。

其他中世紀較小的修會團：

聖衣會（Carmelites）

極端苦修主義的規則，守清貧、獨居和素食。十六世紀

後期，神秘的亞維那的德勒撒，進行改革，使聖衣會重

回默想、宣教和神學研究。

奧古斯丁團（Augustinian order）

以『聖奧古斯丁規條』所辦的修會。這規條的彈性讓奉

行的人可以因應環境使用。奧古斯丁團與醫院有特別的

連繫。最出名的修士是馬丁路德。

慈善武士團（Knights Hospitals）

起源不明，但在十一世紀末為照顧病者，款待旅客與十

字軍，組織團武士來保護旅客，後來發展成為正規的軍

隊。十二世紀很多成員加入十字軍。1291年，他們戰

敗，逃往羅德島，被稱為羅德島武士。1530年查里五世

將馬爾他的主權教給他們，故被稱為馬爾他武士。1798

年拿破倫奪得馬爾他後，慈善武士團即進入一種不穩定

的景況，直至今。

聖殿武士團（Knights Templars）

在1118年為保衛耶路撒冷，對抗回教徒而成立的武士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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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團。影響力極大，所多基督教國家都有其成員，他們

得到大量的捐輸財富，儲存於巴黎和倫敦「聖殿」中，

故建立可靠銀行家的美譽。常與慈善武士團發生衝突，

於1312年被控不道德、迷信、信奉異端，故在維也納會

議中被鎮壓。

　

聖方濟（法蘭西斯）小傳
（本文轉載自http://www.twbm.com/chinese5/history/history_19.

htm）

方濟中譯或作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

生於意大利中部村鎮亞西溪。父親彼得（Pietro di 

Bernardone）業布商。當他生的時候，父親外出，母親在

教堂給他受洗的時候，取名約翰（Giovanni）； 到父親

回家，給他改名為方濟，所以他的全名是Francesco di 

Pietro di Bernardone）。早年生活雖然沒有大惡，但貪愛

世界，是當地浮華少年的領袖。

二十歲時，他參加過地區性戰爭，作俘虜約一年，才得

釋放回家。 在1205年，方濟又參與亞普里亞（南意大

利）戰爭，但中途得病。他夢見一所巨大的宮殿，裏面

有許多的軍器，上面都畫著十字架的徽記，他以為這都

是他和兵士用的。後來，他又聽見天上的聲音說："要服

事主，不要服事人。”他就順服回家。

他在一個洞裏，靜修了一些時候。他去到羅馬，聖彼得

大教堂廣場上，遇見長大麻瘋的乞丐，向他伸手乞討。

乍見的時候，他嫌惡退避；但隨即上前親吻那醜惡可憐

的手。此後，他常同情麻瘋病患者和貧窮的人，穿著跟

他們一樣，同他們在一起，幫助他們的需要。

回到亞西溪，有幾個人同他在一起，同過團契宗教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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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1208年，他在St. Damiano 教堂裏禱告，聽到十字架

發出聲音說："方濟，去修理我的殿！你看，已經快要倒

塌了！”他以為是指教堂，立即照著去作。回到父親的

店裏，拿了大批的布匹，馱在馬上，連貨物帶馬都賣掉

了，把錢交給教堂。父親發現大怒，斷絕父子關係，但

他說錢已奉獻，不能夠收回。父親去見主教。方濟站在

那裏，一言不發；忽然，他一件件脫下衣服來，脫得一

絲不挂，就指著堆在地上的衣服說："到現在我稱彼得本

納德為父親；從今以後，我只稱‘我們在天上的

父’！”主教拿了一件長袍給他遮體。從此以後，他完

全奉獻為基督生活。

1209年，法蘭西斯聽到："傳揚，神的國近了！醫治病

人，叫長大麻瘋的潔凈，趕出污鬼。不要帶金銀，囊中

也不要有銅錢。”他就丟掉杖，囊袋和鞋，把使徒不積

存錢財的生活方式，當作規律。名聲傳揚開，跟從他的

人，漸漸多了起來。

1210年四月十六日，他同著十二個衣衫襤縷的人，去見

教皇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教皇高坐在寶座上，為

了考驗他的真誠，對他說："去，兄弟，去到豬群裏，跟

他們滾在一起；看來你與他們相同的地方更多，把你設

立的規律講給他們聽。”法蘭西斯順從了，然後回來報

告："主，我已照吩咐作了！”教皇本來不想理他，但他

作了一個夢，有一棵棕樹從他腳下長起來；又夢見羅馬

首座拉特蘭教堂將要傾倒，方濟將它支持起來。因此，

口頭給了他設立修會的許可，准他傳揚悔改的福音。方

濟並不要求教諭甚麼的文件作護符。

他立心照著主耶穌的腳蹤行，在生活上效法主，遵行祂

一切的教訓，捨己背十字架，叫人悔改。他們基本的法

則是：馬太福音第十六章24-16節，第十九章21節； 和路

加福音第九章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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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修會的人數急劇增加。他也設立了女修會。他發願

與貧窮結婚，不積財產，也不擁有教產。他愛貧窮的

人，也愛自然界，稱太陽為"日兄”，月亮為"月姊”，死

亡是"死亡姊妹”，叫自己的身體是"驢身兄”；他更強

調"如果不珍愛基督為他死的人，就不是基督的朋友。”

他講道給鳥聽："鳥兄弟和鳥姊妹，你應該多多感謝創造

的主，祂給你羽毛為衣，翅膀能飛，為你預備一切所需

用的。你不種，也不收；祂卻看顧你。”更希奇的是，

他馴服一隻為害鄉里的惡狼。那狼張牙舞爪的迎著他奔

來，方濟吩咐："狼兄弟，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不

要傷害我或任何人！”方濟應許赦免它過去的惡行，條

件是今後不再傷害人。那狼同意了，俯首跪在他面前，

成了方濟的寵物"古比奧”（Gubbio）。

方濟修會的人數超過了五千人。他自己時常要出去游行

佈道。1219年，他游行意大利，又到埃及和敘利亞。

當時的紅衣大主教烏果林（Cardinal Ugolino, 後來成為教

皇貴格利九世Gregory IX），建議來幫助； 方濟接受了。

照烏果林的觀點，為了教廷的長遠利益，修會必須改弦

更張。

1921年，烏果林修訂了修會的規律，守貧的規律也修改

了，並依修道院的組織規律，任命凱他耐（Pietro di 

Catanii）為法蘭西斯修會的總主持。1221年，在他死後，

其職位由考徒納（Elias of Cortona）繼任。修會也有了建

築，給弟兄們居住。

方濟遠行歸來，發現局面一新。他接受了。對他的弟兄

們說："從今以後，你們就當我是死了。這裏是彼得凱他

耐兄，你們和我都要順服他。”就跪伏在地，表明順服

聽命。在他的遺囑中，他自稱"小弟兄”（frater 

parvulus），並且承認"他是我的主”，無論往哪裏去，作

甚麼事，都不能違背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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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年，方濟漸漸退出修會。1224年八月，他退到亞西溪

附近的拉惟納（La Verna）山上，禁食四十天。在那裏，

他禱告尋求神的旨意，如何討神的喜悅；三次翻開福音

書，盼望得到回答，三次都落在基督的受難。在九月十

四日，清晨禱告的時候，他看見從天降下一個形象：有

一個撒拉弗被釘在十字架上，兩個翅膀高舉，兩個翅膀

遮體；他的面貌極其美麗，向法蘭西斯溫柔的微笑著。

方濟深為憂傷。最後，這異象消失了。在他的身上，卻

奇妙的留下了五處傷痕，正與基督被釘和槍扎的部位一

樣。他著力隱藏這些印記不肯示人；在離世以後，才被

發現。深知方濟的同工理奧（Bro. Leo）見證確見過那些

聖痕記（Stigmata）。

此後，方濟繼續在世兩年。1226年，十月三日，如理奧

所說的："他移民到主耶穌基督那裏去了，就是那位他全

心所愛並跟從得最完全的主。”他的遺體安葬在亞西

溪。

他的朋友烏果林（Ugolino da Segni, 1170-1241），在他故

鄉風光明媚的亞西溪，為方濟記念大教堂立了基石。烏

果林於次年成了教皇（1227-1241），在方濟死後二年，

晉封他為"聖方濟”。

修會的繼任總主持考徒納，在安葬方濟的大教堂那裏，

作了一具大理石容器，收納捐獻；理奧以為是污辱，把

它砸得粉碎。因此，他被逐出。

方濟本人受教育不多，僅粗通拉丁文，寫來不甚好；他

喜歡法文，說得也不完全。但他全心見證主的福音，不

怕吃苦，不為自己積財。他認為愛鄰舍，作善工，比學

問更要緊。1220年以後，修會也講習神學；他表示同

意，"只要不銷滅謙卑和禱告的靈。”改組後的方濟修

會，也漸重學術；英國的威廉俄坎（William of Occam）

和羅哲培根（Roger Bacon），都是方濟修會傑出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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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聖方濟遺囑
（本文轉載自http://www.ofm.org.hk/100-Francis-Clare/120-

Writings/francistestament.html#testament）

1. 看，主如何賞了我方濟兄弟開始做補贖的思典。當我

生活在罪惡中時，最厭惡見到癩病人；

2. 但主親自將我領到他們中間，而我就慈愛地照顧了他

們。

3. 在離開他們的時候，以前對我好像是可憎惡的，此刻

對我的心身都成了甘美的。不久我便離開了世俗。

4. 主曾使我在聖堂內擁有這樣大的信德，我就這樣簡單

地朝拜說：

5. 至聖的主耶穌基督，我們在這裡並在普世的聖堂內，

朝拜你，讚頌你，因為你以你的十字聖架救贖了普世。

6. 此後，主曾經並仍在賞賜我，使我對按照羅馬聖教規

章生活的司鐸們擁有絕大的信德，因著他們的神品，即

使他們窘難我，我仍願投奔他們。

7. 即使我有撒羅滿一般大的智慧，即使我看到的是一些

按世俗而生活的可憐司鐸，我也不願相反他們的心意，

在他們所住的堂口裡講道。

8. 我願意敬畏、愛戴、尊重他們及其他司鐸，就像我的

主人一般。

9. 我不願注意他們的罪過；因為在他們身上，我辨別出

來的是天主聖子，而且他們是我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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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之所以如此，因為在此世上，除了他的至聖體血

外，我不能親眼見到至高天主之子的任何其它事物。而

他們除自己領受這至聖體血外，唯有他們能將聖體送與

他人。

11. 我願這至聖的奧蹟在一切之上受到尊榮和敬重，並被

安置在裝修得體的地方。

12. 不論在何處，若我發現寫有主的聖言的字紙，丟在不

相宜的地方，我要將它們檢起來，並要求別人將它們檢

起來，放在適當的地方。

13. 凡是神學家和那些給我們傳播天主至聖聖言的人，我

們應當尊他們，就像他們是將神和生命傳給我們的人一

般。

14. 主將弟兄們委託與我之後，並無人指示我應做何事。

但至高者親自啟示了我：應當遵照福音而生活；

15. 我遂令人用簡單的言語寫出，而為教宗所批准。

16. 凡來參加我們這生活方式的人，將他們所能有的產

業，悉數施給窮人；祗以內外補綴的長衣一身，腰帶一

條，褲子幾條為滿足。

17. 此外我們再不願有其他物事了。

18. 神職弟兄猶如其他神職人員虔誦日課；非神職弟兄則

誦「天主經」。我們樂意居住在聖堂內。

19. 並以樸實和順對待他人。

20. 我曾用我的雙手工作，而且我樂意工作；我堅決地要

所有弟兄有正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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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凡不會工作的應當學習。並非為貪得薪金，而是要給

別人樹立善表，避免空閒。

22. 如果人們不給我們工資，我們可以求助於主的餐桌，

就是沿門行乞。

23. 主曾默示了我向人致候的方式：願主賜你平安！

24. 人們給弟兄們修築的聖堂，簡陋的住屋等，倘若不符

我們在會規內所許下的至神貧；弟兄們萬不可接受。且

他們不論居住何處，常應如過路的客人、異鄉人和流浪

者（伯前二１１，詠三八１３）。

25. 我以聽命聖願嚴禁弟兄們為了一座聖堂，一所房子，

甚或藉口為了講道，為了避免迫害等而向羅馬教廷請求

書面保證，他們既不應自己去求，亦不應央求別人代

求。

26. 倘他們在某地區不受人的歡迎，可以帶著天主的祝福

逃隨另一個地方做補贖。

27. 我決心服從本兄弟會的總會長和他給我指定的院長。

28. 我願意完全受他的約束，沒有他的命令和他的旨意，

我不得絲毫有所作為，因為他是我的主人。

29. 縱然我不學無文而且患病，可是我願經常有一位司

鐸，按會規的指示，幫助我誦日課。

30. 弟兄們都有責任服從他們的院長，並按會規誦日課，

31. 倘發現有人不按會規誦日課，並企圖有所變更，甚或

不信仰公教，各處的弟兄若遇見了這樣的人，因了聽命

的聖願，有責任將這人送交離他們較近的院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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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院長因了聽命的聖願有責任將他日夜當作犯人一般看

管起來，不讓他逃脫自己的掌握，一直等到能親自將他

送交他的省會長。

33. 省會長也因了聽命聖願有責任使弟兄們，像對一個囚

犯一般，日夜看守著他，直到將他送交歐司替（Ostia）

樞機為止。這位樞機是本兄弟會的保護人兼糾正者。

34. 弟兄們不可說：「這是一項新會規」，不，這不過是

個提醒，一個忠告，一種勸勉，也是我的遺囑，是你們

的小兄弟方濟、我，對我所祝福的弟兄、你們，所說的

話，目的是要我們嚴格遵守我們誓許與主的會規。

35. 總會長和其他會長及院長，因了聽命的聖願，不得在

這些文字上有所增加和刪除。

36. 他們要將這遺囑連同會規時常帶在身邊。

37. 在各會議中讀會規時，也應讀這遺囑。

38. 我以聽命的聖願，命令全體弟兄，神職者或非神職

者，不得在會規和這遺囑上加註腳說：這應當如此解

釋。

39. 主既賜我單純而樸實地說出並寫出了會規和這遺囑，

同樣，你們也應單純而不加註釋地來了解它們，並以聖

善的行動一直到底地去實行。

40. 凡遵行這一切的人，願他們在天上獲得至高聖父的降

福，在地上充滿衪至愛聖子，偕同護慰的聖神，以及天

朝眾大能者和諸聖人的降福。

41. 而我，方濟兄弟，你們卑小的僕人，又盡我所能，在

你們內外鞏固這至聖的降福。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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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會第一會規（1221年）
（本文轉載自http://www.ofm.org.hk/100-Francis-Clare/120-

Writings/francisregulanonbullata.html）

聖方濟撰文 教宗依諾桑批准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這是方濟兄弟請求教宗依

諾桑認可並贊許的生活方式。教宗曾給方濟及其現在和

未來的弟兄頒賜了認可和贊許。

方濟兄弟，及所有將為此會的總會長者，對教宗依諾桑

及其嗣位者誓許服從和尊敬。其他弟兄們則應服從方濟

兄弟及其繼任者。

一　弟兄們應生活於服從、神貧及貞潔內

弟兄們的生活規則如下：服從，不擁有私產，並持守貞

潔；遵守吾主耶穌基督的教義和楷模。他曾說：你若願

意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必擁有

天上的寶藏，然後來跟隨我（瑪一九：２１）；又說：

誰若願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

我（瑪一六：２４）；同樣，到我這裡來的人，若不愛

我勝過愛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兄弟、姊

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一四：２

６）。凡因我的名，捨棄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

父親、或妻子、或兒女、或田地者，必將領取百倍的酬

報，並承受永生（瑪一九：２９）。

二　錄取弟兄及會服

如果有人獲得天主的感召，願意度這種生活而來到我們

的弟兄這裡，弟兄們要仁善地接待他。若他表不恆心堅

持加入我們生活的願望，弟兄們要力戒干涉他的世事；

但應盡速將他介紹給會長。會長要仁善地接持他，勉勵

他，並細心將我們生活的重要意義揭示他知曉。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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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他願意而且可能公正而無阻礙地做到，便應賣掉他的

產業，並將所得分施窮人。弟兄們和會長們應力戒干涉

他任何事情，力戒趁此機會，由他或由中人手裡接受銀

錢；但是，如果弟兄們正在急需中，可以和其他窮人一

樣，接受肉體方面的需要品。

他返來時，會長便頒給他供一年使用的初學會服：即不

帶風帽的長衣兩身，腰帶、褲子各一條，還有長及腰帶

的垂狠一條。規定的一年初學期匡滿後，他將得到宣發

聖願的准許；從此他不得轉入其他修會，也不得逃避服

從。這是教宗所規定的。因為根據福音：「手扶犁而往

後看的，不適於天主的國。」（路九：６２）。倘來入

會者因了某種阻礙而力不從心，不能將他的產業變賣施

給窮人，祗要他由衷放棄他的財產便夠了。我們不得相

反聖教會的習尚而錄取任何人。

發了願的弟兄將領取帶風帽和不帶風帽的長衣各一身。

需要時亦可以領取腰帶和褲子。所有的弟兄只應穿粗糙

的會服，破了時，可在天主的降福下，用粗麻布或其他

布塊補綴，因為主在福音裡說：那這衣著華貴，生活奢

侈的人住在王宮裡的（瑪一一：８，路七：２５）。即

使人們將他們當作偽君子看待，他們也不應因此停止為

善。他們不願尋求此世的華貴衣服，以期得之於天國

內。

三　日課和守齋

主曾說：「這類的魔鬼非用祈禱和禁食趕不走」（谷

九：２８）。又說：「幾時你們禁食不要像假善人一

般，面帶愁容」（瑪六：１６）。

故此全體弟兄不論神職員或非神職員，都要按規誦日

課、讚美詩和祈禱經文。若係神職員應如神職界慣守的

常例誦大日課，並為生者亡者祈禱；此外為了彌補弟兄

們的過愆和疏忽，每日誦「求你憐憫」和「天主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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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為了滿全這任務，他們祗可有必要的書籍。非神

職人員，能讀聖詠者，可有一本聖詠集。至於那些不識

字者不應有任何書籍。

非神職員應誦「信經」和廿四遍「天主經」，連同「聖

三光榮頌」一遍，以代「誦讀經」；五遍「天主經」以

代「晨禱」；代「晨續經」則誦「信經」和七遍「天主

經」連同一遍「聖三光榮頌」；代「午前經」，「午時

經」，「午後經」，各誦七遍「天主經」；代「晚禱」

則誦十二遍；代「夜禱」誦「信經」並七遍「天主經」

連同「聖三光榮頌」一遍，為逝去的弟兄則誦七遍「天

主經」連同「永遠安息」短誦；為了彌補弟兄們的過愆

和疏忽，每日誦「天主經」三遍。

根據同樣的理由，所有的弟兄也應禁食，自諸聖節起至

聖誕日止；其後自主顯節即吾主耶穌基督的嚴齋日開始

直到復活節為止。其他時節，除會規規定的瞻禮六日

外，不必禁食。並且按福音的訓示：人們給他們擺上什

麼食品，就准許他們吃什麼食品（路十：８）。

四　諸首長與其他弟兄之關係

因主之名。

凡弟兄被任為其他弟兄的首長和服務者，應將他們的弟

兄分配在他們管理的省份和修院內；並要去訪問他們，

給予神修方面的指示和鼓勵；在對於救靈有益又不與我

們會規有衝突的一切事上，我所有其他可讚美的弟兄皆

應欣勤服從他們。

他們彼此之間應如主所說：「凡你們願意別人給你們做

的，你們就應照樣給別人做」（瑪七：１２）。

五　糾正犯過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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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看管你們自己和你們弟兄的靈魂，因為落在永生

天主手中，真是可怕（希十３１）。倘一位會長給一位

弟兄出了一個相反我們會規，或他靈魂的命令，弟兄便

不應服從，因為那裡有過失，那裡就沒有服從的義務。

所有的弟兄固然都是會長的屬下，但他們應謹慎仔細觀

察他們的會長兼服務者的行動；假使發現其中有一位依

血肉而不依精神及我們的生活規則行事，並且經過三次

勸諫後仍不悔改，則應在聖神降臨節日大會上，在全體

弟兄和總會長面前告發他，而不應畏懼任何相反的勢

力。

至於弟兄們，假使他們中間有人不論住在那裡，願意按

血肉而不按精神行事，他的伙伴們要警告他，謙遜而謹

慎地指摘他。若經過三次警告後，仍無悔改之意，應儘

早將他到會長那裡，或在會長前告發他。會長應依循天

主聖意，按他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做。

全體弟兄，諸首長兼服務者，應和別人一樣，決不可因

他人的罪行或惡表而煩惱忿怒：因為魔鬼往往利用一人

的罪過，設法損害許多其他的人；對於有過失的人，應

盡量給予他精神上的幫助；因為「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

生，而是患病的人」（瑪九１２）。

同樣，任何弟兄對別人，尤其他們彼此之間，不得有管

理權。一如主在福音中所說：「外邦人有首長宰制他

們，有大臣管理他們」（瑪二十２５），但在弟兄們中

間，卻不是這樣，在他們中間那為大的，將是他們的僕

役和服務者（瑪二三１１），那為大的反應像個最小的

（見路二二２６）。

沒有一個弟兄可以說或做有損於別一個弟兄的事；反之

要愛德及愉快之情彼此服務，互相服從（迦五１３），

這正是吾主耶穌基督真正聖善的服從。

弟兄們每次若如先知所說：離棄主的命令，逃避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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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要是故意逗留在這罪惡裡，應當知道，他們是可詛咒

的（見詠一一八２１）。但，若照他們所許下的恆心堅

守主的命令，並遵循福音和會規，也應知道，自己是生

活在真服從中，是主所降福的人。

六　弟兄們應投奔會長、任何弟兄不得自稱首長

不論弟兄在何地，設有不克善度我們這種方式的生活

者，應急速投奔會長，並對他說明情況，會長應用心解

決他們的問題，一如自己在同樣的情況下，願意別人替

他解決一般。

無人應自稱首長而應一律自稱小兄弟，並應彼此洗腳。

（若一三１４）

七　服務和工作方式

弟兄們，不論在何處為他人服務或工作，不得接受能使

他給予惡表，或有損靈魂的職務（谷八３６）；反之，

他應是一個卑微者，附屬於家內的一切人。

會工作的弟兄要按自己熟悉的手藝工作，祗要不防　自

己救靈的大事，並能誠實無欺地工作即可。因為先知

說：「你若吃你手賺來的，你便有福，且事事順遂」

（詠一二七２）；宗徒也說：「誰若不願工作，就不應

吃飯」（得後三１０），每人應安於其聖召，安於其所

能的手藝職務（見格前七２４）。每人工作的代價可能

是一切必需品，但金錢除外。若有急需，可和其他弟兄

一般出去尋求施助。他們可以擁有為手藝必需用的器械

和工具。

全體弟兄都應從事一項良好的工作。書上說：要常做些

良好的工作，使魔鬼看著你在忙（見聖熱羅尼莫書信，

一二五）。又云：空閒乃靈魂的仇敵（見聖本篤會

規）。所以天主的僕人應專心祈禱並從事良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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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們不論在何處，在隱修地或在其他住所，不得將任

何地方據為已有而不許他人接近。不拘誰，來到他們那

裡，友人或仇人，小偷或強盜，一律予以善待。弟兄們

不拘在何處遇到一起應彼此款待，不出怨言（伯前四

９），互相尊敬、殷勤、熱情，彼此關懷。切勿面帶愁

容，哭喪著臉，如同假善人一般（瑪六１６）；反而要

在主內表現合乎修士身份的愉快和風趣。

八　勿接受金錢

主在福音中囑咐說：你們要謹慎從事！戒避一切貪心和

邪惡；要小心，免得你們的心為宴飲所沉醉，為為人生

掛慮所連累（見路一二１５，路二一３４）。任何弟

兄，不拘在何處，往何處，不應在任何方式下帶有，或

接受，或託人求乞金錢。既不得藉口購買衣服或書籍，

亦不得藉口工資，或其他事由而接受金錢，惟有為了患

病的弟兄在明顯急需的情形時除外。因為我們不應視金

錢比石塊更寶貴。魔鬼立意要使一般視金錢重於石塊社

貧財者成為盲目者。我們既已捨棄了一切（瑪一九２

７），便不應為了這一點點而喪失天國。倘若在某處發

現了金錢，別以為它比我們腳底下踩的塵土更值得注

意；因為那是虛幻的虛幻，一切盡屬虛幻（訓一２）。

倘若發見－但願天主永不許有這樣的事發生－一位弟兄

接受或存有金錢，除非如上所述是為了病人的需要，不

然，若不見他真心悔改，所有的弟兄應將他看作一個假

弟兄、一個賊子（見若一二６）、強盜與業主。

弟兄們無論如何不得替某院或某居所，親自或通過他人

接受或乞求金錢；也不得和乞求金錢的人同行。其他不

與我會生活方式衝突的工作，弟兄們皆可在天主的降福

下去做。不過為了癩病人明顯的急需，弟兄們可以替他

們求施助。但關於金錢弟兄們總要十分小心。同樣，亦

不得為了任何可恥的利潤，使眾弟兄奔走流浪於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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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關於求乞救濟

弟兄們應專心致志追隨吾主耶穌基督的謙遜和貧窮；他

們要記得，除了宗徒所說的：我們有吃有穿，便當知足

（弟前六８）外，我們不需要世間任何事物。他們應以

能與卑賤者、為人所不齒者、貧苦、殘廢、病患者、癩

病人及街頭的乞兒交往為榮幸。

必要時可以求乞，他們不應感到羞愧，反而應該想起吾

主耶穌基督，永生全能天主之子，「板著臉像燧石，」

（見依五十７）不畏侮辱的榜樣；他生而為貧而無家可

歸的遊客；自己及榮福童貞聖母以及諸門徒皆藉佈施生

活。人們侮辱他們，拒絕不予施助時，他們要感謝天

主，因為由於這些侮辱，日後在吾主耶穌基督的法庭上

將領受絕大的光榮。他們應當知道：侮辱無損於身受侮

辱者，但有害於施侮辱與人者。

求乞乃貧人之遺產與權利；是吾主耶穌基督替我們獲得

者。凡辛苦出力獲得這些援助的弟兄們將獲得偉大的酬

報，同時亦使施助者獲得他們的酬報；因為人去世後所

留下的種種盡歸烏有，唯獨人所作的施捨和愛德，將自

主手中接到酬報。

弟兄們應以信賴之心互相告訴自己的需要，以便獲得並

彼此設法供應所需的事物。每人應用天主賜給他的一

切，照顧愛護他的弟兄，好似母親愛護養育她的兒子一

樣。那吃的不要輕視不吃的，不吃的也別判斷那吃的

（羅一四３）。

在急需的情況下，所有的弟兄，不論在何處，凡是人們

能食用的，他們都能食用。主曾論到牽達味說：他曾吃

了除司祭以外不許別人吃的陳列餅（谷二２６）。他們

也應記得主的另一句聖言：「你們應當謹慎，免得你們

的心為為宴飲所沉醉，為人生掛慮所帶累時，那意想不

到的日子臨到你們，猶如網羅臨於地面上的一切居民

（路二一３４－３５）。但在顯著急需時，弟兄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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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一切他們按主啟迪認為必要的事物；因為有急需，

便無法律。

十　患病的弟兄

倘弟兄生了病，不論他在何處，其他弟兄在離開他之

前，應給他指定一位弟兄去照顧他，必要時亦可指定幾

位去服事他，就像他們自己願意得到服事一般。但在絕

對無可奈何時，亦能將病人託付其他的人照料。

我請求患病的弟兄，要在一切事上感謝造物主，健康或

疾病皆應安於天主聖意。因為「凡預定獲得永生的人」

（宗一三４８），「天主每用病患和痛悔的心情來準備

他們」（聖額我略語）；主也這樣說：「凡我心愛的

人，我譴責他們，責備他們」（默三１９）。若患病的

弟兄，惱怒怨恨天主或他的弟兄，或太焦慮地尋求藥

石，過度希望拯救他即將死亡而又為靈魂之仇的肉體，

這態度來自惡魔與血肉，不像是我們的弟兄，因為他愛

肉體甚於靈魂。

十一　弟兄應彼此相愛、不應毀謗抱怨

弟兄們應力戒誹謗與爭辯，應仰仗天主聖寵，嚴守靜

默。弟兄之間不應爭論，也不應與外人爭論；祗應謙遜

地答應說：我們都是些無用的僕人（見路一七１０）。

他們不應發怒；因為凡對自己的弟兄發怒的，要受裁

判；誰若對自己的弟兄說：「你是傻子」，就要受議會

的裁判，誰若說弟兄是「瘋子」，就要受火獄的罰（見

瑪五２２）。他們應彼此相愛，主曾說這是他的命令：

你們要彼此相愛，如我愛了你們一般（若一五１２）。

他們要用行為來表示彼此應有的愛情（雅二１８），就

如宗徒所說：我們受不可祗在言語上，亦不可祗在口

上，而要在行動和事實上（若一３１８）。

不應辱罵任何人（鐸三２），不要抱怨，勿談他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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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因為經上說：主厭惡讒謗詆毀的人（羅一２９－３

０）。要謙讓，要極其溫和地對待眾人（鐸三２）。不

應定斷人，不應判人的罪，不應如主所說的，注意別人

的小罪，就是極小的罪過也別判斷（瑪七３，路六４

１），而應以痛苦的心靈（依三八１５），回想自己的

過失。要努力由窄門而入（路一三２４）。因為主說：

導入生命的是門是窄的，路是狹的；找到的人並不多

（瑪七１４）。

十二　避免不當的注視及和異性的交遊

所有的弟兄不論在何處，往何處，力戒不良的注視及和

異性頻繁的來往。力戒單獨和一位異性交談。司鐸們在

執行告解聖事，給予神修勸導時，態度宜嚴正。

不論在何種情況下，一位婦女不得由一位弟兄接受其聖

願，但應讓她在得到弟兄的精神指導之後，到她想到的

地方去做補贖。我們全體弟兄自持要多加嚴謹，使我們

的一切肢體的官能保持聖潔無罪。因為主曾說過：凡注

視婦女而有意貪戀她的，他已在心裡犯了姦淫（瑪五２

８）。

十三　關於不潔者的處罰

倘有弟兄受魔鬼的煽惑而犯了邪淫，應即褫奪他的會

服；因他可恥的罪行，無權利再穿會服，他完全喪失了

穿會服的資格，應被逐出會外。然後，他應當為他自己

的罪去做補贖。

十四　弟兄們應如何處世

外出的弟兄們，在旅途中什麼都不要帶，不帶棍杖，不

帶口袋，不帶食物，也不帶錢。無論走進那一家，先

說：願這家平安；應留居在那一家裡，人們供給他們什

麼，他們就吃什麼（路九３，十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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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要抵抗惡人（瑪五３９），設有人打他們的臉，

把另一邊也轉給他，有人拿走他們的東西，別再要回來

（路六２９－３０）。

十五　弟兄們不應飼養牲口、騎坐馬匹

我禁止所有神職或非神職的弟兄，不拘家居或出外，無

論如何不得擁有牲口，在自己或在別家飼養，除非迫於

病痛，或其他重大需要亦不得騎馬。

十六　論在回教和教外地區傳教的弟兄

主說：看，我派遣你們好像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機

警如蛇，純樸如鴿（瑪十１６）。弟兄們，如得天主的

感召，願意到回教以及教外地區去時，他們可以去，但

要有會長的准許。為會長者若認為對這使命該弟兄是適

合的人選，即應給予許可而不得阻擾；因為對這件事或

類似的事，如果不分皂白地處理，應對天主交帳。

前赴回教或教外地區的弟兄們，面對該地區的人民，他

們的精神態度可以有兩種表現：一、不與人爭吵辯論，

為天主而甘居一切受造人之下（伯前二１３），並明認

自己是基督信徒；二、幾時看清是天主的旨意了，便該

宣傳天主的聖言，好讓教外人信仰全能天主：父、子及

聖神，萬有的創造者，並信仰永生聖父之子為贖世救

主；使他們領受聖洗而作基督徒；因為，人若非由水和

聖神而生，不能進入天主的國（若三５）。

他們可以和人們，談論這類中悅主的問題；因為主在福

音裡說：凡在人前承認我的，我在天上的父前，也必承

認他（瑪十３２）。誰若以我和我言語為羞恥，將來人

子在自己的光榮和父及眾天使的光榮中降來時，也將以

此人為羞恥。（路九２６）

故弟兄不拘在何處，應記得自己是已將軀體交給吾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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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的人，為了他的聖愛，他們應當接近看得見和看

不見的仇人；因為主說了：

誰若為了我的緣故，喪失了性命，必將救得了性命（谷

八３５，又路九２４）。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１０），如果人們迫害你們

（若一五２０）。但幾時人們在這城裡迫害你們，你們

就逃往另一座城去吧（瑪十２３）。幾時為了我的緣

故，人們惱恨你們、棄絕你們，並以你們的名字為可

惡，加以辱罵和詛咒，又　造一切謊話毀謗你們，你們

是有福的！在那一天，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

主的賞報是豐厚的（瑪五１１－１２，路亦２２－２

３）。我告訴你們，做我朋友的人們，不要害怕那些殺

害肉身以後不能再做甚麼的人（瑪十２８，路一二

４）。不要驚慌（瑪二四６）。憑著你們的堅忍，保全

你們的靈魂（路二一１９）。凡堅持到底的才可得救

（瑪十２２）。

十七　論宣道者

弟兄們若非依照羅馬聖教會的法式和訓示，並擁有會長

的准許不得宣講聖道。會長也應留心不可不加鑑別而給

予許可。但所有的弟兄皆應以自己的作為來宣講。會長

與宣道者不得將照管弟兄或講道的職務視為已有；故不

拘何時，若長上命令放棄其職務，則應毫無異議地放

棄。

所以我以聖愛－天主即聖愛（見若一４８）－懇求全體

弟兄，伙論其為宣道者、祈禱者、手藝人、神職員與非

神職員，在一切事上要設法自謙；勿因天主藉著他們或

在他們內完成的任何善工而自鳴得意，沾沾自喜，或生

傲意；一如主曾說過：你們勿因魔鬼屈服於你們，而在

這件事上喜歡（路十２０）。

我們要確實深信，除了惡習與罪過外，其它我們一無所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5.htm (26 of 41)3/5/2005 6:35:44 PM



中世紀教會歷史

有。所以，幾時我們落在各種考驗裡（雅一２），幾時

我們在此世，為了常生而忍受靈魂和肉體方面的各種苦

惱與患難，我們反而應當歡喜。

弟兄們，我們應嚴防一切驕傲和虛榮：應戒絕世俗的明

哲和血肉的智慧；因為血肉之神喜歡並講究多言，不大

關心事實；不追求內心精神的敬德與聖德，只顧外面彰

顯於人前的敬德和聖德。針對他們，主說，我實實在在

告訴你們，他們已得到了他們的酬報（瑪六２）。

反之，主之神則願克苦肉體，受到卑視、輕賤、棄絕與

恥辱；至於謙德、忍耐，真純的樸實，和精神的真平

安，則是它潛修的對象；而且在一切之前，願獲得敬畏

天主之德，天主的上智以及天主父、子、聖神的神聖之

愛。

我們應將一切美善歸於至高無上的主，天主；要承認一

切美善皆屬於他；並在一切事上向他致謝，因一切美善

由他而來。願至高至尊的唯一真天主享有、接受一切榮

譽和尊敬，一切讚揚和祝福，一切感謝和榮耀：因為一

切美善都是他的，而且唯有他是美善的（路一八１

９）。若我們看到或聽到人們口出惡言或行惡事，或咒

罵天主，我們即應讚頌他，為善光榮他。因為他應受稱

揚於無窮世。阿們。

十八　會長們召集會議

每屆聖彌厄爾領天使節日，各位會長可和他的弟兄們在

他們選定的地方集會，談論有關事奉天主之事。遙居海

外，或在有崇山峻嶺阻隔之地，那地的會長可每三年集

合一次，其餘諸會長則應每年一次出席於聖神降臨節

日，在博俊古拉聖母堂所召開的會議。總會長如果另有

安排則例外。

十九　弟兄們應度公教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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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弟兄應皆為公教信徒，應按公教信仰說話度日。倘

有弟兄在言語及行為上背離公教信仰與生活而又不肯悛

改者，應將他完全逐出會外。凡在有關救靈而又不與我

會規衝突的事情上，對於一般神職及各修會人員，我們

應視之為我們的主子。我們應在主內尊敬他們的神品、

任務和職守。

二十　關於告解和聖體聖事

我所祝福的弟兄們，不論是神職人員或非神職人員均應

向我會司鐸告明他們的罪過；倘事有所不能，則可在其

他賢明公教司鐸前告解。他們要清楚知道而且相信，不

論由那一位公教司鐸領受了補贖和赦免，祗要他們以信

德和謙遜滿全所定的補贖，他們的罪過一定消除。

倘找不到司鐸，便應向自己的弟兄告罪，宗徒雅各伯曾

這樣說過：「你們要彼此告罪」（見雅五１６）。可是

他們不應該為了這個緣故就不再找司鐸了，因為束縛和

解放的權柄只交給了司鐸。這樣痛悔告明之後，他們將

很謙遜恭敬地去領受吾主耶穌基督的體和血。不要忘記

主所說的話：「誰吃我的肉，並飲我的血，就有永生

（若六５４）；你們應行此禮，以紀念我」（路二二１

９）。

二十一　弟兄們應頌揚天主並勸人為善

看，下邊便是弟兄們頌揚天主，勸人為善的方式，若他

們認為相宜，可在天主的降福下，向任何聽眾，這樣

說：

你們要敬畏、尊重、讚美、頌揚、感謝、朝拜造化萬物

的全能，三位一體的天主父、子及聖神。

悔改吧，結與悔改相稱的果實吧（瑪三２，路三８），

你們要知道，不久你們總要死的。你們給，也就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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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你們寬赦，也就蒙寬赦（見路六３７－３８）。如

果你們不寬恕別人的罪，天主也不寬恕你們的罪過（谷

一一２６）。告明你們的罪過吧。

死於悔改中者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得升天國。不死於

悔改中者是有禍的，因為他們將為魔鬼之子，他們只做

著他的事（若八４４），他們行將墮入永火。你們要提

防並遠離一切邪惡，為善堅持至終。

二十二　給弟兄們的勸告

我的弟兄們！我們要仔細熟思一下主所說的說：「愛你

們的仇人，向恨你們的人行善。」（瑪五４４），因為

我們應追隨吾主耶穌基督的足跡（伯前一一２１）。他

曾稱出賣他的人為朋友（瑪二六５０），並且自動地將

自己交給釘死他的人。所以，不公道地將患難和悲痛，

悔辱和損害，痛苦和折磨，甚至將致命和死亡加在我們

身上的人，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應多多愛他們，因為

由於他們對我們所施的打擊，而使我們獲得了天國。

恨我們帶著劣根性和罪過的肉體吧；由於它縱欲的生

活，它想奪去我們耶穌基督的愛情和永生，而帶著它所

有的一切，一同喪亡於地獄中。由於我們自己的過失，

我們是有惡臭而不幸的，難於為善，偏於作惡；正如主

在福音裡所說的：由人心裡所發出來的是些惡念，邪

惡、姦淫、兇殺、盜竊、貪吝、不義、詭詐、無恥、邪

視、妄證、褻瀆、驕傲、愚妄種種：這一切都是從人心

發出來的，污穢人的就是這些（瑪一五１９－２０．谷

七２１－２３）。

我們既甘心拋開世俗，則我們除了專心追隨主的旨意，

以求中悅於衪外，不應追求其他。還要當心，不要成為

主在福音裡說的，在路旁多石子而又滿是荊棘的那種土

地。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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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是天主的話，那落在路旁又被踐踏的，是指那些人

聽了而不了解，隨後就有魔鬼來，將撒在他們心裡的話

奪去，使他們不得信從而獲救。

那落在石頭地裡的，是指那些人聽了話，立刻欣然接

受，但在他們心裡不生根，不能持久，暫時相信罷了，

一旦考驗的時期來到，立刻就要跌倒。

那落在荊棘中間的，是指那些聽了天主的話之後，世俗

的焦慮，財富的迷惑，以及其他貪進了心，把話蒙蔽

住，結不出果實來。

那落在好地裡的，是指那些以良善誠實的心傾聽了話，

了解了它，把它保存起來，因著堅忍結了果實。（見瑪

一三１９－２３，路八１１－１５）。

故此，弟兄們，我們應如主所說：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

死人吧（見瑪八２２）。我們要十分留神魔鬼的惡毒和

狡猾，他不願人將自己的心和神轉向天；主他徘徊四週

想趁人受某某利或祿的吸引，誘人心移向它去，並在人

的記憶中，勾消了天主的言語和誡命；他試用塵世俗務

迷亂它，好讓他自己在那裡安頓下來，故吾主說了：

邪魔由人心出來以後，走遍乾旱地，尋找一個安息之

所，卻沒有找到，他於是說：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那屋

裡去。他來到後，見裡面打掃清潔，裝飾整齊，就去另

外帶了七個比自己更兇惡的魔鬼來，進去住在那裡，那

人末後的處境比前更壞了（路一一２４－２６，瑪一二

４３－４５）。

所以弟兄們，我們都要非常小心，不要為了某種酬勞、

工作、利益而喪失我們的靈魂，使我們的心神背離天

主。我以聖愛──聖愛就是天主（若一４１６）──懇

求所有弟兄、會長和其他的人們，推開一切障礙，丟掉

一切煩慮和操心，以清潔的心神，和純正的意向，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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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去事奉、愛慕、光榮、欽崇我們的上主、天主；

因為這是他在一切之上所尋求的。

我們要在我們內，常常為全能的上主，天主，父、子及

聖神準備一個寓所！他曾對我們說：你們應時時醒寤祈

禱，為了使你們能逃脫即將發生的一切禍惡，並能在人

子之前站得住（路二一３６）。並且，你們祈禱時，要

說：

我們在天的父。我們要帶著一顆純潔的心去朝拜他，因

為應時時祈禱，總不停止（路一八１），因為父尋找這

樣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凡朝拜他的，應以心神，以

真理去朝拜他（若四２３－２４）。

我們要投奔基督，猶如投奔我們靈魂的牧者和監護一般

（伯前二２５）。他曾說：我是善牧，我放我的羊，並

且我為我的羊捨命（若十１１５）。你們彼此都是弟

兄，不要在地上稱人為你們的父，因為你們的父只有一

位，就是天上的父。你們也不要被稱為導師，衪在天

上，就是基督（瑪二三８－１０）。

如果你們住在我內，我的話也留在你們內，如此，你們

所求的，你們必獲得（若一五７）。那裡有兩三個人，

因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一八２０）。

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此世的終結（瑪二八２

０）。我給你們所講的話，就是神，就是生命（若六６

３）。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一四６）。

所以我們要保有他的言語、生命、教義和聖福音。他屑

於替我們祈求他的父，又將父的名啟示給我們：

父呀，我將你的名已顯示你所賜給我的人；因為你傳授

給我的話，我都已傳給了他們，他們不但接受了，也確

知我是出於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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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全他們，使他們

合而為一，正如我們一樣。我在世上講論這上話，是叩

他們在自己心內充滿我的喜樂。我已將你的話授給了他

們；世界卻憎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於世界，就如我不

屬於世界一樣，我不求你將他們從世界上撤去，但只求

你保護他們脫免邪惡。求你以真理祝聖他們；你的話就

是真理。

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來，照樣我也派遣他們世界上

去。我為他們祝聖了我自己，為叫他們自己也以真理而

被祝聖。我不但為他們祈求．且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

從我的人祈求，好使他們都合而為一，又使世界知道是

你派遣了我，並且你愛了他們，就如愛了我一樣。

我已經將你的名宣示給他們，好使你愛在我在他們內。

父啊！你所賜給我的人，我願我在那裡，他們也同我在

那裡，使他們看到（在你國內）你賜給我的光榮（若一

七６－２６）。

二十三　祈禱、讚頌和感謝

全能、至高、至聖、至尊的天主，聖而公義的父，主、

天地之君王，我們為了你自己而感謝你，因為你藉你的

聖意，並藉你的唯一子，在聖州內，造化了精神界形體

的萬有；你按你的肖像和模樣造了我們，又將我們安置

在怡園中（創一２６－二１５）。但由於我們自己的過

錯失掉了怡園！

我們感謝你，因為你正如因著你的聖子造了我們，又因

著那真實的聖愛──你曾用它愛了我們（若一七２６）

──使你的聖子，真天主亦真人，生於卒世童貞榮福瑪

利亞之身，並藉著他的十字聖架、寶血和聖死救贖我們

於俘虜中。

我們感謝你，因為這位聖子還要在他莊嚴的光榮中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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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來，為的是要將那一些不做補贖，不認識你的可咒罵

的人扔到永火裡去。要向一切認識、朝拜、並在懺悔中

認識你的人說：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來承受自創

世以來，給你們準備下的國度吧！（瑪二五３４）。

又由於我們都是可憐人、罪人，連呼喚你的聖名都不

配，因此我們謙誠懇求，惟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你所

鐘愛之子（瑪一七５），偕同護慰者聖神替眾人感謝

你，一如你和聖子聖神斤樂意的。耶穌足以彌補一切，

且藉著他，你曾賜給我們許多恩惠。亞肋路亞。

此外，他光榮的母親，終身童貞真福瑪利亞，真福彌

格、佳播、來福，以及所有諸品天神：熾愛者、普智

者、上座者、掌權者、異力者、大能者、宰制者、奉使

者，以及諸宗使者，聖若翰洗者、聖史若望、伯鐸及保

祿、以及諸聖祖、諸先知、諸聖嬰孩、諸聖使徒、諸位

聖史、諸聖門徒、諸聖殉道者、精修者、真福厄利亞和

厄諾客、過去未來以及現在所有的聖者，為了愛你的

愛，我們謙遜懇求他們，一如你所喜悅的，為了你一切

的恩賜，感謝你，至尊、永生的真天主，偕同你至愛之

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以及護衛聖神，至於無窮世。

阿們。亞肋路亞。

我們全體無用的僕人，小兄弟，謙遜請求在聖而公、由

宗徒傳下來的教內，所有願意事奉天主的人，所有司

鐸、六品、五品、四品、三品、二品、一品，以及諸神

職人員，所有修士修女，所有兒童和嬰兒、貧困者、急

需者、君王和王子、工人、勞動者、僕人、主人，所有

童貞女、孀婦和主婦；男女在俗者、兒童和少年、青年

和老人、健康和病弱、卑微和尊高者、以及各民族、各

種族、各部落、各語言的人（默七９），各國和全球所

有現在和未來的人們，都要在真實的信德和補贖中堅持

下去，如其不然，任何人都不能得救。

我們要全心、全靈、全意、全力（申六５，谷一二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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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十２７），並以一切能力、智力和官能，以所有奮勉

和情感，以整個心情，心願與切望，熱愛曾經並仍在賜

給我們一切事物、整個軀體、靈魂與生命的上主天主；

他曾造生並救贖了我們；他仍要純然以他的慈悲拯我

們；我們雖然如此卑微可憐、忘恩負義、腐敗惡臭，他

仍然在不斷地加恩厚待我們。

所以，除了造生救贖我們的唯一真天主基督外，我們應

一無所願，一無所求，一無所愛，一無所喜；因為惟獨

他是圓滿的、完全的、整個的、真實的、無上的美善；

唯有他是聖善的（路一八１９）、慈悲而可愛的、甘飴

而溫良的，惟有他是至聖、至義、真誠而正直的，惟有

他是良善、無罪和純潔的，享受天福的懺悔者、義人和

聖人一律由他、藉他、並在他內（羅一一３６），獲得

一切寬赦、聖寵與光榮。

所以我們不應使任何事物、阻止我們，要除去（在天主

和我人之間的）一切障礙和阻撓，以便時時處處真誠而

謙遜地信仰他，白日黑夜永不忘記他；又要熱愛、尊

敬、欽崇、事奉、頌揚、讚美、光榮、稱讚、顯揚至高

無上的永生天主，三位一體，父、子、聖神，萬有的造

化者，他是信他望他愛他的人的救主；他是無始無終、

永恆不變、無形可見、無言可喻、玄奧莫測、享永福而

堪受讚美、光榮與頌揚的、至上、至尊、仁善、溫良、

可愛的天主；永遠是無與倫比，至可願望，大快人心的

天主。

我因主之聖名懇請眾位弟兄瞭解並屢屢回憶在這會規內

有關我們靈魂的救恩，所寫的一切，我祈求三位一體的

全能天主降福那些講授、學習、遵守、記誦並實行這會

規的人。

我吻著大家的腳，祈求大家多多愛護並遵守它。凡寫在

其中的一切，我方濟兄弟代表天主和教宗以聽命聖願，

嚴禁人們駒加以增減；並禁止小兄弟們接受其它會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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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以至永

遠，及世之世。阿們。

阿西西（Assisi）小鎮

阿西西位於義大利中部溫布利亞（Umbria）境內，距翡

冷翠車程約兩小時。十三世紀法蘭西斯（Francesca）曾

在此創立方濟會，過著清貧的生活，四處傳道，照顧貧

苦的民眾及病患。方濟會女信徒佳樂，在此創立聖佳樂

會。聖方濟長方形教堂（Basilica di San Francesco）建於法

蘭西斯過世後兩年，其遺體即葬於此。文藝復興時期的

畫家喬托（Gitto）在此有一系列濕壁畫作。阿西西的建

築古意濃厚，被稱為天主教的堡壘，有著寧靜祥和的氣

氛。

聖方濟San Francesco （1182-1226）是第一位捨棄拉丁文

而用義大利文寫作的作家，聖方濟教派創始者，聖方濟

教堂始建於1228年。下層教堂建於1230年，於聖方濟各死

後2年開始動工，上層教堂則於1232年才開始動工，上層

教堂所在地過去被稱為地獄之丘，因為曾經死刑犯處決

的地點，當然了，後來改名為「天堂之丘」，上下兩層

建築在經過歲月的變遷之後，融合成協調而優美的整體

建築，現在重新整修過的聖方濟各教堂顯得簇新而華

麗，對於期待能懷舊的遊客而言，會有些許的失落感。

下層教堂較為昏暗，全部都覆蓋著華麗的濕壁畫，皆出

於名家手筆，不過，內部的光線不足，你僅能就著有限

的燈光與燭光欣賞，主殿的右側是基督受難圖，左側是

聖方濟各生平，其中有一幅羅倫佐提（Pietro Lorenzetti）

所繪的《聖母子》是其中經典，聖母凝視著聖方濟各，

臉部呈現極為慈愛的神情，據說，這幅圖在夕陽照射

下，更令人動容，所以又被稱為「黃昏時的聖母」；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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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上也有許多濕壁畫，依據考據應該是喬托的弟子所繪

製，而右邊的小衣物間還保留了聖方濟各的服飾。下層

教堂最重要的是地窖裡的聖方濟各以及他的四名隨徒之

墓，這個地窖曾經為避免被凡人褻瀆，在15世紀時封

閉，直到1818年曾有重新開放。走到下層教堂的底端，

有一個小禮拜堂，牆壁上有賽門馬丁尼（Simone 

Martini）所繪製的《聖馬丁的一生》，非常值得觀賞。

從下層教堂的小階梯可以爬到上教堂，中間有一個小中

庭，販賣書籍與紀念品所在。比起下層教堂，上層教堂

在地震中受到的災害較為顯著，上層教堂最著名的就是

由喬托所繪製的28幅聖方濟各生平的濕壁畫，號稱是喬

托的作品，不過，根據近代的考據，至少有三位畫家參

與這28幅巨作，經過整修之後，你可以很清晰地欣賞畫

家的筆觸，並把聖方濟各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呈現在後代

人眼前，例如其中一幅聖方濟各脫掉所有衣服還給父

親，以表示揚棄所有既得的財富與地位，畫家筆下還原

了當時各方人馬的表情，如震怒的父親、竊竊私語的村

民，充滿了戲劇張力，由於現在整修工作完成，乾淨而

鮮豔的色澤再現，宛如昨天才完成的壁畫一般。（本文轉

載自http://www.makoto.com.tw/assisi.htm）

市政廣場（Piazza Dela Signoria）

翡冷翠市政廣場，也可稱為領主廣場，是一個方形城鎮

廣場，為過去翡冷翠政治的中心，據說崇尚共和政體的

佛羅倫薩人有時在這裏集會展開論戰，最後舉手表決。

四周圍繞著許多宏偉的建築，彷彿是座是露天美術館。

廣場建於十三、四世紀，初建於拆除後的貴族產業之

上，後逐漸擴建成今日的規模。薩沃那洛拉

（Savonarola）即是在此遭死刑並火焚。廣場上的大衛像

（複製品）和尼普頓的噴泉周圍總是有很多人在休閒。

噴泉附近埋有圓形青銅基石的地方就是薩波納羅拉被處

火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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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府廣場上有一座噴泉，是由安馬納提在1575年所

設計的，噴泉中間是海神，四周則是仙女圍繞著，當時

建造這座海神噴泉是?了紀念托斯卡納海軍的勝利，並強

調對海上霸權的野心。在噴泉前方向著舊宮的地方，有

一座獅子的雕像，這是佛羅倫薩的市徽，真品是唐納太

羅的作品，現在收藏于巴傑羅美術館內。

維琪奧宮 （Palazzo Vecchio ）

維琪奧宮原為麥迪奇（Medici）家族的住所，為一方形

鐘樓建築，始建於1294年。門口左側立有米開朗基羅的

「大衛像」，入口處有帶著城市徽章的佛羅倫薩的獅子

像Marzocco。二樓大廳則是佛羅倫斯共和國時期，政府

的國政會議廳。堂內兩側的牆壁上，有米開朗基羅的名

作「勝利」。王宮外則是翡冷翠最熱鬧的西紐利亞廣場

（Plazza della Signoria），當中立有柯西莫麥迪奇的騎馬

雕像。

麥迪奇禮拜堂（Cappelle Medicee）

麥迪奇禮拜堂（Cappelle Medicee）內部分為三個區域，

有墓窖、八角形的諸侯禮拜堂（Cappella dei Principi）及

新聖器收藏室，其中，在諸侯禮拜堂內主祭壇的後方是

麥迪奇的陵墓，天花板上則有非常絢麗的濕壁畫，值得

一看。

在這個麥迪奇禮拜堂裡還有二座米開朗基羅所設計的大

理石棺墓和一座聖母子雕像。禮拜堂建於1520至1534年

間，雄偉的雕刻可視為難得的藝術品來欣賞，棺墓上的

「日」「夜」「黃昏」「清晨」四座彫刻，也是米開朗

基羅的傑作之一。（本文轉載自http://travel.mook.com.tw/

global/Europe/Italy/Florence/city_area_1.html）

利卡第宮 （Palazzo Medici Ricca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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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是亂石堆砌成的外觀，與當時梅迪奇家族的昌盛相

比，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樸素。而實際上掌握著歐洲最龐

大的財富，佛羅倫薩的實際統治者的科基莫一世也曾經

有一次被趕出了城。他經歷了這次體驗後知道老百姓的

忌恨是比什?都可怕的，因此與建築家的朋友米開羅茲商

量，建成了這樣樸素的宮殿。從1460年起約100年時間都

是梅迪奇家族的住宅。

聖十字教堂（Chiesadi Santa Croce）

該堂原為方濟會教堂，為一哥德式建築，是翡冷翠最大

的教堂之一。教堂內葬有許多文藝復興時期的名人，如

像藝術家米開朗基羅（Buonarroti Michelangelo）、天文

學家伽利略（Galieo Galilei）與哥白尼、政治家馬基維利

（Niccolo Machiavelli）、語言學家但丁（Alighieri 

Dante）等。米開朗基羅的故居離此不遠，為一文藝復興

時期的二樓建築，窗口下方鑲有一石牌，上面寫著：

「米開朗基羅出生地」。教堂內有許多石造房間，是當

年富商貴賈（如麥迪奇家族）私人禮拜、洗禮或葬禮之

所，仍留有當時之原貌。

聖十字教堂（San Croce）在佛羅倫斯東部，面向富有情

趣的聖十字廣場，旁邊附屬的僧房庭院，與布魯內萊斯

基建造的禮拜堂，所構成的空間具有無可比擬之美，被

稱為是佛羅倫斯文藝復興建築的濃縮。

很多佛羅倫斯的建築物外貌都屬傳統的設計範例，房子

內部，繪畫，和雕刻，都是文藝復興的風格。聖十字教

堂是一個明顯例子。從外面看來，這是哥特式風格的建

築，而布魯內萊斯基所設計的Pazzi禮拜堂，屬於古典結

構，而其內部也設計也屬於文藝復興風格。

這教堂原是公元一二一二年由聖方濟各會會士初來佛羅

倫斯時，由當地教民所贈予，歷年來曾數次重修。由於

堂內有不少名人紀念碑與墓碑，因此又名意大利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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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

這可說是哥特式的輝煌製作。其頂棚特意使用木質而非

圓頂，目的在於製造早期基督教會堂的簡樸特性。歌特

式系統更表現在唱詩班席位上的交叉圓拱。主堂的牆壁

具有北方哥特教堂無重量和透明的效果，而中本堂的窗

戶街集中於東端，成為教堂的光源所在。

教堂的內部面積為一百四十米乘四十米，裡面有但丁紀

念堂以及米高安哲羅、馬基維利（Machiavelli）、羅西尼

（Rossini）等二百七十六人的墓。與這些名人相應的內

部裝飾，也是出自許多藝術家之手。其中最著名的，是

位於正殿的巴迪（Bardi）禮拜堂，裝飾著喬托（Giotto）

的壁畫《聖法蘭西斯高的一生》（Lavita di San 

Francesco）。

意大利文藝復興先驅喬托，號稱聖堂之父，他的聖像畫

看起來自然、生動而又有趣，使信眾全心仰慕的天主、

聖母及諸聖人都充滿了人性，而不再是遙不可及、高不

可攀。喬托作品是連接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之間的重

要橋樑，特別是因為他所創造的人物都擁有豐富表情。
（本文轉載自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travel/09_03.

htm）

聖馬可修道院（Convento di San Marco）

中央車站側、市中心北面的聖馬可廣場（P.za S. Marco）

一帶，以翡冷翠大學為中心，聚集許多博物館及美術

館，其中聖馬可修道院內的聖馬可博物館（Museo di San 

Marco），有安潔利珂清麗脫俗的壁畫，值得一訪。

修道院是建於西元十三世紀，並於1437年擴建至現今的

模樣，而且也開始收藏一些藝術品，成立了聖馬可博物

館。在聖馬可修道院中有一條明亮的迴廊，就在入口處

旁，稱為聖安東尼諾迴廊（Chiostro di San'Anton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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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東尼諾是這所修道院的第一任院長，而且後來還成

為翡冷翠的大主教。

從迴廊往下走，右手邊上的陳列室，在以前是用來接待

朝聖者的招待所，如今陳列著修士為教堂所繪的濕壁

畫。而沿著修院迴廊的三邊有44間修士用的密室，密室

中也有濕壁畫。（本文轉載自http://travel.mook.com.tw/

global/Europe/Italy/Florence/city_area_2.html）

聖母百花教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Fiore）

聖母百花大教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是翡冷

翠的主座教堂（Duomo），鮮豔的大理石塊拼成幾何圖

形，即為顯眼而壯觀；它的大圓頂及由文藝復興大師喬

托設計的鐘塔，更為巍峨的教堂帶來更多的氣勢。

位於翡冷翠市中心的聖母百花教堂，有著一個橘紅色巨

大的圓頂，所以很好認，遠遠的就會看見它，這也幾乎

成了翡冷翠的重要地標。漂亮的圓頂是1463年完成的，

設計這座圓頂的布魯內雷斯基（Brunelleschi）在建造的

當時，不使用鷹架，技巧仿自羅馬萬神殿的圓頂，神乎

奇技是最好的形容詞。

此外，圓頂的內部有美術史學家兼畫家的瓦薩利

（Vasari）所繪的濕壁畫「最後的審判」，也是非常值得

欣賞的傑作。不過，這個壁畫後來是由另一位畫家祝卡

利（Zuccari）完成的。而高達91公尺的圓頂，內部有階

梯共463級，可以爬上圓頂欣賞翡冷翠全景。除了圓頂，

主座教堂重要的建築還包括了鐘樓（Campanile de 

Giotto）和洗禮堂（Bittistero di San Giovanni）。聖母百花

教堂完成的時間先後不一，洗禮堂是最古老的一棟，再

來是鐘樓，教堂圓頂則是比較晚完成的部分。（本文轉載

自http://travel.mook.com.tw/global/Europe/Italy/Florence/

city_area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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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六篇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簡述

2. 瓦勒度派：宗教改革前的

「加爾文主義者」劉錦昌著

3. 十字軍簡述

4. 聖殿騎士團簡介

5. 中世紀教皇與皇帝之鬥爭

6. 卡諾莎之恥

二、歷史景點

1. 卡諾莎城堡（Canossa）

2. 皮德蒙谷（Piedmont）

3. 杜林（Turin）

三、討論題綱

1. 瓦勒度派改革運動

2. 十字軍及聖殿騎士團

（Knights of Templar）。

歷史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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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逼迫（一）

當中世紀的羅馬悒D教正在竭力擴張教皇權利，爭奪政

治勢力，並斂聚財富的同時；法國西部與義北的山區，

出現了一個主張回歸聖經，跟隨使徒教訓的清流團體─

瓦勒度派（Waldenses）。

1. 瓦勒度派的起始

瓦勒度（Waldo）為里昂公民，原是一個活躍於社交、商

業、政治界的富商。主後1173至1176年，瓦勒度有了重大

的改變。首先，他將聖經從拉丁文翻譯成當地的方言。

其次，他照著馬可福音十章廿二節的話，變賣一切家產

分給窮人，並在公眾場合，四處傳揚福音。瓦勒度的傳

揚吸引了一班跟隨者，人們稱他們為「里昂的窮人」

（Poor Men of Lyons），他們遊行傳道，凡物公用，過著

簡樸的生活，通稱瓦勒度派（Waldenses）。

2. 瓦勒度派的信仰與實行

瓦勒度派主張回歸聖經，聽從並領悟神的話，並以基督

為信仰的獨一中心。他們沒有主教或教皇，拒絕一切人

為的信條，並堅持平信徒有權利照著聖經傳揚福音。他

們拒絕起誓，也反對借貸收取利息，否定煉獄的教義、

彌撒、和洗禮、擘餅以外的一切聖禮。他們不肯敬拜聖

人、聖像和聖物，也不敬拜十字架；並反對什一奉獻、

宗教裁判所、十字軍、和死刑等違反聖經的實行。他們

過清貧的生活，在家中聚集，遊行傳道，教導聖經，竭

力遵循聖經啟示之耶穌與使徒的榜樣而行。

他們相信，當教會跟隨使徒的腳蹤行時，便是忠於主的

呼召。反之，當教會不願棄絕屬世的權勢與財富，跟隨

基督的降卑與貧窮時，便是不忠於主的呼召。這樣的教

會將變得屬世，並失去教會的實際。他們並認為，教會

的墮落始於第四世紀，天主教與君士坦丁之政權的聯

姻；聖職人員世俗化並奢淫的生活，亦違反了聖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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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的生活。

瓦勒度派稱其屬靈教師為barba（叔叔），barba的職責是

教導聖經，並幫助信徒有屬靈的經歷。Barba四處遊行傳

道，幫助瓦勒度的信徒；為避開政府的注意，他們同常

喬裝成商人，兩人一組，由年長的barba帶領年輕的barba

外出見習。有心願成為barba的青年人，需要有良好的德

性，經過真理和經歷訓練後，便可與年長barba一同外

出。

3. 羅馬天主教對瓦勒度派的逼迫

瓦勒度派並未與羅馬天主教為敵，亦無意自立門戶。他

們甚至認為，任何人覺得自己是教會之外的另一團體，

或自認屬靈而抵擋教會，乃是自取滅亡。然而，羅馬天

主教卻對於平信徒（而非聖品階級）傳揚福音一事極為

不滿，他們認為唯承繼使徒職分的聖職人員，才有權柄

傳揚福音，因此極欲除滅這個「貧窮」、「無學識」的

「異端」。

我們可從十三世紀宗教裁判局的報告，一窺當時教庭與

政權對瓦勒度派的態度：「這些無知無識的人民，到各

城、各家、甚至各會堂裏，傳揚他們錯誤的教訓。里昂

的主教勸說並禁止他們的行動，他們卻不聽從主教的訓

令，聲稱神已經命令使徒向受造之物傳揚福音，因此他

們必須順從神，過於順從人。此外，他們藐視聖職人

員，指控其生活富有並鬆散。他們批戴著貧窮的戲衣和

聖潔的面具，自稱是使徒的跟隨者。」

因著上述原因，瓦勒度信徒遭到了羅馬天主教、爭權的

政客、強暴的士兵嚴重的迫害。其中最嚴重的一次，為

1655年的瓦勒度大屠殺。然而，他們卻在這樣的逼迫下

倖存；之後改教運動興起，他們便納入新教的一部份。

瓦勒度派的忠信、清心，他們對於聖經的堅守，以及對

使徒教訓的緊緊跟隨，實為中世紀教會黑暗歷史中的一

線曙光，也是日後宗教改革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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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勒度派：宗教改革前的「加爾文主義者」
（本文轉載自http://www.ttcs.org.tw/church/24.1/03.htm）

劉錦昌 （輔仁大學神學院神學碩士，台南神學院哲學、

基督教神學講師）

十二世紀在基督教會歷史中，屬於西方拉丁教會裡頭有

一「源自天主教的福音運動」，1這一基督徒團體，從十

二世紀開始流傳至今，他們一直是一群忠心於耶穌基督

福音的弟兄姊妹，為了信仰的緣故受盡逼迫，現今仍約

有二、三萬會友；2他們乃西洋中古史或基督教會史上時

常被列為是異端的瓦勒度派（Waldensians）。我們知道

不同的史家與教派對於瓦勒度派人士的褒貶簡直是有天

壤之別，本文從若干有限資料中，儘量以客觀立場來介

紹瓦勒度派，希望藉此對他們的信仰行徑與態度能有一

種同情的理解。宗教改革運動發生之時，瓦勒度派最先

響應，並合併歸入更正教與宗教改革運動之中；3基督教

史家裡有人甚至將瓦勒度派歸屬在加爾文派之下。4這樣

的歸屬指認是否有合理的根據？我們將依照瓦勒度派的

信仰內容來判別之。

瓦勒度派簡史與信仰主張

在本論中，我們將介紹瓦勒度派的背景及發展簡史，並

且描述其信仰的主張，藉此與加爾文主義有所對照，以

還其應有的歷史定位。

一、瓦勒度派產生的背景

瓦勒度派的產生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在宗教改革時期

與加爾文主義的改革宗傳統思想上相互呼應，E.Molland

認為可視瓦勒度派為改革宗的姊輩教會，且從1560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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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該派應被看作改革宗教會的一自立支派。5為什麼

Molland會有如是見解，理由在於以下若干原因：

第一　瓦勒派產生的情形　此一派別源自於一位名叫瓦

勒多（Peter Maldo, 1217年去世）的平信徒，他是法國南

部里昂（Lyons）富有的商人，1173年聽到吟遊詩人所講

述聖人St.Alexis捨己犧牲的故事頗受感動，認真考查福音

之後，決定跟隨耶穌基督的吩咐，變賣財產分給窮人；6

瓦勒多請人將新約聖經翻譯成家鄉地方語言，以此作為

他四處佈道的材料，他傳佈聖經的信息宣揚「使徒貧

窮」（apostolic poverty）之精神，7如此吸引許多的跟隨

者，稱為「里昂的窮人」（the poor men of Lyons），後

來被稱為瓦勒度派。此一運動由法國南部延展到意大

利、德國等萊茵河區，甚至西班牙、波希米亞與波蘭。8

瓦勒度派在十三世紀時，曾經分裂為二：保守的一派回

歸到羅馬教會，一派較前進者則繼續堅持他們自己的主

張。

第二　十二、三世紀的教會生活　當時的歐洲教會，在

政治權力方面正處於顛峰時期，特別是教宗依諾森三世

（Innocent 1198~1216）在位期間「教會無論在組織、外

貌、聲威、權勢方面都是所向無敵，這的確是教會的顛

峰時代」。9可是教宗依諾森三世雖有雄心且對教會政治

有積極貢獻，為了改革當時的教會腐敗現象，他更於

1215年在羅馬召開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Lateran 

Council IV），從事健全教會組織與神職人員生活的革新

作法，在教會史上對於教會改革建樹頗多，10但這樣的

改革似乎是未能觸及最核心的地帶；早在第十世紀，改

革運動初期領導人之一聖奧多（St. Odo, Cluny修院第二

任院長）就指出，當時代最大的邪惡乃是對窮人的壓迫

－「強者的盛宴是用窮人的汗水烹調的」－一種典型的

社會非正義統治的表現，11此一現象一直延續到十二、

三世紀仍然未變，所有偉大的教宗主要處理的仍在政治

危機上面打轉，而道德與精神變革的緊迫性流佈在一般

宗教思想之中，使得十二世紀的思想關注大浩劫、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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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臨的問題，人們期待聖神與永恆福音時代來到；12教

會需返回福音時代的清貧生活呼聲日漸高漲，十二世紀

下半葉屬於此種聲音的宗派運動就迅速發展，教會中的

異端思想於是發端。連從聖伯納德（St. Bernard）到聖方

濟（St.Francis of Assisi）的時代教會生活所針對的改革要

點之一即在貧窮課題上，像聖方濟所聽到的呼召與瓦勒

多是一樣的福音要求「變賣一切來跟從我」，瓦勒度派

與當時所謂的異端派別如：加太利派（Catari）、巴大尼

派（Patarini）所宣講的都是「耶穌的貧窮」、「福音的

貧窮」、「使徒的貧窮」這些道理；13許多人民，甚至

農夫們都聚集起來共同學習新約聖經，皆表示願意回到

福音簡樸的生活態度上、尋找弟兄姊妹相愛及具有使命

的基督徒團契方式。14

第三　瓦勒度派所宣講的基本主張　天主教歷史學者

Motte認為，「中古時代的兩種較大的異端；瓦勒度派和

亞爾比 （Albigeneses）：一個（指瓦勒度派）起源於教

會本身，是改革運動走入了歧途；另一個起源於⋯東方

的異教思想，二者的共同點則都是對封建制度和神職界

財富的反抗。」而瓦勒度派的學說「與日後加爾文所講

者相近」。15已故西洋中古史學者王任光神父也指出說

瓦勒度派「實可謂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派的先聲；他們

所講的道理幾乎完全相同」。16瓦勒度派各地所宣講的

未必相同，大體上有幾點基本主張：

改革教會、簡化儀式、反對教會斂財與向聖人敬禮。

取消神職制度，反對神職人員享受；男女信徒皆可傳

教。

否認彌撒酒餅變質及煉獄、嬰孩受洗、為亡者求等說

法。

以聖經為信仰唯一根據，凡信徒皆可講道不必教會許

可。

貧窮為靈魂得救的必要條件；反對擁有私人財產。

反對羅馬教會的正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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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逼迫（一）

為了解此時期瓦勒度派的信仰主張，我們可以從官方文

件的反面來思考，在1208年十二月十八日有一份瓦勒度

派人士歸正羅馬教會信裡的誓詞，這篇誓詞反應出瓦勒

度派所主張的信仰內容；18同時我們發現瓦勒度派所主

張的信仰內容與方式，的確和日後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

言論實在十分吻合。另外我們要指出，瓦勒度派中這一

些歸正羅馬的成員，他們接受羅馬教廷的指導，也度著

絕對貧窮的「貧窮公教徒」生活，這與後來聖方濟的修

會理想相並容。19

二、瓦勒度派發展簡史（重要編年）

對於瓦勒度派的好惡，更正教會與天主教之間，可能見

解相差頗大；瓦勒度派初期抱持的福音理想本來無可厚

非，後來卻被羅馬教廷判定為異端，也為若干政治因素

牽連多次遭遇強烈迫害，十七世紀期間更慘遭大屠殺，

但其對宗教信仰忠誠的態度深獲欽佩。以下略述其重要

歷史事件：

1179　平信徒過福音貧窮生活獲批准

1181　里昂大主教禁止其講解聖經

1184　被貶為異端　交宗教裁判所　但人數增加

1208　若干人士回歸羅馬教會參與「貧窮公教徒」運動

1214~1215　兩度被指為異端

1218　在Bergamo召開大會討論教義歧見

1229　土魯斯（Toulouse）會議宣佈禁止平信徒購買聖

經、聖經譯本（針對瓦勒度派等異端而起的嚴格規

定），並組成異端裁判所，瓦勒度派在十三世紀末是歐

洲最常受迫害的一個運動

1398　被控放棄傳統教會各種儀式、有形設備、用方言

講道

1488　在Piemonte（Piedmont）等地受到攻擊

1532　瓦勒度派傳道人接納改革教會的實施　方言翻譯

聖經

　因為此一會議決定觸怒教廷　意大利軍隊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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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逼迫（一）

1560　由1559年Gallican信條，摘要一信條呈Turin公爵

　〔按：從這時開始應被看為是改革宗之一自立支派〕

1655　Piemonte地區該派信徒復活節清晨被騙遭大屠殺

1685　遭法王路易十四世派軍屠殺 儘留存二百多人

1686　餘民離開意大利移民瑞士阿爾卑斯山

1814　在意大利北部獲宗教自由

1870　因普世宗教自由原則在意大利得以生存

1937　南美洲該派移民約一萬五千人

現今意大利本土約有瓦勒度派信徒二、三萬人　20

三、瓦勒度派信仰的神學反省

谷勒本（L.P.Qualben）在其《教會歷史》（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書中提到過：「瓦勒度派乃是胡司

派和波希米亞弟兄會的開路先鋒」21，約翰胡司在宗教

改革歷史中被更正教會視為先端人物、正統之士，而改

革宗的加爾文主義神學也是更正教的主流思想之一，更

正教史家且將瓦勒度派與加爾文主義視同姊妹；可是十

三世紀的天主教會卻斥責瓦勒度派信仰為異端，但與瓦

勒多同時的聖方濟他主張並實踐貧窮羅馬教廷則稱他為

教會聖人。這一切讓人思想頗易混淆，在此，讓我們從

歷史脈絡對此一現象作一釐清。

1.「補贖運動」的背景　「補贖」是為求罪的赦免所有的

生活舉止，希臘文是metanoia，而拉丁文為paenitentia，

或conversio，西方補贖運動產生於第一世紀，教會對那

些在受洗後犯罪者予以寬免。從第四世紀開始有一種新

且發展快速的現象，就是有些信徒本身並非犯了重罪，

但他們為了渴望成全自願進入補贖的行列，成為自願的

補贖者，22自第四世紀到中古末期此一現象未絕。著名

的教會史家來德里（K.S.Latourette）在《自有耶穌以來》

（Anno Domini）一書裡頭指出，在教會歷史中有層出不

窮的宗教覺醒，例如：本篤（Benedict）運動、愛爾蘭修

道主義運動、十世紀的克呂尼（Cluny）運動、十一世紀

熙篤修會（Cistercians）運動，及十二、三世紀從農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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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逼迫（一）

下層階級覺醒產生的宗教革新運動等，瓦勒度派則屬於

從下層與平信徒所發起的宗教革新覺醒運動；23而中世

紀教會盛行的補贖制度對於歐洲基督徒一般生活的影響

比普通法律更遠大，基督徒知道在補贖思想的背後有其

信仰精神與靈性深層的意義，那裡是基督信仰與福音真

義之所在，當時許多人接受補贖制度乃一種聖禮此見

解；我們從愛爾蘭的＜昆米安補贖修例＞、英格蘭的＜

提阿多若補贖條例＞可窺見其中的道德理想與靈性境

界，前者甚至對憤怒、失意、怠惰、虛榮、驕傲均有提

醒和訓誡，並規定補贖懺悔方式。24補贖有強制性與自

願性之別，而自願性的補贖運動則是讓我們看到，信徒

內心所嚮往的聖善世界及對上主之國臨在的期待。與補

贖運動並行的乃是教會革新之推行，R. Pazzelli認為革新

的精神主要是藉著補贖者的影響，從修道院擴展到整個

基督信仰世界，而歷任教宗良九世（Leo IX）、司提凡九

世、尼古拉二世、亞力山大二世、貴勾利七世都關心修

院革新與教會改革，不過我們應注意的是就在當時，有

流浪式宣講、平信徒參與革新運動日廣的趨勢，但是後

來因為缺乏合適的指導形成危險性的異端，特別在十一

世紀後半，漸漸出現一種渴望－回到使徒式的福音生

活，他們認為使徒式的生活就是貧窮和依照福音而行；

當時不論異端或是正統信仰他們所強調的都是相同的口

號：「使徒式的生活－貧窮與福音化」。25可見瓦勒度

派的口號在彼時是合乎整個時代潮流的，但問題不在於

主張使徒生活及高舉貧窮與否，而在於主張貧窮方式的

過程。

2.對教會體制的服從　在「補贖」、「革新」、「合乎使

徒生活」的浪聲中，不同的實踐路線傾槽而出，可是約

在1140年左右，流浪式宣講的行動不再受到教會批准；

26而一般平信徒對上主話語深深渴望，也期望靈修生活

受到指導，所以一些未經准許的宣講者應需要出現，然

而他們不服從教會強制性規定，於是被判定為異端，雙

方的爭執點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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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逼迫（一）

這些所謂的異端不願意接受教會方面的強制禁止

異端宣講者堅持他們所過的福音貧窮生活與當時神職人

員的明顯對比，要求人民效法他們，反對制度性的教

會。

異端強調未能有好見證的神職人員無權利宣講；反之，

度使徒式貧窮福音生活者，雖非神職也有宣講權。

一方主張能度合乎新約真實基督徒生活的，才是真正使

徒的繼承者，才有施行聖禮的權利。

我們可以發現，誠實的異端者其根本的問題在於追究誰

是真正的基督徒、使徒真實的繼承人，誰是遵從福音的

人，福音所要求的是什麼；這裡似乎存在一種二元論，

將神聖與世俗予以分開。E. Troltsh認為從加太利派、瓦

勒度派到方濟派，異端產生的根源都在於「反對教會之

被世俗化」，而其所畫分的二元論，卻使得他們終於和

教會分裂而成為異端。28如果我們將瓦勒度派與方濟的

思想加以比較，會發現二者問題似主張頗多，但不同的

是方濟從頭便服從教會的紀律、教導，他對於神職人士

沒有激烈的歧視，方濟強調在教會內度福音化生活，效

法基督絕對貧窮，他且為所有每一傳講福音的過程求上

主開路；不過奇妙的是，兩派皆自十二、三世紀流傳至

今。

瓦勒度派的信條　1655年當瓦勒度派在Piedmont受大屠殺

之際，瓦勒度教會本身曾經發表一份信條－Piedmont改

革宗教會簡短信條，「此信條成為瓦勒度派最重要的信

條」，瓦勒度教會當時是因 「覺得有責任將我們一向符

合聖經所信仰的，作一簡短陳述⋯我們為這麼無辜的教

理竟被仇恨逼迫，又是何其不公」，這信條的信仰也同

意諸國改革宗教會所定純正教理，並懇求所有的福音派

和復原教會，不計他們的貧窮和卑微，將他們看為基督

神秘身體的真肢體，是為祂的名受苦的團體，更請繼續

幫助他們。29從信條可以看出其信仰概況：

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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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三位一體的神。

與更正教會一致的聖經正典。

聖神使我人得以發現聖經中屬天之光、分辨靈糧神聖滋

味。

若無上帝恩典，連一個好念頭都無法有。

上帝藉著基督的順服，對人的揀選使脫離敗壞、罪辜。

信仰是由於聖神所行的恩慈與功效、光照，感動人接受

基督。

善行是上帝預備給信徒行的（故無善行，不能進入神

國）。

聖神以不可識透的功效，通過聖餐使信徒與基督密切聯

合起來並滋養信徒的心靈。30

瓦勒度派的「異端」性　反省瓦勒度派產生的歷史與社

會背景，比較了聖方濟（方濟會）與瓦勒度派後來的發

展和遭遇，我們深深覺得教會當用謹慎明智的方式來對

待所謂的異端。H. Kung在他早期教會論著作《教會發

微》（The Church）書中，論到教會與異端課題之時，

曾經提醒讀者們注意在異端中的真理要素，同時要明白

教會裡頭也有錯誤，並且要留意異端中的善意信仰

（good faith），Kung大膽地評論說：

偉大的異端者很少走捷徑，他們不計代價全然委身於自

己的理想；為自己的信仰奉獻與犧牲一切：這是他們能

形成巨大影響的原因。在這方面，偉大的異端者與偉大

的聖人相似。是那些生來非為殉道的教會群體－不論是

位尊或渺小的不冷不熱信徒、教會中的圓滑之輩、或外

交之流－所未曾能理解的。31

接著Kung指出，異端與教會偉大聖人的不同，在於異端

人士不向權威低頭，異端反叛者往往認為他必須堅持信

念而決心反抗，不然，根據良心來講就是出賣真理、自

我放棄。針對此，誰能對他們作最後的裁判呢？32當

然，這裡頭也有一嚴肅的問題需認真辨明，即異端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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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值得尊敬，為信仰犧牲的熱情毫無保留，的確，

與聖人們一樣，他們的行徑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與體會，

但是難道聖人們只是一群跟當權者妥協的人而已嗎？大

德蘭（Teresa of Avila）與十字架約翰在世之時，都與教

會當權派有所對立，甚至為此受監禁、迫害，然而身後

卻獲得尊敬；可見重要的是所堅持的信仰真理是否屬於

真理，或者只是己見。貧窮生活與福音教導是基督徒該

當實踐的德行，但是能否成為用來指責與攻擊他人的利

器則值得商榷，而瓦勒度派被中世紀羅馬教會當局斥責

為異端，後來又慘遭法皇等舉兵殺害，這是政治與宗教

糾纏的禍害，更不合乎基督徒愛的精神。面對教會中的

各種福音運動，基督徒應本著基督的愛彼此包容學習，

了解、聆聽然後細心分辨，讓主耶穌在終末之時判斷這

一切。

結論　評斷瓦勒度派的是非，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從

天主教教會歷史的觀點，與從更正教出發的想法相差就

頗大。在天主教觀點之下，能有像K𤦂g所提醒，呼籲以

善意寬待異端的思想，那是實在難得的見解，一般而

論，以羅馬教會論立場來看，瓦勒度派難逃被判是異端

的命運；若是從更正教的思想來說，基本上同情瓦勒度

派的說法較多，像Garnier, Molland, Qualben, Latourette, 

Walker及陶理等即是，甚至有更正教學者認為瓦勒度派

是中世紀黑暗時代的中流砥柱，「保留了純正的道理，

又認同聖靈大能的工作，⋯教導其信徒該按著雅各書的

模式去為病人禱告治病」33；這當中尚有一種見解很特

殊，是根據另類歷史觀點來看瓦勒度派，這種說法指出

瓦勒度派的信徒是：

他們的根源，可追溯到使徒時代。他們就如那些所謂⋯

「保羅派」信徒，或其他名稱的信徒一樣，絕對不是什

麼「改革宗」，因為他們無需改革，並非如羅馬⋯或其

他地方教會那樣，腐化墮落，離開了新約教會的樣式；

他們自始至終，都或多或少保存了使徒時期教會的內

容。自君士坦丁時期相沿下來，那些專心傳講福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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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教會的信徒，一直沒有中斷過，也沒有受當時的教會

與政治聯結的關係所影響。⋯在托勒斯山脈和亞爾卑斯

山谷一帶，得以存留為數不少的基督徒；他們熟諳聖

經，而且沒有玷染當時得勢又自命為教會⋯拜偶像及其

他的歪風惡俗。34

Broadbent從各種史料舉證要說明瓦勒度派與早期使徒教

會的淵源，他們比宗教改革更早，注重靈性、持守福音

精神甘願過貧窮生活，照顧窮人與年老信徒，從不過問

政治，卻重視教育，講道的人多有大學學位，甚至「他

們的教會亦從未經過任何的改革，因此他們得稱為『福

音派』。」35如果上列敘述皆屬實在可靠，我們需重新

思考真正的宗教改革精神與其意義。

瓦勒度派的信仰生活方式，果然如此的話，也難怪教會

史家會認為瓦勒度派屬於加爾文主義；不過，若主張瓦

勒度派早於宗教改革，或根本可以說與宗教改革無關，

亦都無過。我們知道加爾文自身生活相當儉樸，他當牧

師幾乎無薪水可領，靠著在學校教書微薄謝禮與學生寄

宿來糊口，但是他工作愉快，他的婚姻生活是如同聖經

所說照顧孤兒寡婦，這樣實際的見證，與瓦勒度派的生

活模式相去不遠，36瓦勒度派 「他們主要的目標，就是

跟隨基督，遵守祂的命令，效法祂的樣式。⋯只有基督

才能叫人明白祂的話；人若愛祂，就必遵守祂的話。」

37，在教義上「他們相信在揀選的事上，神有絕對的權

柄，配合人自由的意志。⋯隨時準備拼死為真理辯護，

極力強調實際的敬虔和安靜的行善並事奉神等」38，而

加爾文主義素來所高舉的便是上帝的主權 （sovereignty 

of God）、將榮耀歸于上帝－只為上帝的榮耀，此外，

加爾文主義基本上接受上主揀選的信仰理念，看來在歷

史上瓦勒度派所要見證的似乎也是此一信仰精神，因

此，我們可以說瓦勒度派與加爾文主義者在基本信仰的

態度上十分相像；甚至照推理說，瓦勒度派可能比加爾

文派的信仰更古老、更忠實於使徒教會的精神，也為了

信仰的真理付出更慘痛之代價，即使被稱為異端也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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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

　

十字軍簡述
（本文轉載自http://tamerlane.uhome.net/word/crusades.htm）

數個世紀以來，對於歐洲的基督徒來說前往聖地朝拜是

一項最為普遍的活動。雖然重要的宗教中心都在歐洲，

但許多重要聖地卻在巴勒斯坦。塞爾柱土耳其人的興

起，讓前往耶路撒冷和其他中東地區的旅行危險性驟

增。土耳其人對非回教徒沒什麼好處，並且結束了阿拉

伯人與基督徒之間尚稱和平的關係。同時，土耳其人在

小亞細亞佔領有價值的土地，給予拜占庭極大的壓力。

1095年，為了回應來自拜占庭皇帝請求協助的要求，教

皇烏朋號召了由基督教戰士所組成的十字軍，企圖從回

教徒手中重新奪回巴勒斯坦。

徵募十字軍一事激起歐洲騎士的熱烈回應，一方面是出

於本身激烈的信仰，一方面教皇也保證只要為聖戰而死

均可得到上天國的回報。此外另一個誘因，是有機會在

海外攫取土地與財富，獲利比起與家鄉親族或和鄰近地

區爭奪要強上許多。

到了1097年，一支含及朝聖者和教派信徒的三萬大軍由

君士坦丁堡橫越到小亞細亞。儘管領袖之間一直爭鬥不

休，而十字軍與拜占庭支持者間的承諾也告破裂，這支

東征的隊伍依舊踉蹌前進。在此過程中，土耳其人只受

到程度不高的侵亂。法蘭克的重騎士和步兵並沒有跟阿

拉伯的輕騎兵和弓兵作戰的經驗，但騎士的耐力和體能

讓他們贏得一連串徹底勝利的戰役。安提阿於1098年因

內部變節被佔領，耶路撒冷則在1099年因駐軍虛弱不足

以抵擋攻擊而淪陷。基督教徒經常在勝利後不分年齡、

信仰或性別對居民進行屠殺，名聲因而大壞。雖然許多

十字軍在戰後返回家園，但也有若干強悍的戰團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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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與歐洲相仿的封建王國。

在巴勒斯坦的十字軍統治者，在人數上遠遠落後於他們

試圖要控制的回教徒人口，因而採取興建城堡與雇請傭

兵的方式掌控回教徒，不過，法蘭克的文化和宗教卻博

得了該地區居民的好感。十字軍從他們安全的城堡基地

出發，向入侵的阿拉伯人作出攻擊和攔截。百多年來敵

我雙方都是以典型的游擊戰作對抗。法蘭克的騎士雖然

強大但移動速度慢，而阿拉伯人儘管無法抵擋這些重騎

兵的衝擊，卻能以輕騎加以包圍，使其部隊失去作戰能

力，好在沙漠裡設伏來捕捉他們。雖然十字軍建立的王

國控制了沿岸地區，在補給和增援上不虞匱乏，但是定

期的入侵和百姓的不滿情緒，皆表明了他們在經濟上的

失敗。

由具備作戰能力的基督教僧侶所組成的戰鬥團旨在為聖

地而戰。聖殿騎士團和救傷團的騎士成員主要是法蘭克

人，條頓騎士團的成員是日耳曼人。雖然這些十字軍兇

猛而果決，但人數上卻永遠不足以維持地區的安穩。

部份的十字軍王國曾經存在一段時間，因為他們學會談

判、妥協，並且挑撥不同的阿拉伯族群自相殘殺。然而

一個偉大的阿拉伯領袖的出現，統一了各個回教的族

群，這位領袖就是在1174年成為埃及和敘利亞蘇丹的沙

拉丁。1187年，他在沙漠中大敗十字軍並再次佔領耶路

撒冷。

在另一個世紀裡，由於僅僅取得一次罕有的短暫成功，

歐洲人數度矢言重新控制聖地和耶路撒冷。多達八次以

上的十字軍東征，在遭到反擊敗陣之前，大多僅能取得

沿岸地區以及內陸上的些許進展。第四次的十字軍東征

甚至沒能抵達巴勒斯坦，反而在維尼斯總督的領導下洗

掠君士坦丁堡，為拜占庭帶來一次難以復元的無情打

擊。最惡劣的一次十字軍東征就是發動於1212年的兒童

十字軍，幾千名歐洲兒童遠渡至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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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被出賣作奴役。

十字軍所遺留下來的，除了基督徒與回教徒之間新的敵

意與封建體系的惡化，同時也暴露出新的文化。此外，

由於很多領主陸續破產並在死後遺留土地給國王，造成

了封建制度的衰落，不少農奴成為十字軍後不再回來。

新的詞彙隨著東征後加入到歐洲的語言裡面，例如cotton

（綿）、muslin（平紋細布）、divan（沙發床）和bazaar

（市場）。歐洲人還帶回許多新奇的紡織品、食物和香

料。這些新鮮貨品的需求，加速了貿易活動，義大利的

商業城邦國家（尤其是熱那亞和威尼斯）亦因此得到發

展。這種需求尚促進了自十四世紀開始的大發現時代。

十字軍所帶回來的金銀財寶並增加了地方上的貨幣供

應，大力提昇經濟的成長。

　

聖殿騎士團簡介
（本文轉載自http://www.lucifer.hoolan.org/swords/Aticls/

paladine.htm）

聖殿騎士團也是在到過聖地，以及十字軍東征後才建立

的。它的起源鮮為人知。約1118年，香檳區有個叫德‧

帕英的騎士，也許是聖伯爾納的親戚。在通往耶路撒冷

的大道上，德‧帕英和幾個朋友一起保護朝聖者。這

些“基督的可憐騎士”，得到了安茹的富爾克、香檳區

的于格（Hugus de Champagne）等十字軍要人支持。他們

決定要通過清貧的生活，采用奧古斯丁修會的教規。聖

地的國王和宗教領袖，則引導他們去保衛和作戰。

在西方，甚至連修會的成員，對這種生活準則也不見得

贊同，對為獻身于上帝的人指定新目標，也感到不安。

頌揚“基督騎士團”，庇護聖伯爾納，認為十字軍東征

是軍人的理想職志，都有利于推行1128年通過的教規。

修士們應該打擊與信仰為敵的人，服從修會的修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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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皇。除了教皇之外，他們別無其他教會的權威。

1139年，英諾森二世確認了他們的教規，而聖伯爾納寫

了《新軍榮譽贊》（De laude novae militiae）後，再也沒

有人懷疑修士的使命。

聖殿騎士團以封地為基礎。他們的封地多半在外省，由

受封騎士或教士管轄。修會里的13名要人，推選出一位

團長來管理修會。修士之間也有分工︰勞動的是職業修

士，神父專職祈禱，騎士和士官負責打仗。外界的贈與

幫助了修會發展；聖殿前的王宮，讓修會有了聖殿騎士

團這個名稱。德‧帕英和同伴在西方巡行，獲得了極大

的地產，奠定了西方的聖殿騎士團封地的基礎。聖殿騎

士團還有其他發財方法︰有權募捐、遺贈所得、組織朝

聖團去海外、從事東西方之間必需的銀行業和交易活

動。

聖殿騎士團掌握著東西方的商業，就像擁有一個各式分

行的機構。它接受君王定期存款，法國和英國國王就曾

將御庫托巴黎和倫敦的聖殿騎士團保管。它也讓人存放

首飾和寶物，要付利息和押金，但可以從遠方轉交，為

的是要和意大利商人競爭。總之，聖殿騎士團在歐洲的

金融圈中，地位舉足輕重，許多人認為它富甲天下——

這一點顯然名過其實，因此也導致了它的毀滅。

在十字軍東征史上，聖殿騎士團是個重要的名字。從軍

事觀點來看，它是一支經驗豐富的職業軍隊，可隨時動

員三百名騎士、士官、反土耳其的人和步兵部隊。

這支兵力基本上不受王室指揮，因而在發生沖突時，指

揮權的歸屬就會出問題。另一方面，它守衛著聖地的大

要塞，如托爾托斯、薩菲德、朝聖者城堡、伯弗特、白

色夏斯太爾、紅色夏斯太爾等等，因而在保衛敘利亞‧

巴勒斯坦的法蘭克人王國上，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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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角度來看，聖殿騎士團也十分重要。耶路撒冷的

王權很脆弱，從1170年開始，團長德‧里德福爾就與雷

蒙三世不合，造成了歐洲軍隊在哈廷戰役的潰敗。聖殿

騎士團往往和撒拉遜人建立直接的外交關系，而不顧及

其它相關的利益。在13世紀的耶路撒冷王國，聖殿騎士

團支持貴族派和反皇帝派，這種做法與較為正統的醫院

騎士團相反。總之在13世紀，聖殿騎士團是拉丁東方的

真正主人。

1291年，法蘭克人的王國崩潰。修會成了問題。它的使

命本就與十字軍東征息息相關，而且有人指責教士傲

慢、凶暴、吝嗇，于是有了合並各個軍事修會的計劃。

大家知道，“美男子”腓力的顧問巧妙利用這些批評，

還加上一些異端邪說、毫無根據的指控。1307年10月，

他們推翻了聖殿騎士團，說服了軟弱的教皇克雷芒五世

（Clement V），在1312年的維也納宗教會議上取消了修

會。聖殿騎士團的財產移歸醫院騎士團，總團長德‧莫

萊（Jacques de Molay），于1314年3月18日受火刑，燒死

在柴堆上。

　

中世紀教皇與皇帝之鬥爭
（本文轉載自http://www.twbm.com/window/liter/philwest/

philw_39.htm）

自從大貴格利到西維斯特二世的四百年間，教皇制經歷

了許多次驚人的變遷。它曾不時隸屬於希臘的諸皇帝﹔

或有時隸屬於西方的諸皇帝﹔並在其他時期更隸屬於當

地的羅馬貴族﹕雖然如此，西元八世紀和九世紀中，一

些精明強乾的教皇卻乘機建立了教皇權力的傳統。從西

元600年起到1000年這一段時期，對於瞭解中世紀教會，

以及它與國家的關繫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教皇擺脫希臘皇帝獲得了獨立，這與其歸功於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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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毋寧歸功於倫巴底人的武力––當然，教皇們

對此是不存任何感謝之意的。希臘教會在很大程度上一

直隸屬於皇帝，皇帝認為既有資格決定信仰問題，又有

任免主教以至大主教的權限。修道僧也曾努力爭取擺脫

皇帝而獨立，為此他們曾不時地站在教皇的一方。君士

坦丁堡的大主教們，雖然情願歸順於皇帝，但他們卻絕

不承認自己在任何程度上隸屬於教皇的權力之下。皇帝

為了抵抗義大利境內的蠻族，不時需要教皇的援助，這

時他對教皇的態度恆比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對教皇的態度

還要友好。

拜佔庭被倫巴底人戰敗以後，教皇們深恐自己亦將被這

些強悍的蠻族所徵服是不無理由的。他們藉著與法蘭克

人結盟而解除了這一畏懼。當時法蘭克人在查理曼領導

下已徵服了義大利和德意志。這一同盟產生了神聖羅馬

帝國，––該帝國曾有一個以教皇和皇帝之間的協調為

前提的憲章。加洛林王朝迅速地衰頹了。教皇首先從其

衰頹中獲得了利益，西元九世紀末葉，尼古拉一世將教

皇的權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當時國內普遍的無政府

狀態導致了羅馬貴族的實際獨立，西元十世紀時，他們

控制了羅馬教廷並帶來了極其不幸的結局。教廷及一般

教會，如何通過一次偉大的改革運動，從而擺脫了對封

建貴族的隸屬即將成為後面一章中的主題。

西元七世紀時，羅馬仍處於諸皇帝的武力統治之下，那

時的教皇們若不順從即須遭難。有些教皇，例如﹔霍諾

留斯竟至順從了異端觀點﹔另外一些教皇，如﹕馬丁一

世終因反抗而遭到皇帝的囚禁。西元685年到752年間的

大多數教皇均系敘利亞人或希臘人。由於倫巴底人越來

越多地兼並了義大利，拜佔庭的勢力遂日趨於衰頹。皇

帝伊掃利安人列奧，於西元726年頒布了聖像破除令，對

此不僅整個西方，就連東方的大多數人士也都認為是異

端。教皇們強烈地和卓有成效地反對了這一禁令﹔西元

787年在女皇伊琳﹙最初為攝政者﹚治下，東羅馬帝國廢

棄了聖像破除令異端。然而，與此同時西方發生的一些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6.htm (19 of 33)3/5/2005 6:35:57 PM



中世紀的逼迫（一）

事件，卻永遠終止了拜佔庭對羅馬教廷的控制。

大約在西元751年，倫巴底人攻陷了拜佔庭義大利的首都

拉溫那。這事雖使教皇遭到倫巴底人的極大威脅，但也

使他們脫離了對希臘皇帝全面的隸屬關繫。諸教皇由於

一些原因更多地喜歡希臘人，而不喜歡倫巴底人。首

先，諸皇帝的權力是合法的，而蠻族的國王若非為皇帝

所冊封，是被看做篡位者的﹔其次，希臘人是文明開化

的﹔其三，倫巴底人是民族主義者，而教會則仍保持其

羅馬的國際主義。其四，倫巴底人曾為阿利烏斯教派，

在他們改宗以後，他們仍舊帶著某些令人厭煩的氣味。

西元739年倫巴底人在國王留特普蘭領導下企圖徵服羅

馬，但遭到求援於法蘭克人的教皇貴格利三世的強烈反

抗。

克洛維斯的後裔，墨洛溫王朝的國王們已經失去法蘭克

王國中的一切實權﹔國家大權操於大宰相手中。當時的

大宰相，查理˙馬特爾是個非常精明強乾的人，他和英

國國王徵服者威廉一樣，也是個庶子。西元732年，他在

圖爾的決定性戰役中打敗了摩爾人，為基督教世界拯救

了法蘭西。羅馬教會為此本來應該感謝他，但他出於財

政上的需要竟而攫取了教會的一些地產，因此降低了教

會對他的功績的評價。但他和貴格利三世於西元741年相

繼逝世，而他的後繼者丕平，則使教會方面感到十分滿

意。西元754年教皇司提反三世為了逃避倫巴底人曾越過

阿爾卑斯山往訪丕平，並締結了一項證明對雙方皆極為

有利的協定。教皇需要軍事保護，而丕平則需要只有教

皇才能賜予之物﹕正式承認他代替墨洛溫王朝最後一個

君主，取得國王的合法稱號。為了答謝，丕平把拉溫那

和過去拜佔庭總督在義大利的全部轄區贈給了教皇。由

於這項饋贈無從期待君士坦丁堡當局的承認，所以這就

意味著同東羅馬帝國在政治上的分離。

假如歷代教皇隸屬於希臘歷代的皇帝，天主教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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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要迥然有所不同。在東方教會中，君士坦丁堡的大主

教從未獲得擺脫俗界當局的獨立，或有如教皇所獲得的

那種高於其他教士們的優越性。起初所有主教均被視為

平等，而東方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一直固持著這種見解。

尤其在亞歷山大裏亞﹑安提阿和耶路撒冷諸城中尚有其

他東方的大主教，但在西方教皇卻是唯一的大主教﹙然

而自從回教徒入侵以後這一事實已經失去了它的意

義﹚。在西方––東方並不如此––俗人自從數世紀以

來就大部分是文盲，這就給予西方教會以東方所沒有的

方便。羅馬的聲譽淩駕於東方任何城市之上，因為羅馬

兼有帝國的傳統，又有彼得﹑保羅殉道，以及彼得曾是

第一任教皇等傳說。皇帝的威望或適足與教皇的威望相

頡頏，但卻沒有一個西方的君主能夠這樣作。神聖羅馬

帝國的皇帝們往往缺乏實權﹔此外皇帝的即位尚有待於

教皇給予加冕。由於這些原因，教皇從拜佔庭統治下獲

得解放一事，對於教會之獨立於世俗王國，對於決定性

地建立教皇政治用以管理西方教會乃是必不可缺的。

在這一時期裏有過一些極其重要的文件，例如﹕“君士

坦丁的贈予”和偽教令集，我們無須涉及偽教令集，但

必須敘述一些有關“君士坦丁的贈予”的事項。為了給

丕平的饋贈披上一個古老的合法外衣，教士們偽造了一

個文件，把它說成是君士坦丁皇帝頒布的一項教令，大

意說，當他創建新羅馬時，他曾將舊羅馬以及其所有的

西方領土贈給了教皇。作為教皇世俗權力基礎的這項饋

贈竟被以後中世紀的人們信以為真。文藝復興時西元

1439年它才為羅倫佐˙瓦拉斥為贗品。他曾寫了一

本“論拉丁語言幽雅”的書，而這種幽雅自然是八世紀

作品所缺乏的。在他發表了這本駁斥“君士坦丁的贈

予”的書和他的另一起讚美伊壁鳩魯的論文之後，奇怪

的是，他竟被當代熱愛拉丁文風勝於教會的教皇尼古拉

五世任命為教廷秘書。雖說教皇對教會的領地的管轄權

是以那項偽托的贈予為依據，然而尼古拉五世卻並未提

議放棄教會所轄的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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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有名文件的內容曾為C﹒戴利勒˙伯恩斯概述如下﹕

在概述了尼西亞信條，亞當的墮落和基督的誕生之後，

君士坦丁說他患了痲瘋病，由於多方就醫無效因而前往

求助於“朱比特神殿的祭司們。”他們建議他殺死一些

嬰兒，並在嬰兒的血中沐浴，但由於嬰兒母親們的眼

淚，他乃放還了她們。當夜，彼得和保羅向他顯現，對

他說塞爾維斯特教皇正隱居於蘇拉克特的洞穴裏，他會

治好他的。於是他便來到了蘇拉克特，這時“萬國教

皇”告訴他彼得和保羅不是神，而是使徒﹔並拿出他們

的畫像給他看，他認出這兩個人正是上次顯現時的人

物，並在他所有的州長面前承認了這事。於是教皇塞爾

維斯特指定他穿著馬毛衫進行一段時期的贖罪﹔然後給

他施了洗禮。這時他看到有手從天上觸及他。於是他的

痲瘋病被治好了，並自此放棄了偶像崇拜。以後，他和

他所有的州長們﹑元老院貴族以及全體羅馬人民考慮最

好將最高權力讓給羅馬的彼得教廷，並使其淩駕於安提

阿﹑亞歷山大裏亞﹑耶路撒冷以及君士坦丁堡之上。然

後他在拉特蘭宮內建立了一所教堂。他把皇冠﹑三重冠

和皇袍賜給了教皇。他把三重冠戴在教皇頭上，並替教

皇牽著馬韁。他“把羅馬，以及西方所有的省﹑縣和義

大利城市讓給賽爾維斯特和他的後繼者﹔永久作為羅馬

教會的管轄區”﹔然後，他遷到東方，“因為在天上皇

帝已經設置了主教權位和基督教首腦的地方，世俗的皇

帝已不配再去掌權了”。

倫巴底人並不順從丕平和教皇，但他們卻在屢次戰爭中

為法蘭克人所戰敗。西元774年丕平的兒子查理曼終於進

駐了義大利，徹底擊敗了倫巴底人，自認為他們的國

王，然後佔領了羅馬，並在此確認了丕平的贈予。當時

的教皇哈德理安和列奧三世發覺在各方面促進查理曼的

計劃是對他們有利的。查理曼徵服了德意志的大部地

方，以強烈的迫害手段使撒克遜人改信了基督教並於最

後獨自恢復了西方帝國，在西元800年的聖誕節由教皇加

冕即皇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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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羅馬帝國的建立，在中世紀理論方面劃了一個時

代，但在中世紀實踐方面卻遠非如此。中世紀是一個特

別熱中於法權虛構的時代，當時的虛構主張前羅馬帝國

的西部地區˙在˙法˙律˙上仍隸屬於君士坦丁堡的皇

帝，而皇帝是被認為˙合˙法權威的唯一源泉。法權虛

構的大師查理曼曾主張﹕帝國的皇位尚無人繼承，因為

統治東方的伊琳﹙她自稱皇帝而不稱女皇﹚是個篡位

者，因為女人是不能做皇帝的。查理從教皇那裏為自己

的主張找到了合法根據。因而教皇與皇帝從最初就有過

一種奇妙的倚存關繫。無論是誰，若不經羅馬教皇加冕

就不能做皇帝﹔另一方面，數世紀以來每一代強力的皇

帝都主張有任免教皇的權限。中世紀法權的理論有賴於

皇帝與教皇雙方的決定﹔雙方雖都為這種倚存關繫而感

到苦惱，但歷時數世紀之久一直無法避免。他們彼此之

間經常發生摩擦，這種摩擦時而有利於一方，時而有利

於另一方。西元十三世紀裏雙方的鬥爭終於達到無從和

解的地步。教皇雖獲得了勝利，但不久以後卻失去了道

德上的權威。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二者並存了幾個

世紀，教皇一直延續到現在﹔皇帝則延續到拿破侖時代

為止。然而，所建立起來的關於雙方各自權力的精致的

中世紀理論，卻在十五世紀時即失去了效力。這理論所

主張的基督教世界的統一，在世俗方面被法蘭西﹑西班

牙以及英吉利等君主國的強權所摧毀﹔在宗教方面則為

宗教改革所摧毀。

關於查理大帝和其隨從的性格，蓋哈特˙澤裏格博士曾

概括敘述如下﹕

在查理的宮廷裏展開了波瀾壯闊的生活。我們在那裏既

能看到豪華與天才，也能看到不道德的行為。查理一向

不注意那些招致在他周圍的人們。他本人並非一個模範

人物，因而對於自己所喜歡的人或認為有用的人都能許

以最大的自由。他雖被稱為“神聖的皇帝”，但他的生

活卻顯不出什麼神聖。阿魯昆就曾這樣稱呼查理，並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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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皇帝美麗的女兒羅楚德是一位嫻淑的女性，儘管她和

梅因的羅得利克伯爵陳倉暗渡，生過一個男孩。查理離

不開他的女兒們，他不允許他們結婚，因此，不能不使

他得到這樣的後果。另外一個女兒蓓爾塔和聖裏其耶修

道院虔誠的院長安吉爾伯特之間生過了兩個男孩。事實

上查理的宮廷是個恣情縱欲的生活中心。

查理曼是個精力充沛的蠻人，在政治方面與教會結成同

盟，但他卻不關心個人的虔誠。他既不會讀又不能寫，

但他卻掀起了一次文藝復興。他在生活上是放蕩不羈

的，同時又過分溺愛自己的女兒。但他卻不遺餘力地勗

勉臣民過聖潔的生活。他和他的父親丕平一樣曾巧使傳

教士的熱誠為自己在德意志擴張勢力，並設法使教皇服

從他的命令。教皇們都心滿意足地聽從他的命令，因為

當時的羅馬已成為一個蠻族的都市，如果沒有外界的保

護教皇自身的安全是毫無保障的，而且歷次教皇的選舉

也早已變成了混亂的派系鬥爭。西元779年，地方的敵對

者逮捕了教皇，把他投入監獄，並威脅要刺瞎他的眼

睛。查理在世時似將開始一個新秩序，但他死後卻除去

一套理論以外什麼也沒有遺留下來。

教會所得的利益，特別是教廷所獲得的利益，比西羅馬

帝國所得的利益更為穩固。在教皇大貴格利三令五申下

的一個修道僧團體勸化英格蘭改信了基督教，因此英格

蘭比那些有主教﹑但習慣於地方自治的國家，對羅馬更

為恭順。德意志的改宗主要是英格蘭傳教士聖鮑尼法斯

﹙西元680–754﹚的功績。他是個英格蘭人，曾是查理

˙馬特爾和丕平的朋友，並且全面效忠於教皇。鮑尼法

斯在德意志建立了許多修道院。他的朋友聖戈勒在瑞士

建立了一所名為聖戈勒的修道院。根據某些權威者所

述，鮑尼法斯曾按《列王紀上卷》中的儀式為國王丕平

舉行過塗油式。

聖鮑尼法斯的原籍是德汶州，受教育於愛克塞特和溫徹

斯特。他於西元716年去弗利西亞，但不久即返回。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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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年他去到羅馬。並於西元719年被教皇貴格利二世派

往德意志去勸化德意志人改教，以及對愛爾蘭傳教士的

影響進行鬥爭﹙可以追憶的是﹕愛爾蘭傳教士曾對復活

節的日期和削發的形式犯了錯誤﹚。他在取得相當成就

之後，於公元722年回到羅馬，在羅馬被貴格利二世任命

為主教，並宣誓服從教皇。教皇給了他一封致查理˙馬

特爾的信，並任命他在勸化異教徒改教的使命之外，去

鎮壓異教徒。西元732年他被提升為大主教﹔西元738年

他到羅馬作了第三次訪問。西元741年教皇劄卡理阿斯任

命他為教皇使節並命令他去改革法蘭克的教會。他建立

了弗勒達修道院，並為這修道院制訂了一套比邊奈狄克

特教團還要嚴格的規章。然後他和撒爾茲堡的一名愛爾

蘭籍主教，維吉爾發生了一場爭論。維吉爾雖曾主張在

我們的世界以外尚有其他世界，但也是一位被正式列入

聖籍的人物。西元754年鮑尼法斯和他一同回到弗利吉亞

後遭到異教徒的屠殺。德意志基督教之所以成為教皇

派，而不成為愛爾蘭派，主要是由於他的功績。

英格蘭的一些修道院，特別是在約克州的那些修道院，

在當代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羅馬統治期間的不列顛文明

早已蕩然無存，由基督教傳教士所導入的新文明幾乎全

部集中於全面直接仰賴羅馬的邊奈狄克特派修道院。可

敬的畢德是賈羅地方的一個修道僧。他的學生埃克伯

特，約克的首任大主教，建立了一所教育過阿魯昆的教

會附屬學校。

阿魯昆在當代的文化中是一重要人物。西元780年他於前

往羅馬途中，在帕爾瑪謁見了查理曼。皇帝僱他教法蘭

克人拉丁語，和教育皇帝的家屬。他在查理曼的宮廷裏

度過了大部分生涯，從事教育與建立學校。晚年他當了

圖爾的聖馬丁修道院院長。他著了一些書，包括一本用

韻文寫的約克教會史。皇帝雖然沒受過教育，卻深信教

化之功，他暫時緩和了黑暗時代中的黑暗。但他在這方

面的工作卻為時很短。約克州的文化逐漸為丹麥人所毀

滅，法蘭西的文化也遭到諾曼人的破壞。撒拉森人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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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義大利南部，攻克了西西裏，並甚而於西元846年襲擊

了羅馬。總而言之，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裏西元十世紀堪

稱一最黑暗的時代﹔因為西元九世紀曾受到英吉利一些

僧侶，以及約翰˙司各脫這一傑出人物的拯救。

關於後者，我即將作一較詳的介紹。

查理曼死後加洛林王朝的衰頹以及查理曼帝國的分裂，

首先為教廷帶來了利益。教皇尼古拉一世﹙西元858–

867﹚曾把教皇的權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和東西兩

羅馬帝國的皇帝們﹔和法蘭西禿頭王查理﹔和洛林王羅

塔二世﹔以及幾乎全體基督教國家的主教們發生過爭

執﹔然而在幾乎從所有的爭執中他都取得了勝利。許多

地區的僧侶早已依附於地方諸侯，於是他便著手扭轉這

種局面。他的兩大爭端是關於羅塔二世的離婚事件，和

關於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伊格納修斯的非法罷免事件。貫

穿整個中世紀時期教會的勢力，經常乾預皇室的離婚問

題。國王都是些剛愎自用的人，他們認為婚姻的不可解

除是一項只限於臣民的教規。然而只有教會能締結神聖

的婚姻，假如教會公佈某項婚姻無效，那末就很可能引

起王位繼承紛爭或王朝戰爭。因此教會在反對皇家離婚

事件和非法婚姻事件中佔有極其有力的地位。在英格

蘭，教會在亨利八世治下喪失了這種地位，但在愛德華

八世治下又恢復了這種地位。

當羅塔二世申請離婚時，他獲得了本國僧侶的同意。但

教皇尼古拉卻撤掉了默認這事的主教們，並全面拒絕承

認該王的離婚申請。羅塔的兄弟皇帝路易二世為此曾進

軍羅馬試圖恫嚇教皇﹔但終因迷信性恐懼的增長而撤

退。於是教皇的意志終於獲得了勝利。

伊格納修斯大主教的事件是饒有興趣的，這事說明教皇

在東方依然可以主張自己的權力。伊格納修斯因交惡於

攝政王巴爾達斯而被免去大主教的職位﹔弗修斯乞今本

為一俗界人士，卻被提升為大主教，拜佔庭政府請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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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批准這件事。

教皇派遣了兩位使節前往調查﹔他們到達君士坦丁堡之

後，因受到恫嚇，竟而同意了既成事實。這件事曾在教

皇前隱瞞了一段時期，但當教皇得悉這件事後，他便採

取了斷然的措施。

並在羅馬召集了一次宗教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他免去

了一名使節的主教職務，同時又罷免了授予弗修斯聖職

的敘拉古的大主教﹔他咒逐弗修斯﹔斥革所有經弗修斯

受予聖職的人，同時並恢復了因反對弗修斯而被革職的

人的職位。皇帝米凱爾三世為此十分惱怒，他給教皇寫

了一封忿懣的信，但教皇卻回答說﹕“國王兼任祭司，

皇帝兼任教皇的日子已成過去，基督教已把這兩重職務

分開了，基督徒皇帝關於永生問題需要教皇，但教皇除

去在有關屬世的事務方面是不需要皇帝的。”弗修斯和

皇帝為了報復也召集了一個宗教會議，會上將教皇破門

並宣佈羅馬教會為異端。過了不久，皇帝米凱爾三世遭

到暗殺，他的繼承者巴歇爾恢復了伊格納修斯的職位，

並在這件事上公開地承認了教皇的權限。這一勝利發生

於尼古拉死後不久，而又幾乎完全歸功於宮廷革命的暴

發。伊格納修斯死後，弗修斯重新當了大主教，從而擴

大了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間的裂痕。因此，假如從長遠

著想，尼古拉在這件事上的政策不能說是勝利的。

尼古拉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主教們比強加於國王們更為

困難。大主教們認為自己是非常偉大的人物，他們是不

肯馴服於一個教會的君主的。然而尼古拉卻主張主教的

存在主要歸功於教皇，當他在世時，他總算大致上成功

地普及了這種見解。在這些世紀裏，有過主教應該如何

任命的重大疑問，主教們原先是由忠實的信徒從主教區

城市中用口頭選舉出來的﹔其次也經常為附近教區主教

們的宗教會議所選出﹔但也有時為國王或教皇所選任。

主教們可因重大理由得從撤換，但他們究竟應該受到教

皇，還是地方性宗教會議的裁判則是不明確的。所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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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明確之點恆使得這樣一種職位的權能有賴於各該職

位負責人的毅力和機敏。尼古拉把教皇的權力擴張到當

時可及的最大限度﹔但在他後繼者的統治下，這種權力

重新陷入了一個低潮。

西元十世紀時教廷完全被置於地方性羅馬貴族的統治

下。這時關於教皇的選舉問題還沒有既定的制度﹔教皇

的選任有時仰賴群眾的擁戴﹔有時仰賴皇帝們或國王

們，有時就象在西元十世紀中一樣仰賴羅馬市的地方掌

權者。這時，羅馬和教皇大貴格利在世時有所不同，羅

馬已不是一個文明的城市了。這裏不時發生派系戰爭﹔

一些豪門望族又不時通過暴力和貪汙的聯合手段攫取統

治權。西歐的紊亂和衰頹在此時已達到使全體基督教國

家幾乎瀕於毀滅的程度。皇帝和法蘭西國王已無法制止

在其境內名義上仍為其諸侯的一些封建主所製造的無政

府狀態。匈牙利人襲擊了義大利北部，諾曼底人入侵法

蘭西海岸，直到西元911年將諾曼底地方劃歸他們，他們

才以此作為交換條件皈依了基督教。然而義大利和法蘭

西南部最大的危險卻來自撒拉森人，他們既不接受基督

教，也不尊重教會。大約在九世紀末葉，他們徵服了全

部西西裏﹔並定居於那不勒斯附近的嘎裏戈裏阿諾河

畔﹔他們破壞了蒙特˙卡西諾及其他大型修道院﹔他們

在普羅望斯海岸有一塊殖民地，並從那裏劫掠了義大利

和阿爾卑斯山谷地帶，遮斷了羅馬與北方的交通。

撒拉森人對義大利的徵服為東羅馬帝國所阻止，東羅馬

帝國於西元915年戰敗了嘎裏戈裏阿諾的撒拉森人。但其

國勢卻不能象查士丁尼徵服羅馬時那樣，足以統治羅

馬。教皇的職位在將近一百年的歲月中竟變作了羅馬貴

族階級或塔斯苛拉姆諸侯的賞賜物，公元十世紀初最有

權力的羅馬人是“元老院議員”狄奧斐拉克特和他的女

兒瑪柔霞，教皇的職位，幾乎為該家所世襲。瑪柔霞不

但相繼有好幾個丈夫，而且還有無數的情夫。她將其中

的一個情夫提升為教皇號稱塞爾玖斯二世﹙西元904–

911﹚。她倆的兒子是教皇約翰十一世﹙西元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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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她的孫子是約翰十二世﹙955–964﹚，他在十六

歲時便當了教皇，“他使得教皇的墜落達於底極，由於

其荒淫的生活和奢靡的酒宴，不久便使拉特蘭宮成為世

人注目之的了。”瑪柔霞可能成為女教皇朱安

﹙PopeJoan﹚傳說的根源。

這一時期的教皇們當然喪失了以前諸教皇在東方所具有

的一切勢力。他們失去了教皇尼古拉一世對阿爾卑斯山

以北主教們行之有效的統治權。各地的宗教會議對教皇

聲明了全面獨立，但它們對專制君主和封建領主們卻保

持不了獨立。主教們日益為世俗封建領主所同化。“因

而，教會本身也象世俗社會那樣，成為同一無政府狀態

的犧牲﹔各式各樣的邪惡毫無止境地蔓延著﹔一些稍事

關心宗教及關心拯救信徒靈魂的僧侶無不為當前普遍的

頹廢而悲嘆，於是他們便引導著忠實信徒去注視那世界

末日的景象和最後的審判。”

過去有人曾認為當時流行著一種恐怖，就是說，當時的

人害怕西元一千年將成為世界末日的年份。然而，這種

想法卻是錯誤的。因為自從聖保羅以來，基督徒就一直

相信世界末日的臨近，而他們卻依然如故地進行其日常

的工作。

為了方便起見，西元一千年不妨被認為是西歐文明衰退

達於極點的年份。從這以後開始了一直延續到西元1914

的文化上升運動。開始時，這進步主要須歸功於修道僧

的改革。在修道僧教團以外的大部分僧侶早已變得暴戾

﹑敗壞和世俗化了﹔由於虔誠信徒布施而來的財富與權

勢腐化了這些僧侶，這種事情甚至在修道僧教團中也屢

見不鮮，但每當道德力有所衰頹的時候，一些改革家必

以新的熱忱，使其重新振奮起來。

西元一千年之所以成為一個歷史轉折點還有另外一項原

因。大約在此時期，回教徒和北方的蠻族至少停止了對

西歐的征戰。哥特人﹑倫巴底人﹑匈牙利人和諾曼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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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入侵﹔各部族相繼改信了基督教，但每一部族都削弱

了文明的傳統。西方帝國分裂為許多蠻族王國﹔諸國王

對他們的臣屬喪失了統治權﹔從而呈現了一種具有經常

大小不同規模戰事的普遍無政府狀態。最後所有強悍的

北方徵服者部族都改信了基督教，並定居於各地。諾曼

人是最後期的侵入者，他們特別顯示了文明的才智，他

們從撒拉森人那裏奪回了西西裏，從而保衛義大利不受

回教徒的威脅。他們把丹麥人從羅馬帝國中分裂出去的

大塊英格蘭領土重新納入羅馬的版圖。當他們一旦定居

於諾曼底之後，立即允許了法蘭西的復興，並對它給予

了實質的幫助。

我們用“黑暗時期”這一詞匯來概括西元600年到西元

1000年這一段時期意味著我們過分著重了西歐。這一時

期，適值中國的唐朝，也就是中國詩的鼎盛時期，同時

在其他許多方面也是一個最為出色的時期。從印度到西

班牙，盛行著伊斯蘭教光輝的文明。這時舉凡基督教世

界的損失不但不意味著世界文明的損失，而且正好是恰

恰相反。當時沒有人能想象西歐在武力與文化方面會在

以後躍居於支配地位。對於我們來說好象只有西歐文明

才是文明，但這卻是一種狹隘的見解。我們西歐文明中

大部分文化內容是來自地中海東岸，來自希臘人和猶太

人的。論及武力﹕西歐佔優勢的時期起自布匿戰爭到羅

馬的衰亡––約為西元前200年到西元後400年間的六個

世紀。此後在武功方面便再沒有任何一個西歐國家能與

中國﹑日本或回教國家相提並論了。

自從文藝復興以來，我們的優越性一部分須歸功於科學

和科學技術，一部分須歸功於在中世紀裏慢慢建立起來

的政治制度。從事物的性質方面來看，這種優越性，是

沒有理由持續下去的。俄國﹑中國和日本，在當前的大

戰中顯示了很大軍事力量。所有這些國家都把西方國家

的技術和東方的意識形態––拜佔庭﹑儒教或神道的意

識形態結合在一起。印度如果獲得解放，也將貢獻出另

一東方的因素。假如文明繼續下去，在未來的幾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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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文明必將呈現文藝復興從來從來未有的多樣性。有

一種比政治的帝國主義還要難於克服的文化帝國主義。

西羅馬帝國滅亡許久以後––甚至到宗教改革為止––

所有歐洲文化都還保留著一抹羅馬帝國主義色彩。現在

的文化，對我們來說，是具有一種西歐帝國主義氣味

的。在當前的大戰之後，假如我們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

更舒適，那末我們就必須在思想中不僅承認亞洲在政治

方面的平等也要承認亞洲在文化方面的平等。我不知

道，這種事將要引起什麼變化，但是我確信，這些變化

將具有極其深刻和極其重要的意義。

　

卡諾莎之恥
（本文轉載自http://www.orientcoins.com/german/histroy/h5.

htm）

自從查理大帝於西元800年被羅馬教皇加冕為“羅馬人的

皇帝”以後，竟使羅馬教皇有了與世俗政權爭權奪利的

資本，從而導致了長達數百年之久的政教之爭。在薩利

安王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統治時期，這場政

教之爭最為激化並最終導致戰爭。

1075年，教皇貴格利七世（Gregory VII）趁德國國內局勢

未穩之際，命令亨利四世放棄任命德國境內各教會主教

的權利，宣佈教皇的地位高於一切世俗政權，甚至可以

罷免皇帝。對此，亨利四世以召集德意志主教會議，宣

佈廢黜教皇相對抗。於是貴格利七世發佈敕令，廢黜德

皇亨利四世，革除其教籍，解除臣民對他的效忠誓約。

與此同時德國國內以土瓦本公爵魯道夫為首鬧獨立的一

些諸侯宣稱，倘若亨利四世不能得到教皇的寬恕，他們

將不承認他的君主地位。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

下，亨利四世再也無法顧及自己高貴的皇帝身份，演出

了一場德國版的“負荊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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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德皇決定暫時委屈一下自己，前往義大利北部托斯

坎納伯爵夫人的卡諾莎城堡（Canossa），以向隱居在那

裏的教皇懺悔請罪的方式來爭取時間。1077年1月，年僅

26歲的亨利四世帶著他的妻子和孩子站在滿地白雪的卡

諾莎城堡的院子裏。根據習慣，年輕的德皇赤足披氈站

在寒冷的雪地裏苦苦懇請教皇接見，並原諒他這個認了

罪的人。而貴格利七世這位出身低微的手工匠人的兒

子，硬是讓高貴的德皇在室外整整等了三天，直到使其

受盡了精神上的侮辱後才出來恩賜給這位懺悔者一個赦

罪的吻。 從表面上看，教皇貴格利七世是這場鬥爭的勝

利者。而真正的勝利者卻是亨利四世。

因為此後反對他的諸侯們就失去了另立皇帝的藉口。而

且人民也同情他並站到了他的一邊。亨利四世得以有時

間平息以魯道夫為首的諸侯反對派。1080年，魯道夫在

戰鬥中死去。亨利四世立即揮戈南下，將矛頭直指義大

利，準備以武力血洗“卡諾莎晉見”之辱。1084年，德

皇大軍攻陷羅馬。貴格利七世匆忙出逃。亨利四世遂另

立新教皇革利免三世。次年，貴格利七世在孤獨中客死

義大利南部的薩萊諾。一種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實用主義

氣度使亨利四世終於笑在最後。

卡諾莎城堡（Canossa）

主後1075年，教皇貴格利七世（Gregory VII）命令亨利四

世放棄任命德國境內各教會主教的權利，引發了一場

「授職權」之爭。教皇以「天授神權」之說，在貴族的

支持下，開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並廢黜了他的王位。

1077年，亨利四世來到卡諾莎城堡（Canossa），在雪地

裏叩門求赦，向教皇悔罪認錯，並重新取得教籍。此歷

史事件說明，君王的權力完全在教皇掌控之下。然而，

這位受到奇恥大辱的皇帝回去之後，重新振作，打敗敵

對勢力，攻回羅馬，使貴格利七世落荒而逃，死於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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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報一箭之仇。

皮德蒙谷（Piedmont）

皮德蒙谷是瓦勒度派信徒居住、出沒之處，亦為天主教

極力肅清的地區。1488年，瓦勒度派在此受到攻擊。此

處亦為1655年復活節，大舉誘騙屠殺瓦勒度信徒之所。

杜林（Turin）

杜林位在離米蘭約車程兩小時的地方。此處之所以聞

名，是因為聖約翰大教堂附屬的小禮拜堂裏，藏有一件

傳說是包裹耶穌的裹屍布，又稱杜林裹屍布。此布被視

為義大利國寶，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1202-1204年），

從君士坦丁堡帶。1578年，路易士公爵的後人將它捐給

聖約翰大教堂後，即一直收藏於此，鮮少對外展覽，廿

世紀僅公開展覽過四次。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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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逼迫（二）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七篇　中世紀的逼迫（二）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簡述

2. 中古時期教皇與教會的興衰

3. 亞爾比根十字軍

4. 聖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小傳

5. 聖道明（Domonic）小傳

6. 教宗何諾理三世核准道明修

會函（1216年12月22日）

7. 宗教裁判所

8. 優西比烏教會史─在高盧所

受的逼迫

二、歷史景點

1. 亞威農的教皇宮殿（Palais 

des Papes）

2. 里昂（Lyon）的高盧圓形劇

場及高盧遺址

三、討論題綱

1. 亞爾比根派之歷史、道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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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宗教裁判所之打壓、以及

    令該派消失的十字軍。

2. 威克里夫的改教運動。

歷史簡述

1. 亞爾比根派（Albigenses，又作迦他利派）

亞爾比根派（Albigenses），又作迦他利派（Cathari）因

有許多迦他利信徒居住在法國亞爾比（Albi）而得此名。

此派分布甚廣，與羅馬天主教敵對。他們認為真正的教

會是永恆的，毋需以高壓手段來維持其存在。他們實行

嚴謹的苦修主義，「迦他利」一詞的意思，就是潔淨，

渴望以苦修來脫離靈魂之不潔。他們反對婚姻、生育、

戰爭，拒絕接受十字架與聖禮，熱心傳揚福音，研讀新

約，且用白話翻譯新約。

然而因著他們公開批判羅馬教廷，因而遭受了極嚴厲的

鎮壓。逼迫始於1145年，有數名迦派信徒在科隆被燒

死；爾後幾年的溫尼會議、拉特朗會議、以及維羅納會

議，都明令公侯攻擊迦他利派。1199年，教皇依諾森三

世宣佈信奉異端為死罪，並組織十字軍，以對付迦他利

異端。該次行動從1207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244年，使法

國南部遭到大肆蹂躪二十年之久。教廷對該派的逼迫，

在比西爾（Beziers）的屠殺事件達到高峰，教皇甚至明

示：「處死他們所有人，神自己知道誰屬於祂。」造成

兩萬民老少信徒被殺。依諾森之後的繼位者，何挪留三

世、貴格利九世均持續執行對迦他利派的逼迫，並使宗

教裁判所成為正式機構，繼續執行此等消滅異端之職

務。

2. 中世紀後期（十一至十四世紀）教皇權力之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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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紀教會衰落，買賣聖職、放縱情慾的情形隨處可

見。有鑑於此，教皇利奧九世開始推動多項改革。1073

年，貴格利七世上任，立即推動全面改革。他嚴謹取締

聖職買賣、堅守教士獨身制、以及確立教皇無上之權

利，此舉被稱為「貴格利大改革」。羅馬教廷在其重整

下，逐漸提昇其威信。十二世紀，教廷一直與政權處於

爭鬥狀態。在幾位傑出的教皇的領導下，教廷的權力日

漸高昇。教皇依諾森二世成功對抗神聖羅馬帝國的皇

帝，而歐革旅三世更是進一步的要求皇帝臣服於教皇權

力之下。其後繼位的亞歷山大三世，更是強硬的使英王

亨利二世不得不聽命於他。教皇的權力在依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時達到了高峰。他不僅是年幼皇帝腓勒德

力二世的監護人，也是整個歐洲、西班牙、挪威和英國

的實際統治者。在其任內，不僅使皇帝淪為藩屬，設立

宗教裁判所，組織第四次的十字軍東征，奪取拜占庭教

會的控制權，並舉行第四次拉特朗會議，成了一位兼具

屬靈與世俗事務無上權威的教皇。

十四世紀，民族主義興起，教廷與君王之間衝突日盛；

教皇波尼法修八世與法王腓力因著稅款與權力的問題，

引發一連串爭鬥。在波尼法修八世、本篤十一世兩位教

皇相繼去世後，新任教皇革利免五世便在受制於法國，

與羅馬動盪不安的情形下，於1309年，將教皇寶座遷到

法國南部的亞威農（Avignon）。教皇寶座設於亞威農長

達七十年，這段時期被稱為「被擄的巴比倫」時期。儘

管在法王的支持下，亞威農的教皇成為西歐最有權力的

人，但教廷本身的腐敗並未改善，而教皇亦因此成為政

治的附庸。

3. 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與第二次十字軍

伯納德（1091~1153）為一極端的西篤會（Cistercians）修

士，也是中世紀神秘主義的代表人物。伯氏道德高潔、

熟悉聖經、愛心熱切、指斥罪惡又毫無懼色，因此又被

稱為「歐洲的良心」。1144年新回教勢力興起，伯納德

受其門生教皇歐革旅三世之託，以保護聖地為由，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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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然而後因法、德兩王不合，無功而返。十字軍

失敗後，民眾爭相指責伯納德，伯氏以舊約摩西為例，

將失敗歸於十字軍的咨意縱慾及希臘人背約；並進一步

的提議要對付君士坦丁堡，此提議促成日後第四次的十

字軍出征。

4. 道明（Dominic）與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

西班牙人道明（1170~1221）原為奧古斯丁會修士，1206

年隨同西班牙主教蒙柏尼（MontPellier）對付異端亞爾比

根派。他相信只有藉著清貧和簡樸的生活，建立一種更

簡單、與初期教會使徒相類似的體制，才能與這一群苦

修的異端信徒接觸，改變其信仰。1217年，他成立了道

明會，盼望藉著傳道與清貧生活，將異端者挽回到羅馬

大公教會。1233年，貴格利九世命令道明會消滅亞爾比

根，致使此派於十四世紀末完全絕跡。該會亦成了宗教

裁判所的先鋒。宗教裁判所為教皇依諾森三世所創，在

貴格利九世任內（1300 A.D.），成為正式的官方組織，

一個專門用以對付異端的教會法庭。在法庭中，被控異

端者不准有律師，也不能得知原告身分，孩童和罪犯的

指控亦可算數。被告在證實無辜前，都被視為有罪；當

庭悔改者可由死刑改為終身監禁，而所有為被告辯護的

人，都被視為共犯而受罰。宗教裁判所對異端的懲處，

於西班牙達到顛峰。1507~1517的十年之內，西班牙的宗

教裁判所共處死了兩千五百人，監禁並虐待的人數，更

超過了四萬人。

5. 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的批判改革

威克里夫為改教運動之晨星，他畢業於牛津大學，是一

名傑出的哲學家、神學家與改革家。英王愛德華三世之

子約翰，為威氏的好友兼支持者，威氏亦支持其與教皇

的產權之爭。威氏反對教會斂財，並反對教皇干預政

權。他認為真正的教會非肉眼可見，而是神所選召之人

的組成；每位蒙召的信徒都是祭司，且都有讀聖經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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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將拉丁文聖經譯為英文，使福音與真理得以在英

語世界廣傳。威氏的傳講對教廷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因此1377年，教皇曾五度下詔要逮捕威氏。然而在王子

約翰及其它貴族的保護下，威氏始終無恙。威氏於1384

年平靜離世，在他死後，其所成立的福音團體「羅拉

德」（Lollards）開始大遭取締。1409年，在倫敦召開的

宗教會議，抨擊威氏的神學教義、並焚燒一切「未經許

可」的聖經與傳道人。其後的康士坦茲會議，更是在解

決分裂、重振教會、禁制異端的前提下，將一百六十項

不同的罪名加於威氏身上，不僅下令燒毀其著作，更將

他的骸骨掘出焚化。羅拉德團雖受盡嚴厲的壓迫，卻仍

堅持屹立，成為英國日後改教的主要力量。

　

中古時期教皇與教會的興衰
（本文轉載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ChristianClassics/history/big5/main.htm）

正如前一課提及，在中古時代，東方的教會日漸萎縮，

而西方的教會卻因宣教的成功，日益壯大，以致造成羅

馬大主教的地位日見提高，最后更被視為整個大公教會

最高的屬靈領袖。奇怪的是，羅馬主教，亦即被稱為教

皇（或教宗）的，最初之所以被尊崇，是因為教皇貴格

利第一世（Gregory the Great, 540-604 A.D.）以"仆人之奴

仆"自居，并且謙卑地實踐牧養信徒的職分。貴格利于主

后五百九十年任教皇，當時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大公主

教"自居，以自己為整個大公教會的最高領袖。貴格利不

單沒有以同樣的尊稱與他抗衡，反強調作主教的其實是

作眾人的仆人，作大主教的便是"仆人的奴仆"。這樣一

來，羅馬大主教的謙卑與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自高，便

形成強烈的對比，因而引致信徒及聖職人員普遍對君士

坦丁堡大主教的反感，更拒絕承認他為最高領袖﹔反過

來，他們卻因此更加尊敬貴格利，視他為最高領袖，再

加上貴格利任內的成就非常可觀，羅馬大主教的聲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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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高漲。

教皇皇權的興盛

主后六百五十年左右，回教已差不多占據所有對方教會

重要的基地，東方的信徒很多都改奉回教，東方教會的

聲望便一落千丈。主后七百年左右，回教向西推進，企

圖進入歐洲，奪取西方教會的基地，幸好歸化基督教的

法蘭克部族大敗回教徒，西方教會得以免受蹂躪，更能

繼續發展。

法蘭克族對教皇特別支持，為教皇平定在意大利東北部

的蠻夷，教皇因此對法蘭克族的領袖也另眼相看，于是

法蘭克王與教皇便結合，成為塑造將來歐洲歷史一強大

的力量。漸漸法蘭克族的勢力強大，于主后八ＯＯ年，

法蘭克王查理曼為教皇清除蠻夷后，進入羅馬城，教皇

將皇冠放在他頭上，稱他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君主。這加

冕儀式有很重要的意義，象征著教會與國家的結合，法

蘭克王以軍事力量為教皇清除騷擾意大利境的蠻夷，教

皇請求他的幫助無疑是承認他在軍事政治上的地位，然

而，法蘭克王要統一領導西羅馬帝國，卻要教皇撐腰，

他受教皇加冕，即表示他在地上的權力是必須由教皇肯

定確立。自此以后，教皇在政治上的參與便越來越大。

同時查理曼大帝在受冕后，即承認教皇在教廷附近一帶

的地方，有政治統治權﹔亦是說，教皇除了在整個神聖

羅馬帝國是屬靈領袖外，還在羅馬部分的地方，有統治

權，承認教皇有地上的統治權，即承認他可以參與神聖

羅馬帝國的政治。日后，查理曼大帝死后，他的兒子你

爭我奪，在分裂的狀態中時常要教皇調停，教皇便更深

的介入政治斗爭，而他們的權力便漸漸大起來。教皇在

與帝皇或貴族斡旋，還有一厲害的武器對付他們，叫他

們不能不馴服。那武器便是聖禮禁令。就是說，某皇帝

或皇孫公子得罪教皇而不肯馴服時，教皇可向他治理的

境界頒布聖禮禁令，除了葬禮外，一切其他聖禮如婚

禮、聖餐、受洗等都得停止。這一招是皇孫公子最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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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百姓不能忍受這禁令，聖禮是他們生活重要的

一部分，受禁一久，他們便很容易造反。就是連最強橫

的亨利第四，曾企圖以大軍圍困教皇使他就范，但聖禮

禁令一出，他也懼怕，結果要跪在雪地中三天，求教皇

寬恕。可見教皇的威力。

教皇皇權的衰落

權力好像新酒一樣，使人易醉。有權力便免不了有權力

斗爭。意大利的貴族一直以來對選立教皇都有很大的影

響，他們盡力將自己的心腹放在教皇皇位上。在九世紀

至十世紀一、二百年間，教皇的選立往往受几個大家族

操縱。在主后九百零四年至九百六十三年間，一個家族

得勢，教皇的實權便落在這家族最有影響力的三母女手

中。他們母女三人用美色及各樣的手段，控制教皇，教

皇的皇位便往往由她們的情夫、兒子及孫子占據。這時

期的教皇的統治被稱為"淫婦專政"。主后九百五十五年，

她們一位孫兒未滿十八歲便登上教皇皇位，號稱約翰十

二世。這人罪惡滔天，四處搶掠、奸殺，結果日耳曼族

的奧圖一世（Otto ‧），看不過他的惡行，用武力干

預，在主后九百六十三年召開會議，將這教皇罷免。但

主后九百六十三年后，情況并沒有改善，改變的只是由

第二個家族操縱教皇，這個家族所選立的教皇，并不見

得比以前的出色，更可怕的是，在主后一Ｏ一二年后，

教皇的皇位竟為這家族世襲。主后一Ｏ三三年，這家族

的一名公子登位，號稱本立德第九世（Benedict ‧），這

位教皇的敗壞比起約翰十二，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

不止奸淫擄掠，更洗劫那些到羅馬朝聖的信徒。在羅馬

城的人忍無可忍，便將他趕出另選教皇西維斯特三世，

本立德卻竟然將教皇的皇位以高價出售與一位名叫賈德

恩的人，此人買得皇位后自稱貴格利第六，而不久本立

德又反悔，仍自稱教皇，這樣一來，教會便有三位教皇

了。事情到此地步，神聖羅馬帝國不得不召開會議，教

皇的聲望一落千丈，教會也同時感到非常彷徨疑惑，不

少人心中在問，為什么他們的屬靈領袖會墮落到這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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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改革教會的呼聲開始出現，但改革的步伐卻非常緩慢，

并且受到很多的阻力。第一步的改革由一位名叫希特布

蘭（Hildebrand）的年輕修士推動，他本是法國一位修

士，當教皇里奧第九到法國時，與他相遇，便請他往教

廷協助他。雖然只是副執事的地位，由于教皇的信任，

他推動了不少改革。隨后几位教皇都任用他，他便運用

他的影響力清理教會中淫亂舞弊的現象。最后，他更大

膽提議教皇由紅衣主教團選出，如此，便可以把教皇的

皇權從政治勢力的操縱中解放出來。他的提議終于被接

納，而他自己也于一Ｏ七三年登上教皇的皇位，號稱貴

格利七世（Greogory ‧, 1015-1085 A.D.）。他在位時，確

立屬靈的權柄高于政治的權柄，并下令禁止貴族私自封

立主教及指派教會職位，要求聖品人員嚴守獨身的誓

言﹔當時已經娶妻的神父激烈的反對，但教皇在群眾的

支持下，將這些人嚴厲懲治。

經貴格利七世的改革，教會的聲望才日漸回升。而信徒

對聖品人員及教皇的尊敬也開始恢復。然而，教皇皇權

與政治勢力的斗爭就是在貴格利七世在生時也非常嚴

重，上面提過的亨利第四，是與貴格利七世爭領導地位

而致動武。雖然在聖禮禁令的威脅下，亨利第四暫時屈

服，但真正的斗爭卻在暗地里進行。這斗爭一直持續，

到主后一二九四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 

1234-1303 A.D.）與英王愛德華（King Edward）及法王腓

力（King Philip the Fair）因稅收的問題斗爭更形具體和尖

銳﹔英王和法王因備戰而需要龐大軍費，于是向教會征

稅，教皇便頒下命令，禁止任何政府向教會征稅，否則

逐出教會。教皇更進一步調停英國與法國之間的糾紛，

及至法王拒絕他的調停，他又發出通告，宣稱教皇不單

有權統理屬靈的事，同時亦有權統理地上的事，因此任

何人都得服從教皇。法王立刻將教皇俘擄，把他囚禁，

他不久死于獄中。法王乘此機會，將他的心腹推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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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號稱革利免五世。革利免五世得法王撐腰，拒絕到

羅馬上任，而把教皇的皇位遷移到法國的亞威農

（Avignon）。至此以后七十年，教皇的皇位便在亞威

農，這時期于是被稱為教皇巴比倫被擄時期（乃因這時

期的教皇在法王控制之下，持續七十年之久），教皇皇

權亦因此大失威望，一蹶不振，而西方教會也因缺乏屬

靈領導而更加腐敗了。

中古教會的衰落

提起中古教會便離不了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東征的確是

中古教會歷史很重要的一節。十字軍東征的情節我們不

詳細敘述，只是略提，東征一共有七次多，主后一Ｏ九

五年開始至一二五Ｏ年左右。東征的起源是回教徒殘殺

到巴勒斯坦朝聖的基督徒，引起當時的教皇及貴族企圖

從回教徒手中收復基督徒往日所失去的領土。但由于東

征的軍旅多是烏合之眾，再加上他們彼此嫉妒爭功，結

果東征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教會及整個歐洲的資源消耗

淨盡便不在話下，人命的損失更是可怕，例如在東征一

開始，几萬人便在保加利亞給土耳其殲滅﹔隨后二十萬

之眾的軍隊也在匈牙利被殲滅。主后一Ｏ九九年，東征

的軍隊的確攻占了耶路撒冷及安提阿，但不久又落在回

教徒的手中。最使人心酸的卻是一隊由數千兒童組成的

十字軍，他們企圖從法國馬賽的海岸出發東征，一些商

人假意給他們提供船只，結果卻將他們賣給回教徒作奴

隸。

十字軍東征對整個歐洲造成的影響非常大。在二百年

間，整個社會的結構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原因其實很

簡單﹔當貴族和武士一批接一批去東征，軍費固然很龐

大，支持或發起東征的貴族自然要將不少田產賣出，地

主階層便漸漸興起。那些東征的貴族及武士很多根本永

遠回不來了，于是他們原本統治的農庄便荒廢或落在其

他人手中。再者，多次的東征將不少歐洲的精壯份子從

農業生產中抽掉，很多的農地便無人耕種，歐洲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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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被迫轉變。最重要的還是東征其實打通了歐洲與地

中海一帶的貿易，意大利、西班牙的港口便突然發達起

來﹔為了應付貿易，手工業也開始發達，城市的人口暴

漲，而在農村留下來耕作的人口越來越少。在這情況

下，貴族的收益便大不如前，而同時，商人卻暴富起

來，在這對比下，貴族的地位便漸漸給新興的商人及地

主取代了。貴族的衰落，武士的消失，城市的興起及商

人的暴富，使以往的封建制度全面崩潰。這時候的人不

再像以往一樣屬于一個相當封閉的社會體，他們可以從

一個城市流動到另一城市，可以不屬那處地方，也不會

像以往一樣，思想行為卻受所屬之地控制。這樣一來，

自由思想便開始出現，對教會或封建社會的傳統開始發

出疑問和挑戰。

不過，十字軍東征最大的影響是對于歐洲人在精神上的

沖擊。東征帶來文化的接觸﹔以往西方教會對于東方教

會及初期教會的傳統都非常陌生，但在東征時，初期教

父很多的文獻開始流入歐洲，東方教會的屬靈模式也開

始受注意。突然間，信徒開始體會，西方教會的傳統不

是唯一更不是絕對正確的傳統，于是對西方教會的信仰

表達，敬拜及屬靈模式開始作出批判。同時，以往一度

失散的希臘文學及哲學的文獻，此時再被發現，流入歐

洲，對于西方的教會造成很大沖擊。西方教會再不能閉

關自守、唯我獨尊，而要設法消化這些新涌入的思想，

將它融合于基督教的大體系中。于是教會的思想需要變

化。

思想的沖擊本來是好的，只要教會采取適當的態度。但

不幸的是，教會卻因為另一些原因，使自己更封閉﹔以

致不能作出適當的應變。事情是這樣的，很多東征回來

的人都心灰意冷，對教會失去了信心，更懷疑自己的信

仰，在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帶了諾斯底派的信仰回來，對

于肉體特別厭惡，他們組織起來，稱自己為"清潔派"，主

張以苦行清除罪孽。教會起初想盡辦法要將這派的人引

領回教會的正統信仰，但始終沒有成功，這派的人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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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增多。其他的異端也同時多起來﹔有鑒于此，教會組

織異端裁判所，四處搜捕異端的可疑者。異端裁判所的

權力越大，他們對信徒造成的傷害也越大，不少無辜的

信徒被酷刑、火燒，很多慘無人道及黑暗的事都與異端

裁判所有關。不止這樣，教會的信仰也因此越來越狹

窄，更難在思想沖激下，對自己的情況作出反省和 批

判，這實在是最可惜的，因為缺乏反省和自我批判，教

會便越來越僵化，更不能將本身的錯誤、偏見、執迷及

敗壞糾正過來。一個強烈的對比開始形成：在社會結構

的改變中，自由思想漸漸蓬勃，但教會的思想卻因為過

分的自我防衛而越來越狹窄、封閉，這樣便使更多的人

對教會失去信心。

當時很多人對教會失去信心，其實還有一些更重要的原

因，教會本身的腐敗是主因。為了東征，教會不負責任

地以屬靈的口號，鼓勵人去參加十字軍，并且應許參軍

的人有天上的賞賜，這樣一來，教會濫用了她屬靈的應

許，以后使自己的信用大有問題。再者，為了支付東征

的龐大的費用支出，教會的資源耗用了不少，教會的經

濟也因此陷入拮據的狀態。如何補充資源？教會開始售

賣聖職，而買得聖職的人也盡量利用聖職發財，于是貪

污舞弊叢生，更有利用信徒的迷信詐騙錢財的。教皇不

單如此，更于主后一三ＯＯ年利用贖罪開創謀利的途

徑。教皇本里非第八宣布主后一三ＯＯ年為禧年，大凡

到羅馬朝聖的人便可將一切受洗以后所犯的罪一筆勾

銷。此宣告一出，立刻有二十萬人涌到羅馬，而大量的

金錢也同時涌入教皇的倉稟。自此以后，繼任本里非的

教皇便宣布每五十年為一禧年，隨后更減為每二十五

年。更厲害的是，他們宣告凡未能親身到羅馬朝聖的，

可用金錢代替。贖罪券的觀念便是這樣形成的。意思是

說，信徒可用金錢，向教會申請免去因犯罪所應受的紀

律處分，由教會發和贖罪証明。原來教會一直以來紀律

甚嚴，信徒犯罪不單要向神認罪悔改，為了表示真心悔

過，更得在教會的指導下進行悔罪操練，接受教會為他

所定的補贖辦法。贖罪券原本的意思是免去悔罪操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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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嚴厲的紀律，并不是贖罪券本身可以赦罪。但很多

愚昧的信徒便誤以為贖罪券真有赦罪的功效，贖罪券一

出，人對神審判的畏懼便大大減低。一些本來道德生活

敗壞的人便可以安枕無憂地去放縱了。

不單如此，贖罪券也成為一種商品，主教們更爭相標購

發行贖罪券的權利，誰向教皇出價越高，誰便可在那教

區發行。為了投標，不少大主教及主教便向銀行貸款，

而日后為了償還債款，便更大力鼓吹信徒購買贖罪券，

整個教會的屬靈生命，真是落到很可憐的光景。

在這種靈性、道德衰落的情況下，不少忠心的仆人屢次

企圖改革教會，但他們每一次的嘗試都沒有成功，有些

更招致殺身之禍。然而感謝神，祂在主後一五一七年興

起馬丁路德，針對羅馬天主教敗壞的核心一矢中的，因

而牽動起改革的巨潮，那是歷史上有名的改教運動了。

　

亞爾比根十字軍
（本文轉載自http://home.kimo.com.tw/crusade_test/history/

Crusade_en_Albigeois.htm）

在法國南部的蘭多克州，土地肥沃，出產著聞名全歐的

葡萄。但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與北法蘭西相差甚大，人

們性情輕恌浪漫，與義大利人很相似，並使用普洛凡斯

語，而且與全歐洲的人都不一樣，不信奉羅馬正教的基

督教，而是另一種興起於巴爾幹半島經由前三次十字軍

東征傳回來的古怪基督教，這種宗教很類似古代的摩尼

教，教徒不肯和其他教派的人交談。

當時羅馬正教教會委糜腐敗，招權納賄，因此這種以存

樸無華為宗旨的基督教，很快得就在蘭多克州流傳起

來，居民紛紛驅逐羅馬正教教會的僧侶，奪取他們的修

道院和教堂，改派他們自己的僧侶接管。這一個反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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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的基督教會，以蘭多克州的亞爾比根城為中心，因

此被稱為「亞爾比根教」。

因為亞爾比根教徒是反羅馬正教，所以被教皇宣告為異

端邪說。但亞爾比根教徒並不是烏合之眾，蘭多克州除

了一般人民以外連諸侯也都信奉，因此他們憑著龐大的

力量與羅馬教會抗爭，此羅馬教皇不敢採取行動。到教

皇英諾森三世在位時，他不允許亞爾比根教在歐洲倒行

逆施，於是他本著擒賊先擒王的原則，首先他先發書給

蘭多克州勢力最大的土魯斯伯爵雷蒙六世，命他把他領

地內的亞爾比根教徒都驅逐出境，雷蒙當然不肯接受，

於是教皇使僧憤然在土魯斯城宣告雷蒙破門，並詛咒亞

爾比根教徒，才回羅馬。但當使僧走到隆河附近時，雷

蒙便派騎士飛馬追上，以「傲慢無理」的罪名當場把使

僧給殺了。

這項舉動惹火了教皇英諾森三世，便在一二○八年發佈

教令號召各國組織十字軍征討異端。當時有一個西班牙

僧侶多尼密克奉教皇之命到法國各地向諸侯宣佈說：

「亞爾比根教教徒倒行逆施，抵抗教皇殺害使僧，若各

諸侯能組十字軍南征，功德不小於東征收復聖地。」最

後並向諸侯保証，凡亞爾比根教徒的土地財物，都歸於

戰勝者所有。結果以布根第伯爵為首，很多的法蘭西騎

士都響應十字軍，並以萊斯特伯爵塞門為統率，順隆河

溪谷進入蘭多克州征討。

土魯斯伯爵雷蒙六世看到此狀後，大為恐慌，趕緊派使

者向羅馬教廷請罪，可是他的侄兒亞爾比根城領主羅哥

雷蒙則死守亞爾比根、貝西亞、喀卡孫，與十字軍進行

焦土抗戰，一二○九年，由於寡眾懸殊而相繼被攻陷，

主將羅哥雷蒙等全部被俘。而當貝西亞城被攻陷後，十

字軍向教皇使僧阿毛利請命：「城內亦有許多羅馬正教

教徒，如何與亞爾比根教徒區分？」但教皇使僧的回答

卻是：「城破之後可盡屠之，神自能為你分辨正邪。」

結果十字軍衝進城內，見人就砍，結果六萬多軍民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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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難，並放火把全城付之一炬。

平定亞爾比根教亂後，羅馬教皇履行他的諾言，把信奉

亞爾比根教諸侯的領地全都改封給十字軍將領，主將塞

門伯爵成為了貝西亞與喀卡孫的領主，其他將領則得到

適當的封地，至於一般騎士與步兵，則被准許在異教徒

地區任意搶劫，使蘭多克州秩序大亂，南法蘭西人民飽

受塗炭。

在初步的勝利後，大部份的十字軍便返鄉了，只留給塞

門一支傭兵！但塞門還是攻下了許多土魯斯的要塞。塞

門的勝利震驚了彼德二世（1196-1213），彼德二世是亞

拉岡王和巴塞隆那伯爵，還是蒙彼利埃領主和普羅旺斯

郡的郡主，此外他還對土魯斯郡中的一部份地方（即納

博爾公爵領地，包括貝西亞子爵的領地及對富瓦和康米

尼斯兩個郡享有宗主權。

西元一二一三年，彼德二世上訴羅馬教皇，要求他保護

他的附庸，防止塞門繼續進攻，但是他發現用和平的手

段似乎無法解決這件事，他便召集一批軍隊向法國南部

進軍，他將軍隊駐紮在穆里特要塞前面，這座要塞是由

塞門的軍隊所控制，當塞門得知消息後，立即號召所有

他能召集到的軍隊：240名騎士，500名騎兵，倉促趕往

穆里特，將所有的軍隊到駐紮在要塞中，以加強守軍的

兵力。

雖然，塞門一點也不了解彼德二世，但他決定採取大膽

的行動，他將面向敵人的那一面大門大開，將步兵埋俘

在裡面，自己率領一隊騎兵，從穆里特要塞的另一面大

門出去，正如賽門所料，亞拉岡王彼德二世果然命令富

瓦伯爵進攻，讓其他人在營地中等待富瓦伯爵的消息，

就在這時，賽門的騎兵隊出現在亞拉岡王營地的前方，

他們的出現使得正在尋歡做樂的亞拉岡王大吃一驚，連

馬都爬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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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賽門的騎兵，亞拉岡王的軍隊並沒有擺出陣勢，他

們正在等待富瓦伯爵的消息，卻出乎意料的看到了賽門

的騎兵，塞門輕易的將他們打敗。結果亞拉岡王彼德二

世戰死沙場，而土魯斯、富瓦、康米尼斯伯爵則立即逃

之夭夭，戰爭結束後，塞門的軍隊對土魯斯的農村進行

好幾個小時的屠殺，已報復他們對亞拉岡王的協助。穆

里特戰役的勝利使得賽門控制了除了土魯斯以外的所有

土魯斯郡！

一二一五年，腓力二世的長子---路易率領十字軍攻下的

土魯斯城，並將它交給塞門，同一年的第四次拉特蘭大

公會議處理了這個郡的所有合法權利：雷蒙喪失了所有

的領地，他的次子占有他帝國的采邑（普羅旺斯侯爵領

地 ），但這並不是教皇英諾森三世所希望的，因為他原

來希望給雷蒙一點權利，他認為雖然現在塞門是土魯斯

伯爵，但總有一天，雷蒙七世會奪回他的家族領地的！

英諾森三世的預想果然驗證了，塞門果然好景不長。一

二一八年，雷蒙又潛回土魯斯，率領城中教民發動政

變，塞門親自率軍鎮壓，結果卻在亂軍中陣亡，使得亞

爾比根教的勢力又再度復活。一二二二年，雷蒙六世病

死，亞爾比根教又驅衰微。一二二九年，雷蒙七世把所

有領地獻給路易九世，然後再由路易九世以君主的身份

封給他一部份的采邑，亞爾比根教之亂才告平定。

　

聖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小傳
（本文轉載自http://www.godoor.net/text/music/srysg2/srysg2-02.

htm）

伯納德於一○九一年，即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前六年，

出生在法國的芳田（Fontaines，Dijon）。他的父親帖斯

西臨（Tescelin）和母親阿蕾斯（Aleth），都是勃根第公

爵（Duke of Burgundy）手下的貴族，帖斯西臨在公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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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中，是忠心耿耿而有智慧的武士。他們有五個兒

子，一個女兒，伯納德排行第三。他們全家除了母親早

逝之外，後來都進了修道院。

阿蕾斯是一位非常敬虔愛主的姊妹。當她懷伯納德的時

候，常常問主會給她怎?樣的孩子。有一晚，她得了一個

夢，夢見有一隻紅棕點的小白狗，很兇悍地狂吠著。她

就去請教一位長者，他說：“這孩子生下來，要成為神

家中忠誠的看門者，而且是最有力的出口”。這句話，

終身成為伯納德的警惕。詩人就在這樣敬虔的家庭中長

大，在母親悉心的管教下，培育出單純、順從、殷勤和

勇敢的性格。伯納德的才賦，從小在學校讀書，就已經

表現出來，同伴中沒有一個能趕得過他的；但這些才

賦，也成為他最容易受引誘、離開神的網羅。出身貴

族，難免有許多世俗的朋友，他也漸漸和他們一同追逐

世上的情欲快樂。當他發覺自己正在走下坡的時候，他

就回到神面前禱告，求主幫助他對付他裏頭的情欲，他

也完全地把自己獻給主。除了藉著禱告，還有一個力量

幫助他的，就是他母親的死。這時他已經二十歲了，他

的母親是在三年前去世的。阿蕾斯死的時候非常地安

詳、也非常地莊嚴，好像躺在主永遠的懷抱裏似的。詩

人說：“以後在我的一生，我遇見每一件事情，我總要

拿‘永遠’來衡量它，看它是否是為‘永遠’效力的

呢？”

這個思想，不但扶持他棄絕世界，更影響他一生服事主

的路。當他自己到了面臨抉擇一生道路的時候，他既然

知道，神已經定奪了他一生當走的道路——成為神家的

看門者，他就去說服父親，容許他去細妥修道院服事

主。家中沒有一個人贊成他，他們說：“你在經院哲學

上，不是很出類拔萃的嗎？這是今天教會最熱衷的路，

你為什?要埋葬神給你的秉賦呢？”

也許我們要解釋一下奧秘派，和經院哲學有什?不同。這

兩條路都是在中世紀時才發展開來、蔚為風氣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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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注重直接地與主交通、注視主；後者，則注重間接

的推測與沈思。前者，注重裏頭的主；而後者，注重邏

輯分析和定義。前者，比較和修道院有關聯；而後者，

則和學院有關聯。就當時的背景來說，經院哲學的發

展，要比奧秘派更興旺。

雖然伯納德的才智，在經院哲學方面的表現，很叫人激

賞，但他知道走裏面生命的路，才是惟一的出路。他後

來曾說過，主的道路是讓我們敬拜和默想的，而非叫我

們分析和發明的。伯納德所要去的細妥修道院，坐落在

一處黑森林裏，誰都知道去了那裏，就等於將自己埋下

去了。當時最叫人矚目的，是克呂尼（Cluny）修道院，

他們的路很寬，經常接受人獻地建堂，紀律也比較鬆

弛，而他們較注重經院哲學，所以跟當時社會很能一唱

一和。相形之下，細妥就黯然失色了。

因著家人強烈的反對，連他自己也動搖了，後來就接受

一項折衷的方案，改去德國的一家學院，因為在那裏，

他的“心智能夠長大成熟”。他上路了，一路走，裏頭

一直不平安，他就找到一間教堂進去禱告。主又藉著他

母親給他的印象對他說話，他落淚了，就起身回家，對

家人說，他要堅持到底，只為“永遠”效力。

主也在他的家中和鄉里做工。因著他的出來服事主，在

一年之內，連續有三十個青年與他同去，其中有三位是

他的親兄弟！

修道院的頭一年，可說是伯納德一生最艱難的一年，他

經常問他自己：“伯納德啊，你來這裏是為著什?

呢？”目的是要提醒他自己的初衷。他來的初衷是什?

呢？他後來自己說：“在我才出來服事主的時候，我知

道我自己沒有什?，我也不為自己做什?，我只是喜歡取下

一小束沒藥，放在我的心旁。藉著這一束沒藥，我默想

我們的主一生所有的痛苦和患難⋯⋯特別是祂在十架上

所喝的那一苦杯，還有祂埋葬時所裹的沒藥。只要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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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就要寶貴沒藥的香氣，充滿我所引起的回味。我

永遠只看重主為我所做成的恩典，因為在祂的死裏，我

找著了生命！”“這無窮的回味，一直為我存留，沒有

人能夠奪去的，這束沒藥要一直藏在我的懷裏。公義的

完全、一切的智慧、救恩的豐富和主所做的一切，都藏

在沒藥的奧秘裏面。”“有的時候，我從這些奧秘裏，

暢飲一服叫我得益的苦劑，隔了一段時間，我發覺它變

成安慰我的喜樂油，在我窘迫的環境中扶持我，也在我

亨通的時候收斂我。⋯⋯這沒藥不只在我的心中，這是

神所知道的，也從我的口中和筆尖流露出來，這是你們

所知道的。認識耶穌和祂的十字架是我一生所學的全

部！”因此，第一位為他寫傳記的，也是他最親密的同

伴威廉（William of St.Thierry）替他回答了這個問

題：“伯納德來細妥，只有一個心願，向舊人和舊人的

心思而死。”

從這三十個人隱入了黑森林以後，勃根第省和它的鄰

省，都開始注意到這間小小的修道院了。於是追求主的

人絡繹不絕地來到這裏，使得細妥修道院在三年之間，

連續分出去了三院，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伯納德被打發

出去，在光明谷所建立的修道院，而伯納德日後所建立

的修道院一共有六十八所，因此當時有一位弟兄

說：“年老的母親和年輕的姑娘，都很怕伯納德，因為

他所到之處，許多愛主青年人的心，都被基督奪去

了！”

一一一五年，也就是伯納德進入細妥後的第三年，他被

打發到奧伯河西岸的曠野，一個叫做“苦艾穀”的地方

（Valley of Absinthe）去開工。與他同行的有十二個人，

他們一到了那裏，正好是六月豔陽天，陽光普照在整個

山谷，他就將那穀改名叫光明穀。不到六個禮拜的時

間，弟兄們就胼手胝足地蓋好了很簡陋的教堂和木屋。

十六年以後，光明谷成為德王、法王、教皇和主教們經

常訪問資詢的地方。他們無不驚訝，這樣的屬靈偉人，

居然是住在這?簡陋的地方！光明穀的建築和生活，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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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樸，但是神的同在卻是非常地滿溢豐富。威廉告訴了

我們當他第一次到光明穀時候的感受：

“我和伯納德弟兄，在谷中同住了幾日，無論我怎?樣地

觀察他們，我總是很驚訝，我想我是看見了一片新天新

地了吧？當你一走下山谷的時候，你就能夠感覺到神在

那裏，而靜謐的山谷，在修道院簡樸風格的陪襯下，似

乎在對你輕語：在這裏有屬主窮人那種真正的卑微。午

正的安寧，可比子夜，其中只有他們讚美神的歌聲，和

田園中間的鋤犁聲，偶爾會劃破谷中的安寧。在這裏，

沒有一根骨頭是懶的，除了睡覺和靈修的時間以外，每

一個弟兄都是拿著鋤、犁、鐮、斧，忙碌地做他們的農

事。然而，神的同在彌漫了整個山谷。”

弟兄們在光明谷的信心生活，也是滿了試煉的生活，光

明谷地處曠野，很少有人來幫補他們，所以這些弟兄們

必須完全自給自足，他們生活的苦，不是我們所能想象

的。有一次，鹽用完了，伯納德就打發一位弟兄，帶一

頭驢去市上，買一些鹽回來。弟兄就問他說：“錢

呢？”“你知道我沒有錢的，但有一位在天上的，祂的

手中握有我們的財富。”那弟兄就嘀咕說：“我若沒有

帶什?去，那不要怪我不帶什?回來。”伯納德就鼓勵他信

靠天上的父而去，結果他帶回來滿載的鹽，和一些奉

獻。原來那弟兄一進城，就有人來問他你需要什?，而且

給得比他所要的更多。伯納德常在生活中，這樣地教導

他們：“有了信心，你們一生就可以享用不盡天上父親

的豐富。”

除了生活上的教導之外，伯納德經常在話語上供應他

們。他本人熟讀聖經和教父作品，但他“向什?樣的人，

就作什?樣的人”。在他的修道院中，有許多人是沒有受

過多少教育的，他也能用最淺顯的話，把生命供應給他

們。不過，出版成書的，都是他平日以拉丁文所釋放出

來的資訊。這些資訊，直到今日，讀起來的時候，你仍

可以嘗到主的甘甜，因此伯納德被人稱為“口中流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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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權威”（Honey-flowing Doctor of the Church）。

在他的資訊中，有一篇是最基本的——“論降卑的階

梯”（Treatise on the Degrees of Humility）,有的譯本或翻

作“卑微與驕傲的消長”。伯納德說：“所有屬靈的追

求，若不是建造在卑微的根基上，都要崩潰瓦解

的。”很奇怪的，他講到卑微的時候，是先從講驕傲下

手的。什?是驕傲呢？他引用奧古斯丁的話：“驕傲，是

對我們自己優點的著迷。”所以，卑微，就是輕蔑自己

的優點。人怎?會輕蔑自己呢？他深信一個人只要是認識

自己的脆弱、卑下、敗壞、微小本相的話，沒有不會降

卑下來的。因此，他說了一句很中肯的名言：“卑微，

不過是人認識了他自己恰好是什?——看清了他自己的本

相而有的態度。”

當一個人看見了自己本相的時候，他說：“他就會對自

己不滿意，而渴慕提升到他靠自己所不能達到更好的光

景。他曾有一段時間，對自己就像個嚴厲的法官似的，

審判自己的以往，而期待自己有所改善。然而，一而

再、再而三地，他失敗了，並發現他靠自己的力量不能

成就什麼⋯⋯就在這時候，他的轉機到了，他不再尋求

自己的義，而轉向神的憐憫了。”

其實，這些話正是他自己的經歷，他自己曾是個嚴格苛

待自己的禁欲主義者，他以為這會給他帶來什麼轉機。

到了晚年，他會責備自己，若不是過度地苦待自己，他

可以有更健康的身體服事神。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

叫伯納德的天然生命仆倒的呢？不是別的，乃是因為基

督釘十架活畫在他眼前時，基督之死的能力，就叫他頑

強的舊人仆倒了，而新人就得以興旺起來。那首著名

的“哦，滿了傷痕的頭”，就是當伯納德得著深刻的十

架同釘經歷時，所寫下的。原詩有七段，通常以其頭一

段的首句“Salve mundi Salutare"為全詩名稱，其意思

是“世人救恩，我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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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納德說，最淺的愛神，是因為怕神，或要從神得好

處，直到有一天，神的兒女眼睛打開了，看見了神的完

全、偉大而來愛神，這才開始學會了愛的語言。然後，

他還要進入一種更高的愛，就是單純因為神的緣故來愛

神，沒有一點的攙雜。但是，他屢次強調說，只要人還

活在肉身中，就只有相對的完全；他認為只有在進入主

的喜樂以後，才能得著絕對的完全、沒有任何攙雜的完

全。

因此，伯納德很看重主的人性，他很反對有些奧秘派所

說的，人可以繞過主的人性，而直接進入主的神性。他

說：“主在地上微行的一言一行，都是最摸著人心的，

祂就藉著這種有形的愛，引人一步一步地進入祂屬靈的

愛中。”然而，他仍說明：“在今生，不可能有一種階

段，是高得用不著主的人性的。”

裏頭愛的道路，是叫人漸漸失去自己，而與神的旨意相

聯合的。他說：“如果配偶向主的愛是完全的話，那

麼，還有什麼事可比與祂的旨意完全合一要來得更喜樂

呢？除了這個愛之外，還有什麼可求的呢？”

末了，伯納德也講到最高的奧秘經歷——被提的狂喜

（ecstasy）。他說：“在這個神聖的片刻裏，整個魂的裏

面，一片平靜，像進入了至聖所一樣。整個魂又像是在

歌唱，惟有被膏油塗抹的心，才會唱的，並且不是用口

唱，而是用心唱。喜樂就像潮水，一陣一陣地沖過來，

這歌是唱在基督與我之間！”“在狂喜的裏面，人雖然

沒有離開肉身，但是至少脫開了肉身給人的感覺。”

伯納德雖然是活在那麼高的屬靈高原。但他也常常離開

修道院，應王侯或教皇之請，去解決一些紛爭。最有名

的，是一一三○年的教皇雙胞案，當時，誰是“真”教

皇，要看法王支援哪一個教皇而定，並且也要贏得德

王，以及義大利諸王侯的認可，才算數。這件事對當時

的教會以及國家的前途都是息息相關的，法王拿不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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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就問他的顧問。顧問說，只有伯納德才可以下這個

斷案。從那個時候起，各國的王、侯和教皇、主教們，

就成了光明谷的常客。

在這些事件中，還有兩件事，我們要提及的。第一件，

就是伯納德和亞伯拉德（Peter Abolard,1079-1142）之間神

學的論戰。關於亞伯拉德的性格和人品，我們在此不說

了，只說到他的神學觀點的錯謬。他的天分很高，辯才

在當時是無人可比的，而且他對一般群?有很大的吸引力

量，不管他到哪里，總有一群人跟著他，要聽他講神

學。而他本人是經院哲學家，喜愛用理性來發展他自己

的神學思想，因此，他的說法很具說服力。教會史學家

沙夫說：“亞伯拉德的‘新’神學思想，是超前他自己

的時代了。”

他的神學是怎?說的呢？首先，他發展出另一套三位一體

論。根據他的論點，父、子、靈是三位元大不相同，屬

性有異的神，這等於是亞流異端的翻版。其次，他的救

贖論也是很動聽的。他說，基督在十字架上，並沒有代

人付上贖價，祂的死，不過是父神的手段，為要藉祂捨

身流血的大愛來打動人心而已，這點是最蠱惑人心的。

此外，他還否定原罪說。

到了一一四一年，伯納德的朋友威廉寫信給他，勸他出

來對付這個異端，因為當時他的聲望高，只有他的斷案

別人才會信服，而且亞伯拉德也有幾分怕他。伯納德也

發現，如果再容許這個毒瘡爛下去，那?，法國所有的學

院中的信仰，都要受他影響，甚至連修道院，也會偏於

邪謬。他就根據聖經和信經，指出亞伯拉德學說的十三

點錯誤來。在短短的幾個禮拜之內，法國的各主教和教

皇，都接受他的斷案。教會就正式宣佈亞伯拉德為異

端，不容許他的學說破壞教會正統的信仰。

另一件事，則是他做了十字軍第二次東征的贊助者。中

世紀的歐洲人，為什?那樣地熱衷十字軍的運動呢？第

一、當時的基督徒，逐漸養成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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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能到聖地去一次，並收集到一些聖物，那便有很大

的贖罪功用。而回教勢力已經佔領了巴勒斯坦，他們就

覺得應當奪回聖城，便利聖徒去朝聖。因此，十字軍運

動在他們的觀念中，乃是一場“聖戰”。其次是教皇本

身的野心，想藉著這個運動以奪取他對君士坦丁的控制

權，並統一東正教。第三，要以軍事行動扼阻回教勢力

的西侵。

伯納德本人，並不贊成十字軍以宗教熱心的緣故，而開

殺戒的，他主張以教導代替殺戮，來對待回教民族，我

們不明白他為何要大力贊助這件事呢？在他的贊助之

下，第二次的東征成行了，但不久就徹底失敗，所有的

指責都加在他的身上。那時，大概是一一四九年春。

當時，他已經進入暮年了。這次的失敗，卻給教會帶來

了另一個意外的收穫。什麼收穫呢？就是他在心灰意冷

之餘，又再次回到裏頭，重溫主名的甘甜。他因此從主

的自己得了大慰藉，就寫下了他的另一首名詩Jesu dulcis 

memoria，即“耶穌的聖名”。這首詩與前詩一樣，對作

者是誰，也曾有一番爭論。但是一般的聖詩學者都公

認：這首詩是伯納德的作品，而且支援的理由，比前首

詩更強。因為這首詩的內容，和“歌中之歌的資訊”相

同之處甚多，在中世紀再也找不到第二位詩人，更適合

做它的作者了。

當十字軍敗訊傳來時，伯納德曾發表過一篇談話。他把

十字軍運動失敗的原因，歸諉於十字軍和基督教世界的

罪惡。他說：“神的審判是公正的。”當時有人攻擊他

說，應當為此次遠征的失敗，負起責任。他就答辯

說：“難道曠野中的摩西，需要為以色列民的悖逆受責

備嗎？是的，我曾應許過你們，神要帶領你們進應許地

的。但是，我要問你們的是，難道不是你們的罪惡，阻

攔了你們的征程嗎？”

伯納德一生寫了許多首詩，摘錄一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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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耶穌，只要一想到你（Jesus，The Very Thought 

of Thee）（見第334首）

（一）耶穌，只要一想到你，我心就滿甘甜；

但這甘甜還遠不及親眼看見你面。

（二）無口能唱，無心能思，也無記性能憶，

一種聲音比你名字更為甘甜、可喜。

（三）你是痛悔者的希望，溫柔者的喜樂；

你對尋求者何善良，跌倒者何仁德。

（四）但對尋得你者如何？無口無筆能述；

耶穌的愛，其深、其闊，惟被愛者略熟。

（五）耶穌！你是世人之光，你是生命之源！

遠超一切我所能享、一切我所能羨。

（六）你外我無別的源頭能解我心乾渴；

無窮寶泉！活水湧流！別流全都乾涸。

（七）耶穌，你今是我喜樂，將來是我賞賜；

你是我的榮耀、詩歌從今直到永世。

第二段：哦，耶穌，最奇妙君王（O Jesus，King Most 

Wonderful）

（一）哦，耶穌，最奇妙君王，所向披靡聲揚；

你是說不出的甘甜，所有喜樂泉源。

（二）自從你來叩我心門，真光開始照耀，

屬地榮華失去吸引，點燃聖火愛苗。

（三）你是死蔭之地大光，生命火花之源，

遠超一切我所渴望，所有動人心歡。

（四）願世人以你名為寶，渴享大愛奇妙；

一旦遇見，內心焚燒，得著還要得著。

（五）但願世上所有聲音惟獨我愛頌揚，

一生一世以我全人活出你的形象。

第三段：耶穌憐憫不可言喻（Jesus，Thy Mercies are 

Untold）

（一）耶穌憐憫不可言喻，日過一日覆庇；

浩大的愛千倍超逾你口所能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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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這愛叫你在苦難裏流盡寶血，我享；

因這大愛聖徒得以見神聖潔形象。

（三）從我母腹你已愛我，賜以各樣福氣；

將來被提進入天國，盼望仍舊在你。

（四）所以當我仍舊在世，助我進深你愛；

當我結束地上日子，得以配仰丰采。

第四段：耶穌榮美獨秀靈界（O Jesus，Thou the Beauty 

Art）

（一）耶穌榮美獨秀靈界，所有天使失豔；

你的美名、我心音樂，挑旺內住愛焰。

（二）你是天上純淨甜樂，你能創造渴慕，

吃喝你的更覺饑渴，惟獨你能滿足。

（三）我們的靈深處呼叫，禱告隨香上升；

甘甜的主！這是記號，請你側耳垂聽。

（四）與我同住，你光照射每間心房明亮，

驅盡今生黑暗堵塞，散佈喜樂洋洋。

（五）耶穌，你是我愛、我歌，我的讚美物件，

榮耀權能惟你配得，在於永世無疆。

從絢爛歸於平淡；脫朽壞進入榮耀

伯納德年老實，體力不斷地衰殘。當他不久人世的那段

日子，修道院裏的弟兄們，都非常捨不得他，他自己也

十分難過。有一天，他召聚了弟兄們來，勸勉他們，這

也是他一生最後所說的話，他說：“我沒有留下什?好榜

樣給你們，但有三點，卻是我盼望你們可以好好效法我

的，這三點是我一生牢記在心，盡力遵守的。第一，我

總是寧可多信任別人的意見，而少信任自己的意見。第

二，當人家傷了我的時候，我絕不找機會報復他。第

三，我盡我所能的，避免為難別人，萬一我那樣做了，

我就盡力平息它。”一一五三年八月十九日的早晨，他

很平安地被主接去了，結束了他絢爛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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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明（Domonic）小傳
（本文轉載自http://www.twbm.com/chinese5/history/history_20.

htm）

如果說，芳濟是"心的聖徒”，則多明尼加該是"頭的聖

徒”。他們二人是朋友，也都是烏果林（後為教皇貴格

利二世）的朋友。

多明尼加（Dominic, 西班牙文為Domingo de Guzman, 

c.1170-1221）是西班牙人。早年受神學及哲學教育，並

靜修五六年。約1195年，受教職。 約在1205年，曾隨主

教出使到丹麥。經法國的時候，見到信徒沒有真理根

基，受到了加他利派（Cathari）所迷惑，隨立志教導信

眾，並畢生反對異端。

1214年，他去到羅馬，見教皇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教皇歡喜接見他，但想要拒絕他建立修會的請

求。那夜，教皇作了一個夢：羅馬天主教的首座拉特蘭

聖堂（Lateran Church）將要倒塌，多明尼加上前用肩擔

當起來。想起幾年前，他作過相同的夢，那次是芳濟

（法蘭西斯）支撐起將倒的大廈。於是，他口頭應允了

多明尼加。

兩年後，1216年八月，多明尼加與十六名同工商議，決

定採取最老的奧古斯丁修會規律。十月，多明尼加再到

羅馬。那時，坐在教皇位上的，已換了和挪留三世

（Honorius III），正式批准了他修會立案的請求。他繼

續留在羅馬，到次年的復活節；在那段時間，結識了紅

衣主教烏果林（Ugolino），後來的教皇貴格利九世

（Gregory IX），和聖芳濟修會的創立人。

據說，多明尼加作了一個夢：世界罪惡滿盈，將遭受神

的毀滅，有兩個人祈求，挽回神怒；其中一個是他本

人，還有個不相識的陌生人。第二天，在教堂裏禱告，

見有一名乞丐走進來；他注視那人的面貌，竟是夢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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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人：就是芳濟。就這樣，兩個修會的創立人結交

了。這個傳說難以證實；但兩個修會有個傳統，在他們

各自的創立紀念日，約請另一修會的會士來主持彌撒，

共領聖餐，一直流傳下來。多麼美好的傳統！

1217年八月，加他利異端流行。 加特利的意思本是"潔

凈”；他們相信二元論，輕視物質，主張受苦，棄絕世

界，只有加入他們"獨一的真教會”才可以得救；又名為

亞勒比根斯派（Abbigenses）。多明尼加把他的會士們分

散開來：四名回到西班牙，七名去巴黎，兩名回法國古

城陶樂斯（Toulouse），兩名去法國南部的普若邑

（Prouille），他自己則再去羅馬。

抵達羅馬後，教皇給他去塞思圖教堂（San Sisto 

Vecchio）講道。多明尼加在那裏講神學；又在聖彼得堂

講道。這系列的演講持續了幾個月；他的口才吸引了全

城的人，也行了神蹟奇事，包括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使

一個已死去的少年人，名叫迺樸良（Napoleon）復活。

1218年，他游行西班牙，法國，繼往意大利；在1219年夏

天，他到了北部的古城保諾尼亞（拉丁Bononia, 即

Bologna）就定居在那裏，後來也在那城離世。

他是個注重計畫和規律的人。多明尼加首先決定建立的

兩個中心，是在巴黎和保諾尼亞，因為那裏是歐洲兩所

最古老，最有名的大學。他在大學的附近，各建立一所

神學院。多明尼加修會，著重傳道救人的靈魂，也是首

先規定會士必須定時研讀，明白聖經。因此，產生了很

多著名的傳道者。他注重城市的工作，依戰略性的地理

位置，在城市和各學術中心，設立據點；因此，影響了

中世紀的大學教育。所以他被稱為"歐洲第一個建立公眾

教育的使者”。他離世不久，多明尼加修會遍及歐洲各

國的重要城市。

多明尼加善於規畫，組織，注重紀律。他有遠象，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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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信念，然後熏陶造就他的會士，清楚指示方略和步

驟，交給他們去執行，並完全信任他們。他很有說服能

力；在早年，路過蘭桂道（Languedoc）的時候， 看出居

停主人的深陷加他利異端信仰的迷誤，徹夜開導，直到

晨光臨到，那人也進入光明。據說，他給人的印象是談

吐溫和，連受到責備的人，在離去時也會歡喜。有人問

他的講章是如何研讀來的。他說："沒有別的，只有

愛。”

多明尼加修會因為堅持信仰，豐於知識，積極參預異端

裁判所事工。因此，但丁（Dante Alighieri）說："他對於

朋友和善可愛，對於仇敵嚴厲可畏。”

多明尼加旅行遍遠。訪問威尼斯歸來，他走完了在地上

最後的路程，於1221年八月六日去世。他給修會的遺

言："作為我深愛的兒子們，我要求你們彼此相愛，謙自

持卑，甘願守貧。”

多明尼加修會最有名的會士，多馬亞奎那（Thoma 

Aquino, c.1225-1274），是建立羅馬天主教系統神學的

人，並著名哲學家。他的著作Summa Theologica被教廷定

為正統教義和倫理學權威。

　

教宗何諾理三世核准道明修會函（1216年12月22日）
（本文轉載自http://www.catholic.org.tw/dominicanfamily/index.

htm）

何諾理主教，上至的眾僕之僕，讓同愛子道明，土魯斯

樂曼堂院長以及現在與未來發願度清規生活的其他的弟

兄們致意。「直至永遠」。

宗座的保護自應延伸到那些度修會生活的人身上，以免

狂妄的攻擊使他們背離目標，甚至挫傷神聖修會的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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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這是上主所不許的。因此，在主內的愛子們，我們

恩准你們的合理請求，將土魯斯的聖樂曼堂：你們獻身

事主的地方，置於聖伯鐸和我們的監護之下，並且以本

特權狀予以確保。我們首先要頒令：根據上主的旨意和

聖奧斯定典規在聖樂曼堂所創立的該法定修會，應不受

侵犯，永傳千古。

此外，該修會目前合理及合法所擁有的財物，或將來蒙

上主恩許，經教宗之讓渡，國王或諸侯的概賜，信友的

捐獻，或以其他正當手段所獲取者，都應確定不變，且

不受侵犯地屬於你們和你們的繼承者。我們認為下列財

產應包括在這些財物之內：聖樂曼堂所在地及其財產，

普義教堂及其財產，考沙耐Caussanel地區的不動產，列

恩奎的聖瑪利亞教堂及其財產，士魯斯的納德招待所及

其財產;羅賓Loubens的聖三堂及其財產。此外，土魯斯主

教富爾克經其座堂會議之同意，斯慷慨贈給你們的稅

收，這點在他的信中已詳加載明。 任何人不得擅自強求

或勒索你們的稅收，或取走你們耗費心血親手耕種的土

地所生產的物品，或繁衍的牲畜。

你們可接受及保留那些身份自由，沒有負債的俗人或神

職人員入會，任何人不得有異議。

我們更禁止你們的弟兄，在發願後，末經院長許可而擅

自退出修會，除非是進入更嚴格的修會。萬一有弟兄離

開，任何人不得接納他，除非有你們修會的許可證明

書。

為你們所管的堂區，你們可選擇司鐸，並將他們推薦給

教區的主教。如果主教認為他們足以勝任，就可託以照

顧人靈的工作，以便讓他們在牧靈方面同主教負責，在

俗務方面向你們負責。

我們更頒令：任何人不得同你們的會院作出新的不正當

的徵收，或除非有明顯及正當理由，不得同你們或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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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院判以絕罰或禁罰Interdict。但如果整個地區都遭禁

罰時，我們亦允許你們閉門唸日課，低聲歌詠，但不准

敲鐘，並排除那些被判以絕罰或禁罰的人。

聖油的取得，聖殿和祭台的祝聖，以及聖職會士的晉

陞，皆可同教區主教辦理，只要主教是天主教徒，保有

恩寵，與教廷保持共融，且願意合法的將這些授與你

們。否則，你們就可隨意選擇任何天主教的主教，只要

他與教廷維持恩誼和共融。他獲得我們的授權，頒給你

們所請求的事物。

此外，我們授與你們的地方享有殯葬的自由權。對那些

想擇葬在那兒的人，只要他們末朱受絕罰或禁罰，任何

人對這種虔誠和遺咐不得橫加阻撓。但是堂區對移出遺

體的正當權利，則必需加以維護。

如果你身為此地院長或任何繼承者離職時，你們不得以

秘密的手法或暴力來任命新人;而要依照天主的聖意及聖

奧斯定典規，徵求弟兄們一致同意選任之，或由較資深

而具正確判斷的弟兄們選任之。

此外，以前所授與你們的會院，至今仍遵行的自由權，

豁免權，和合理的習慣，我們也一概核准，且命令繼續

有效，不得加以侵犯。因此，我們頒令：任何人不得魯

莽地打擾你們的會院，取走財物或取後據為己有，或加

以縮減，或以各種妨害施加干擾。除非是教宗的授權或

教區主教的合法權利另有規定，否則凡此財物必須保持

完整無損，且由收受人管理、維護和使用。

如果將來有任何神職或在俗人員，明知我們的頒令在

先，仍要冒然違犯，並且經過再三勸誡，依然拒絕改

正，做相稱的補償，就得自冒喪失榮譽及權力，並得接

受上主的審判，且視為有罪，不得領受上主，我們的救

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且在最後審判之時，要接受嚴

厲的報應。不過，對所有確認你們修會權益的人，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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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得享吾主耶穌基督的平安，品嚐地上的善果，並且在

公審判時得永享平安。阿們，阿們，阿們。

我，何諾理，聖教會之主教。願你們以你們的方法完善

化我的腳步。謹頌平安。（以下是十八位樞機之簽名）

1216年12月22日，教宗何諾理三世就任一週年，頒自羅馬

聖伯鐸。由路加城聖佛迪阿諾修院的院長：羅馬教廷的

副秘書長拉內里書寫。

　

宗教裁判所
（本文轉載自http://home.kimo.com.tw/coverbkimo/

whatnojesus/14whatnojesus.html）

「宗教裁判所」毫無疑間地代表了教會歷史中最黑暗的

一個階段；設立宗教裁判所的目的為的是要根除異端邪

說，也就是用武力以確保正統。史學家瑞特（Joseph 

Reither）寫道：

宗教裁判所成立於 1233 年，其作用就是達到法庭的效

用；目的是為判決被控為異端的基督徒是否真的有罪。

如果當事人真的有罪，法庭的目的就是要說服他放棄其

錯誤的信仰並且悔改。如果他頑固不改，則把他交給世

間法庭；而將之釘在木架上活活燒死，通常是對異端信

徒的一種刑罰。

我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宗教裁判所裡被殺，不過我

們大概可推算出一個合理的數目字。巴瑞特（David 

Barrett）博士是當今世上對於與教會有關的統計數字知道

得最清楚的權威人士，他說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燒死

了一萬二千人。拉克爾（Herbert Lockyer）估算在各國宗

教裁判所被判死刑的總人數有三萬人。宗教裁判所的作

為絕對是錯誤的，找不到任何為它辯護的理由，至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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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為這段基督教史上最殘酷黑暗的一頁撰文作為辯

解。有一位謙卑的修士指出，在那個時期，如果聖彼得

和聖保羅被控為異端而站在宗教裁判所上，必然「沒有

公開的審判」。

有些史學家發現，當時在宗教裁判所採用的酷刑就是那

時期對一般罪犯所用的逼供手法。但用暴力來確保人們

遵循正確的教條其實本身就違背了聖經的教導。聖伯爾

納針對教會在歷史上的地位說得十分貼切：「信心是信

念的結果，不可以施以暴力；異端邪說必須用辯論來克

服，而非用武力。」然而宗教裁判所卻全然違反了這項

原則。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尤其殘酷蠻橫；它本質上就有如魔鬼

般的窮凶惡極。是基督徒迫害非基督徒嗎？全然相反。

我十分肯定，宗教裁判所的成員不是基督徒；他們生活

在黑暗時代，耶穌基督的福音根本被遺忘了，信仰被扭

曲到和耶穌所傳講的少有相同之處。宗教裁判所中的受

害者有許多是傳福音的基督教徒，他們漸漸明白基督所

傳講的福音，因而開始拒絕教皇制度的「異端教導」。

而這正是這些人受盡許多苫刑折磨的原因。

在宗教裁判所的時期，權威當局甚至將聖經給禁掉；而

在宗教裁判所掌權的、行審判的也正是這批人士，他們

禁止百姓讀聖經！他們也反對把聖經翻譯成百姓的方

言，對那些凡是相信聖經、翻譯聖經、教導聖經的人就

把他釘在木架上活活燒死，還輕蔑地將殉道者的聖經也

丟到火中一起燒掉。

最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還有一個政治層面被人們所遺

忘。在十五世紀末，腓德南國王（King Ferdinand）和伊

莎貝拉皇后（Queen Isabella）正忙著把四分五裂的土地

（當今的西班牙）統合起來，根據一些史學家的說法，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之建立，有一部份「是為了推動國家

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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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西比烏教會史─在高盧所受的逼迫

在高盧（Gaul）那些為著信仰受苦之人的數目及其所受

的苦難

1 在高盧這地，有為著上述殉道者所預備的競技場。其中

兩個最著名的城市就是里昂（Lyons）和維也納

（Vienna）。二者皆為隆河穿越，廣大的流域涵蓋整個

地區。

2 關於那些殉道者的消息，是由當地最出名的教會寄給在

亞細亞和Phrygia的教會。以下的敘述，就是事情在他們

中間發生的始末。我要引用他們自己的話：

3 「在高盧（Gaul），住在里昂（Lyons）和維也納

（Vienna）的基督奴僕，寫信給在亞細亞和Phrygia，和

我們有同樣信心和盼望的弟兄們，平安恩典和榮耀從父

神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4 在提到一些其他事情之後，他們就用以下的話開啟此事

的主題：「在這個國家，弟兄們的確受到極大的苦難，

極度瘋狂的異教徒反對聖徒，殉道者忍受痛苦；對於這

些，我們的確不可能述說並描寫的完全。」

5 仇敵已盡全力猛烈攻擊我們，這給了我們一個前兆，指

明他將來也要如何盡其所能，無不用其極的在我們中間

行動。的確如此，他不擇手段，差遣他自己的僕人來對

抗神的僕人。所以我們不但不被允許進入房子、浴室、

市場，甚至屬於我們的每一件東西，都被禁止在任何地

方出現。

6 但神的恩典為我們爭戰，他拯救那些軟弱的，並預備一

些人像堅固的柱石，藉著忍耐，以承受並抵擋仇敵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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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的攻擊。這些衝突接踵而來，他們忍受每一種責難

和折磨。但他們即刻轉向基督，知道人以為至大的不過

是極小的，這實在說出，「我們今時的苦楚，不足以將

要顯現於我們的榮耀相比。」

7 首先，他們很有尊嚴的承受一切加諸於他們身上的邪惡

之事，就如群眾的叫囂、擊打，財物被搶劫、掠奪，被

石頭打，被監禁，他們所遭受的，有如野蠻人隨其所好

對仇敵所施予的攻擊。

8 在這之後，他們被帶到法庭，在大眾面前被法官和市政

府審訊，他們被監禁，直到總督來到。

9 然後，他們被他帶去審判，我們承受從他而來各式各樣

的殘酷虐待。「有一位弟兄Vettius Epagathus實在充滿對

神對人全般的愛。他雖然年輕，但言行舉止無可指責，

和年長的Zacharias有同樣的見證。他處世公義，遵行主的

誡命，無可指責，並樂於助人，充滿了對神的熱忱，並

且靈裏火熱，因著他有這麼高品的性格，當他見到對我

們的審判是不公正的，就再也不能忍受。他清楚表明他

的憤慨，並要求為他們的弟兄們辯護。當時他大膽宣

稱，我們並沒有違背我們的信仰或對神的敬虔。」

10 對此，法庭四周圍的人，大聲叫囂抵擋他，因為他是

個有聲望地位的人，總督也不准人這個光明正大的要

求，只得詢問他是否也是位基督徒。他盡其所能的用清

楚明亮的聲音承認，因此他也被列入殉道者的數中，並

公開被稱為基督徒的辯護者。但他有聖靈（辯護者）在

他裏面，也就是說，比Zacharias更豐滿的靈。藉此，他的

確顯出豐滿的愛，毫不保留自己的性命，並以為弟兄們

辯護為榮。他實在是基督真正的門徒，羔羊無論往那裏

去，他都跟隨。

11 「之後，其他的人也被分開，第一批殉道者立即歡樂

的忍受苦難，並在殉道前欣然表白其信仰。事實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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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並未預備好且不夠老練，並顯得軟弱，無法忍受強

大而嚴厲的爭戰。這些人中的確有十位退卻，這使我們

弟兄們極度悲哀；那些未被逮捕的人，熱忱也減弱不

少。然而，他們的確忍受了各種苦難。這樣的事總是臨

到殉道者，不曾離開他們。

12 因著我們不確定他們能否堅持到底，我們確實感到極

大的恐懼。我們不是害怕要遭受的虐待和折磨，而是害

怕他們至終將改變心志而背道。

13 每日都有人被捕，殉道者的人數加增。這的確是值得

的。因此，兩個教會所有熱心的人聚在一起，因著他們

的盡心竭力，教會被建立起來。」

14 「我們有些弟兄的僕人是異教徒，也在總督下令搜查

我們時被逮補。這些人看到聖徒們所受的酷刑就覺得害

怕，在撒但的鼓動及旁邊士兵極力的慫恿下，控告我們

以自己的兒子為食，並有近親相姦的事。這樣的罪，不

要說要我們口中題到，就是連心中想到都是不法的，我

們甚至不相信這是人所犯的。

15 這事就傳到外地，所有的人都以極其野蠻的方式對待

我們。已往，因著他們與我們有親屬關係，就約束自己

而不敢過分對待我們。但此時，他們甚至極端殘暴的攻

擊我們。這應驗了主所宣告的話說，『日子將到，那時

殺害你們的就以為是事奉神。』

16 之後，神聖的殉道者忍受無以言喻的苦楚，直到最後

一刻；撒但盡全力攻擊，連有些褻瀆神的事，他們都說

出口。

17 暴民、總督、和士兵集體瘋狂，肆無忌憚，反對

Vienna的執事，也反對Maturus，這位Maturus是一名剛信

主的人，卻是一位尊貴的信心鬥士。同時，他們也對抗

Pergamus本地人、當地教會的柱石和根基Attalus。他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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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猛的對抗Blandina，基督在她身上彰顯出來。因著愛神

的緣故，在人身上醜陋可鄙的事，因著神的同在而被視

為是極大的榮耀。這些都真實有力的表明出來，而不是

僅僅是外表的榮耀。

18 我們恐懼顫兢，她地上的女主人（她自己本身也是正

在爭戰的殉道者之一）擔心她會因著肉體的軟弱，而無

法自由宣告她的信仰。但Blandina滿了能力，甚至那些從

早到晚輪番上陣折磨她的人，也只得承認他們為她所擊

敗。他們不能再用甚麼擊打她，卻覺得希奇，她仍能忍

耐她全身被撕碎拆毀。他們都能見證說，只要一種苦刑

就足以毀滅生命，根本不需要對她採用如此多種痛苦不

堪的刑罰。

19 但這位蒙福的聖徒，有如一位尊貴的搏鬥者，在自我

表白中重新得力，她重複著說，『我是位基督徒，我沒

作任何邪惡的事。』她的痛苦解除，重新得力，並進入

安息。」

20 「而Sanctus自己也尊貴的忍受人所能想到各種不同的

酷刑，那實在超乎人所能忍的限度。那些邪惡的迫害者

盼望藉著他們持久、厲害的酷刑，使他們可以得知一些

他不應該說出來的話。然而他堅決抵抗，甚至不說出他

的名字、國籍、是為奴的或自由之身。對於所有提出的

問題，他都以羅馬語言回答，『我是位基督徒。』他承

認這個，以此代替他的名字，種族，籍貫和一切。那些

異教徒不能從他聽到其他的話。

21 其間，因著總督和迫害者的惡心，他們之間爭論要如

何用酷刑對抗他。但他們不能更進一步的擊打他，因此

他們在他身上柔軟的部位綁上一塊燒紅的銅板。

22 但他仍不屈服也不動搖，堅決承認信仰。這實在是由

來自天上，流自基督身上的活水泉所加強。他受苦的證

明顯於他的身體，持續的傷害將他撕裂且萎縮成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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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上早已失去人形。

23 基督的受苦在他身上神奇的展現出來，仇敵被擊敗，

這給其餘的人立下一個榜樣。只要有父神的愛，沒有甚

麼是可怕的，只要有基督得勝的榮耀，沒有甚麼是痛苦

的。

24 當天，迫害者再次無法無天的逼迫他，他們以為他的

傷口會紅腫發炎。若他們用相同的酷刑，就會使他屈

服，因那時他已甚至不能忍受人手的觸摸。死在這種酷

刑之下，會讓其他的人膽戰心驚。但他不但在外表上沒

有如此，而且他的身體還令人意料之外的起來，恢復了

以往四肢的形狀和性能，站立面對隨後臨到的酷刑。藉

著基督的恩典，他第二次所受的酷刑，不是他的刑罰，

而是他的醫治。」

25 「那惡者進一步刑罰Biblias，她也在那些承認信仰的人

之一，那惡者認為她已被吞吃，急著加重定罪她，說她

褻瀆神，以為她是懦弱膽怯，容易屈服，就逼她說出一

些不敬虔的話反對我們。

26 但在受迫當中，她回轉並回復正常，有如從熟睡中甦

醒一般。在她面前的刑罰，也就是地獄的永刑提醒她。

她就以此反駁褻瀆她的人，說，『這些人認為有分無理

性動物之血都是不法的，他們怎可能吞吃自己的小

孩？』因著她表白自己是基督徒，就加入殉道者的行

列。」

27 「因著殉道者的忍耐，暴君所有的迫害都被基督所擊

敗。魔鬼盡其所能的想出其他陰謀，其中一種是將她們

囚禁在黑暗陰森的監裏，雙腳被如木狗的刑具拉直到極

點。還有當撒但邪惡暴虐的附庸被刺激煽動時，慣於加

在囚犯身上的其他酷刑。因此，為數甚多的人在監裏窒

息致死。許多人像主一樣，離世時顯出祂的榮耀。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7.htm (37 of 47)3/5/2005 6:36:11 PM



中世紀的逼迫（二）

28 他們當中有些人受到殘酷的虐待，雖用各種方法使他

們恢復，也幾乎無法存活。他們雖被囚在監裏，得不到

人的幫助，卻從主得著加力，身心都滿了主的大能，甚

至激勵其餘的人。但是那些新信主的人和那些新近被捉

拿的，因身體未受過審訊的鍛鍊，不能忍受監禁的壓

迫，而死在獄中。」

29 「有福的Pothinus在Lyons很忠心的執行監督的職任，

也被拖到審判台前。他已年過九十，身體虛弱，並且呼

吸困難。雖然如此，他的靈中火熱，急切渴望殉道。他

年紀老邁，又因疾病，身體幾已近乎銷化。但他仍維持

他裏面的生命，藉此基督得著勝利。

30 當他被士兵帶到台前時，有些官長伴隨他，有如基督

一般。當群眾大聲呼叫抵擋他時，他卻作了尊貴的見

證。

31 當他被總督審問，『誰是基督徒的神？』，他說，

『如果你配知道，你就會知道。』之後，他被人無情的

拖開，忍受多次鞭打，那些人無視於他的年邁，盡其所

能的用手腳虐待他。而那些離他稍遠的人，都將他們手

中所有的東西丟向他。大家都認為，如果他們不這樣無

理的惡待他，就是大惡大不敬，因他們認為這樣是替他

們自己的神報仇。他幾乎無法呼吸，被人丟在監裏，兩

天之後，就在那裏斷氣死去。」

32 「那時，神展現祂奇妙的作為，在弟兄們當中，基督

無限的憐憫也前所未有彰顯出來。但這些都是靠著基督

的能能力。

33 那些在第一次被捕就否認主名的人，也遭到囚禁，和

其餘的人受同樣的苦。但他們否認自己是基督徒，在此

時對他們一點好處也沒有。反而這些承認他們是真基督

徒的人，就因基督徒的身分被監禁，沒有遭到其他嫌疑

或罪名的控告。但那些人卻因謀殺犯的罪名被監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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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加倍嚴厲的懲罰。

34 前者因著殉道的喜樂、所應許的盼望、基督的愛、父

神的靈，而確實得著加力。但後者卻受到自己良心的譴

責而哀慟。所以他們被帶出來時，他們兩種人的表情，

明顯不同。

35 前者乃是喜樂的走出來，他們的面孔交織著極大的榮

耀和恩典，所以他們身上的綑綁狀似高貴的裝飾，像新

婦一般佩帶金色的手鐲，充滿基督甜美的香氣，如同用

地上香膏所膏抹。但其他的人卻垂頭喪氣，沮喪哀傷，

蒙羞受愧，又被異教徒羞辱，認為他們卑下懦弱。他們

身負謀殺的罪名，失去被稱為『基督徒』這尊貴、榮

耀、予人生命的稱謂。因此，其餘的人看見他們這般結

果，心中越發堅定。那些被捕的人立刻表白自己，甚至

一點都不容讓惡者在他們心中有反對的提議。」

36 他們進一步說了一些感言，接著又繼續說，「之後，

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殉道，如同一個獻給父神、以各色花

朵所組成的冠冕。這些尊貴的戰士，堅定的忍受了各樣

的爭戰，他們已經得著榮耀的勝利。他們的確應該得著

偉大不朽的冠冕。

37 Maturus、Sanctus、Blandina和Attalus都因此被帶至露天

劇場與野獸搏鬥，為那些無情的異教徒所觀看。正因我

們的緣故，這場人獸搏鬥的表演日期，也刻意的被公

佈。

38 Maturus和Sanctus再次於露天劇場中經歷一切前所未有

的苦刑。就如他們已在先前許多爭戰中擊敗仇敵，現今

正竭力要得著那個冠冕。他們再次經歷這些苦難，承受

那加諸於他們身上的鞭笞，忍受那被野獸拖拉所造成的

傷痕。瘋狂的人群，此起彼落的喊叫著，要他們作這作

那。最後，還要承受坐鐵椅的酷刑，他們的身體在其上

被烤焦，身軀因此產生令人作嘔的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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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迫害者並不就此罷休，反而變本加厲，盡其所能要耗

盡他們的忍耐。然而，除了從起初他們從Sanctus聽到的

表白之外，他們不能再引誘出甚麼話。」

40 「因此，這兩位在大半年日中歷經重大爭鬥卻仍然存

活的人，終於被處死。當天，他們在各樣搏鬥中被公然

示眾。

41 而Blandina是被綑綁並被掛在刑柱上，暴露並等著被野

獸攻擊，並作牠的食物。她被掛在那，如同被掛在十字

架上。因著她的熱切禱告，使正在搏鬥中的殉道者得著

鼓舞，欣然樂意殉道。他們肉眼所見的，似乎是他們在

爭戰中的姊妹；但他們所注視的，是為他們釘十字架的

那一位。這使那些信祂的人更有把握，現今為基督的榮

耀受苦的，將永遠享受活神的交通。

42 但那時沒有一隻野獸去碰她，於是她被人從刑柱上取

下，押回獄中，等候下一次搏鬥。藉著在許多次搏鬥中

得勝，她無可置疑的定罪了那狡猾的蛇。她雖弱小卑

下，卻穿戴基督耶穌這位大能無敵的爭戰者。這鼓舞了

她的弟兄們。她在多次審訊中征服仇敵，得著不能朽壞

的冠冕。」

43 「Attalus自己是一位傑出人物，雖一直被大眾厲聲詰

問，卻完全預備好面對爭戰，因他明白自己沒有行過甚

麼惡事。他實在是一位在行為舉止上有操練的基督徒，

並一直是我們真理的見證人。

44 他被帶到競技場中央，在他前面擺著一個以拉丁文寫

的牌子：『這是基督徒Attlaus』，眾人都厲聲辱罵他。

總督得知他是個羅馬人，經下令將他和其餘人一同還押

獄中。關於這些人的事，他已寫信給Caesar，現在正等著

皇帝的決定。

45 對他們而言，他（Attlaus）在其間並非閒懶無為，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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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們的耐心和恆忍出彰顯基督無法測度的憐憫。藉著

那些仍存活的人，死人被點活，殉道者也向那些非殉道

者（就是那些退後離去的人）顯出同情。聖母也歡樂，

因那些當她帶來是已死的人，又活了過來。

46 藉此，那些退後跌倒的人再次回想他們的腳蹤，於是

又火熱起來，學習表白他們的信仰。現今他們又活了，

並且信心得加強。他們來到審判台前，受總督的審判，

神甜美的注視他們，因祂不願罪人沉淪，乃願萬人悔

改。

47 該撒（Caesar）寫信來說，他們應被斬首，但若有任

何人願棄絕這信仰，就可以免除。於是舉行了集會，各

國大批的群眾都來參加。起初，總督將殉道者帶出來，

將他們公然示眾。他再次察驗他們，凡有羅馬公民權

的，就被判斬首，其餘的人被丟給野獸吞吃。

48 奇妙的是，在那些先前否認祂的人身上，基督也得著

榮耀。本來他們是站在外邦人這邊，可免除所有的嫌

疑，但此時卻承認他們的信仰。起先，他們的確被隔離

審訊，似乎即將被免除刑罰。但當他們轉而承認信仰，

於是就被列為殉道者的數中。然而還有些人絲毫沒有信

心，也沒有將要披上禮服的意念。他們因不敬畏神，就

要被留在外面，作地獄之子，他們因著背道，褻瀆他們

自己的道路。

49 但其餘的人卻深愛教會，當他們受察驗時，其中有一

位Phrygian的醫生Alexander。他在Gaul住了多年，愛神，

以能率直陳明真理而聞名。他滿有使徒的恩典，當他站

在審判台前時，四周的人見他受苦，猶如產難臨到婦人

一般。但他仍以手勢鼓勵其餘的人，好好的表白自己。

50 那些先前否認其信仰的人，因而深感愧疚，回頭承認

他們所信的。群眾對Alexander大聲叫囂，好像他是罪魁

禍首。總督質問他是何人，他回答說，我是基督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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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日他和Attalus一同步入競技場。總督想要討好群

眾，就再次將Attalus丟給野獸。」

51 「他們在露天劇場歷經痛苦的搏鬥，忍受了人所能想

的到各樣虐待和懲罰。最終他們被處死。對Alexander而

言，他沒有一聲痛苦的哀號，反而在心中與神聯合。

52 當Attalus被置於鐵椅上，烤焦的身軀生出煙霧時，他

以拉丁語對大家說，『你們所作的事是吞噬人，但我們

既不傷害人也未行任何惡事。』當他被問到神的名字

時，他回答說，神不像人，他沒有名字。」

53 「之後，在搏鬥表演的最後一天，Blandina被帶進場

中，十五歲的年輕人Ponticus也與她一起。他們每天都被

帶出來，觀看其他人所受的酷刑。他們也被迫向偶像起

誓，但他們堅決否認假神。群眾對他們大發雷霆，無視

於男孩的年幼，也不考慮她是女性。

54 這些人讓他們經歷各種恐怖的酷刑，竭其所能並想盡

辦法要他們起誓，但仍不能遂其目的。Ponticus受到他姊

妹的鼓勵，那些異教徒也都看出她鼓勵並堅固他，他因

此在尊貴中忍受所有的痛苦，捨棄他的魂生命。

55 最後，這位蒙福的Blandina有如一位尊貴的母親，鼓舞

她的孩子們，將他們像得勝者一樣獻給至大的王。當她

回想著她的孩子們所忍受的一切爭戰和苦難，她喜樂歡

騰的迎向前去，好像被請赴婚宴，而不是被野獸吞吃。

56 她受鞭打，被暴露於外給野獸吃，被烤焦，最終被丟

在一個網裏，又被放在一隻公牛面前。她被野獸拋來拋

去，由於她堅定的盼望和信心以及她與基督的聯結，對

這一切就不再有任何感覺。她也被處死。即使外邦人也

會承認，他們當中沒有一個女人像她一樣，能受這麼多

又這麼大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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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即使他們對聖徒如此狂暴殘酷，他們仍不滿足。這些

凶暴野蠻的族類，受到撒但如獸類般的激動，他們的暴

怒不能平息，所以他們就想出獨特的方式，凌辱聖徒的

遺體。

58 總督和眾人沒有因殉道者被擊敗而惶恐，他們似乎失

去理智，如野獸一樣瘋狂暴虐，變本加厲，對我們不義

又充滿敵意。這實在應驗了經上的話說，『不義的，叫

他仍舊不義，義的，叫他仍舊為義。』（啟二二）

59 對於那些在監獄裏窒息而死的人，他們將這些人丟給

狗吃，並且還派人晝夜看守，免得被我們領去埋葬。無

論他們是被野獸撕碎或是被火焚燒，這些人都也是如

此。他們猶如軍隊一般，持續多日謹慎看守這些人的頭

顱和軀幹，免得他們被埋葬。

60 有些人憤怒得向他們咬牙切齒，急切找出更嚴厲的辦

法來懲罰他們；有些人一再譏笑侮辱他們，一面懲罰殉

道者，一面頌揚他們的偶像。還有些人較為溫和，多少

顯得有些同情，責怪著說，『他們的神在那裏？他們愛

祂勝過自己的生命，這信仰對他們有什麼益處？』

61 這就是在外邦人對待我們的各種方式。但我們的弟兄

卻受了極大的痛苦，因我們沒有自由將屍首入土埋葬。

我們不能在夜間作這事，也無法用錢或勸服他們，甚至

我們禱告懇求亦無法感動他們。他們盡力看守，好像只

要屍體不埋葬，對他們而言就是很大的益處。」

62 對於這些事，後來又有一些附加的話說，「他們無所

不用其極，用各種方式凌辱殉道者的身體，然後將他們

暴露於外六日，末了又被這些惡人燒成灰燼，丟在隆河

裏，在附近漂散。這樣，就使他們在地上不留任何痕

跡。

63 好像他們這樣作就可以擊敗神，或是防止他們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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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宣稱，『他們不再有任何復活的盼望，他們引進

這新奇的信仰，這種信仰藐視最可怕的懲罰，使他們預

備好歡然面對死亡。現在我們要看看，到底他們會不會

復活，他們的神會不會幫助他們，拯救他們脫離我們的

手？』」

亞威農的教皇宮殿（Palais des Papes）

早在新石器時代亞威農便已留下人類的足印。其後它成

為羅馬帝國的城市。12世紀，亞威農憑藉它著名的橋

樑，更成為當時羅納河（Rhone）兩岸唯一的連接點，從

而成為貿易樞紐。

14世紀，9位教宗曾先後到臨此地，令亞威農迅速繁榮發

展。而為此建成的教宗宮（Palais des Papes）更大大改變

了當地的城市風貌。亞威農是基督教世界Altera Roma的

中心，宗教、外交、藝術及商業各方面都百花齊放。而

鄰近的Villeneuve-lez-Avignon亦因為連接亞威農的橋樑而

沾光不少，獲選址為教皇法庭的所在地。教皇宮（Palais 

des Papes）由教宗本篤（Benedict）十二世及克里蒙

（Clement）六世下令興建，是中世紀最宏偉的城堡之

一。自15世紀起，教皇宮成為教皇正副使節的宅邸，後

來更成為了一座兵營，一直至1906年為止。教皇宮自此

經多次修復，是研究14世紀建築及油畫不可多得的寶

庫。聖貝內澤橋（Pont Saint Benezet）在1177至1185年間

建造，位處羅納河堤，大大便利了當時的朝聖者及商人

取道前往西班牙或意大利。聖貝內澤橋曾多次受戰火洗

禮，亦經歷過羅納河的洪水侵害，修橋工作一直接連不

斷，直至17世紀才告停止。原來的22個拱門現時僅存4

個。橋上有一座聖尼古拉禮拜堂（ChapelleSt.Nicolas），

是為了記念海員的守護聖者而建。「亞威農橋上」

（Surlepontd'Avignon）一曲是19世紀中葉的作品，聞名

於世。（本文轉載自http://www.makoto.com.tw/avign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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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Lyon）的高盧圓形劇場及高盧遺址

法國第二大城－－－里昂城（Lyon），位於法國東南；

城中著名的Gallo-Romain「高盧羅馬博物館」，乃是瞭解

法國上古歷史不可或缺的觀光勝地。凱撒的高盧戰記第

一句話便是：「高盧全境分為三部份」；而里昂，羅馬

古名盧格敦Lugdnum，此一建於西元前四十三年的三高

盧羅馬行省的首府（羅馬將法國地區泛稱為高盧，將該

地原住民稱為高盧人。凱撒征服高盧之後，羅馬將此地

分為三個高盧行省，盧格敦恰為首府），的確有豐富的

歷史遺跡，極高的文物價值，自來即為法國對於羅馬文

物的考古首都。而高盧羅馬博物館更竭力收藏了全法

國，主要集中以隆河省的考古文物，以為展示重點。

全館緊鄰羅馬歌劇場遺跡而建，將整座山頭挖空，表面

看不出建築物，入口也不起眼；但內部卻空間寬敞，穹

窿高挑，水泥橫樑剛健而有力地裸露於外。初看似不習

慣，或會問道：何以不對這些橫樑予以修飾？但只要仔

細觀察館中收藏的羅馬帝國建築殘片、引水渠道、乃至

於家居用具後，就可了然於胸了。

博物館的設計，雄渾有氣魄。自史前時代人類文物始，

迅速過度到高盧社會；次及高盧降服於凱撒的羅馬軍團

後，於羅馬帝國前期與後期的發展概況簡介。除分別展

出各個時代之手工器具、兵器、復原想像圖外，各地的

區隔，幾乎皆以考古所得的羅馬石雕或建築，陵墓殘

片，以為區隔的標記。緣自羅馬共和國後期（西元前三

世紀至西元前一世紀）以降，羅馬人使用石材的技術已

相當精湛，所琢取的石材規格龐大，卻又不像希臘風格

般地過度雕飾，講究的是寫實實用。因此即使是斷石殘

壁，他給我的感覺仍是堅定有力，屹立不搖。因之當館

中林立此種石材時，的確有鋪天蓋地之感。此際加上館

中毫無裝飾的粗大水泥橫樑的烘托，更顯氣勢！另一設

計巧思，在於鑿開山壁一角，此角恰好最接近羅馬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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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跡。館方在此設計一落地大窗，使人清晰得見遺跡全

景；更妙的是，在此一空間中，置有羅馬歌劇場的復原

全景模型，讓人可以對比今日，遙想當年－－－－真

邪？幻邪？就這樣的巧妙角落，便足以讓人彷彿走入時

光隧道，好似吾人正披著羅馬長袍，興高采烈地準備欣

賞戲劇；然另一剎那，瞥眼見到真景，神遊古代的飛想

又如退潮般地回到現實。而窗外那完整完美的劇場設

計，建立迄今二千年的半圓形劇場結構，實在令人嘆為

觀止！初見此劇場時，似覺比想像中還小些，不免有些

失望。然而只要親身一走台階，俯身親觸它的石材，就

能立刻被它的台階尺寸的巨大、嚴整、結實，震撼地目

瞪口呆，應不遜色於我國的長城。「虎踞龍蟠何處是？

只有興亡目！」雖說弔古總是令人牢騷千斛，但望著這

似乎永不傾頹地遺跡，也不得不讓人暫時拋開軍政歷史

的是是非非，而純粹欣賞這灑滿午後短暫陽光的建築之

美了。館方的設計，使得遊客的心思想像，似乎完美地

溝通於現實古蹟於當年雄風之中！

走出館外，便是里昂傅立葉（Fouvriere）山丘。我到里

昂的第二天，便求參觀博物館，並在此山丘徜徉一下

午。在這山丘之上，東望阿爾卑斯山，西倚法國中央高

原，南控隆河（Rhone）、索恩河（Saone）兩河交會要

地，直通地中海馬賽港；北竄布艮第及巴黎盆地，里昂

依山傍水，形勢優越；沃野千里，交通便捷，三小時可

穿越瑞士、直抵德國，亦可直奔義大利；四小時可抵西

班牙。當真為兵家必爭之地的形勝財賦之地。當時心中

便有一疑問；若我們身為羅馬軍官，則為控制此一要地

起見，應當將都市營建於此Fouvriere處。羅馬人還為此

一重要民生社區，修築了長達數十公里的引水渠道，自

遠方山區將清水運來。不但可供全城使用無虞，更能防

備敵人在山下切斷水源，而導致山上自亂陣腳。蓋高地

取水不便，還記得三國演義中，蜀軍如何被迫棄守街亭

的故事嗎？以武勛顯赫於世的羅馬軍，自然考慮周詳。

現今的里昂市郊，上殘存幾段零星的羅馬引水渠道，供

人憑弔。另外，羅馬人也為舉行公民大會，與祭祀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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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祭典需要，在今日的傅立葉大教堂所在地，興建了一

座雄偉的大會堂，名曰” Baslica”。現今Fouvriere傅立葉

大教堂稱為Baslique，推測亦與此有關。只是羅馬滅亡

後，歷經今一千五百年的風雨兵燹，許多羅馬古蹟均蕩

然無存，只留下最古老的劇場，向世人無言訴說滄桑而

已！（本文轉載自http://apft.fr.tku.edu.tw/bulletin5/p7475.htm）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7.htm (47 of 47)3/5/2005 6:36:11 PM

file:///D:/%E7%B6%B2%E7%AB%99/%E6%95%99%E6%9C%83%E5%B7%A1%E7%A6%AE/Big5/history/h_index.htm%23%E9%96%B1%E8%AE%80%E7%9B%AE%E9%8C%84


教會歷史地理巡禮─瑞士

　

 

 瑞士 

 日內瓦 

    八　約翰加爾文與瑞士法語邦的改教運動

 蘇黎世與伯恩
    九　慈運理與瑞士德語邦的改教運動

    十　重浸派歷史

│義大利│法國│捷克│德國│荷蘭│英國│中國│

│回首頁│歷史之旅│聯絡我們│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geography/03_swiz.htm3/6/2005 7:05:20 AM

mailto:admin@lsmchinese.org


約翰加爾文與瑞士法語邦的改教運動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八篇　約翰加爾文與瑞士法語邦的改教運動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簡述

2. 護教者加爾文

3. 中世紀宗教改革與加爾文獨裁

4. 加爾文《基督教要義》摘錄

5. 加爾文《基督徒生活手冊》摘錄

二、歷史景點

1. 日內瓦歷史

2. 日內瓦改教運動紀念碑 （Reformation 

Monument, Geneva）

3. 改教運動歷史博物館（Reformation 

Historical Museum）

3. 日內瓦聖彼得教堂 （St. Peter's Cathedral）

4. 日內瓦市政廳

5. 加爾文之墓

6. 盧梭博物館 （Jean-Jacques Rousseau 

Museum, Geneva）

7. 亞尼瑪斯修睦紀念碑 （Reconciliation 

Monument, Annemasse）

8. 石庸古堡(Chillon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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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題綱

1. 瑞士的宗教改革

2. 加爾文的改教運動

歷史簡述

1. 瑞士與日內瓦歷史背景簡述

瑞士最早的歷史，可追溯至1290年，由三個德語邦

（Canton）所組成的永恆聯盟。由於瑞士的地理具有重

要的戰略及經濟地位，因此附近的城邦紛紛加盟，以共

抵外來侵略。十六世紀初，瑞士從原先位在阿爾卑斯山

區的德語邦，向西擴展至法語區，共計有13個邦郡。這

些邦郡各自獨立、自治，因此瑞士的改教運動與鄰近

法、德各國的方式截然不同。

日內瓦位於瑞士的西南角，緊鄰南法與北義大利。主後

1533年，日內瓦脫離薩弗依王朝的統治，獨立成為一個

城邦國家。因著慈運理（Zwingli）在瑞士的改教運動，

造成了信奉傳統天主教的邦郡，以及改教邦郡之間的緊

張情勢。日內瓦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在1536年宣佈加入

改教行列，是年，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也在法爾勒

（William Farel）的邀請下，來到日內瓦，致力於福音派

的改革。

2. 瑞士的宗教改革

當馬丁路德在德國進行改革時，另一個改教的運動同一

時期在瑞士發生。其中最著名的兩位領袖為慈運理與加

爾文。慈運理生於瑞士，深受奧古斯丁作品的影響，並

熟悉路德的著作。他贊同路德對於聖經權威以及信心的

肯定，卻在「合質論」上與路德意見分歧。其主要的影

響力在瑞士的德語區，以蘇黎世為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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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生於法國的諾揚，曾於巴黎大學攻讀神學。1536

年，加爾文到了日內瓦，開始他一系列有計劃的改革，

並完成了改革宗最完整的教義著作─《基督教要義》。

從1541年至他離世的23年內，加爾文以政教合一的方

式，全面指導日內瓦的社會和宗教事務。不僅使日內瓦

成了法國改革派的避難所，加爾文主義也全面影響了法

國、荷蘭和蘇格蘭等地的宗教改革。

3. 約翰加爾文的改教運動

加爾文原本並無意脫離羅馬天主教。然而，在他歸信後

不久，因著意外涉入好友柯布（Nicholas Cop）的改革運

動而在諾揚被捕。此後，加爾文自覺需與羅馬天主教脫

離關係，與改革人士同一陣線。1536年，26歲的加爾文

出版了一本極具影響力的神學著作《基督教要義》

（The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清楚表明改革宗的信

仰。該書出版後不久，加爾文便法爾勒（William Farel）

之邀移居日內瓦。1537年，加爾文向日內瓦議會進呈一

系列鼓吹改革的文件，以期打造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

然而因著在主餐實行上的爭執，加爾文和法勒爾遭議會

驅逐出境。1540年的選舉中，反對加爾文的黨派倒台，

加爾文重回日內瓦，根據之前所提出的條文基礎，制定

了教會法規（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強制人民接受宗

教教育。其次，他設立了宗教法庭（Consistory of pastors 

and elders），以十二位品行優良的長老組成，以創造一

個合乎聖經教訓的模範社會。

然而，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改革也不是毫無阻礙。一位西

班牙的激進改教者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就時常

反對加爾文的教義。他發表了一份名為「論三位一體教

義的錯誤」，否認三位一體的教訓。1533年，塞爾維特

完成一部鉅著《再思基督教要義》，全面駁斥加爾文的

《基督教要義》。在加爾文的催迫下，塞爾維特在法國

被捕。日內瓦議會將他裁定為異端，下令將他燒死。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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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加爾文代為求情，希望以較仁慈的方式處決，但塞爾

維特至終還是於1553年，被縛在住上燒死。處死塞爾維

特的舉動，給反對者一個大肆抨擊的理由，也為加爾文

的一生蒙上污點。1550到1564年這段期間，加爾文偏重於

聖經釋義的寫作上，他對聖經熟識，以及對經文屬靈意

義的貫通，使其解經作品具有相當的價值。

　

護教者加爾文
（本文摘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ChristianClassics/history/big5/main.htm）

加爾文的崛起

在路德改教運動的帶動下，丹麥、挪威和瑞典不久便加

入了改教的陣營。這時候法國仍猶疑不決。法國的國王

法蘭斯一世自路德改教後的十五年，一直保持中立的態

度，這極可能是因為他與鎮壓改教運動的查理五世在統

治、軍事上是對敵，便任由改教運動分散查理的心力，

甚至牽制他。因此，他一直不清楚地表態。而他的妹妹

瑪格麗特積極的支援改教運動，因此路德的思想便漸漸

有很大的影響力。看來改教運動快要在法國展開了，然

而在國會中的舊有勢力卻非常強大，改教運動受到很大

的阻力，要不是法蘭斯國王的調停，國會已對改革派作

出嚴厲的迫害。法蘭斯一世一直盡其所能保護發動改教

運動的人，但到了主後一五二七年，他要求國會通過撥

出一筆龐大的費用向查理五世贖回受脅持的兒子。國會

乘機要求他准許教會鎮壓改教派，他不得已批准國會的

要求。雖然如此，他依然盡量給改教派很多方便，在主

後一五二九年甚至冊立一位溫柔的改教派人士為巴黎主

教。到了主後一五三三年，形勢卻又轉變了，為了取得

教皇革利免七世的政治支援，他不得不答允教皇請他鎮

壓改教分子的要求。然而他剛開始鎮壓改教派，德國就

聲明願意與他簽訂一份對法國極有利的和約，於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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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政策便又改變了﹔他甚至派人到德國與改革派取得

神學的協議，要不是在主後一五三四年突然出現一些激

烈攻擊天主教的言論，大概改革派會有更多時間建立一

個好的基礎，這激烈的言論使法蘭斯一世改變態度，決

意鎮壓改教派。

第二代改教領袖加爾文便是在這種不穩定的情況下成長

的。加爾文生於主後一五Ｏ七年，父親是諾陽

（Noyon）主教的秘書，自幼受到極良好的教育，並於

奧爾良（Orl ans）大學及波格茲（Bourges）大學修讀法

律，精通古典文學，深受當時的人文主義影響。他起初

對於宗教沒有多大的興趣，但在主後一五三二年，當他

完成他的第一本古典文學注釋的書後，突然在屬靈上有

很深的覺醒。他開始埋首研讀聖經，漸漸地體認到人的

罪孽及神的聖潔，也同時贊成改革派的看法。於是在改

革派當中也慢慢活躍起來。改革派當時主要的思想領導

者是尼弗拉（Jacques Le F vre, 1455-1536 A.D.），他所寫

的保羅書信注釋影響甚大。有不少人追隨尼弗拉，其中

一位日後對加爾文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他便是法惹勒

（Guillaume Farel）。法惹勒在加爾文逃命時勸他留在日

內瓦幫助他改教，加爾文便這樣一生留在日內瓦了。

主後一五三三年，加爾文的一位好友柯布（Nicholas 

Cop）也是尼弗拉的追隨者，被選為巴黎大學的校牧﹔

在就職的演講中，呼籲教會勵行改革，恢復初期教會的

模式，宣揚純正簡單的福音。這篇演說詞據說是加爾文

為他寫的。保守派對于這種大膽的呼籲極其憤怒，將講

稿當眾焚燒，並派人四出緝捕柯布和加爾文。他們只得

落荒而逃。這時風聲很緊，加上主後一五三四年一些極

端的改革派四出派發鼓吹改革的傳單，並將類似今日的

大字報釘在法蘭斯王的宮門上。法蘭斯王在各方面的壓

力之下不得不鎮壓改革派，將幾十人燒死。加爾文覺得

不能在法國久留，便逃到瑞士。在逃亡中他專心研讀聖

經，並於主後一五三六年寫成他的神學巨著《基督教要

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他將這本書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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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法蘭斯王，希望他能清楚幣解並支援改革派的觀點。

當《基督教要義》出版，加爾文隨即被譽為改革派的領

袖。

本來加爾文打算往瑞士的巴色定居，過著安定的生活，

然而神卻對他另有安排，在往巴色的路上，他路經日內

瓦，打算在那裏留宿一夜便繼續前進。當正在日內瓦推

動改教的法惹勒聽到加爾文在日內瓦時便立刻到旅館見

他。法惹勒向加爾文挑戰，請他留下來，助他完成改教

的大業。但加爾文卻推辭說自己仍未夠深度，需要學習

一段時間，並且說自己需要休息一段時候。法惹勒以極

嚴厲的口吻責備他，說他像約拿一樣，逃避主的呼召。

他很清楚的對他說，是神呼召他留在日內瓦，假若他繼

續前行便是抗拒神的旨意，他一生便不得安息。最後他

目不轉睛的望著加爾文說："我最後一次問你，你是否願

意聽從神的呼召？⋯⋯你關心你的身體需要休息，你只

顧自己的興趣，讓我奉全能神的名向你宣告，你若抗拒

瓷的命令，無論你作什?，你一生都不會得到安息。"加爾

文經這位屬靈長者的督責，終於順服，留在日內瓦，將

一生的精力擺上，為主燒盡，從法惹勒向加爾文所講的

一番話，我們可以看到這位改革領袖真是充滿屬靈的權

柄，他向加爾文講話時，就如昔日的先知一樣，仿佛是

代表著萬軍的耶和華。

加爾文在日內瓦起初教導保羅書信，但漸漸，他覺得這

類學朮性的解經對廣大的信徒沒有多大的影響，於是便

與法惹勒合力寫成通俗易明的《基督教信仰綱要》，也

編了一本要理問答，幫助青少年幣解信仰。他們也致力

改革崇拜的程式，將崇拜的儀式簡化，講道成為崇拜重

要的項目。除了這些工作，他們也推行道德的改革，清

理信徒中一些敗壞的事。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

聖潔的神治社會。但由於他們極其嚴厲，很快便引起信

徒普遍的反感，認為他們過於專橫，更有很多權貴人士

采不合作的態度。當議會中支援他的人一個一個的失

勢，他們終於主後一五三八年被命令離開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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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加爾文離去之後，教會紀律變得鬆弛，而過份強調個

人自由的社會風氣使日內瓦瀕臨混亂的邊緣。天主教人

士便看准了這個機會，企圖恢復天主教。在這危機之

際，日內瓦的市民急忙召回加爾文。加爾文在主後一五

四一年重回日內瓦。回到日內瓦後，加爾文首先將一些

主張自由放任的宗教、政治領袖從省議會中除去，這樣

他便完全控制省議會。他覺得作為宗教領袖他不能不參

與日內瓦的政治，因為整個日內瓦的市民是基督徒，因

此，整個州便像是一個教會一樣。作為日內瓦的領導，

他必須按神的旨意使日內瓦整個社會變成公義、聖潔的

社會。於是他與其他五位牧師及十二位長老組成一個審

裁議會。負責督導日內瓦的市民實踐榮耀神的聖潔生

活。他管理日內瓦非常嚴厲，星期日不到教堂崇拜便要

罰款，跳舞、賭博者會被監禁，犯姦淫的被處死，子女

毆打父母的，也會被處死。

雖然執法極其嚴厲，加爾文卻沒有獨裁﹔相反地，他極

重視民主精神，教會的領袖及政治領袖全都是市民選出

來的，並且這些領袖不分等級，他們集體以民主方式領

導平信徒及市民。這種民主精神漸漸在日內瓦確立起

來，以後歐洲很多地方都參考這種教會制度及政治模

式。歐洲的民主制度的發展與加爾文在日內瓦推行的政

策有很密切的關系。

加爾文神學簡介

加爾文神學的整個體系在他的《基督教要義》裏，表達

得最清楚，因此要掌握這神學體系，我們非要細心研讀

這本巨著不可。我們要知道，主後一五三六年寫成的

《基督教要義》，日後被加爾文修改好幾次，最初的版

本字數只有修訂版的五分之一。無論如何，加爾文早期

的思想與後期的思想是相當一致。

《基督教要義》以認識神作為起點，而加爾文劈頭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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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當人認識神時，他便會更深的認識自己，而當他越

深的認識自己，他便不能不更深的認識神。因此，對加

爾文來說，我們對神的認識與我們自己的生命是息息相

關的，而不是一種純客觀、抽象的知識，當人真正的認

識神，他便不可能不看到自己的墮落﹔看到神的榮耀便

反映出他自己的罪汙﹔同時，當人真的認識神時，他就

不可能不愛瓷和敬畏瓷，脫離現有的反叛，因此，認識

神便等於接受救恩，進入神的豐盛生命之內。所以，對

神的認識與救恩是分不開的。

如何認識神呢？對加爾文來說，神在整個宇宙以至在人

的心裏都為瓷自己留下了見証，述說瓷的榮耀，整個大

自然便仿佛是一個舞臺，將神的榮耀、智慧、權能展示

出來。在人的內心，人對神有一種自然感應（sensus 

deitas）。知道神的存在，這種感應是與生俱來的。

雖然神的永能和神性如此清楚的展現出來，但人卻視而

不見，因為人的心眼瞎了。不單如此，當人抗拒神，背

叛神後，神便任憑他們存邪辟的心。於是人內心本來有

的對神的自然感應不單沒有開花結果，叫人認識真神，

反而叫人造出各種偶像和各式各樣的宗教。如此，人便

在不自覺中用敬虔的宗教表現敵擋神。在另一方面，罪

性在人心裏發動，叫人陷溺於情欲中，不理會天上的審

判，只顧滿足現今情欲的需要。因此，大自然中及人內

心對神的見証反成為定人罪的指証，叫人無可推諉。

那麼如何才可以認識神呢？人要認識神必須透過神主動

的啟示。大自然中雖然充滿了神的啟示，但由於人的眼

目昏花，便視而不見，因此，神特別透過聖經向人啟

示。聖經仿佛是一副有效的眼鏡，叫眼目昏花的人透過

它，可以看清楚事物的真相。不單如此，聖經還帶著聖

靈的大能改變人心，叫人聽得明白神話語的真義，並願

意接納遵從神的話語。聖經中一切的律法，先知的講論

及福音的內涵都是指向主耶穌基督的啟示，神按瓷自己

的旨意，不用別的方法，而是定意道成肉身，豐豐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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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人的當中，將自己具體地彰顯

出來。神既如此定意，人除了透過基督以外，便沒有其

他途徑認識神。而聖經的總結和中心便是基督，因此，

透過聖經，我們才會認識基督。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分

別，便在於基督徒在基督裏認識神，我們不妨再三重

覆，從宇宙、從我們自己的內心，我們可以認識到創造

主神的存在﹔但由於罪使我們心靈的眼目昏花，我們根

本視而不見，所以單單從宇宙的奇妙奧秘，人內心的感

應，人是不可能認識造物主神的﹔唯有當人認識基督，

認識救贖主神，人才可以真正認識創造主。

人怎樣可以接受由基督而來的恩典？答案是很簡單的，

那便是透過聖靈的工作。聖靈仿佛一位在我們心裏的教

師，將救贖的應許滲入我們的心內，聖靈開我們的心

眼，叫我們看見天國的真理，叫我們知罪，也懼怕罪的

刑罰，以致我們深切痛悔，在聖靈的感動下仰望耶穌基

督在十字架為我們成就的救贖。

以上我們一直在討論如何認識神，到底我們要認識的神

是怎樣的呢？加爾文在一面陳述認識神的途徑時，也一

面將神的本性具體的介紹出來。讀《基督教要義》，我

們不可能不感受到神的絕對主權在加爾文的體系中是何

等重要。加爾文認識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立法和執法

者，從亙古到永遠，瓷的旨意就是法律，而瓷的旨意是

完全的，因此是永恆不變的。從亙古到永遠，一切事與

物的出現與運作，都在瓷的計劃之內。人的墮落、救贖

也是瓷永恆計劃的一部分，加爾文稱之為神聖的諭令。

由此引伸，人是否得救，也是神在永世以先定下的旨

意。加爾文相信神在永世以先揀選了一些人借基督得

救，另一些人瓷便任由他們在罪中沈淪。於是神的揀選

便非常重要了。教會是一群被神揀選的人，真正的教會

只由被揀選的子民組成。但那真正的教會是肉眼所不能

見的（invisible Church）。而現時的教會，在被揀選的子

民中也摻雜了沈淪的人。然而我們既不是神，也無從判

別誰真正被揀選而誰沒有﹔我們只有用一種仁慈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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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接納每一個宣認基督並遵行瓷教導的人是被揀選的

子民。無論教會中有多少人是沒有被揀選的，只要教會

保存三大特徵，就是宣講福音、聖禮及教會紀律，這教

會便配稱為教會了。在這裏，值得一提的就是加爾文非

常重視教會紀律，他認為教會紀律仿佛人身體內的神經

一樣，神經麻木了，教會便癱瘓了。因為教會一個重要

的功能是幫助個別的聖徒成聖，因此教會必須保持聖

潔，為了榮耀神的名，叫神的名不會受損，也為了叫好

的信徒不致受到敗壞分子的影響，同時也叫那些偶然為

過犯所勝的人因受紀律感到慚愧，而知罪悔改。

教會中的聖禮只有兩種，就是洗禮和聖餐禮。對于幣解

聖餐的意義，加爾文有他獨特之處。他不贊同慈運理認

為聖餐只是一種象徵。聖餐中的餅和杯固然不是真的變

了質，但那些餅和酒是屬靈的素質，是神用來喂養我們

的靈，因此，餅和酒帶著屬靈的能力，我們吃後、飲

後，真的會領受屬靈的福氣。至於洗禮，同樣地也不單

只是一種象徵。當人受洗時，人從神接受了神應許的恩

典，也同時向神立約，而神則與人堅立所立的約。亦即

是說，受洗是一個人與神立約的時刻，是一個極其莊嚴

的時刻。不過所立的約，只是對於那些真正被揀選的人

才有效，那些未被揀選的，立了約，也一無所有。

至於教會的組織，加爾文認為必須要返回聖經來發現治

理教會的原則，而不應按時代、環境而定。在聖經中，

教會的組織純粹是一種恩賜的配搭，教會中的牧師、長

老、教師、執事，各按其職，完全沒有等級之分。

以上所談，只是很粗略地將加爾文一些比較重要的思想

描述出來。加爾文以後，追隨他的人將這套思想發展成

一套嚴密的體系，稱為加爾文主義，有五大要點，這個

後面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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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宗教改革與加爾文獨裁
（本文摘自http://www.booker.com.cn/big5/paper18/3/

class001800004/hwz12912.htm）

任志成

約翰·加爾文，一五○九年出生於法國，受過良好教

育，在巴黎蒙泰居學院畢業後到奧爾良大學攻讀法律。

加爾文自小就成為天主教徒，後改信新教。一五三四年

因提倡路德教義亡命瑞士的巴塞爾。宗教改革後，新教

和它的敵手羅馬天主教一樣，陷入嚴重的分裂，為阻止

新教不同派別的分歧，必須從理論上對新教教義作出具

體的原理性的闡述。當那些公認的新教領導人，就細枝

末葉爭論不休時，加爾文埋頭書案，在一年之內便寫出

了他的有名的著作《基督教原理》。這是第一部包含了

福音教義原理的書，成為新教的主要指導和經典著作。

它是自路德翻譯《聖經》後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實績。宗

教改革需要一個天才去發動，需要另外一個天才去結

束。如果說馬丁·路德推動了宗教改革的滾石，加爾文

則在這滾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轉動。就像《拿破侖法

典》完成了法國革命一樣，《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

革命。

就在《原理》寫成後的第二年，即一五三六年加爾文訪

問日內瓦，並定居下來。他被聘為日內瓦新教團體的領

袖和導師。從前他只是起草了文字和計劃，現在他要將

自己的計劃付諸實現。

生來就是一個獨裁主義者的加爾文，為了實現他的極權

主義野心，把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轉變成為神權的專政，

他著手於兩方面的工作，一是迅速向日內瓦市行政會

（以下簡稱“市政會”）提交一整套教義問答手冊，

即“新教十戒”。他要求市政會強迫日內瓦自由市民逐

個宣誓，公開接受這一懺悔書。拒絕宣誓，將被驅逐出

城。二是使市政會立即成為只執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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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他知道，要把持權力，一定要把權力的工具掌握在

手中。

這樣一來，無論是教徒，還是自由市民，一旦為加爾文

所厭惡成為加爾文的敵人，就不能再在日內瓦容身。

這樣做的結果，激起教徒和市民的反對，他們拒絕向加

爾文發佈的法令宣誓效忠。反對“像扒手”一樣對待他

們。市政會也發佈命令，指出佈道台所該做的只不過是

說明上帝的旨意，不能用於政治目的。但加爾文對官方

的指示置若罔聞。市政會忍無可忍，於一五三八年四月

二十三日宣佈開除加爾文和其他反抗行政當局的傳教

士，並限令三天之內離開本城。在過去十八個月中，加

爾文對日內瓦自由市民，驅逐他們，流放他們，現在輪

到了自己。

加爾文失敗了，但對獨裁者，挫折不過是暫時的。而且

這種失敗，對謀取最高權位者，幾乎是必要的。放逐、

監禁、取締，對一個被偶像化了的入，首先得是一個受

難者。受到迫害，就能為人民的領袖造成心理上的先決

條件，使他們的形象傳奇化，隨之而來的是群?全心全意

的支援。

當加爾文等有特殊魅力的人被撤職以後，曾經由加爾文

有力推動過的日內瓦的宗教改革，立即陷於停滯，自由

市民在信仰方面混亂不堪，不知什?是對的，什?是錯的。

這樣，被禁止的天主教會為重新征服日內瓦而恢復勇

氣。人們自問：無論如何，鐵的教規畢竟比迫在眉睫的

混亂更為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力主把加爾文召回。市政

會也認為除此別無他法。

渴求攫取全部權力的加爾文，不是一個滿足于廉價勝利

的人。他堅持自己的立場直到日內瓦無條件投降為止，

宣稱如果讓他回日內瓦，在那裏只有一個法令有效，那

就是加爾文的法令。最後市政委員們宣誓接受“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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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和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要的“教規”，並寫信到

加爾文現在的住地斯特拉斯堡城當局，要求該城的教徒

兄弟們把這一責無旁貸的人讓給他們，日內瓦丟盡了面

子，加爾文總算讓了步。

就這樣，像一個被征服的城市迎接征服者入城一樣，日

內瓦迎接了加爾文。現在的日內瓦已在他的手中了。從

這一刻起，一個最重要的、空前的實驗開始了。無數的

心靈和具有這樣那樣感情和思想的人們，要納入到一個

無所不包的和獨一無二的體系之中。以一種思想的名

義，把一致服從強加于全民。把日內瓦改造成塵世上第

一個上帝的王國——這是一個沒有污染、沒有腐化、動

亂、墮落或罪惡的公社，日內瓦要成為一個中心，從這

裏輻射世界的拯救。

這個無所不包的獨一無二的一種思想是什?呢？當然是上

帝的旨意，即《聖經》。可是加爾文頒佈命令說，除他

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闡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釋神聖的訓

諭。這樣，這一新型的教條獨裁統治，便打上《聖經》

集團的烙印。從此一本書成了日內瓦的上帝法官。上帝

是立法者，上帝的傳教士是獨家闡述那神聖法律的權

威。只有他們才能夠裁決什?是許可的和什?是禁止的。誰

膽敢向他們的統治挑戰，誰否定教士獨裁統治的合法

性，誰就是反對上帝。誰對《聖經》妄加評論將立即付

出血的代價。加爾文認為人必須經常留在“敬畏上

帝”的陰影之中，卑賤的向那無希望的、不適當的信念

低頭。這樣，日內瓦立法的基礎，便成為宗教法庭，而

不是市政會。

加爾文哀歎上帝所創造的人是那樣的不全和無德。因此

當他凝視他的同教弟兄時，充滿了厭惡。稱教民為“一

堆垃圾”。他在《原理》一書中說：“當我們僅從天賦

方面看一個人，我們會發現他從頭到腳，一無是處。如

果在他身上還有一些值得讚揚的，那也來自上帝的恩

賜。”於是加爾文一開始，就把他的全體教徒，放在一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8.htm (13 of 44)3/5/2005 6:36:25 PM



約翰加爾文與瑞士法語邦的改教運動

個有刺的條例和禁令的鐵絲網裏放牧。這樣，日內瓦人

的私生活就蕩然無存，從言論到思想，從吃飯到穿衣，

從裝飾到娛樂，每一件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都在被

監視告密的控制之內。

日內瓦這個幾十年已習慣于瑞士式自由的共和城市，怎?

能容忍這獨裁統治呢？其中的秘密就是古往今來獨裁者

都用的辦法——“恐怖”。將恐怖強加於一個制度，就

會瓦解人的意志，使膽怯成為普遍存在。獨裁者就能在

各處找到幫兇，因為當一個人一旦知道他被人懷疑，從

而形成群?性的焦慮。而一種群?性的焦慮情緒，會傳染給

最勇敢者。最堅強的意志因鬥爭無效而瓦解。在恐慌之

中，狂熱者的行為往往超出他的暴君的命令和禁令。加

爾文承認，他寧願一個無罪者受到折磨，也不願讓一個

罪人逃脫上帝的審判。加爾文宣稱，要絞死一千七百或

一千八百個日內瓦青年，道德和教規才能在這腐敗的城

市建立起來。這樣在他統治的頭五年裏，在一個小小的

日內瓦，就絞死十三人，斬首十人，燒死三十五人，趕

出家門的七十六人，為躲避恐怖而逃跑的人還不在內。

所以巴爾紮克說，“加爾文的宗教恐怖統治比法國革命

最壞的血洗還要可憎”。

在被迫害者之中，有兩個人需要特別予以說明，一個是

西班牙醫生和神學家米圭爾·塞維特斯。他雖然不是第

一流天才，也不是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要求把真理公

諸於?的強烈願望和他那尋根究底不知疲倦永遠準備戰鬥

的精神，使他把對基督教教義的改革作為他終生的追

求。但是塞維特斯盲目地把加爾文作為他信得過的神學

家和老朋友，並輕率地將自己尚未出版的一本神學書的

校樣送給了加爾文，希望這位勇敢和革命的宗教革新

者，能贊同他更大膽地對《聖經》進行解釋。可是恰恰

由於這本書的題目《基督教的恢復》就足以激怒加爾

文。因為他要用《基督教的恢復》來抗議和糾正加爾文

的《基督教原理》。加爾文巧妙地利用了朋友的盲目和

輕率，將一位終生不渝信奉基督的老朋友送上斷頭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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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告密者的詭計，假手他的敵人羅馬天主教宗教法庭

將其逮捕殺害，但羅馬天主教認為為了取悅於日內瓦異

端頭子，而殺害一個不重要的異端分子，是不值得的。

於是故意讓犯人越獄，只將其類比像及其五大箱《基督

教的恢復》，在維也那市場焚燒以代替活的塞維特斯。

但是，這位不幸的流亡者，作出了更愚蠢、更富有挑戰

性的事，他在逃出監獄四個月之後，鬼使神差地來到了

日內瓦，而且直奔加爾文作佈道的教堂。加爾文一眼就

認出了他，於是在他剛離開教堂就被逮捕。一小時內他

就被鎖了起來。這一次他是死定了，加爾文?去一切?裝，

赤膊上陣，從逮捕到處死僅僅兩個月時間。一五五三年

十月二十七日，米圭爾·塞維特斯被綁赴查佩爾廣場，

連同他的手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燒掉。在行刑前，他

匍匐膝行，懇請恩賜，先殺頭，然後再用火燒掉身

體，“否則，那最大的痛苦會驅使我?棄我終身的信

念”。就在這時，加爾文的鷹犬法裏爾上前勸說，“如

果你放棄反對三位一體（“三位一體說”系：父、子、

聖靈三個位格一體的基督教教義）的教誨，承認加爾文

的教義是惟一正確的，就可以保證給你一個較寬大的處

決方式”。然而他卻輕蔑的拒絕了這一建議，昂首走向

火刑柱。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就這樣被活活燒死！

另一個是法國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他一五一五

年生於法國，比加爾文小六歲。二十歲進入里昂大學，

在那裏精通了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萊語，接著又學會

了德語。在所有學術領域，他的熱情和運用能力是這樣

的傑出，以致人道主義者的神學家們一致投票認為他是

當時最有學問的人，成為一個有“百科全書之稱”的

人。音樂吸引著他，而且就是靠教音樂課才開始掙得菲

薄的收入，又寫了大量詩歌和散文。不久，解決當代問

題尤其是宗教改革的熱情又支配著他。在里昂，他第一

次看到把異端人物用火燒死，他的靈魂受到震動，一方

面是宗教法庭的殘酷，另一方面是被犧牲者的勇氣。從

此，他決心為新的教義而鬥爭。和塞維特斯一樣，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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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奧也把加爾文當成宗教改革的先驅和福音派教義的

旗手。希望向加爾文學習怎樣更好地表達他們的要求，

怎樣更明確地安排他們的道路，怎樣完成他們的事業。

作為一個信徒，而且是一個熱誠的信徒，卡斯特利奧首

站到達加爾文的住地斯特拉斯堡訪問加爾文。在初次的

接觸中，卡斯特利奧給加爾文留下極深的印象。在加爾

文重返日內瓦之後，卡斯特利奧被聘為日內瓦神學院院

長。在此期間，他不但教學獲得了成功，而且編寫了一

本《難題解答入門》的小冊子，這是世界上很有名氣的

一本書。幾世紀來，該書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七

版。但他有更高的目標，在宗教改革上要重復並超過伊

拉茲馬斯和路德。他要把全部《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

法文。但這件事一開始便遇到對抗，要出版沒有加爾文

的“出版許可”是不行的。因為加爾文不但是日內瓦心

理上和精神事務方面的總裁，而且是日內瓦至高無上的

獨裁者。

卡斯特利奧訪問了加爾文，這是一個神學家為得到同行

的許可而叩另一個神學家的門。但令加爾文惱火的是，

他竟不承認經加爾文批准，並且是它的共同作者和寫了

序言的法文《聖經》譯本是惟一欽定的法文譯本，而要

出版自己的新譯本。加爾文好不容易沒有露出慍色，而

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讓他先讀譯本，並對不合適的部

分作出修改後准予發給出版許可。

雖然卡斯特利奧從來不像加爾文經常做的那樣，宣稱自

己的意見是惟一正確的，他在該書的序言裏坦率地承認

他並不全部瞭解《聖經》的章節，提醒讀者不要過分相

信他的譯本。又說《聖經》是一部晦澀難解的書，充滿

了矛盾，新譯本所能提供的，不過是一種解釋，而不是

毫無疑義的真理。但是，他把自己的個人獨立同樣看作

是無價之寶。他知道，作為一個希伯萊語言學家，一個

希臘語言學家，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並不遜于加爾文，

因而把這玄虛的檢查制度，以及根據獨裁要求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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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提高”看作是背離。在一個自由的共和國裏，學者

與學者，神學家與神學家應當平起平坐，他不想作為學

生屈居在加爾文之下，或者允許他的著作像學校教師批

改練習那樣被刪改。但他希望找出一條擺脫窘境的路，

而不開罪於他非常尊敬的加爾文。他願意在加爾文認為

合適的時間，去為他朗讀原稿，並宣稱準備盡一切可能

從加爾文的忠告和建議中得益。但是，加爾文反對協商

和妥協。他不提建議，只是命令，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卡

斯特利奧的建議。

第一次交鋒，加爾文認識到卡斯特利奧在精神和宗教事

務上不會不置一辭而屈服。意識到此人是他獨裁的永無

休止的敵手。所以，從這一刻起，加爾文決定要抓住這

個機會趕走那只為自己的良心服務而不服從別人命令的

人。加爾文對卡斯特利奧的迫害開始了。迫害經歷了兩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驅逐出境”，第二階段是“徹底

消滅”。

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日內瓦市政會通過一項一致同

意的決議，任命卡斯特利奧為新教傳教士。這一任命立

即遭到了加爾文的反對。理由是卡斯的《聖經》譯本

中，有兩段與加爾文的有些不同。一是他認為《聖經》

中所讚美的女子——書拉密的讚美詩，不是神聖的而是

一首不聖潔的世俗情詩；二是對耶穌降入地獄的解釋與

加爾文不同。對於如此無關宏旨的分歧，市政會要求雙

方進行公開辯論，以求解決。在會上卡斯特利奧猛烈地

攻擊使加爾文大為驚詫。但他保持平靜，沒有反擊。一

方面加爾文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懂得克制；另一方面他

注意到卡斯特利奧的發言對到會者有何等的印象，反擊

是不合適的。

對加爾文，真正重要的事並不是神學上的分歧，而是不

同政見。所以，他要把卡斯特利奧送上世俗的法庭，而

不是被傳到宗教法庭。這樣，一件道德上的爭執變成了

懲戒性的程式。在提交市政會的控告中說：“卡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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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破壞牧師的威望。”市政會對此漠然置之，只給

以“訓斥”了之。但任命傳教士的提名暫行停止。這

時，卡斯特利奧認識到在加爾文獨裁統治下，日內瓦不

會有自由，便請求市政會解除了他的職務，從日內瓦重

又回到巴塞爾。

在他辭去神學院院長的日子裏，為了活著，為了養家，

他夜以繼日地工作，一個最偉大的學者，被迫做雇工的

活。長期的匱乏，使他心力交瘁。即使如此，他從來未

曾忘記他終身的事業：把《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

文。他沒有一天，沒有一夜不工作，從來不知道旅遊的

歡樂、消遣的歡欣，甚至不知道名譽、財富等世俗的報

酬。他寧願接受無休止貧困的苦味，寧願喪失睡眠的機

會，也不願對他的良心的不忠實。為言論的不可侵犯，

意志的不可破壞而鬥爭，是他一生最最神聖的事業。

加爾文和卡斯特利奧，每一方都是不妥協的敵手。他們

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領域共同生活一天。雖然他

們不在一個城市，一在日內瓦，一在巴塞爾，但彼此密

切地注視著。這是一種哲學同另一種哲學的根本結仇，

永遠不能達成妥協。但他們二人的關係從緊張到激化，

需要添加劑，這添加劑就是加爾文燃起火把，燒死塞維

特斯。卡斯特利奧現在是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了。也是他

對加爾文作生死搏鬥的時候了。從這時候起，迫害進入

第二階段，“徹底消滅”。但卡斯特利奧決不等死，他

反迫害的理論武器是《論異端》《答加爾文書》和《悲

痛地向法蘭西忠告》。

卡斯特利奧認識到在加爾文的獨裁恐怖下，如果採取公

開對抗，這正義的呼籲，甚至在當天就會被專政禁令所

挫敗。必須以機巧來對抗暴力，於是卡斯特利奧化

名“馬丁路斯·比利阿斯”出了一本《論異端》的書。

此書採用科學和神學論文的形式，把博學的基督教士和

其他權威人士有關異端及其是否應該迫害的論述彙編在

一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它插入加爾文在受迫害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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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迫害的文字，其一是在加爾文署名的文章中說：“使

用武器對付被教會逐出的人，並否認他們擁有全人類共

同的權利是反基督教義的。”其二是《基督教原理》一

書中加爾文寫到“把異端處死是罪惡的，用火和劍結束

他們的生命是反對人道的所有原則的。”（當然，《原

理》二版時，上面的話，被小心地修改過）現在的加爾

文被從前的加爾文譴責為違反基督教義的人，這是加爾

文特別惱怒和不能允許的。

在關於對純粹思想上觸犯的異端是否應加以迫害、處死

時，卡斯特利奧質問道：“異端這一術語的真正含義是

什?？”他回答說：“我不相信所有名為異端的是真正的

異端⋯⋯這一稱號在今天已變得如此荒謬，如此可怖，

具有如此恥辱的氣氛，以致於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個

私仇，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這人是異端。一旦其他人

聽到這可怕的名字，他們就嚇得魂飛魄散，掩耳不疊，

就會盲目地不僅對被說成是異端的，而且對那些膽敢為

他講一句好話的人進行攻擊。”

他進一步指出，加爾文關於什?是異端時，宣稱《聖經》

是惟一的法律文件。但是在《聖經》裏卻找不到這個

詞。“因為，首先要存在著一個教義的系統、一個正

教、一個統一的教義，‘異端’這個詞才得以流傳”。

可是，在五花八門的解釋中，我們怎樣才能確定什?

是“真實的”基督教義，或什?是上帝旨意的“正確”解

釋呢？我們能夠從天主教的、路德派的、再洗禮派的或

加爾文派的注釋中找到異端的定義嗎？在宗教事務上，

有沒有這樣一個絕對確定的、使《聖經》放之四海而皆

準的東西？對一個天主教徒來說，一個加爾文派教徒當

然是一個異端，同樣，對一個加爾文派教徒來說，一個

再洗禮派教徒，當然也是一個異端。一個人在法國是一

個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內瓦卻是一個異端。反之亦然。

凡在一個國家裏將成為一個處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鄰

邦卻被推戴為烈士。所以，卡斯特利奧說，“當我思考

什?是真正的異端時，我只能發現一個標準：我們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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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們的眼裏都是異端。”

一方面塞特維斯受難的形象，對異端的大量迫害，驅使

卡斯特利奧不能把自己的書只限制或局限於書生氣的質

問上，而是從書葉中?起頭來，去尋找究竟是哪些人在煽

動如此暴虐而又自命為上帝的僕人，哪些人又徒勞地為

自己的不寬容辯護。另一方面，《論異端》的出版和影

響，使日內瓦的獨裁者聞風喪膽。

當加爾文聽到來自巴塞爾的消息，得知整個世界竟然敢

於公開討論處決塞維特斯一事，還沒有來得及讀一讀

《論異端》這本書，就寫信告誡瑞士各宗教會議禁止此

書流通，特別不能再討論了。一聲令下，日內瓦同聲喊

出了“異端”！“一個新的異端出現了”！他們要將

這“地獄”之火在蔓延開來之前，一定要將其撲滅！另

一方面加爾文認識到塞維特斯的殉難，對他比這位西班

牙學者的生命和著作更為危險。於是加爾文便為他殺死

異端而寫了一份《保衛三位一體的真正信仰反對塞維特

斯可怕的錯誤》（以下簡稱《保衛》）的辯護書，儘管

他煞費苦心，拉上日內瓦所有教士在這份宣言上簽名，

但他，一方面把殺人的責任推給當局，另一方面證明市

政會有權消滅那個魔鬼。這樣，加爾文用一隻手洗涮掉

殺害塞維特斯的個人責任，用另一隻手卻製造了證據為

當局開脫罪責。辯護詞變成了自供狀。

這樣，卡斯特利奧就暫時中斷學術研究，專心起草那個

世紀最重要的起訴書《答加爾文書》，控告加爾文以宗

教名義，把塞維特斯送上斷頭臺。雖然《答加爾文書》

主要針對一個人，但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活力，

卻證明這是一篇聞所未聞、最光彩奪目的檄文。它反對

用法律壓制言論、用教條壓制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壓制

永恒的良心自由。

《答加爾文書》一開頭就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譴責塞

維特斯的觀點，也不建議對宗教上的和注釋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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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任何形式的判決，他只是對加爾文提出謀殺的指

控。因為宗教信仰塞維特斯被燒死，而火刑的教唆者是

加爾文。這一處決掀起許多抗議，特別在法國和義大

利。為對付抗議，加爾文出了一本書《保衛》。我不會

像加爾文對付塞維特斯那樣對付他，即既不會燒死一個

作者，也不會燒掉他的書。我所抨擊的書《保衛》對任

何人都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兩種版本都有，

一種拉丁文，另一種法文。

《答加爾文書》指出，第一，加爾文指控塞維特斯“獨

立地、武斷地”解釋《聖經》。試問：難道塞維特斯在

宗教改革的蕓蕓鬥士中，是惟一獨立地、武斷地解釋福

音書的人嗎？如果這樣，就是脫離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

義，那還有誰敢說三道四呢？而且這樣的各抒己見不正

是宗教改革的一項基本要求嗎？第二，他質問加爾文是

誰授權加爾文判定什?是真實的，什?是不真實的呢？他指

出因為所有的真理，特別是宗教真理都是可爭論和有分

歧的。所以，永遠不會有任何人，也不會有任何黨派有

資格說：“只有我們知道真理，和我們不同的所有意見

都是錯的。”和所有的獨裁者一樣，加爾文正是按照這

樣的思想要求，建立他們自己的模式統一思想和行動。

他們把本來平行不悖、並列的思想變為敵對的和充滿殺

氣的爭論。

卡斯特利奧進一步質問說：我們投入了一場有關信仰的

爭論，為什麼你要求對方緘口不言呢？難道你不是已深

刻地認識到你論點的弱點了嗎？你是否非常害怕結論將

不利於你，使你喪失獨裁者的地位？

由此可見，“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一個教

義”，只是保衛獨裁。“我們不應用火燒別人來證明我

們自己的信仰”。真理可以傳播但不能強加，沒有一個

教義因為狂熱而變得更正確，沒有一個真理因為狂熱而

變得真實。也不能靠吹捧一個教義或者一個真理而去傳

播教義或者真理，更不必說通過殺害而拒絕那堅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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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來使一個教義或哲學變得更真實。一個真理可能

會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會一再宣稱它本身的神

聖不可侵犯，但沒有批准它與毀壞上帝所給予的一個人

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條更神聖”。如果你們殺他是

因為他表達了他內在的信念，你們殺他是因為他說了真

話，即使說的是錯話，但那也是真的，他不過說了他相

信是真實的東西。由此可見，“他們的錯誤就在於堅持

真理”。加爾文沒有正當理由就殺死一個持異議者，這

是犯了預謀殺人罪，三倍的殺人罪。

當然，身後的補償不能使死者複生。恢復一個死者的名

譽，又有什麼用呢？不，現在最根本的是保護活著的

人。不光是宣佈加爾文有罪，加爾文的書充滿了極其可

怕的恐怖和高壓的教義，必須宣佈為不人道。

很少有人會像卡斯特利奧那樣猛烈地攻擊一個精神上的

暴君，很少有人會有他在《答加爾文書》所表現的那種

狂怒。他使一個敵手被如此可怕的攻擊所打倒。然而，

什?都沒有發生，因為《答加爾文書》除手抄本在民間流

傳外，當時就被禁止出版。它壓根就未能與廣大讀者見

面（幾乎過了一個世紀，《答加爾文書》才得以出

版）。由於獨裁將繼續下去，又由於真理表明之後，再

無重復的必要，於是卡斯特利奧又回到學術研究上去。

但是加爾文卻不能罷手，卡斯特利奧的威望和影響在獨

裁內部的日益高漲，驅使加爾文決定不再考慮是非曲

直，不再關心《聖經》及其闡釋，不再關心真?，只想迅

速消滅卡斯特利奧。為此，他們費盡心機，採取?造匿名

文章（《惡棍的謬論》）栽贓陷害等手段失敗後，在一

次挨戶搜查中發現一本未經加爾文許可而出版的卡斯特

利奧的新作《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的小冊子。這本書

再次祈求在怒氣衝衝的教會內部和平解決爭端。他解釋

說，沒有一種教義，或其他種教義的本身是錯誤的。但

試圖強迫一個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變的虛?和犯

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惡，都源於“違心的迫使”。試圖

強迫一個人公開聲明接受一種他所反對的信仰，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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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的。像這樣的拉?入

伍成軍來支援一種哲學或者一種信念，只能羅織一批?君

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壓，只能建成一個有名

無實湊滿人數的黨派。因此，讓我們任憑那些願意成為

新教徒的成為新教徒吧，那些願意成為天主教徒的繼續

當天主教徒吧。既不強迫這部分人，也不強迫那部分

人。“法蘭西，我對您的忠告是，停止強制、迫害和殺

害良心吧，代之以每一個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建議法國天主教和新教和解，不必說是被視為滔天罪行

的。所以加爾文操縱下的改革教會的宗教大會通過一項

決議：“教會特通告卡斯特利奧所著一本名為《悲痛地

向法蘭西忠告》的書業已出版，此書危險絕頂，茲警告

教徒們對此書警惕勿懈。”並將卡斯特利奧告上法庭要

求加以逮捕。但由於巴塞爾大學的庇護，當地並未照

辦。

就在這時，一個意外發生了。兩名亡命巴塞爾的異教徒

（一為天主教，一為再洗禮教），曾是卡斯特利奧的密

友。一個是與他合著《論異端》的作者，另一個是將一

本引用多妻制的《三十次對話》的書譯為拉丁文出版的

譯者。此案被揭發後，卡斯特利奧就輸定了，也死定

了。這時再也不能指望巴塞爾大學伸出保護之手了。

但是，很幸運，那些狂徒們所盼望的至高無上的勝利

——親眼看到卡斯特利奧在監獄裏，在流放中或者火刑

柱上毀滅，卻未如願以償。由於長期過分地疲勞使他強

健的身體被損壞了，已無力去抵抗那?多憂患，那?大的激

動。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那超負荷的心臟停止

了跳動，卒年四十八歲。誠如一位朋友事後所說：“靠

上帝賜助，把他僥倖地從敵人的魔爪下奪了回來。”

一個人病逝，而且是夭折，四十八歲死亡，竟被視

為“幸運”、“賜助”。可見，活著多艱難，獨裁多殘

酷。生不如死，世道猛於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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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利奧的死，結束了一場誹謗的戰役。他的同胞們

終於認識到，在保衛巴塞爾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們何

等的不熱情，但一切都為時已晚。他財?之少說明這位大

學者何等的貧窮，靠朋友們提供喪葬費，並代還零星債

務，撫養他的孩子們。在他被控告為異端後，那些膽怯

地避之唯恐不疊的人，現在急於表明他們是何等地愛他

和尊敬他。葬禮中靈車後面緊跟著大學裏的所有成員，

靈柩由學生們?到教堂，葬在地下室。三百個學生捐款立

了一塊墓碑：

“獻給我們著名的導師，感謝他淵博的知識和紀念他純

潔的一生”。

　

加爾文《基督教要義》摘錄
（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net/text/shenxue/yuanli.htm）

16世紀歐洲著名的宗教改革運動領袖、神學家加爾文

（Jean Calvin,l509一1564）的系統神學著作《基督教原

理》（Institutes ofthe Christian Religion）於1536年首次發

表時共有6個章節，後經多次增補修訂，至1559年第4版

時已成為4卷約80章的巨著，各卷分別以聖父、聖子、聖

靈、聖而公的教會為題，全面闡述了加爾文的改革派神

學思想。作為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加爾文宗的教

義綱領。這本書對近現代基督教、以及近現代歐美思想

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預定論是加爾文神學思想的核

心，它強調上帝的絕對權威，主張人只能靠神的恩典，

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獲得拯救。本書的選文摘自《基督

教要義》中冊，謝秉德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5

年第4版。

第三卷　第二十章 論永恒的揀選，即神預定某些人得救

與某些人滅亡（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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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既未曾同樣地向一切世人傳播，而那些已經聽到福

音的人的接受態度也不一樣，從這一個差異可以發現神

的安排是何等的奇妙莫測。毫無疑問，這差異是為了要

實行神的永恒揀選。救恩對於某一些人是白白賜予，對

於另一些人卻是無由達到的，這一件事既然很顯然的是

由於神的旨意，立刻引起了重要和困難的問題，這些問

題，除非信徒對揀選和預定論有正確的見解，就不能得

到解釋。這一個問題使許多人覺得十分惶惑，認為同是

人類，若說有些人預定得救，有些人卻預定滅亡，世上

沒有比這更不合理的事了。其實，他們的這種惶惑是不

必要的，這一點在以下可以看出。此外，既然這問題的

模糊不清激起了種種恐懼，這事實不但證明了這教義的

效用，且亦表明它能?生最有益的果實。我們必不能正確

地相信我們的拯救是從神的白白慈恩的泉源中流出來

的，除非我們認識了神的永恒揀選，知道上帝的恩典並

不是毫無分別地把得救的指望賜給所有的人，卻是將救

恩賜予某些人，而對另一此人則加拒絕。若不明白這個

道理，就必減損了神的榮耀，並減少了真正的謙卑心。

但是根據保羅的話，那我們所必須知道的，卻總不能知

道，除非上帝不按照人的行為，卻按照他的預定揀選

人:"如今也是這樣，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倘若我

們為要承認救恩完全出於上帝的仁慈，就必回到揀選的

泉源，那?，那些想要毀棄這一原則的人是在盡其所能，

把這個他們當大聲祝賀的道理蒙蔽了並且將謙卑的心連

根拔掉。在把剩餘之民的得救歸於揀選的恩典時，保羅

清清楚楚地見證說，那所能知道的，就是上帝要拯救那

些為他的良善旨意所樂意拯救的人，並不是當作報酬，

因為沒有人有權利要求這種報酬。凡把門關上，阻擋人

來接近這教義的，他們不只傷害人，也是傷害上帝;因為

除揀選的教義以外，再也沒有什?能?生謙卑和感恩的心

的。而且除此之外，我們的信念也再沒有堅強的根據。

我們這樣說是依據基督權威的，他拯救我們脫離一切恐

懼，且叫我們在許多危險、陷井和可怕的衝突中不為所

勝，並應許保守一切天父所招集在他保護中的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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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推斷，凡不明白自己為神的特別子民的人，都

要不住地為焦急惶恐所苦惱;因此，凡忽略了我們所提出

的這-大助益的人，就是摧毀了救恩的基礎，替別人和他

們自己招引惡果。並且，教會之出現，也是由於這一教

義。

（五）上帝藉著他的預定揀選了一些人，叫他們有生命

的盼望，對另一些人，則判定歸於永遠的死亡，關於這

件事，凡屬虔敬的人都不敢完全否認。但是，這問題引

起了許多詰難，特別是那些以為預知是預定之原因的人

所提出的。我們主張預定和預知這二者都屬於上帝;但若

說後者乃靠前者，那是很荒謬的。當我們說上帝有預知

的能力，這就是說，萬事自始即在神的眼前，今後亦永

遠如此。所以，在上帝的睿知中，沒有所謂將來或過去

的事，一切都是屬於現在的;而且這現在式的情形是到了

他不僅具有概念的感知，好像我們把心中記憶的當作現

在的事物一樣，而是萬事萬物好像實際都擺在他面前，

為他真實地看見。這預知包括著整個宇宙，和一切被造

之物。所謂預定，乃是上帝的永恒旨意，就是神自己決

定，他對世界的每一個人所要成就的。因為人類被創造

的命的不都是一樣的;永恒的生命是為某些人前定了的，

對於另一些人卻是永遠的罪刑。既然每一個人都為著或

此或彼的一個終局而創造的，所以我們說，他是被預定

了或生或死的。這件事，上帝不僅在某一個人身上證實

了，亦在整個亞伯拉罕的後裔身上證實了，就是明顯表

示每--個民族的將來情況都是神所決定的。"...摩西常常

反復地作同樣的規勸，"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

所有的，都屬耶和華你的上帝。耶和華但喜悅你的列

祖，愛他們，從萬民中揀選他們的後裔。"在另一處地

方，他吩咐百姓要聖潔，因為上帝揀選了他們作為特別

的民族;在另一處地方，他說神的愛是他們的保障。信?同

聲宣揚說，"他為我們選擇?業，就是他所愛之雅各的榮

耀。"對於神所賜的一切恩賜，他們都歸榮耀于神白白施

賜的愛，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覺得這些恩賜不是由於他們

的功勞而獲得的，而且也是因為他們深信，即使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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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潔祖先雅各，也沒有這樣大的美德，足以為他自己

和他的後裔取得承受這樣大尊榮的權利。為更有效地擯

除一切的驕傲，摩西指責他們（以色列人）為"硬著頸項

的百姓"，絲毫不配神的恩眷。?先知也常常指責猶太人，

提到他們不歡迎的這個揀選，因為他們可羞恥地離棄了

這個揀選。那?請問那些想把上帝的揀選歸之於人的功勞

的人:當他們看見某一個民族比其他民族為神所喜悅時，

當他們聽到上帝對於某一個渺小微賤，甚至悖逆、頑固

的民族所施的特別恩典是出於白白施賜時候，難道他們

要因此和神爭吵，就因為他定意表示他的這種慈恩嗎?他

們的喧囂吵鬧非但不能阻礙神的作為，他們指天的咒責

有如向空中投擲石塊，也不能損傷或影響他的公義;結果

卻是向自己的頭上打下來。

（七）⋯⋯根據聖經的清楚教訓，我們敢肯定地說，由

於上帝的永久而不改變的安排，他早已按照自己的意

旨，決定了要將誰接入他的救恩中，並將誰貶入滅亡。

我們堅信這種安排。就被選者一方面來說，是完全根據

他（神）白白施賜的仁愛，與人的功勞絲毫無關；對於

那些神定了罪必須滅亡的人，他們不能進入生命的門，

也是出自公正，無可非議，然而卻不可瞭解的判斷的，

關於那些蒙揀選的人，我們認為呼召就是揀選的證據，

而稱義也是另一個表明標記，直到他們在榮耀中算為完

全。上帝既以呼召和稱義來印證他，所選的人，就把當

蒙棄絕的惡人擯棄了，使他們不認識神的不能得到聖靈

的幫助而成聖，好表示等待他們的只是神審判。

　

加爾文《基督徒生活手冊》摘錄
（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com/article/）

第二章　否認自己

一、我們不屬自己乃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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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雖然神的律法含有對我們生活的規範極適切與相當的

計劃，可是天國的大師仍願以更超凡的主要原則來引導

人。

信徒的本分，就是“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

的，是上帝所喜悅的”（羅十二1）；這是惟一真實的敬

拜。

聖潔的原則把我們引至一項勸勉：“不要效法這個世

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旨

意。”

把我們自己奉獻給神，是一個重大的原因，使我們今後

所說的、所想的，或所行的一切，都是以榮耀上帝為目

的。

聖潔的，不能用為不聖潔的，若是，必損傷祂的尊嚴。

2、如果我們不是屬自己的，乃是屬主的，那?，我們所

要避免的錯誤，和我們的一切活動的目標，都是很明顯

的。

我們既然不屬於自己，那?我們的理性和意志，在我們的

思想和行為上絕不能居領導的地位。

我們不是屬於自己的，所以不要尋求肉體的私欲。

我們不是屬於自己的，所以我們要盡力忘記自己，儘量

放棄自己的利益。

我們乃是屬神的，所以我們當為祂活著，為祂而死。

我們是屬神的，所以我們要讓神的智慧和旨意管理我們

的行為。

我們是屬神的，所以我們的全部生活都要以祂為合法的

目標。

3、一個人已經知道他不屬於自己，也不受自己理性的控

制，只把自己的心意獻給神，這種人是何等的長進啊！

領人趨於毀滅的最有效的毒素，就是誇耀自己，誇耀自

己的智慧與意志力；唯一安全的作法，就是服從上帝的

引導。

我們首先要?棄自己，我們要在服事神上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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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事主，並不是指盲目的順從，乃是甘心願意摒棄心

中的私欲，完全降服於聖靈的引導。

聖靈改變我們的生活（保羅稱之為心意更新），這乃是

生命的真正開始，是異教哲學家所不能瞭解的。

因為不信的哲學家把理性當作人生唯一的向導，是智慧

與行為的唯一準繩；但基督教哲學要求我們的理性投

降，順從聖靈；意思是說我們不是為自己活著，乃是基

督在我們裏面活著，並在我們裏面作王（參羅十二1；弗

四23；加二20）。

二、尋求神榮即否認自己。

1、因此我們不是尋求自己的快樂，乃是尋求那討主喜

悅、有助於增進祂的榮耀的事。

我們忘記自己，甚至放棄一切的自私，有巨大的益處，

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專心注意神和祂的誠命。

當聖經吩咐我們，要我們放棄個人和自私的意念時，它

非但要我們摒除一切對財富、權力和人情的欲望，還要

摒除一切野心和屬世的榮譽，以及其他的隱惡。

一個基督徒必須願意並切記要在生活中的每時每刻都把

神考慮在內。

2、基督徒要以神的律法來衡量他一切的行為，應用叫他

的隱情降服於神旨。

人若在凡事上都尊榮神，他必被拯救脫離一切妄念。

這種克己的道理，基督一開始就殷勤地教訓祂的門徒

了，至終也必約束我們心中的一切欲望。

內心一旦有了克己，就不再給驕矜、倨傲、虛榮、淫

蕩、愛宴樂、荒唐，以及一切從自愛中?生出來的罪惡容

留餘地。

如果沒有克己的原則，人必肆行無忌，恬不知恥，縱有

道德的雛形，也必為求榮耀的野心所汙毀。

一個人若不相信克己的律例，請問他能否在人們中願意

實行道德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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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凡不受克己原則感化的人，他循規蹈矩，只是為了喜

愛人的恭維。

甚至那些主張道德本身的價值的哲學家們也妄自尊大，

顯然他們追求美德，不外是借此滿足自己驕傲的欲望罷

了。

但上帝對於喜歡受人恭維和驕矜自滿的人都表示厭惡，

祂說他們在世界上已“有了他們的賞賜”，甚至認為娼

妓和稅吏比他們這些人更接近天國。

4、一個追慕正途而同時又不能克己的人，將遭受無窮的

障礙。

在人心中隱藏著一個罪惡世界，這是古人的一項真實的

觀察。但是基督徒的克己能補救一切。

只有?棄自私，一心追求討神喜悅並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的人，才能得到拯救。

三、克己的要素：節制、公義、敬虔。

1、使徒保羅對節制生活有簡單的說明，他對提多

說：“上帝救?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教訓我們除去

不虔敬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

日，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們救主

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祂為我們舍了自己，要贖我們脫

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

善”（多二11-14）。

保羅說，上帝的恩典足以鼓勵我們，但為叫我們知道虔

誠敬拜上帝，必須除掉兩種主要的障礙：第一是不虔

（這是我們自然的強烈癖性），第二是世欲，企圖壓倒

我們的。

“不虔”一詞，不但是指迷信，也是指一切侮慢，不敬

畏神的事。“世欲”一詞，是指肉體的情欲。

所以他根據律法的兩版吩咐我們，一方面要放棄與神的

律法相衝突的私欲，另一方面要放棄自我意志和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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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

2、保羅把新生活的方式分為三類：即“節制”，“公

義”，和“敬虔”。

無疑地，“節制”是指貞操和寡欲，也是指清心惜福和

安貧。

“公義”包含一切公平的本分，即每一個人須獲得他的

分所應得的。

“敬虔”使我們不受世俗的玷污，且以真實的聖潔與上

帝聯合。

當節制、公義、敬虔這些美德連結在一起時，就可以達

到絕對完全的境界。

3、可是要摒除一切物欲，制服並?棄不正當的癖好，把

自己奉獻給上帝和弟兄們，並且在敗壞世界中過著如天

使一般的生活，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

所以為避免我們的思想陷入迷惘，保羅要我們留心那對

不朽的希望，並鼓勵我們說，我們的盼望不致落空。

因為正如基督已經顯現作我們的救贖主，同樣，在祂最

後降臨的時候，祂將顯示祂為我們獲得的救恩。

基督為我們驅除那使我們盲目，攔阻我們以合宜的勇氣

仰望天國榮耀的幻想。

祂也教導我們在今世過一種客旅的生活，以免喪失了我

們屬天的?業。

四、真謙卑乃尊重他人。

1、克己一部分是論到人，但實在說來，大部分是論到

神。

聖經吩咐我們，叫我們要“彼此尊敬”，並要留心增進

別人的福利（參羅十二10；腓二4）。聖經所以給我們這

樣的教訓，是因為除非我們邪惡的本性首先被醫治，不

然我們絕不能接受。

我們都為私心所蒙蔽，為自愛所誘惑，人人以為自己有

權高?自己，同時低估與我們相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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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上帝賜給我們一種特別的恩賜，我們便立刻把它當

作自己的功德而洋洋自得，自鳴清高，不可一世。

2、我們將自己所有的罪惡，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不叫

別人知道，以為自己的過失很小，微不足道，無關宏

旨，甚至有時候還沾沾自喜，以為是我們的美德。

假如我們所自負的才能，在別人身上發現了，甚至強過

我們，我們因為要抹殺別人的優點，就不惜以最大的惡

意貶損他們。

如果他們稍有過犯，我們不但給予嚴密的注視與苛刻的

批評，甚至還出於嫉恨之心故意誇大其詞，加以渲染。

我們每一個人都自以為不同流俗，超乎常人之上，因

此，嫉恨進而粗野；我們甚至刻薄自負地將他人視為低

我一等。

3、窮人服從富人，平民服從貴族，僕役服從主人，文盲

服從學者，可是沒有一個人不以為自己比別人強。

所以大家都在那裏諂媚自己，仿佛自己胸中有一個王

國，而自命不凡。

人人都是自以為是，對別人的意念行為吹毛求疵，若有

爭論，即勃發毒恨。

只要他們覺得事事稱心如意，他們才會在別人身上發現

溫和；但當他們受到騷擾和刺激的時候，有多少人尚能

保持他們的幽默呢？

4、若想生活得快樂，必須根除自己的野心與私心，此外

沒有其他救治的方法了。

如果我們留心聖經的教訓，我們當牢記，我們的才能，

不是我們自己本來有的，乃是上帝的恩賜。

若有人以他的才幹而自傲，即顯出缺乏對神的感恩之

心。

保羅說：“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不是領受的

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仿佛不是領受的呢”（林

前四7）？

我們務必儆醒，承認自己的過失，真正謙虛。如此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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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驕矜自持、有充分理由覺得悲愁。

5、另一方面，我們若在別人身上看見神的恩賜，就必須

尊重那恩賜並持有這恩賜的人。若我們抹殺上帝所賜他

人的光榮，那不過是表示自己是何等的邪惡。

我們不要重視別人的過錯，但也不可以諂媚慫恿他們犯

錯。

萬不可因人的過失餓而侮辱之，因為向?人表現仁愛與尊

重乃是我們的本分。

若我們尊重他人的榮譽和名聲，凡與我們有來往的人，

不拘他們是誰，我們都要以禮貌、友愛、謙虛，和溫柔

的態度對待他們。

因為我們除了在心靈深處以自卑敬人的精神待人以外，

再沒有其他的方法，能使我們達到真正的謙和（羅十二

10；腓二4：林前四7）。

五、我們當尋求別人的好處。

1、除非你完全犧牲自我?棄私人的利益，不然你那尋求

鄰舍利益的本分將是非常困難的事。

你若不否認自我，完全為別人著想，你怎能實行保羅所

說的愛的行為呢？

他說，“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

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

輕易發怒”等等（林前十三4-8）。

2、如果這就是所要求於我們的，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

避免尋求自己的利益，可是我們的本性在這方面不能幫

助我們，因為它總容易使人只愛自己，而不關心他人的

利益。

我們要求別人的益處，甚至為他人的緣故而甘願放棄自

己的權利。

聖經勸告並警戒我們，無論領受上帝所賜的什?恩惠，我

們都是在領受一項託付，而且有個條件，就是把這恩賜

施於教會公共的福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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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恩賜的合法使用，就是以寬大的心腸和愛心將之

與別人共用。

有件事我們絕想不到，就是我們所享受的一切幸福，都

是從神那裏來的，神把這幸福交付我們，為的是要我們

把這些益處分給別人。

3、按照聖經來說，我們個人的才幹可以比作身體各肢體

的能力。

沒有一個肢體的能力是為了自己，也不能作為本身之

用，卻是與別的肢體互相為用，共同增進全體的利益。

因此，信徒所有的才能，都應為弟兄效力，把一己的益

處和教會共同的福利打成一片。

所以我們應該以此作為仁愛的尺度，就是凡上帝所給予

我們的，我們必施之於鄰舍，我們只是那恩賜的管家，

以後須向主人交帳。必須以愛的律法為準則，把上帝所

賜給我們的作合理的分配。

我們絕不可先求自己的益處來增進他人福利，乃要先求

他人的福利。

4、愛的律法不只屬於一小部分益處，乃是從古時候，神

就吩咐我們，在生活的某些小仁慈上，要紀念愛的律

法。

神吩咐以色列，把初收的穀物先奉獻給祂，並且鄭重地

聲明，任何恩賜若不首先奉獻於神，而自作享受，是不

合法的。

若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恩賜，必須等到我們親手再奉獻給

祂，才算是分別為聖；如果忽略了那樣的奉獻，就是大

罪。

5、若你欲以才幹與恩賜的分配來充實主，那是徒然的

事。正如詩篇作者所說的：“禰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

在禰以外”，可是你可以將奉獻施之於“世上的聖

民”。

因此，施捨被稱為是一種聖潔的奉獻；由此可知，照福

音所行的仁愛，和律法下的奉獻是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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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們當尋求?人、朋友和仇敵的好處。

1、我們不要厭倦行善，否則危險近矣，使徒保羅

說，“愛是恒久忍耐，不輕易發怒。”

主吩咐我們向所有的人行善，並無分別（參來十三

16）。雖然大多數人的品德是不配受的。

但在這裏，聖經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原則，要我們不注意

人的行為，只注意他們裏面的神的形象。對這些形象，

我們應該儘量敬愛。

此外，對“信徒一家的人”更當如此，因為在他們的身

上，上帝的形象已由基督的靈所恢復。

2、因此，凡需要你援助的人，你不可拒絕。

比方說，他是一個陌生人；可是神卻在他的身上蓋了印

記，使他成為你家中的人，為這原因祂不許你輕視你自

己的骨肉（參賽五十八7）。

比方他是一個可鄙或無價值的人；但上帝卻施恩於自己

的形象來裝飾他。

比方你對他原無責任，但上帝仿佛認他為祂的代表，而

你因上帝所賜的無數和重大的恩典而對祂有責任，因

此，也對他有了責任。

比方他不值得你為他費絲毫的力量；但因為在他身上有

神的形象，就值得你犧牲一切了。

縱使他非但不值得你的任何愛戴，甚至對你侮辱，使你

發怒，你也不能不把他放在你仁愛的懷抱中，對他表顯

一切慈惠。

你可以說，他應受與此不同的待遇，可是主所吩咐的是

饒恕人們的一切過犯，祂的命意即是要把這些過犯都歸

在祂身上。

3、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非常困難，而且似乎違反人

性的教訓棗“愛那恨我們的人”（參太五44），和“以

德報怨”，“為咒詛我們的祝福”（參路十七3-4）。

我們應當永遠牢記在心，不可專門想別人的過犯，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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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他們裏面有神的形象。

如果我們遮蓋、塗抹人的罪過，並想到他裏面神形象的

美麗和莊嚴，那?我們勢必就會伸出仁愛的手去懷抱他們

了。

外面的善行不夠。

1、如果我們不履行愛的責任，我們就不能實行真正的克

己。

要履行愛的責任，不但是在外表上實行，並且要從熱誠

的愛的原則上著手。

有時一個人或能在外表的行為上，履行一切愛的責任，

如果心不在焉，就和行愛的正道相去不可以道裏計。

你看見有些人非常慷慨，但他們的施與，不免態度傲慢

和言詞不遜。

我們在這不幸的時代裏災害處處，很少有人施與，縱有

施與，大多數也都是趾高氣昂，目空一切。

教會中有這樣的腐敗，就是在不信的人中也不容許。

2、至於基督徒，除了和?悅色，平易近人，並且待人彬

彬有禮以外，還有其他的需要：

首先，他要設身處地，為不幸的人著想，要同情他的遭

遇，把他的處境當作自己的處境，庶幾能以惻隱之心援

助他們，好像援助自己一樣。

由心裏發出的憐憫要捐棄驕傲及藐視，而且不致輕視與

控制貧苦無告的人。

當我們的身體某一部分有疾病時，全身都要為之努力，

使之恢復健康，我們絕不能藐視這患疾的肢體，或不去

理它，以為它虧負別的肢體，因為它需要幫助。

3、身體的各部分互相扶助，是出於自然律，並無任何功

德可言，否則即是殘忍。

因此，如果一個人作了一件事，他不能認為就盡上了他

所有的責任。例如，富人往往因捐了一部分財?，便以為

自己盡了全部責任，而把其他一切責任推給別人，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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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脫卸責任。

反之，每個人都要自己反省，不論自己以為怎樣了不

起，總是欠鄰舍的債，對他們當盡力愛護。

凡幸福均有神的祝福。

1、讓我們詳細討論克己的主要部分，就是它與上帝的關

係。前面已經說過的，並無重復的必要，只說克己足以

使我們習于寧靜，和忍耐那就夠了。

聖經首先告訴我們，為求今生的安寧，我們當抑制自己

的情感，一心順服上帝的旨意，同時讓上帝管束我們的

欲望，以祂為我們的征服者和主宰。

追求財富與名譽，爭取權力與虛榮，都是我們所熱衷和

貪婪的。

另一方面，我們懼怕貧困、默默無聞、卑賤，用盡種種

方法想逃避這一切。

我們很容易看出那些隨心所欲的人是何等的不安，用盡

千方百計，巧用心機，尋求各種貪婪和野心的目標，無

非是想盡力逃避貧賤。

2、假如敬畏神的人，要避免陷入這樣的網羅，他們就當

遵循另一途徑；除了上帝所賜的幸福以外，不要盼望、

渴慕，或追求無神祝福的屬世亨通。

我們必須信靠，一切都在乎神的祝福。

憑藉我們自己的勤勞、努力，或靠人情，雖足夠追求名

利，但這一切本身均毫無價值；若不是主賜福，我們的

努力不會使我們更上一層樓的。

3、反之，只有神所賜的幸福，雖歷經各種困難，才真能

引導我們走上幸福亨通之路。

我們雖可不借上帝的祝福也能求得名利，正如我們每日

所見，許多不敬虔的人，也擁有高名厚利，但凡在上帝

咒詛之下的，不得享受絲毫的幸福。

所以，我們不能去貪得那沒有神祝福的任何事物，如果

我們硬著頭皮去作，至終必成大害。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8.htm (37 of 44)3/5/2005 6:36:25 PM



約翰加爾文與瑞士法語邦的改教運動

我們不要做愚昧人，去追逐那些使人苦惱的事。

勿急於成名致富。

1、如果我們相信一切可羡慕的幸福，都在於神恩，若無

神恩，前途必有許多災禍，那?，由此推論，我們不應熱

衷於名利，不論是依靠自己的才智、仰賴他人眷寵，或

由於僥倖的機會，都是不好的。我們只可遵行上帝所指

示的，按照祂所指示的方向走，接受祂為我們所安排

的。

這樣，第一我們必不至於以非法、欺騙和不軌的卑鄙手

段，或侵害鄰舍去追逐名利；而只追求那些不使我們離

開正途的利益。

在欺騙、邪淫，和不義的行為中，誰能希望得著神恩的

祝福呢？

2、既然只有思想純正、行為正直的人，才能得上帝的祝

福，所以凡受感召的人，必須避免各種邪惡與敗壞。

其次，我們覺得受到一種約束，使我們不致有貪財的熾

欲和好名的野心。

一方面希望從上帝得到援助，另一方面又去作違反聖

道、追求與神意相反的事物，這豈不是寡廉鮮恥嗎？

凡上帝所咒詛的，決不是祂所祝福的。

3、最後，若我們未能達成我們所願望的，也當忍耐，不

可咒詛自己的境遇，因為我們知道，這等於悖叛上帝，

人們的貧富榮辱，都是由祂一手安排的。

總之，凡蒙神賜福的人，就不至像世人一樣以卑污不正

的手段去爭取虛空的名利。

況且，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絕不會把一切幸福都歸功於自

己的勤勞和運氣，反承認上帝是幸福的唯一根源。

假如別人的事業飛黃騰達，而自己卻庸庸碌碌，甚至遭

遇挫折，他當比一般世人更能安貧樂道。

4、一個真正基督徒所得的安慰，比萬貫家財與權勢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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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覺得滿足，因為他相信他一生的事業是上帝所安排

的，這對他的得救大有益處。

大衛的心意即是如此，他跟從上帝，服從神的引導，他

說他“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重大和測

不透的事都不敢行”（參詩一三一1-2）。

神的一切處置都是公正的。

1、一個敬虔的人應該寧靜忍耐，不只是對上述的事如

此，對現實生活的其他方面，更要有同樣的態度。

一個人若不把自己完全交給主，以致使一切生活受主旨

意的支配，就不算是真的克己。

一個人若有這種心情，那?，不論他的遭遇怎樣，他絕不

感覺自己不幸，也絕不會將自己的命運歸咎於上帝。

2、我們必須保持這種態度，因為我們所遭遇的意外是無

數的。

我們常受各種災病的侵襲，有時候遭遇瘟疫，有時候遭

遇兵災。

有時候天降冰雹，損毀了收穫，釀成凶年，使我們窮

困。

有時父母妻室兒女和親屬相繼死亡，有時房子慘遭回

祿。

由於這種種不幸的事，使許多人不是咒詛命運，怨歎自

己生不逢辰，便是埋怨天地，咎責上帝，褻瀆祂如何不

公平，如何殘忍。

3、但一個信徒倘遭不幸，仍應思念上帝的仁慈，和祂的

父愛。

他若因自己的親人去世而感寂寞難挨時，也仍應不斷地

感謝上帝，思想主的恩典必眷顧他的家，不叫他的家荒

蕪。

設或他自己的莊稼與葡萄園為霜雹所摧毀，立即受饑荒

的威脅，他也不因此灰心失望，或怨恨上帝，卻仍舊存

信心，相信我們是在祂庇護之下，我們是“祂草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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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參詩七十九13）。雖在饑荒的時候，祂也必為他

們準備食糧。

如果他為疾病所苦，他亦不因這病痛而不耐煩，怨恨上

帝；當他一想到神的公義與仁慈，雖身受管教反加強了

他的耐心。

4、簡言之，不論遭逢怎?，既知道這是由於上帝的安

排，自必以感恩的態度欣然接受，絕不抗拒祂的權威，

因為他已經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給這個權威了。

基督徒絕不接受外邦哲學家愚昧可憐的安慰，去抵抗一

切患難和災害，責難命運之神的擺佈。

他們認為埋怨命運之神是很愚蠢的事，因為世界上存有

盲目和殘忍的能力，對於善與惡同樣地加以傷害。

但是真正敬虔的原則是，唯有神才是所有亨通與逆境的

判斷者，所有一切的吉凶禍福，都是由祂支配，祂所給

予人們的禍福都有定則，並不是不適當的衝動，乃是出

於公義。

日內瓦歷史

日內瓦位於日內瓦湖西側，主後58年，該撒猶流在高盧

戰役時曾經來此。1532年10月，宗教改革家法勒爾來到

此城。1536年5月21日，日內瓦市議會公開接受復原派信

仰，隨後並通過「日內瓦信條」（Geneva Confession）。

1536年8月5日，加爾文來此，主導嚴謹的道德改革。他

以鐵腕的手段排除異己，迫使議會處死反對者賽維特

斯，塞維特斯在市政廣場前處以火刑。1538年4月，日內

瓦市議會決議將加爾文與法勒爾兩人驅逐出境。三年

後，加爾文在日內瓦政府的邀請下，重返此地，此處遂

成為改革運動的重鎮，復原派在此得到完全的勝利。

1560年，威廉廷德爾在此發行了第一版的《日內瓦聖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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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改教運動紀念牆 （Reformation Monument, 

Geneva）

日內瓦改教運動紀念碑是日內瓦政府於1909年，為紀念

約翰加爾文誕生四百週年而建立，由浮雕牆與石雕像所

組成。紀念碑坐落於日內瓦大學對面的稜堡公園 

（Bastions Park）。浮雕牆中央刻劃四位在瑞士改教運動

中的核心人物: 法勒爾，加爾文，Theodore de Beze，和約

翰諾克斯 （John Knox），其中三人手中握有聖經，突顯

其重要性。在石雕牆的兩邊還豎立了歐洲宗教改革運動

的發起人路德馬丁與慈運理 （Ulrich Zwingli） 的雕像。

除了日內瓦的改革領袖外，法國的科利尼，英國的克倫

威爾《ˇ即美國的羅傑威廉等人的浮雕，也陳列在此。

改教運動歷史博物館（Reformation Historical Museum）

改教運動歷史博物館位於公立圖書館的阿米路林（Ami 

Lullin）廳，與改教運動紀念牆所在的稜堡公園隔街相

對，以紀念瑞士法語區的改教為主題。博物館中展有一

本1558年印製的首版《日內瓦聖經》，該聖經原欲獻呈

給法王亨利四世，但是後來亨利四世離棄了抗議宗信

仰，此舉未能如願。除了這本聖經之外，博物館還有一

本1488年在布拉格發行的《胡司版聖經》，以及墨蘭頓

所起草的《奧斯堡信條》等。

日內瓦聖彼得教堂 （St. Peter's Cathedral）

始建於西元1160 年，歷時150 年完成，正面新古典形式的

建築是1750 年加上去的。聖彼得教堂位處日內瓦上城 

（Haute-ville） 的中心，四周圍充滿中古時期與文藝復興

時期的建築。原先屬於羅馬天主教會的聖彼得教堂在宗

教改革期間改為新教教堂，並逐漸演變為日內瓦改教運

動的大本營。加爾文及其跟隨者在此講道，從歐洲各處

避難於日內瓦的改教人士群集於此, 而這裡也是著名的日

內瓦聖經孕育之處。在10～13世紀時，這裡原本只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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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的小教堂，隨後不斷擴大改建，在16世紀喀爾文宗

教改革後，這裡反而成為新教的中心，規模為當時之

最。北廊上還有一張加爾文的座椅。教堂後方有3座瓷磚

壁畫與一尊大砲，敘說著發生在日內瓦的3次重要歷史事

件：即西元前58年的凱撒大帝入侵、中世紀的神聖羅馬

帝國，以及1536年日內瓦接受新教等。

日內瓦市政廳

日內瓦市政廳鄰近聖彼得大教堂。1535年，市政廳正式

決議日內瓦全面接受改革宗，解決此地長期以來天主教

與新教徒的信仰紛爭。1553年，塞爾維特在這個市政廳

被公開定罪，隨後便被處以火刑。

加爾文之墓

加爾文之墓位於Rue des Rois墓園，靠近南面圍牆處。墓

地十分樸素，應加爾文的要求，沒有顯眼的墓碑，只有

「707」的墓地編號，以及一個小小的石板，上面刻著約

翰加爾文的姓名縮寫「J. C.」。

盧梭博物館 （Jean-Jacques Rousseau Museum, Geneva）

位於宗教改革運動紀念碑的對面，乃為紀念啟蒙時代思

想家盧梭。啟蒙時代 （The Enlightenment） 是近代歐洲

繼地理發現、宗教改革、政治版圖劇烈變動之後另一重

要的時期，其思想直接導致近代資本主義以及工業革命

的形成。發生在英格蘭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法國大革命

與美國獨立戰爭皆導因於啟蒙時代的思想。啟蒙時代的

思想對人性抱持樂觀的看法，強調個人經驗與利益乃是

社會制度的基礎，相信人類的創造力與組織力能夠戰勝

環境的限制，並且個人能經由對理性與知性的培養與提

昇而獲致社會的進步。博物館陳列盧梭諸多重要手稿及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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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尼瑪斯修睦紀念碑 （Reconciliation Monument, 

Annemasse）

位於離日內瓦不遠的法國亞尼瑪斯境內，乃是加爾文和

日內瓦改教人士將西班牙神學家塞爾維特 （Michael 

Servetus） 處以火刑之地。加爾文的追隨者後來在1908年

於此地豎立了修睦紀念碑，其上銘文："我們這些虔敬並

感恩的加爾文信徒，因著改教運動的真實精神和那高舉

信仰自由的福音，在此豎立修睦紀念碑以拒絕加爾文所

犯的-同時也是那個時代的所造成的-錯誤。"

石庸古堡(Chillon Castle)

石墉古堡位於日內瓦湖東端，Chillon的原意是「石

頭」，建於湖岸的石頭上，依山傍湖，前面的通道是古

代往來義大利與法國的古道，越阿爾卑斯山脈的隘口就

是聖伯納，拿破崙攻打義大利就是經過這裡。古堡最初

興建於九世紀，規模較小，十三世紀時重建，原屬於

Savoy家族擁有，後來曾經被伯恩佔領，十六世紀時，作

為監獄使用，關過知名的Bonivard

主教；1816年，年輕的拜倫，到瑞士旅行，在洛桑遇到

雪萊，結伴同遊石墉古堡，聽到Bonivard主教，在宗教改

革運動中，力勸大家維持舊教，被關四年，憂國憂民的

故事，想想自己的熱血洶湧，境遇相似，回到旅館，提

筆寫下膾炙人口的「奇隆囚徒」詩篇，更加宣揚古堡的

名聲。

入內參觀，首先前往地下室，作為地窖、倉庫、監獄或

是逃生使用，Bonivard主教被關的地方，立柱紀念，石柱

上還有拜倫的簽名。一樓大廳展示中古世紀的用品，但

都不是原來的，因為戰爭使得原來古堡的物品被掠奪一

空；二樓裡有早期使用的廁所，古意盎然；隨後可進入

小教堂，壁畫剝落嚴重，瑞士人以特殊的燈光照射，呈

現原貌，而不以繪畫方式修補；行有餘力之人，可以登

上台階，抵達古堡最高處，欣賞美麗的湖光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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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運理與瑞士德語邦的改教運動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九篇　慈運理與瑞士德語邦的改教運動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簡述

2. 瑞士改教運動

先鋒─慈運理

3. 慈運理《六十

七條》精華摘錄

4. 慈運理對幾項

教理的看法

二、歷史景點

1. 蘇黎世

2. 哥斯曼特大教

堂

（Grossmunster 

Kirche）

3. 利馬河（River 

Limmat）

4. 蘇黎世市政廳

（The Rathaus）

三、討論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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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慈運理的改教

運動

2. 慈運理與馬丁

路德神學之比較

歷史簡述

1. 慈運理的改革運動

慈運理於1484年（馬丁路德出生後的六星期）生於瑞士

的托根堡（Toggenburg）。少年時在巴塞爾和伯恩

（Bern）接受教育，開始修習古典語文。爾後慈運理進

入維也納和巴塞爾大學就讀。在導師威頓巴赫的影響

下，慈運理認識了贖罪券制度的錯誤，也藉此知道信心

的重要。1516年（馬丁路德將宣言釘於威登堡教堂門口

的同年），慈運理出任愛西德恩（Einsiedeln）的神父一

職，並在那裡深深體會到中世紀天主教的迷信。1519

年，慈運理到了蘇黎世，遭遇到嚴重的瘟疫，他向神承

諾，如果神拯救他，就必奉獻一生為祂工作。

1520年，慈運理為了宣揚理念的自由，放棄了教廷的津

貼。他高舉聖經的權威，並促請政府給予神父直接依據

聖經講道的自由。他開始逐字研讀聖經中的每一卷書，

並於1525年，將整本新約講解完畢。因著慈運理在講道

中，強烈指摘天主教節期的禁食規條，引起了康士坦茲

（Constanz）主教的不滿。但是蘇黎世議會卻支持慈運

理，以一切宗教習俗都必須根據神純正的話語為由，取

回康士坦茲主教的權利。此舉成了蘇黎世的宗教改革的

導火線，也引發了多次的公開辯論。1523年，第一次的

公開辯論在蘇黎世的市政廳內舉行。慈運理發表了《六

十七條》（Sixty-Seven Articles），以聖經的權威取代教會

傳統的權威，並且攻擊教皇制度、聖徒崇拜、彌撒、朝

聖、教士獨身制、贖罪卷、苦行、以及煉獄等種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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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這次辯論中，慈運理大獲全勝，並在邦議會的支

持下，開始了全面性的改革。同年10月的第二次公開辯

論中，慈運理攻擊天主教彌撒儀式，並率眾清除教堂中

一切的陳設與裝飾。

慈運理在蘇黎世改革之順利，實有賴於瑞士的邦郡制

度。因著各邦政治上的獨立，議會有十足的權力決定是

否接受改革。不久，慈運理親自前往伯恩邦（Berne），

並差遣他的同工前往巴色（Basel）和史特勞斯堡

（Strassburg）等其他瑞士德語邦，推展他的改教運動。

1529年，幾乎瑞士山谷的邦郡，都加入了慈運理的改教

陣營，與當時仍信奉羅馬天主教的邦郡間衝突頻繁，大

有開戰之勢。儘管雙方曾試圖談判和解，然而戰事還是

於1531年爆發。天主教的邦郡聯盟迅速取得了勝利，而

慈運理本人，也在隨軍出征的途中身亡。瑞士的改教運

動，至此暫時告一段落。隨著加爾文運動的興起，慈運

理運動也就漸漸被併入了此一更大、更具影響力的改革

運動。

2. 慈運理與馬丁路德

慈運理對路德著作十分熟稔，他的許多早期論述，隨處

可見路德的影子。不過他本人卻不承認自己是路德教義

的產物。儘管兩人在聖經權威與因信稱義方面，有某種

程度的相似；但是卻在「主餐」的教義上，一直無法達

成共識，至終導致了兩人無可補救的分歧。為此，德國

的黑森親王腓力（Phillip of Hesse）特地為兩人在馬爾堡

舉行了一場公開辯論。兩人對於路德所起草的「馬爾堡

條文」（Marburg Article）中的主餐教義，意見始終分

歧。慈運理認為，主餐僅乃紀念主的儀式，餅和酒只是

一種象徵，並不是實質地成為主的身體和主的血。然而

馬丁路德發表「合質論」（Consubstautiation），認為餅

乃是主實質的身體，酒乃是基督的血。雙方各持己見，

最後路德不願再議，僅在會議桌上留下了「這是我的身

體」幾個字，便憤而拂袖離去，雙方談判正式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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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慈運理與重浸派

當慈運理在瑞士改革初期，兩位曾與他十分要好的同工

─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曼斯（Felix Manz），認為

慈運理的改革不夠徹底，頻頻催促他加速回復新約教會

的模式，尤其是廢除嬰兒洗禮一事。然而，慈運理受限

於政治考量，不肯激進，使得這班早期的支持者，開始

對他作出嚴厲的批評。這一班人在歷史上被稱為重浸派

（他們自己並不接受這個名字），他們反對嬰兒洗禮，

並為真正悔改的成年人重新施行洗禮。慈運理起初對他

們相當同情和諒解，但漸漸不能忍耐他們激進的言論及

行動。因著重浸派強烈反對教會與政治聯合，使得向來

依靠政治勢力的慈運理極為不滿，至終加入了打擊重浸

派信徒的行列。1520至1530年間，數千位重浸派信徒被

殺，天主教與改革派，在此件事竟意外成了同一陣營。

　

瑞士改教運動先鋒─慈運理
（本文摘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ChristianClassics/history/big5/main.htm）

正當路德在德國推動改教運動之時，神在瑞士興起另一

位僕人發動教會改革，他便是慈運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 1484-1531 A.D.）。慈運理與路德同年出生，早

年在維也納大學受教育，深受當時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影

響，因而對古典文學有極濃厚的興趣，也同時極向往按

照原文解釋聖經，於是便在聖經真理的幣解上奠下重要

的基礎。

主後一五Ｏ六年慈運理開始在一間相當具規模的教會工

作，他的講道深受教會的信徒歡迎，於是不久便成為很

有名的講員。剛開始事奉，慈運理便致力於改革工作，

只是他改革的對象不是教會，而是社會。他猛烈抨擊當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9.htm (4 of 16)3/5/2005 6:36:29 PM



慈運理與瑞士德語邦的改教運動

時瑞士的雇傭兵制度﹔當時瑞士的聯邦與一些出得起高

價的大國（如法國）簽約，任由那些大國雇傭瑞士人當

兵為他們打仗，總之價高者得。慈運理對于自己同胞以

血換金錢的作法，深痛惡絕，便在瑞士聯邦要與法國簽

約時，極力反對。一些權貴非常憎惡慈運理，於是向教

會施壓力，而慈運理便在主後一五一六年被迫離開他事

奉了十年的教會，去艾斯登，那裏是瑞士人文主義的大

本營。到了艾斯登，他致力研讀聖經，對於新約尤其有

更深的領悟。越是熟識聖經，他便越覺得教會諸多不妥

之處。首先，他對於一群一群的信徒湧到當地的聖母院

朝聖，以求贖罪，感到非常不安，聖經所宣告的救恩與

朝聖根本完全是兩回事。於是，他開始按照聖經的教導

向信徒解釋，他們的罪不能借朝聖或任何善行得到赦

免，要贖罪便得來到主耶穌基督的面前，求瓷赦免。他

更進一步抨擊教會售賣贖罪券，並且宣稱教皇沒有權柄

赦罪。然而，很奇怪地，教皇卻于主後一五一八年調派

他到蘇黎士的大教堂任職。在那裏，他的改革運動才真

正開始。在蘇黎士不到兩年，他便取得省議會的信任與

支援，到了主後一五二二年，他竟敢與十位聖職人員公

然上書主教，要求他准許他們結婚，因為聖經沒有禁止

傳道人結婚的。這要求只是試金石而已﹔不久，他們又

進一步要求廢除大齋節，認為聖經根本沒有這樣的教

訓。主教企圖立刻鎮壓這種叛變，但慈運理已作好一切

准備，他發動市議會通過一道法令，就是教會任何的習

俗，都要基於聖經的教導。省議會同時在主後一五二三

年一月安排了一次公開的神學辯論，並宣佈一切的辯論

必須以聖經為依據。在辯論中，慈運理宣讀他所寫的

《六十七條》（Sixty-Seven Articles），將一些基本的聖經

真理清楚簡潔地列出來。在這《六十七條》中他肯定聖

經的權威是遠超過教會傳統的權威，因信稱義的道理，

他否定人可以用善行來積聚功德，以求贖罪，亦否定彌

撒是獻祭，否定煉獄的存在，同時，他宣告傳道人結婚

是聖經所許可的。在這次辯論中，慈運理大獲全勝，於

是便在省議會的支援下展開改教運動。除了在教義上作

出重大改革外，慈運理更率領支援他的人，將教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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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象及一切裝飾完全清除，甚至連風琴也不能倖免。主

後一五二五年，彌撒正式被簡單的聖餐儀式取代，慈運

理稱聖餐為愛筵，只表明信徒在愛的團契中記念主的

死，而完全沒有獻祭的意義。隨後，所有修道院的產業

被沒收，託管於省議會之下，學校也重新改組。

慈運理在蘇黎士的改革如此順利，其實是有賴瑞士當時

的政治體制。瑞士是一個由許多個州郡（cantons）組成

的聯邦，每一個州郡都是相當獨立，而不受制於聯邦議

會的，因此，只要蘇黎士的省議會支援，其他州郡都是

奈他不何的。然而，倘若整個瑞士只有蘇聯上改教，他

便勢必孤立無援，至終只會失敗。因此，下一步最重要

的，還是贏取其他州郡的支援。於是慈運理便派他最信

任的同工前往其他州郡推展改革運動。他派艾科蘭巴迪

（Johann Oecolampadius, 1482-1531 A.D.）到巴色

（Basel）、布沙（Martin Bucer, 1491-1551 A.D.）到史特

勞斯堡（Strassburg），而他則親自前往伯恩（Berne）。

不久，這三州就投入改教運動，而聖格倫、沙弗哈遜、

莫爾哈遜、格拉勞斯也隨即加入這行列。至此，聯邦中

差不多一半的州郡加入了改教運動，要不是慈運理在主

後一五三一年戰死沙場，相信他發動的改教運動會蔓延

到更多的州郡。

慈運理若能夠與路德達成協議，聯成一陣線，相信他未

必會戰死沙場。主後一五二九年，位與瑞士山谷中的州

郡幾乎全部落在慈運理的手中，而山區的州郡則依然保

持天主教的信仰。在過往兩三年間，雙方的關系非常緊

張，大有開戰的可能，然而雙方都知道，倘若戰爭爆

發，雙方的損失都會很慘重，於是在主後一五二九年協

議，用談判的方式達成和解。但山區的天主教州郡卻在

談判的同時，積極備戰。慈運理知道，雙方的戰事似乎

是不能避免的。同時德國方面情勢亦非常危急，查理五

世亦准備以武力對付德國的基督徒。這正好是慈運理與

路德攜手合作的時候，但可惜在商討中，他們對於聖餐

的幣解出現分歧。路德認為聖餐中的餅真是基督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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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酒亦不折不扣地是基督的血，他用"同質

論"（Consubstautiation）的觀念作解釋。而慈運理卻認為

餅和酒只是一種象徵，一種喻表，並不是實質地成為主

的身和主的血。他們各持己見，最後路德憤然在會議桌

上寫上"這是我的身體"幾個字，然後拂袖而去，他們的合

作談判便告破裂，而慈運理便得單獨面對瑞士天主教州

郡的挑戰。戰事終於在主後一五三一年爆發，結果天主

教州郡聯盟取得勝利，而慈運理在卡甫爾一 役中陣亡。

基督徒雖然在戰場上失利，但在和談會議上卻爭取到宗

教自由的權利，即是說，每一個州郡自己決定自己的宗

教模式，基督教的州郡可保持基督教的模式，但卻不能

煽動其他天主教的州郡發起改教運動。這樣一來，改教

的成果雖然可以保存，但卻失去了擴展的可能。瑞士的

改教運動便由此停滯下來，要等到加爾文的出現才有新

的發展。

在這裏，我們學到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假若弟兄姊

妹為了些微神學理解的分歧，而忘記了在很多重要的真

理上有共同的基礎，以致不能同心興旺主的工作，甚至

互不相容，神的國度是很可能因人的意氣受到損害的。

路德與慈運理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之間無論對聖

經的權威，對基督、救恩的幣解都非常相同，其實大可

在共同的信仰基礎上建立聯盟，可惜因著小小的神學分

歧，使他們分道揚鑣，結果造成極不愉快的後果。

主後一五三一年，查理五世對基督教的威脅越來越大，

有鑒於此，歐洲各處的基督教邦國聯合起來，組成施馬

加登聯盟（Smalcaldic League），共同對抗查理五世的軍

事威脅。這樣查理五世才放棄用軍事解決改教運動的意

圖。當這種緊張的氣氛稍為和緩，天主教和基督教雙方

亦開始彼此接觸，希望探討和解的可能。其實，一種合

一的嘗試早在那時已經出現。結果雙方在主後一五四一

年派出代表在立迪斯本（Ratisbon）開會，尋求合一。基

督教方面有墨蘭頓作代表，而天主教方面則以康達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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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rini）紅衣大主教為代表。墨蘭頓是路德的親

信，亦是以後繼承路德領導路德會的人﹔而康達裏尼是

教皇保羅三世的親信，亦是當時天主教內部改革的領

導﹔可見雙方都極重視這次會議。倘若後來不是極力反

對和解的卡拉弗（Caraffa）當了教皇，而是康達裏尼，

相信當時的和解一定大有進展。然而歷史卻走了不同的

路，相信是神自己的旨意。

　

慈運理《六十七條》精華摘錄

1、那些認為福音一定要在教會的批准下才有效力的人，

不僅錯謬，且褻瀆神。

2、福音的總綱乃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將父

神的旨意啟示給我們；並藉著他的完全，救贖我們脫離

永遠的滅亡，使我們與神和好。

3、因此，對於從前、現今、並將來的人而言，基督是通

往拯救的唯一道路。

4、凡是在基督以外尋求或賣弄其他門路者，是錯謬的；

他們是殺害靈魂者，也是強盜。

7、基督是眾信徒─身體的頭，沒有了頭，身體乃是死

的。

8、一切住在元首基督裏的，才是祂的肢體和神的兒女。

這是真正的「教會」，聖徒的聯合，基督的新婦，宇宙

的召會。

15、凡相信福音的就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因為所

有的真理，已清楚含括在福音裡面。

16、我們從福音中得知，教訓和人的傳統，對於救恩毫

無幫助。

17、基督是永遠的大祭司。那些自稱是大祭司的人，抗

拒並摒棄了基督的尊榮。

18、基督，藉著將自己置於十字架，一次而永遠的成了

所有信徒贖罪的祭物。因此彌撒並非獻祭，乃是紀念十

字架上的死，並豫表基督所完成的救贖。

19、基督是神與我們之間唯一的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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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基督是我們的義。由此，我們的工作須善美如同出

於基督，然而卻非善美如同出於自己。

24、基督徒不應受制於一切不出於基督的工作。這些工

作會耗去我們所有的時間與精力。

26、沒有一件事比假冒為善更令神厭惡。

27、所有的基督的信徒，都是弟兄。

28、一切神所允許並且從未禁止的事，都是正當的。因

此，婚姻適合於眾人。

34、無論是在聖經，或是在基督的教訓裏，都找不到所

謂屬靈（聖品）權力的根據。

35、但是基督的教訓與事例中，的確有世俗（政治）權

力的存在。

37，38、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在不違背神的情況下，服

從政府權柄的義務。

49、我所聽過最大的醜聞，就是允許神父在經濟壓力

下，包養富有的情婦，卻不准許他們合法的結婚。這是

何等的羞恥。

50、唯有神，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能夠赦免人的

罪。

57、來世的煉獄，與聖經毫不相干。

58，59、唯有神知道人死後的事。祂向我們啟示的越

少，我們就越須承認我們不懂。

66、所有聖品人員都應立即悔改，並且高舉基督的十字

架，不然就是自取滅亡。斧頭已經放在樹根上了。

　

慈運理對幾項教理的看法
（本文摘自http://cool.ccim.org/htdocs/Ccool.

nsf/0/8DF798859904846785256B0A007E8488?OpenDocument）

1. 聖經

慈運理從律法的觀點運用聖經。他把聖經當作一本生活

的法則。他不瞭解律法和福音兩者之間的差別，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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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區別律法和福音。依他看來，律法就好象福音一

樣，是上帝慈愛旨意的啟示。經由他研究律法的本質之

後，他說，律法並不定人的罪。但是，路德卻指出律法

和福音之間的大差別。路德說，律法定人的罪，但福音

卻要拯救人。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知罪並認罪。但在

福音裏，我們有潔凈的根源。

2. 有關上帝之教理

有關上帝之教理，是慈運理神學體系的中心點。他的整

個結構都建立在他的上帝的教理上。他的神學體系，以

神為中心，而不以基督為中心。他強調上帝之主權。他

堅決主張一神論。他極力反對天主教敬拜遺物和圖像。

他以上帝之教理為他一切思想之中心，並經該教理反對

天主教。慈運理認為上帝是永存的、經常工作的、無所

不知的、是一切良善之起源、是第一推動因和萬因之

因。上帝統治世界，猶如靈魂支配身體一般。凡違背他

旨意之事都不會發生。凡發生的，都可能追溯到他的能

力。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永不改變地管治全宇宙。由於以

這種決定論推論的結果，他便宣佈說﹕「一切的邪惡和

一切的良善，都一樣地可歸因於上帝；連亞當犯罪墮落

的事亦可歸因於上帝。但我們不能控告上帝有罪，因他

不處在律法之下。」他又說﹕「若在人裏頭，絕無自由

意志的話，便可把偷盜、凶殺和一切罪都推給上帝，並

且說一切是由他的旨意所弄成的。既然如此，諸如姦

淫、凶殺就都不是罪了，因它們是出乎神之作為，上帝

為其始因、推動者、指使者。但事實上，它們是出乎人

之作為，所以它們就是罪。因上帝不受律法之限制，但

人須受律法的定罪。上帝從太初就知道並有意思要造將

墮落的人。不過，同時他也決定他兒子要取人性而成為

人，以便拯救墮落的人類。

3. 慈運理對罪的看法

原罪就是那不完善的性情之軟弱和缺陷。人在出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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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帶有這種缺陷，唯人本身沒有過錯。這種遺傳的罪是

一種疾病，但不是一種罪債。原罪使人的性情變成脆

弱，但人的肉體比靈魂更有能力。從這種原罪的疾病裏

生出個人的罪來，猶如樹枝從樹幹生出來一般。因此，

罪就是忽視創造主之律法，並寧願聽從自己而不跟隨

主。罪就是背逆上帝。按慈運理的解說，人是沒有自救

的可能性。

4. 揀選

上帝既然是造出萬事之絕對因，他便是一個客觀揀選的

因。這種客觀揀選，是無條件的、不變的、永恆的。揀

選令人得救，甚至被揀選者在未獲得信心之先死了，也

能得救。因此，他說，上帝的揀選不被限定在基督教國

之內，他的揀選乃延伸到舊約的眾聖徒，甚至延伸到希

臘、羅馬的諸英雄，諸如紇庫勒斯（Hercules），蘇格拉

底、雅裏斯底德（Aristides）、努瑪（Numa）、伽妥

（Cato）等英雄和聖賢人物。總之，凡忠心耿耿的人都

能上天堂。他的看法與路德的看法大異其越。路德乃是

主張一種主觀的揀選。這種主觀的揀選與信心和稱義，

是絲毫不可分離的。路德說﹕「當聽從那位道成肉身的

聖子，這樣，預定或是揀選就會自自然然地臨到。」但

慈運理卻倡導客觀揀選，全是端賴神隨意之諭令。依慈

氏看來，揀選教理的價值就是要廢除自由意志和功德。

不過，它也帶來一種毫不留情的決定論。

5. 信心

慈運理認為信心是堅固被揀選者的一種記號。但在另一

方面路德卻使信心與悔改和稱義聯合起來。依慈氏看

來，揀選不須要依靠信心，但信心卻隨在揀選之後。對

那從太古之前已被揀選的人而言，在他們未有信心之先

早己被揀選了。因此，被揀選者承蒙揀選乃是靠著上帝

所灌注之信心。這樣他們必定得救。但路德卻認為信心

是得救的媒介，人是藉著信心得救的。再者，慈氏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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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稱義的教理，但他對這個教理卻不像路德那樣有深厚

的宗教關心。慈氏認為稱義是撲救天主教功德行為的良

藥。

6. 基督論

慈運理很精細地區別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他雖把兩性分

開，但他卻主張基督單一的位格。慈氏因太嚴格區別基

督之兩性，至使路德派的人覺得，慈運理在這一點上是

偏向涅斯多留主義的。慈氏說，基督升天之後；按其神

性來講，他是無所不在的。但依其人性而論，他卻被限

定在天堂某個固定的地方。

7 . 教會

真正的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和信徒的交往，是由「那些

被上帝旨意所注定得永生的被揀選者」所組成。唯有上

帝知道這個被揀選者的教會。信心使被揀選者能夠明白

他是屬於這個教會的會員。不過，他卻不知道別人是否

屬於這個教會的會友。如此推論，實際上，就會形成兩

個教會。一為可見之教會，是由那些藉著施行聖禮而稱

呼基督為主的人所組成。一是不可見之教會，只包括被

揀選者而已。慈氏不會溝通可見與不可見兩個教會間的

密切關系。

8. 聖禮

基督是教會的頭，他設立了洗禮和聖餐的儀式，並吩咐

他的教會施行這些聖禮。不過，問題是聖禮是否真是恩

典的工具。依慈運理看來，聖禮不能帶什麼給被揀選

者。因被揀選者早就有把握他們是蒙揀選的、並藉著信

心得到了救恩。若是這樣，設立聖禮又有什麼目的呢？

他說，聖禮之施行，乃是將個人所持有的恩典，作為一

種公開的見證。藉著領受聖禮，每個教友便能表明他是

教友。因此聖禮就是會友與教會聯合的記號，並藉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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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告白以表明會友之忠心。聖禮沒有超然的內容，它

乃是某件事的外在象徵，即那已在內心所作成之事的外

在象徵。

洗禮就是用清水洗凈的一種儀式。洗禮表明我們已經進

入教會，並作了神的百姓。既然是神的百姓就要過著正

直純潔的生活。因此洗禮僅是一種內在重生的記號和象

徵。

聖餐也是一種記號和象徵。起初，慈運理的看法和伊拉

斯姆相同。他們認為在聖餐中，有基督身體的真正臨

在。不過，以後慈運理改變了他先前的看法。這種改

變，主要是由於他收到一位荷蘭的人文主義者何尼斯的

一封著名書信的緣故。何尼斯說，「這是我的身體」這

句話，意指「這是表明我的身體。」慈氏對這封信留下

深刻的印象，並深受其影響。以後他便與伊拉斯姆破

裂。同時他也不贊同路德的合質論．他使主張象徵論。

他說，聖餐就是與基督相交。他也強調信心是聖餐的構

成因素。他說，基督實際上不臨在於聖餐中。不過，藉

著信心的力量，我們便能想象到基督，或將基督活畫在

我們的心中。所以聖餐主要還是一種紀念，以記念基督

之死。因上帝將他的聖子和聖子救贖的功勞當作禮物賜

給我們。所以聖餐也是一種向上帝感謝的方法。慈運理

不信聖餐中有主身體真正臨在的理由有三﹕第一、聖經

宣佈「肉體是沒有益處的」（約六﹕63）。第二、他的

哲學不容許屬天的和屬地的，能有那麼密切的結合。第

三、他的基督論主張基督的人性被限定在天堂的某個固

定地方。基督依他的人性，不能臨在於聖餐中。因他經

常坐在天堂上帝的右邊。

9. 慈運理與路德的教理上之比較

（1）關於基督位格中兩性之關系。慈運理的解釋靠近涅

斯多留，主張人性和神性間之關系為一種相伴的關系。

但路德卻主張是兩性有機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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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道。慈氏強調內在之道，靠近重洗派。路德強

調成文之道、口講之道。

（3）關于人之天然敗壞。慈氏承認在人裏頭只有軟弱。

這種軟弱不成為真實的罪，除非它構成犯罪的行為。路

德卻堅持這種天然的、有罪性的敗壞，是人類真實的、

特殊的罪。

（4）關於洗禮。依慈運理看來，洗禮就是加入教會，也

就是承認做基督徒的一種標志。依路德看來，洗禮為重

生、赦罪、基督的義之歸與等三件事的聖禮。

（5）關於稱義。對慈運理看來，信心與稱義隨在揀選之

後。但路德卻把稱義當作罪和恩典之間的中心位置，藉

著稱義，人方能與神和好。

蘇黎世

蘇黎世是瑞士第一大城，也是最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它

位於阿爾卑斯山脈北面、形如桑蠶的蘇黎世湖的東北

端。湖面在此變成狹長的水道，向西北綿延流去，最終

注入萊茵河的利馬河。蘇黎世城就是在利馬河的兩岸。

蘇黎世已有兩千年歷史。最初，佔據瑞士的古羅馬人在

利馬河西岸（今稱林頓霍夫）的小山頭建立了一個軍事

稅卡。古拉丁語“軍事收稅”一詞後來到了日爾曼語

中，音變成了“蘇黎世”。但這只是地名的由來，蘇黎

世加入瑞士聯邦，此時掌握地方權力的勢力，除了原有

的貴族與巨商外，又增加了後起的各行業公會的代表，

除了原有的貴族與巨商外，又增加了後起的各行業公會

的代表。如今蘇黎世市區中心還有當時各行業的行會大

樓，它們是歷史的陳?、古城的標誌。

16世紀時，慈運理在蘇黎世發起宗教改革，使這個城市

成為新教派的重要中心。歷史上，蘇黎世還曾吸引過許

多名人，從大文豪歌德、音樂家瓦格納到小說家托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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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從科學巨人愛因斯坦到“潛意識”派創始者喬埃斯

以至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都曾來這裏定居，或進行

各自的活動。1917年，列寧及其戰友就是從這裏登上有

名的“封閉列車”經過德國回到革命風暴中的彼得格

勒。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稱為“達達主義”的資產階

級頹廢藝術流派，也是在蘇黎世一家小餐館中誕生的。
（本文摘自http://cyc7.cycnet.com/fashion/travel/ywfq/20072404.

htm）

哥斯曼特大教堂（Grossmunster Kirche）

哥斯曼特大教堂位於利馬河北岸，是瑞士最大的羅馬式

教堂，以高聳的雙塔聞名。教堂初建日期已不可追溯，

但全教堂最古老的地下室，為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初

時所建，教堂的另一部分則是在十字軍東征的時期所

建。1519年，慈運理在這裡推行宗教改革，一直到他1531

年離世，此處遂成為蘇黎世宗教改革極具歷史意義的一

座教堂。教堂北側有一個慈運理廣場，廣場對街的房

子，是慈運理的繼承者布林格（Bullinger）的故居，布林

格曾講過上百篇關於啟示錄的講章。面對著教堂後方的

小房子，是慈運理的故居，鄰近的小丘上有慈運理用來

作教會辦公室的建築。

利馬河（River Limmat）

利馬河由南向北，緩緩流入蘇黎世湖，整個蘇黎世城，

即是建立在該河的兩岸。1527年，重浸派的領袖曼斯，

遭到蘇黎世議會的逮捕。在慈運理的支持下，曼斯被推

入利馬河中溺斃。

蘇黎世市政廳（The Rathaus）

現有的市政廳建築，建於1694-1698年，為一座文藝復興

風格的建築。此地亦為舊市政廳所在地，當年蘇黎世議

會即是在此為慈運理與天主教舉行第一次辯論會。該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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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中，慈運理獲得議會全面的支持，奠定了日後宗教

改革的政治基礎。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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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浸派歷史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十篇　重浸派歷史

一、輔讀文獻

1.歷史簡述

2.重浸派介紹

3.重浸派─十六

世紀教會的見證

二、歷史景點

1. 若利康城

（Zollikon）

2. 格羅寧根城

（Groningen）

3. 重浸派避難洞

穴

（Tauferhohle）

4. 伯恩邦（The 

canton of Bern）

5. 朗瑙

（Langnau）

6. 崔思瓦堡

（Trachselwald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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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題綱

1. 重浸派的信仰

與實行

2. 重浸派所受之

逼迫

歷史簡述

1. 重浸派之起源

當慈運理在瑞士推行新教時，遇到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

題，就是嬰兒洗禮的問題。當時慈運理的兩位同工─格

列伯（Conrad Grebel）與曼斯（Felix Manz），十分反對

長期以來所實行的嬰兒洗禮。他們認為，聖經中並沒有

嬰兒洗禮的教訓，一個人必須在心智成熟的情形下，自

願受浸，才能為他施行浸禮。他們向慈運理表達他們的

意見，希望慈運理能夠敦促議會，廢除嬰兒受洗的習

慣。然而，議會中有許多議員，都是嬰兒時期受洗的，

一旦新令頒布，他們馬上就會被逐出教會。在現實政治

的考量之下，慈運理遲遲不敢行動，引起格列伯等人的

不滿。1525年，蘇黎世議會舉行關於嬰兒洗禮的公開辯

論。議會不僅決定保留嬰兒洗禮，還通令所有的父母，

都必須在嬰兒出生八日內完成洗禮，否則就逐出教會。

並且，格列伯與曼斯等人私下的研經聚會，也遭到議會

勒令停止。命令公佈當晚，格列伯與曼斯等人聚集在一

起相討對策。在禱告中，一位名叫布洛克（Blaurock）的

弟兄受聖靈感動，跪在地上禱告，要求格列伯立即為他

施浸。格列伯應允了，並正式為他施浸洗。由於他們施

行成人浸禮，因此被外人稱為「重浸派」。

「重浸派」其實是當時的人們嘲諷他們的謔稱，他們自

己並不以此為名。事實上，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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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因為嬰兒洗禮並無效力，因此，成人的浸禮才是

第一次的浸禮。他們自稱為「委身的一群」，主張回復

到初期的教會模式，廢除一切的圖像，力求簡單樸素。

他們專心研讀聖經，尤其新約，不關心所謂的信經與教

會組織。他們反對路德和慈運理所主張的政教聯合，也

反對形式化的組織與聖品階級。信徒和信徒之間，只有

恩賜與職事的分別。教牧的責任是研讀聖經、督責信

徒、帶領聚會、關心信徒屬靈的狀況等。在浸禮方面，

唯有真心悔改，願向主而活的人，才能受「浸」。在主

餐方面，他們認為擘餅是為了記念主的死，也是弟兄姊

妹一起享受的愛筵。因此，他們多在家中擘餅，一面享

受家的溫馨，一面避免儀式所帶來的迷信。此外，他們

相信基督的再來，重視基督的託付，格外積極傳揚福

音。

2. 重浸派所受之逼迫

因著十六世紀政教合一的情形十分普遍，因此，許多執

政者與宗教領袖，都對這班反對教會與政治聯合的重浸

派信徒十分敵視。他們迅速成為天主教與新教的共同敵

人，被視為一班反傳統、反秩序的異端。1525年，格列

伯、曼斯、以及其他二十位重浸派的信徒遭到逮捕。格

列伯僥倖從獄中逃脫，後卻因瘟疫而死亡。曼斯則在主

後1527年，被推入利馬河（Limmat）淹死。布洛克逃出

了蘇黎世後，四處傳道，後來也在1529年被天主教逮

補，處以火刑。

1524至1525年，農民革命爆發，許多人將矛頭指向重浸

派。慈運理派、路德派、加爾文派以及天主教，聯手起

來欲將重浸派從歐洲大陸完全剷除。重浸派信徒遭受各

樣殘忍的逼迫：監禁、罰款、淹斃、燒死、折磨...等，只

要是當日一切違犯「政府教會」的罪，如：不繳納什一

捐獻、不聚會、不參加家庭查經、不肯傳道等，都加在

重浸派信徒的身上。1529年，在斯卑雅（Speyer）會議

中，天主教與路德派達成共識，同意處死神聖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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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一切的重浸派信徒。短短數年內，數千位重浸派信

徒，在世俗政權與教會聯手的逼迫之下殉難。

3. 重浸派之發展與影響

十六世紀的重浸派，幾乎遭到了當時整個歐洲政治、以

及基督教主流─慈運理、路德、加爾文各派的一致聲

伐。除了政教聯合、嬰兒洗禮等爭議外，還有一個主要

的原因，就是少數重浸派信徒，落入了改革的極端。因

著這些少數激進份子所造成的社會事件，使得重浸派在

歷史上蒙受了異端之名。這些激進的團體有閔次爾及慈

韋考、賀夫曼千禧年派（Hoffmannites）和馬提（Jan 

Matthys）的閔斯特王國。

閔次爾醉心於社會運動，宣稱自己有聖靈引領，企圖建

立一個神治團體。他煽動暴亂、驅趕新教與天主教徒、

破壞教會財物，令歐洲人對重浸派留下了極惡劣的印

象。賀夫曼原為路德派信徒，因著不同意路德派的主餐

教義，被逐往丹麥。然而他卻轉往法國，加入重浸派行

列，並開始提倡他的末世思想。他相信自己是神所揀選

的領袖，一切反對他的人都會滅亡，並預言基督會在

1533年降臨斯特拉斯堡。賀夫曼的忠心信徒馬提，曾自

稱先知以諾。1533年，賀夫曼的預言並沒有實現，馬提

非但不以為意，還宣佈賀夫曼預言錯誤，真正的新耶路

撒冷，不在斯特拉斯堡，而是在荷蘭的閔斯特。馬提率

眾以武力攻取閔斯特，企圖建立一個聖徒王國，卻遭到

路德與天主教的反制。閔斯特事件使得重浸派在政府、

社會、道德、及宗教各方面，均留下了惡名。

上述這些激進人士，並不能代表所有的重浸派信徒。大

部分的重浸派信徒，仍持守的早期的改革精神，這些能

夠真正代表重浸派的團體為：瑞士弟兄會（The Swiss 

Brethren）、蒙羅維亞的胡特爾弟兄會（Hutterites）、以

及門諾會（Ｍennonite）與阿米斯派（The Amish）。瑞

士弟兄會，乃是指那一班在蘇黎世跟隨格列伯與曼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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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們是最早的重浸派，主張成人浸禮與簡樸主餐，

承繼了真正此派原有的改革的精神。在奧大利的蒙羅維

亞，重浸派領袖胡特爾（Jakob Hutter），在奧士柏斯

（Auspitz）建立了一個名叫布德霍非（Bruderhofe）的小

社區，實行凡物公用。後來有許多重浸派信徒，紛紛來

此躲避逼迫，在蒙羅維亞建立了許多「弟兄之家」，因

此被稱為「蒙羅維亞的胡特爾弟兄會」。另一個重浸派

的分支為門諾會。門諾（Menno Simons）原為一個天主

教神父，1530年脫離羅馬天主教，後加入重浸派系派，

主要活動範圍在荷蘭、德國北部一帶。門諾的觀點與瑞

士弟兄會類似，反對嬰兒洗禮，以及教會參與政治事

務。他們不服兵役、拒絕宣誓、也不任職於政府部門。

十六世紀末，門諾會發生嚴重的分裂，保守的阿曼

（Jakob Amman）與其跟隨者，自成一個極為嚴謹的教

派，稱為阿米斯派。他們衣著一致，不修剪鬍鬚，遺世

而獨居。即使是現在的阿米斯派信徒，都還維持著中世

紀農莊的生活方式，不使用任何電器用品，不照相，並

且以馬車代替汽車。他們持守的敬虔的外衣，卻失去了

屬靈的實際。十六世紀的重浸派，遭受了許多的逼迫，

卻為歐洲基督教，如後來的英國獨立教會、浸信會、貴

格會等，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影響。

　

重浸派介紹
（本文摘自http://c-highway.net/book/lishi3/3-1/28.htm）

1．格列伯（Conrad Grebel）重浸派源自瑞士，瞬即蔓延

到許多國家，而成?改教運動潮流中的一條支流。這些自

稱?「委身的一群」的基督徒，專心研讀聖經，對於已寫

成的信經及教會組織並不關心。他們認?，改教運動者在

潔淨教會的工作上做得不夠徹底，也沒有把聖經的教訓

完全應用出來。

格列伯是蘇黎世教會中一位傑出的會友，曾因慈運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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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接受了福音派信仰，並全力支援慈運理的改革工

作。但是，沒有多久，他和一批人就開始對慈運理和路

德深表不滿。有數年時間，他們照慈運理的建議，在各

人家中查經。西元1525年一月，在一次查經會中，有一

位名叫布老若克（B1aurock）的弟兄請格列伯?他重新施

洗（因他曾受過嬰兒洗），格列伯應允了，並正式?他施

洗。後來，布老若克也?其他人施行重洗。這件事發生在

慈運理取消彌撒、改革瑞士教會的前幾個月。

由於他們實行重洗禮，而被稱?「重浸派」。雖然他們明

顯的特點是「重洗」，但他們最基本的特點卻是對教會

的看法，這一點牽涉到教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2．政教合一的緣起重洗運動的一部份原因是?反對政府

和教會之間有親密關係。「政教合一」可以溯源到君士

坦丁及克洛維時代的集體歸主與中世紀蠻族的大批歸

主，以致造成全國公民都自認是教會會員的局面，也在

無形中，把世界帶進了教會。

復原派教會也有很多集體歸主的情形：只要市議會決定

參加改教運動，就可以把全城都變成復原派城，於是市

民同時也是教會會員，使教會和政府之間?生密不可分的

聯結。

這種「集體入會」方式給復原派教會帶來很大的憂患。

表面上，天主教儀式改革了，但信徒的個人生活卻未改

善。許多人利用「因信稱義」的道理，不再「行善」，

而過放肆的生活。無怪乎路德晚年時，曾?復原教大多數

信徒道德的低落，深?歎息。這是路德和慈運理在改教過

程中失敗的一面。

重浸派的教導就是?反對「政教合一」而引起的，他們強

調教會會員必須限定是「真正委身於基督」的人，他們

反對藉政府之力，輕易地加入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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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教分開當政教合一時，錯誤教義不但違反教會，也

同時違反政府；因此異端成?由政府嚴懲的大罪，而且天

主教和復原教都采這種看法。重浸派由於主張政教分

開，堅持宗教自由，竭力爭取一個「自由的教會」，所

以反對經由法律訂立任何信仰。

早期重浸派教導信徒要盡力與世界分開，雖然他們承認

在世上需要有某種形態的政府，但他們不能有份於其

中，因?在政府做事，難免會捲入「動用刀劍」的事上，

因此，他們規定基督徒不可服公職，不可當兵，不可起

誓，也不可在法庭起訴。

很明顯地，重浸派成?當時的激進份子。

4．重浸派對教會的看法當路德與慈運理宣告他們的改教

運動原則時，重浸派和他們的看法一致，甚至到今天，

他們仍贊同基督教的主要教義，如：聖父、基督的神

性、教會是信徒的集合、聖經是神的話及基督的再來。

然而，當改教運動擴大以後，這批人開始表示不滿。他

們認?改教運動沒有達到「恢復初期教會」的地步。他們

堅持教會必須完完全全回到使徒教會時代的信仰和生

活。

重浸派的人對基督以及基督的話、基督的教會和基督的

命令特別看重，尤其是基督所強調的愛、聖潔、舍己、

降卑、和睦。由於他們重視基督的大使命，使他們對宣

教工作格外關心，這也是他們自稱是「委身的一群」的

原因。

他們從新約聖經中所看到的教會，是一個獨立自主、與

政府分開的教會，教會的成員只有信徒，並沒有提到嬰

兒洗禮之事。根據他們的看法，「嬰兒洗」及「政教合

一」是使教會腐化最嚴重的罪。他們認?，信徒的兒女在

自己能對信仰負責前的幼齡時期，已經屬於神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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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他們另外施行洗禮。

5．幾物公用重浸派以驚人的速度發展，遍及瑞士許多縣

郡、奧國、波希米亞、德國南部，直到萊因河谷，抵達

荷蘭。在瑞士，發展成瑞士弟兄派（Swiss Brethren）；在

荷蘭，發展成門諾派（Mennonites）。

有些人非常羡慕初期耶路撒冷教會凡物公用的生活，尤

其是在莫拉維亞（Moravia）的重浸派信徒們。西元1533

年，一位瑞士弟兄派傳道人胡特爾（Jacob Hutter）加入

奧國重浸派，後來成?他們的牧師。於西元1536年被焚之

前，胡特爾採用一種嚴格的公社生活管理，每一個單位

稱?一個〔弟兄社區」（brother-estate）；直到今天，在

加拿大的亞伯達省（Alberta）及曼尼托巴省（Manitoba）

仍有上百個「弟兄社區」存在，

6．重浸派信徒受逼迫由於重浸派對教義、政治及社會的

看法獨特，使他們同時遭到天主教與路德派的敵視。嬰

兒洗禮已在教會中施行了數世紀之久，對天主教而言，

嬰兒洗禮非常重要，甚至若一個嬰孩臨死前找不到神

甫，他們會請任何人?嬰兒施洗。所謂「拒絕?嬰孩施洗，

而?成年信徒重洗」這種事，不但從未聽說過，而且應當

受最高譴責。重浸派信徒不但拒絕與政府合作，他們對

於社會的態度也令人懷疑；一般人都認?他們是革命派，

是社會中的危險份子。天主教因重浸派而怪罪路德派，

以致路德派痛恨重浸派。

不久，慈運理派、路德派、加雨文派及天主教一起發動

對重浸派殘忍的逼迫。他們被監禁、罰款、淹斃、燒

死、折磨⋯⋯舉凡當日所有違犯「政府教會」的罪狀，

如：不繳什一捐、不聚會、不參加家庭查經、不肯傳道

等刑罰，都加在他們身上；在當時，這些罪都列入反抗

政府的罪行中，因此，數千重浸派信徒被置於死地。

7．蒙斯特王國（The Kingdom of Munster）一些重浸派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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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份子在德國韋斯發裏亞（Westpha1ia）的蒙斯特

（Munster）所成立的重浸派王國，可以說是教會歷史中

最悲慘的插曲之一。

賀夫曼（Me1chior Hofmann）是一位皮貨商，他起先熱

心地跟隨路德；但經過一段時期後，他自己護展出一套

奇怪的解經，使許多人迷惑；不但「政府教會」反對

他，連瑞士重浸派也反對他。他預言基督將於西元1533

年再來，荷蘭有許多人附從他，其中包括一位來自哈倫

的麵包師馬提斯（Jan Matthys）。賀夫曼後來被關進斯特

拉斯堡監牢，最後死於獄中。

馬提斯聲言自己就是賀夫曼所預言，基督再臨前要來的

先知以諾（Enoch）。西元1533年，馬提斯的跟從者佔領

了蒙斯特城，使馬提斯立刻掌握大權。他宣稱蒙斯特就

是新耶路撒冷：他們凡物公用，沒有律法。於是，成千

人潮自德國、荷蘭各地湧進蒙斯特城。

不久，天主教與路德派軍隊圍困蒙斯特城，在短暫的

「准許離城恩典時期」過後，旋即展開對所謂「親敵

者」的殘忍屠殺。馬提斯於西元1534年四月死於戰場，

由雷登約翰（John of Leyden）繼任；他實行多妻制，並

於西元1534年秋，自立?「王」。

在這同時，圍城仍然繼續，超過一年之久，這些重浸派

信徒拿出狂熱的勇氣，保衛自己的王國。到圍城末期

時，他們所受的痛苦，是筆墨無法形容的。最後，在西

元1535年六月廿四日，城終於被攻下，緊接著的是可怕

的殺戮與殘酷的折磨。

8．門諾派（The Mennonites）一些激進份子過度的狂熱

行?，玷辱了重浸派的聲譽，以致有一段時期重浸派似乎

全盤失敗。然而在一位荷蘭改教家門諾（Menno 

Simons）的領導下，一支溫和的重浸派，在十六世紀後

半期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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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諾於西元1524年在自己家鄉弗立斯蘭被立?天主教神

甫。他事奉的第一年，便開始懷疑「化質說」的教義。

許多事情發生，使他不得不在聖經上多下功夫，並研讀

早期作者和路德等改教領袖的著作。直到西元1536年，

他才脫離羅馬天主教，加入弗立斯蘭重浸派。他在荷蘭

及德國各地旅行，每到一處，必將信徒組成教會，藉講

道及寫作勸勉他們。

不久以後，這批信徒就以「門諾派」取代了「重浸

派」。他們是一些和平、勤奮、興盛、被人尊重的公

民。在改教時期到處被拒的重浸派信徒，現在卻是一批

被譽?「敬虔的」基督徒。他們最大的貢獻，是強調政教

分開。

9．亞米胥派（The Amish）西元1693年，瑞士弟兄派分

裂；因?亞們（Jacob Ammann）根據聖經認?，應當與被

革除教籍的人完全分開（林前五11）；但其他人則認?，

這點只應用在聖餐上。瑞士弟兄派分裂以後，亞們的跟

從者訂立了嚴格的教會懲戒方案；這方案使他們保持獨

特的傳統生活形態。直到今天，在美國賓州、俄亥俄

州、印地安那州、愛阿華州及加拿大安大略省，都可以

找到亞米胥派的聚居區。

　

重浸派─十六世紀的教會見證
（本文摘自http://members.tripod.com/~DanielKu/Sharings/sh-

ana.htm）

以下資料乃參考自利特爾（Franklin Hamlin Littell）之著

作，《重浸派的教會觀》（The Anabaptist View of the 

Church， Boston: Starr King Press， 1958）。

1. "Wiedertau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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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浸派」（Anabaptist）一詞乃源自希臘文anabaptismos

（重浸）之拉丁字，在德文是Wiedertaufer，乃指那些

「重浸的人」，這個字從起初便被路德派和慈運理派

（Zwinglians）用來指那些從國家教會分別出來的人。然

而，重浸派的人所關心的主要不是浸禮，而是教會。他

們情願被稱為「弟兄們」（Bruder），或別的非派別名

字。（頁xv）為甚麼浸禮變成了關鍵呢？利特爾寫道：

「浸禮變得重要只因是這兩種教會組織最清楚的分

野。」

「重浸派」本身是一個含混的詞，如利特爾所說的，已

被用來泛指許多彼此差異的激進派（radicals）。在宗教

改革的時候，除了天主教和改革者之外，還有許多的抗

羅宗左翼份子（Left Wing Protestantism）。 他們當中包括

了革命派（revolutionaries）、狂熱份子（enthusiasm，德

語 Schwarmerei）、反三一神論者 （anti-Trinitarians）以

及靈語派（德語Spiritualisten）。然而，他們都不是重浸

派，因為重浸派的弟兄們曾清楚表明跟這些人不同的觀

點。如果要比較準確地確認「重浸派」，「瑞士的弟兄

們」（Swiss Brethren）、「胡特派的弟兄們」（Hutterite 

Brethren）或「門諾派」（Mennonites）是比較穩妥的分

類。（頁xvi）

利特爾對「重浸派」的定義乃是：「那些在激進的宗教

改革裡要求根據他們所理解到的使徒樣式聚集和治理一

個『真教會』（rechte Kirche）的人」。（頁xvii）如果一

個人不關心教會的「恢復」（restitution），他不能被算

為重浸派。以下的介紹可以讓我們看到，重浸派所關切

的，跟十九世紀的英國普里茅斯弟兄會或二十世紀的中

國的「小群」，不謀而合，實在給我們一大鼓勵，因為

歷代關心教會見證的弟兄們所走的路，都是一樣的窄、

一樣的苦、一樣的美好。

2. "Restitutio"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0.htm (11 of 18)3/5/2005 6:36:54 PM



重浸派歷史

利特爾寫道：

「在基督教的歷史上，有人說過，聖經在教義和組織上

都是含糊其詞的。傳統的正統觀點則說，聖經在教義上

能提供清楚指引，但在組織模式上是含糊的。重浸派則

堅持說，新約聖經對於基督徒的信仰以及真正基督徒群

體的組織法則都是清楚的。」（頁46）

在另一處，他又寫道：

「新約聖經的信息和例子要不是有約束力的模式，便是

被視為未發展的歷史早期模式，而日後須要作出修改。

並且，抗羅宗劃分牧區的教會和國家教會，一般是贊同

第二個觀點。」（頁82）

對於重浸派，根據新約聖經的「恢復」（Restitution）是

他們的中心思想。重浸派並非改革運動之前的組織，他

們第一次的聚集是1525年8月的事（頁16）。他們乃是對

於路德和慈運理的改革感到失望。「改革者不願意太徹

底地斷絕於過去，但那些中心思想乃『恢復』

（restitutio），而不是『改革』（reformatio）的人則定意

要剷除他們認為是歷代恥辱的事情，並且揭示信仰黃金

時代純正的教會生活。」（頁78）甚至有學者認為，重

浸派是異於羅馬天主教和改革派的「第三類別」（Third 

Type）。

重浸派是誕生在蘇黎世（Zurich）的，因此曾受慈運理的

影響。慈運理的口號：「回到基督！」被重浸派身體力

行，但慈運理卻始終不肯和瑞士的城邦文化及政治圈子

分開。（頁51）初時，慈運理是反對嬰兒洗禮的，因為

沒有聖經根據。然而，當信心聚集的教會和國家教會不

能並存時，他選擇了後者。（頁13）

3. 教會的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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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重浸派，整個恢復可分為三部份：（一）頭三個世

紀的榮耀（信仰的「黃金時代」）；?（二）從成為國教

起的教會「墮落」；以及（三）一個全新的開始（「恢

復」）。（頁57）

黃金時代的特徵是和平主義（pacifism）、共同生活

（communism）和簡樸（simplicity）。對於重浸派來說，

和平主義乃是指著不嘗試反抗（nonresistant）的殉道者

的見證，那種氣氛是盼望末世的，而非烏托邦的；那種

行為是門徒的，而不是社會性策略的。（頁58）他們反

對強迫性的宗教順從和在關乎良心的事情上動用武力，

因為初期教會也只運用新約聖經所允許的方法傳福音。

正如大衛?ㄞ鄎媟窗]他是戰士）、所羅門也不用鎚子和斧

頭建殿，基督的教會也是用自願的原則來組成的，而不

是武力。

對於共同生活，使徒行傳2，4，及5章是他們的根據，然

而在實踐上，不同地方、不同時候的弟兄們有不同的方

式，其中以胡特派（Hutterites）最徹底。他們會想到馬

太福音19章21節的話：「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

你所有的...」他們也會想到那個獻上所有的窮寡婦。（頁

59）

對於簡樸，他們不厭其煩地指出，所有認識耶穌的人都

是簡樸、無學問和不合知名的。傳福音的人也是那些貧

窮和受壓的人。（頁60）

何時教會墮落了呢？一般來說，重浸派認為墮落是從康

士坦丁的統治開始的。（頁63）對於路德和慈運理，墮

落發生在較後的時間，他們的態度亦沒有重浸派那麼反

歷史（anti-historical）。（頁64）重浸派最關注的，乃是

聚集的自由，而墮落就是教會和國家的連合。（頁65）

結果，國家用武力干預信仰。在這一點上，路德和慈運

理的暴虐不遜色於康士坦丁，因為他們會使用執法者來

達到宗教上的一致。（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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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墮落的記號是戰爭。重浸派反對戰爭和殺戳，而

「基督徒」殘殺「基督徒」，肯定是教會墮落的記號。

墮落使教會掉進形式主義。在此，羅馬天主教和改革派

沒有分別，只不過抗羅宗在形式上比較?菪挼}了。形式主

義也導致擘餅的變質和教會意義的變質：

「不單只在組織上顯出著意權力的腐敗結果，就是在建

築上也表明了對外面表現的關注。龐大的建築豎立在曾

經是兩三個人在主的靈裡聚集的地方，如今沒有一顆真

誠單純的心靈仍能在此感到舒暢。」（頁69）

結果，「教會」一詞竟用來指著那建築，而不是在基督

名下的眾人。

4. 教會的恢復

重浸派並不認為真教會已經失去，他們跟改革派一樣，

相信真教會總能在任何時代被找著的。（頁81）對重浸

派來說，真教會的記號包括了：（1）信徒的浸；（2）

屬靈的治理；（3）共同生活；（4）守主餐；（5）對世

俗政府被動的順服。

利特爾寫道：

「信徒的浸是在基督的死裡同埋葬，並在他的復活裡同

復活（『新生』）的記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入神的

國（約3:3），這乃是那浸入群體的屬靈事情的象徵。」

（頁84）

對於重浸派來說，以基督為基礎的新生是一個中心思

想，對比著天主教的「行為稱義」和路德的「唯獨信

心」。（頁84）

屬靈的治理包括了內部的懲治和分別的原則。最嚴厲的

懲治乃是斷絕交通，把犯事的人逐出教會（ban）。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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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組織裡沒有武力，交通的決裂是唯一的懲治（頁

86）。而教會的墮落乃是不願意執行這種懲治。然而，

改革派則十分討厭這種分別的原則，他們把這種做法歸

因於靈裡的驕傲。（頁89）但基於這種原則，重浸派弟

兄們之間便能做到彼此勸勉；胡特派曾批評過瑞士弟兄

們的生活，乃是與世俗混在一起，在戰爭稅、雕刻偶像

和商界沒有基督徒的分別；相仿地，波蘭的弟兄們也曾

批評荷蘭門諾會的世俗化。

在關乎治理的事上面，重浸派不重視專職。他們沒有受

薪的牧者，因他們以基督為唯一的大祭司?（來10:14及彼

前2:9）。除了自由支持，他們的領袖沒有受薪制度。

（頁93）

在擘餅的事情上，有這樣的看法：

「他（基督）所擘的餅乃是福音；若他不破碎它，它便

不能進到全世界。...而基督給門徒的杯，乃是他的受苦，

杯中的血乃是基督的血在肉身時；並且，若果一個人是

基督徒，他便有基督的血，...」 （頁99）

他們不只跟慈運理一樣，只承認記念說，他們更反對必

須特別的牧職才能主持主餐。他們認為，基督是在忠心

的信徒當中，而不是在餅和杯中間。

最後，重浸派反對革命。他們認為基督徒首要的任務是

屬靈的完全。基督徒不該戰爭，他們有不同的戰爭，也

用不同的武器（頁104）。他們說，既然大牧者稱呼信徒

為羊，「只有羊才表明了基督徒的意思。羊是柔和的、

沒有武裝的、順服的動物，除了逃跑牠沒有別的防

衛。」（頁107）

5. 教會使命

所有改革派的領袖，包括路德、慈運理和加爾文，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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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宣教的異象和宣教的靈的。甚至有人認為，「你們要

去」只是給初期門徒的話。（頁114）但重浸派卻看重這

使命，還是首先把它應用到每個肢體上的。（頁112）然

而，改革派則批評重浸派的「遊盪」生活。路德會教導

說每個呼召都有賜福的，而那些丟棄家庭和工作去作宣

教的人是不負責任的。他們也斥責重浸派在沒有按立的

情況下作工。（頁115）

重浸派看重殉道，他們遭受到許多希伯來書11章33-38節

的苦痛，他們十分強調浸禮和死亡?]「血的浸禮」）的類

比。（頁131）他們相信，「被禁止的教會是真教會」

（頁130），「事實上，自創世以來，只有少數的餘民是

走對了路的，而這群蒙揀選的人，卻是不知名和遭逼害

的。」他們認為，真正主的門徒，是不會猶疑於喝主的

杯的（約18:11），反而他會期待著。「凡不能與基督受

苦的，便不能與他作王，凡沒有這種聖潔的心靈的K不是

基督徒。」（頁131）

對於重浸派，基督的十架（Creutz christy）和聖徒相通

（gemeinschaft den heilligen）是中心的思想。 他們看自己

的身份是客旅、是宣教者、是殉道者（pilgrims， 

missioners， and martyrs）（頁132）。 真教會要恢復，但

不是藉著刀劍（如革命派所以為），乃是藉著受苦。

（頁133）

重浸派期望著主降臨在地上的統治，縱然這也是其他激

進派的想法。基於這種今日被稱為「前千」的盼望，重

浸派的領袖胡伯邁爾（Hubmaier）說道，「那些否認可

見的教會，並認為祂的國不屬這世界的人，面對著一個

祈禱：『願你的國降臨...』。」（頁133）

若利康城（Zoll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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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城位於蘇黎世南方五公里處，蘇黎世河的東端，為重

浸派的發源地。1525年，在盧迪（Rudi Thomann）的家

中，重浸派舉行了第一次的聚會。此處一座更正教的教

堂，門口還立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1525年夏天，

布洛克（重浸派領袖之一）公然抵擋正在講道的更正教

牧師。」

格羅寧根城（Groningen）

1525年10月，曼斯、格列伯、布洛克等人在此被逮捕，

曼斯當場脫逃。兩星期後，他在附近的森林被搜捕，隨

後監禁於城內的城堡之中。之後曼斯再度脫逃，並四處

傳揚福音。次年，他在格羅寧根的森林再次被逮捕，被

押往蘇黎世的利馬河畔的魏林堡（Wellenberg）監獄，後

被浸入河中溺斃。

重浸派避難洞穴（Tauferhohle）

此洞穴位於瓦賓斯維爾（Wappenswil），需步行三十分

鐘。早期重浸派信徒曾在此避難並聚集。

伯恩邦（The canton of Bern）

伯恩是瑞士的首都，也是邦聯政府的所在地，在改教運

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528年，在伯恩會議結束

後，這裡正式接受了改革派的信仰。這裡最著名的教堂

為敏斯特教堂（Munster of Cathedral），建於十五世紀，

門上有一幅以精明和愚拙童女為題材的畫作「最終的審

判」。

朗瑙（Langnau）

伯恩往東，越過班廷格（Bantiger）山便是愛曼特谷

（Emmental valley）。許多重浸派聖徒在此定居，打造了

一個農村的田園生活。山谷南側有一個名為朗瑙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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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個全世界最老的門諾教會。這個教會成立於

1530年，歷經長達了320年的逼迫。許多門諾會和阿米許

會的信徒，都可追本溯源於此。

崔思瓦堡（Trachselwald castle）

十六世紀時，這裡是專門用來囚禁不肯放棄信仰之重浸

派信徒的監獄。他們被關在狹小的鐵牢中。現今的古

堡，以及古堡中的牢房，還保存了當時的樣子。地方當

局特地製作了一個紀念板，陳述這段黑暗的逼迫史。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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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地理巡禮─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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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十一篇　中世紀改教運動的先鋒─約翰威克里夫與約

翰胡司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簡述

2. 約翰威克里夫

小傳

3. 威克里夫《福

音的職事》

4. 約翰胡司書信

摘錄

5. 歷屆大公會議

時間地點

6. 康士坦茲大公

會議

7. 胡司於康士坦

茲會議受審經過

二、歷史景點

1. 康士坦茲

（Constanz）

2. 布拉格

（Pargue）

3. 塔伯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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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bor）

三、討論題綱

1. 威克里夫與胡

司的改革

2. 康士坦茲會議

歷史簡述

1. 政治背景評析

十四世紀民族主義興起，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國

家，越來越不滿羅馬教廷的長期轄控，君王與教廷之間

的權力衝突日增。這樣的政治背景，為當時一些不滿天

主教內部腐敗情形的改革者，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庇護。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國的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參見第七篇「中世紀的逼迫（二）」）。

威克里夫是一名傑出的改革者，他高舉聖經權柄，並將

其翻譯成英文，使廣大的英語人民得以接觸聖經。威克

里夫的傳講，加上貴族與平民的支持，使天主教廷備感

威脅。威克里夫晚年，爆發了貴族與平民聯手攻擊教會

的農民革命（1377~1381A.D.）。教廷將所有的破壞和損

失，歸咎於「威克里夫派」。然而，因著政治勢力的保

護，威克里夫在世時並未遭受逼迫。但在他過世之後，

天主教以重振教會為由，將異端的罪名加諸威氏，不僅

將其屍骨掘出焚燒，還大肆逼迫其跟從者。

十五世紀初，一位深受威克里夫觀點影響的學者─約翰

胡司（John Huss），在波希米亞（今日的捷克）展開了

另一波的改革行動。1347年查理四世當選為神聖羅馬帝

國的皇帝，將布拉格定為主教轄區，並建立了中歐第一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1.htm (2 of 41)3/5/2005 6:37:09 PM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A1%94%E4%BC%AF%E7%88%BE%EF%BC%88Tarbor%EF%BC%89


中世紀改教運動的先鋒─約翰威克里夫與約翰胡司

所大學─查理大學，使得歐洲學術思想大開。同時，天

主教廷的腐敗，加上波希米亞日爾曼人（德語）與捷克

人（捷克語）的衝突，使得約翰胡司在波希米亞的改革

格外引人矚目。和威克里夫一樣，胡司不僅將聖經翻譯

成為平民使用的捷克文，亦用捷克文傳道，深受捷克人

民的喜愛。胡司對教廷腐敗的批評，引起天主教的強烈

仇視。因此，天主教在鎮壓英國的威克里夫派後，立即

轉往波希米亞，繼續鎮壓胡司派信徒。

2. 屬靈方面的改革

威克里夫與胡司對於「信心」以及「聖經」權威的確

信，比馬丁路德早了一百年。他們主張以聖經惟獨一的

權威，以信心為得救的條件。這兩個觀點衍生出後來的

「惟靠聖經」以及「惟靠信心」論點，成為十六世紀宗

教改革的主要內涵，也是主的恢復中之真理的恢復。在

教會觀方面，威克里夫明確的表示教會並非人為的組

織，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的新婦，由一切蒙揀選的信

徒所組成。胡司痛批天主教的陋習，但並未提出更進一

步的教會定義。他認為教會的頭乃是基督，並非教皇，

新約乃是教會的律法。胡司的另一項改革，就是讓平民

在彌撒中領聖杯。長久以來，教會的彌撒規定，只有神

父可以領聖杯。平民只能吃餅，並不能喝杯，因為笨拙

的平民可能會將「基督的血」溢出。因此，「杯的改

革」成了胡司運動的一個重要特徵。

3. 胡司運動的發展及影響

因著民族意識的需要，胡司的改革得到了波希米亞國王

的支持。1409年，教皇約翰二十三世派人到捷克販賣贖

罪券，胡司大膽的在大學辯論會上，揭露了贖罪券的騙

局，激起了天主教的仇恨。1411年胡司被教廷開除，然

而他繼續以文字和言論，攻擊教皇和教廷的腐敗行為，

甚至斥責教皇是出賣主的「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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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年，德皇西基斯門（Sigismund）為解決教會分裂、

教皇紛爭、以及異端等問題，特別示意羅馬教皇約翰二

十三世召開康士坦茲（Council of Constance）會議。當時

的另外兩位教皇為求安全，均僅派代表出席。胡司在德

皇允諾其安全，並發給人身保護文書後，應邀前往該會

議。1414年14月，胡司在當地群眾的歡呼聲，抵達康士

坦茲。然而，在會議中，教皇不但不允許胡司發言，還

將他逮捕下獄，不容許他為自己申辯。而會議的召集

人，約翰二十三世自己，也因罪行眾多在該會議中被廢

黜。1415年，法庭宣判胡司是傳講「威克里夫」和「瓦

勒度派」的異端，應判處火刑。臨刑前，胡司再次重申

自己的信仰，並作了最後一次的講演。教廷為了怕胡司

的屍體被人當作崇拜的聖物，將胡司的骨灰，連同火刑

堆下的泥土，都撒入了萊茵河。

當胡司被處死的消息傳回布拉格後，捷克人群情激憤，

他們怨恨教皇的暴行，以及德皇的失信，整個國家陷入

暴亂。這些因民族主義而起義的捷克人，分成兩個不同

的派別。貴族們主要是在布拉格，他們奪取了布拉格的

管治權，擬定了「布拉格四項條款」（Four Praque 

Articles）。條款中要求傳道和接受聖禮的自由，並要求

捷克宗教獨立。另一派以農民和勞動者為主，從南方的

塔波爾（Tabor）開始起義。1419年，農民革命爆發，貴

族與平民聯手成軍，波希米亞國王驚嚇而死。起義軍的

領袖是傑士卡，他採用「戰車堡壘」戰術，多次打退敵

人攻擊。傑士卡死後，起義軍繼續戰鬥，曾攻至德國境

內。在一片勝利聲中，起義軍內部分裂成了三派。第一

派為主張妥協的貴族，他們因著取得城市管理權的目的

已經達到，因此希望盡快結束戰爭。1433年，德國封建

與這些貴族布拉格簽署協定，根據這個協定，宗教會議

承認捷克的平信徒可以領用聖杯，貴族亦可保有已經取

得的財產。第二派為繼續主戰的塔波爾派，他們因著貴

族的背叛，傷亡甚重，部分轉往地下，繼續進行民族主

義的反抗運動。第三派既不採取武力鬥爭，也不與天主

教妥協。他們寧願效法瓦勒度派信徒的榜樣，為信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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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受苦，他們開始獨立聚集，成了波希米亞弟兄會

（Bohemian Brethren）。

　

約翰威克里夫小傳
（本文摘自http://www.livingwater4u.com/tuanqi/jianzheng/article/

weikelifu.htm）

在宗教改革成功之前，所有的《聖經》冊數極少；然而

上帝並沒有讓人將他的話完全毀滅。其中的真理也不能

永遠埋沒。上帝從前為了解救他的僕人，怎樣打開監獄

的鐵門，他也能很容易地將那束縛生命之道的鎖鏈解

開。在歐洲各國都有人受上帝聖靈的感動去尋求真理，

如同尋找埋藏的財寶。上帝先引導他們注意《聖經》，

於是他們便以熱烈的心情研究其中的聖言。他們願意付

出任何代價來接受真光。他們雖然未能洞悉其中一切的

教訓，但有許多已埋沒多年的真理卻被他們發現了。於

是他們以天國使者的身份出去掙斷謬論和迷信的鎖鏈，

並號召那些久受奴役的人起來爭取自由。

這時，除了瓦勒度派已將《聖經》譯成自己的方言之

外，上帝的話在其他地區仍被埋沒在古文之中,只有受過

高深教育的人才能明白這些文字；可是時候已到，必須

把《聖經》翻譯出來，使各地人民都能有自己方言的

《聖經》。因為世界的午夜已過；黑暗的時辰漸漸消

逝，各地已有清晨的曙光出現了。

在第十四世紀有所謂“宗教改革的晨星”在英國出現。

威克里夫約翰乃是宗教改革運動的先鋒，不單是為英

國，而也是為整個基督教界的。他向羅馬教廷所提出的

嚴重抗議將要響徹到世世代代。那一次的抗議乃是長期

抗戰的開始，其結果使許多人，許多教會，和許多國家

都得到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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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里夫曾受過高深的教育，但在他看來，敬畏耶和華

是智慧的開端。他在大學裏度著極虔誠的生活，並以才

高識廣聞名。他渴慕一切的知識，所以努力攻修各科的

學術。他精通哲學，教會的規條和國家的律法，尤其是

他本國的律法。這早年的教育在他日後的工作上顯然有

了相當的貢獻。他既熟悉當時空洞的哲學，就能暴露其

中的虛?；他對國家和教會的法令既有研究，就為爭取政

治和宗教自由的戰爭有了準備。他一方面能運用《聖

經》的武器，同時也受了學校的訓練，並熟悉一般學者

所用的策略。他卓越的天才和淵博的學問使敵人和友人

都尊敬他。他的門人見他站在國家學者的前列，也引以

為慰；他的敵人也未能輕視宗教改革運動，說它的首腦

人物是軟弱無知的。

威克里夫在大學讀書時已開始研究《聖經》了。在那時

期，只有古文的《聖經》，所以惟有學者才能找到這真

理的源頭，至於一般未受教育的人卻無從尋找。威克里

夫日後進行宗教改革的工作，在此時已經有了準備。在

他以前已經有不少的學者研究過《聖經》，並找到其中

所?示有關上帝白白賜下救恩的偉大真理。他們在教學的

時候也曾將這真理的知識傳開，並引領別人去研究這活

潑的聖言。

威克里夫一注意到《聖經》，便認真下手研究；他過去

怎樣透徹地鑽研其他學科，現在也照樣地去研究《聖

經》。以前他曾感覺到自己有一種大需要，是他的學問

和教會的教義所不能滿足的。如今在《聖經》裏他找到

了過去所無法找到的真理。在《聖經》中，他看明上帝

所?示的救恩計劃，並看明基督為人類的中保。於是他獻

身為基督服務，決心要宣傳他所發現的真理。

在工作開始的時候，威克里夫並沒有預料這工作將要發

展到什?地步；象後起的改革家一樣，威克里夫原來無意

與羅馬教廷對立。可是一個效忠真理的人，至終不得不

與謬論發生衝突。他既看出羅馬教的錯謬，就更熱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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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講《聖經》的教訓。他既看出羅馬教廷已經離棄了上

帝的真道，去隨從人的遺傳；他就毫無忌憚地控告神父

們，說他們已將《聖經》置之度外了；他非要他們把

《聖經》交還給廣大人民，並在教會中恢復《聖經》的

權威不可。威克里夫是一個精明強幹的教師，也是一個

富有口才的傳道人。他在日常生活上實踐他所傳講的真

理。他那對於《聖經》的知識，辯證的能力，和生活的

純正，以及他那不屈不撓的勇敢和正氣，博得一般人的

尊敬和信任。多數的民?既看到羅馬教中所普遍存在著的

罪惡，就感覺不滿，並公然地歡迎威克里夫所闡明的真

理；可是羅馬教的領袖們看到這一個改革家發揮比他們

更大的影響力，就極其惱恨。

威克里夫善於辨別錯謬的道理，並大膽抨擊羅馬教廷所

贊許的許多惡習。他曾一度被聘為英國國王的牧師，他

就勇敢地反對教皇命令英國國王納貢的事，並說教皇如

此作威作福，干涉國家的君王，根本是悖乎情理，更不

合乎?示的。這時教皇所索取的貢物已經引起普遍的反

感，所以威克里夫的言論在英國一般領袖人物的思想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於是英國國王和貴族聯合起來否定教

皇自取的政治權威，抗拒納貢。這樣，教皇原來在英國

所享有的至上權威便受了一次嚴重的打擊。

改革家進行持久而堅決作戰的另一個物件，乃是當時

的“托缽僧”制度。這些羅馬教的僧侶們已遍及英國，

到處皆是；他們成了國家的大害使國家無法富強起來。

工業，教育，和社會風氣都受到這制度的惡劣影響。僧

侶們閑遊乞食的生活非但大大地損耗人民的資財，而也

使人輕看勞動。一般青年人因之而腐化敗壞了。僧侶們

常勸青年人進入修道院，終身修行；他們非但沒有得到

父母的同意，甚至還不讓父母知道，或是背著父母的命

令。羅馬教的一位神父強調修行高過孝敬父母的義務，

說：“即或你的父親躺在門前痛哭流涕；抑或你的母親

把生養你的身體和乳養你的胸懷給你看，你務要將他們

一併踐踏腳下，勇往直前，到基督那裏去！”借著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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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所痛斥為這種“狼心狗肺一般，決非基督徒和人道

所能容忍的殘暴，”羅馬教的僧侶們使兒女的心硬如鐵

石，違背父母。羅馬教的領袖們用這種方法使上帝的誡

命因他們的遺傳而失效，正象古時的法利賽人一樣。許

多家庭因而離散，許多父母失去了兒女的敬愛。

連許多大學生也都受到僧侶們的欺騙去加入他們的組

織。後來其中有許多人看出這樣行乃是斷送了自己的人

生，並使父母備嘗憂患，就懊悔莫及；可是既入羅網，

就無法掙脫了。許多父母為預防僧侶們的影響，就不肯

將自己的兒女送到大學裏去。因此，各大學學生的數目

顯著地下降。於是教育不振，文化普遍地低落了。

教皇曾授權給僧侶們去聽人認罪，並赦免罪惡。從此弊

端百出；僧侶們只圖增加自己的收入，所以一貫將赦罪

之恩作為商品出賣，於是各種各類的罪犯皆來光顧，結

果社會上罪惡猖獗，無法無天。貧窮和患病的人無人照

顧，而那應該用來解救他們痛苦的捐獻，卻都送給那些

用威脅手段向人民勒索錢財的僧侶們了；凡不慷慨捐輸

的人，就被他們痛斥為不敬虔分子。僧侶們雖然外表裝

出貧窮的樣子，事實上他們的財富與日俱增，而且他們

所住壯麗的修道院，和所吃的山珍海味，與國家日益貧

困的經濟顯然是有別了。僧侶們每日度著奢侈宴樂的生

活，同時派出無知的小人到民間去替他們作工；這些人

只會講一些荒唐的神話和詼諧的故事來愚弄人民，使他

們更加完全成為僧侶們的奴才。僧侶們就這樣將廣大人

民蒙蔽在迷信之中，叫他們相信一切的宗教義務全在承

認教皇為至上權威，敬拜古代聖徒，並饋贈禮物給僧侶

們；人只要照此殷勤去作，就可以保證在天上有他的地

位了。

許多敬虔的學者曾設法改良這種修道院的制度，但始終

是勞而無功，束手無策；威克里夫卻有更清楚的眼光，

便下手要將這罪惡的制度連根拔起。他聲稱，修道院制

度本身就是錯誤的，必須廢止。於是?人漸漸開始議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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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起來了。當僧侶們走遍全國出售教皇的赦罪券時，

許多人就開始懷疑，罪的赦免究竟能否用金錢購買？?人

也提出疑問說，與其向羅馬的教皇求赦，還不如向上帝

求赦呢。（見附錄一）也有不少人看到貪得無饜的僧侶

們肆無忌憚地勒索財物，就大大不安。他們說，“這些

羅馬教廷的僧侶和神父們成了我們國家的瘡痍，吸盡民

脂民膏。惟願上帝救我們脫離這些人，若不然，全國人

民只有死路一條了。”僧侶們為掩飾自己的貪心，聲稱

自己是在跟隨救主的榜樣；他們說，耶穌和他的門徒曾

依賴百姓所贈送的財物養生。這種說法結果對僧侶們自

己反倒不利，因為許多人聽了這話之後，為要明白問題

的究竟，就自己去查考《聖經》，其結果乃是羅馬教廷

所最不歡迎的。許多人的思想轉向真理的源頭去了，而

這真理的源頭正是羅馬教廷所要埋沒的。

這時威克里夫開始寫作一些反對僧侶制度的傳單。他主

要的目的還不是想和他們進行爭辯，乃是要使?人注意到

《聖經》和?示《聖經》的上帝。他聲稱，教皇所有赦罪

或開除教籍的權柄並不比普通的神父大，而且除非一個

人先招致上帝的定罪，則開除教籍之舉是不能成立的。

威克里夫用這種最有效的方法，去推翻教皇所築成那屬

靈和屬世的龐大組織；在這種組織裏有千萬人的身體和

心靈受到捆綁。

後來威克里夫又有一次機會代表英國政府，去抗拒羅馬

教廷的侵略政策。他受任為英國大使，在荷蘭與教皇的

使節會商凡兩年之久。他在那裏接觸了從法國，義大

利，和西班牙來的宗教人士，得有機會觀察到羅馬教廷

的內幕，並看到許多在英國所看不到的事。他所經歷

的，對他晚年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他在這些教廷的代

表身上，看出羅馬教的真相和行動的方針。他回國後，

便更公開而熱切地重述他往年所傳的教訓，說明羅馬教

廷所拜的偶像，不外乎是貪婪，驕傲和欺詐。

他在他的一張傳單上指控教皇和教皇的徵收員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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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每年將窮人養生的金錢和國庫中成千的馬克（當時的

貨幣），去用來維持他們的宗教禮節和所謂屬靈的活

動，這一切無非是一種可咒詛的買賣，他們還想全世界

都同意他們這樣呢。即使我國境內有一座黃金堆成的高

山，而除了這驕傲世俗化神父的徵收員之外，並沒有別

人來挖取，我敢說在相當時期內，這座山也必要給他挖

空了；他不住地把我國的財富往外運送，而所給我們的

無非是上帝因這種買賣而降的咒詛。”

威克里夫回國之後，英國國王派他在洛特勿教區傳道。

這事至少能說明國王並沒有反對他直爽的言論。威克里

夫非但能影響到全國人民的信仰，而也曾影響到朝廷的

行動。

過了不久，教皇便向威克里夫大發雷霆了。有三道旨令

送到英國——一道給他所屬的大學，一道給國王，一道

給英國的主教——每一道旨令都吩咐他們採取有效的措

施來堵住這宣講異端之教師的口。（見附錄二）在旨令

未到達之前，羅馬教在英國的主教們曾經一度把威克里

夫傳去受審。但當時有兩位國內最有勢力的王侯陪他到

公庭上去；同時有許多民?將法庭包圍，並沖進裏面，以

致審問威克里夫的人甚是恐慌，當即宣佈延期開庭，威

克里夫就平安地回去了。當時年紀老邁的國王愛德華第

三常受主教們的慫恿，要他加害於威克里夫，但過不久

這位國王死了，繼位的乃是一位先前擁護過威克里夫的

人。

及至教皇的指令傳來，全國因教廷的威風而不敢不服，

認為必須將威克里夫逮捕監禁起來。再進一步就必走向

火刑柱了。根據當時的形勢看來，威克里夫是注定要受

羅馬教廷嚴重回擊的。可是古時向人說“不要懼怕，我

是你的盾牌”（創15:1）的上帝，這時再度伸手保護了他

的僕人。死亡沒有臨到威克里夫，反而臨到那下令要消

滅他的教皇。貴?利十一世死了，於是那些聚集預備審判

威克里夫的主教們也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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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智慧更進一步地為宗教改革運動預備了道路。教

皇貴?利死後，接著就有兩個教皇出來爭奪教權。於是有

兩個相敵對的勢力，各說自己是絕無錯誤的，各說自己

是?人所必須跟從的。（見附錄三）他們各自號召忠實的

信徒來幫助他攻擊對方，並用最可怕的咒詛互相威脅，

用天國的賞賜獎勵自己的僕從。這一件事大大地減弱了

羅馬教的聲勢。兩個敵對派在互相攻擊之後，已經自顧

不暇，於是威克里夫得到了一時的平安。兩個教皇之間

常有咒詛和指責的命令相繼頒佈，而且他們的糾紛竟釀

成許多血腥的兇殺案件。教會內部烏煙瘴氣，罪惡滔

天。這時，改革家威克里夫則在自己洛特勿教區幽靜之

所殷勤地勸人不再信靠那兩個自相紛爭的教皇，而應當

仰望和平之君耶穌。

這一次的分裂以及所?生勾心鬥角，黑暗腐敗的事，使?人

看出羅馬教的真相，借此為宗教改革鋪平了道路。威克

里夫寫了一個傳單，題目是：“兩個教皇的分裂”。他

叫?人考慮一下，這兩個教皇互相控告為敵基督者，二人

所講的可能都是確實的。他說，“上帝現在不再容許惡

魔附在一個教皇身上，所以把他分成兩個，叫人奉基督

的名可以更容易地勝過他們。”

威克里夫效法他的主耶穌，將福音傳給貧窮的人。他在

洛特勿教區的窮人家中將真光傳開，而還不以此自滿，

卻決心將這光傳到英國的每一角落。為達到這目的起

見，他組織了一班傳道人。他們是淳樸，虔誠，熱愛真

理者，他們喜愛將真理傳開，過於喜愛一切。他們走遍

全國，在各市場，大都市的街道上和農村中教訓人。他

們找到年老的，患病的，貧窮的，將上帝恩惠的喜信講

給他們聽。

威克里夫曾任牛津大學神學教授，常在大學的禮堂中講

道。他忠心地將真理傳講給他門下的學生，以致他們稱

他為“福音博士。”然而他一生最大的工作，乃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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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譯成英文。在《聖經的真理及其意義》的一篇

文章中，他表示自己譯經的決心，為要使英國的每一個

人都能用自己的語文，讀到上帝奇妙的作為。

可是威克里夫的工作突然中止了。他雖然還不滿六十

歲，但因不住地工作，研究，又加上敵人的攻擊，終致

精疲力盡，積勞成疾。他的病狀極為嚴重，僧侶們聞之

大為慶倖。他們想他現在一定會為他過去危害教會的行

為懊悔了，於是趕到他的病房去聽他悔罪。四個僧侶教

團各派代表一人，會同四位政府官員來到威克里夫的榻

前，以為他快要斷氣了。他們對他說：“死亡快要臨到

你了，務要覺悟自己的錯誤，並當著我們，將你破壞我

們的言論全部收回。”這位改革家靜聽他們說話之後，

便請侍候他的人扶他起坐，隨後定睛望著那些等待他反

悔的人，用常使他們戰慄的那堅穩而有力的聲音向他們

說：“我是不會死的，卻要活下去，再控訴僧侶們的罪

惡。”（注四）僧侶們驚異羞愧地狼狽而去。

威克里夫的話果然實現了，他從病榻起來之後，終於將

最有利於反抗羅馬教廷的武器交在他的同胞手裏，——

把《聖經》交給他們，這經就是上帝命定為解救世人，

光照世人，並將福音傳給他們的媒介。為完成這一工作

起見，威克里夫必須先克服許多極大的障礙。那時他年

老多病，知道自己至多只有幾年的工作時間了；他看出

他所必遭的反對；但他想起上帝的應許，就剛強壯膽無

所畏懼地向前邁進。好在他的智力強健，經驗豐富；上

帝過去保護並鍛煉他，也正是為這一項重大的工作。於

是正當舉世騷亂不安之際，威克里夫在洛特勿教區卻不

顧外面所起的風雲，專心致力於他所揀選的工作。

最後大功告成，——第一本英文《聖經》譯本問世了。

上帝的聖言終於向英國展開。這時不管是監獄，或者是

火刑，這位改革家都無所懼怕了。因為他已將永不熄滅

的火光交給英國人民，借此他已打斷迷信與罪惡的捆

鎖，解救並提高他本國的聲望。在這一點上，他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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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任何戰場上的勝利還多。

那時印刷術尚未發明，所以要發行《聖經》，必須用手

抄的方法慢慢繕寫。那時?人對《聖經》極其羡慕，雖然

有很多的人自願從事抄寫，但仍供不應求。那些富有經

濟能力的人都想購買全部《聖經》。其他的人只買得一

部分。往往有幾家人聯合定購一本。這樣，威克里夫的

《聖經》很快地在民間找到銷路了。

威克里夫既憑公理講話，?人就對自己服從教皇的教條，

覺悟其非了。他宣講了改正教教義的特點，就是因信基

督而得救，和惟有《聖經》是絕無錯誤的真理權威。他

所派出去的傳道人將聖經和他的作品普及各處，以致接

受這新信仰的人幾達英國人數的一半。

《聖經》的出現使教會當局大費周章。這樣一來，他們

所必須對付的力量比對付威克里夫個人大得多了，——

這個力量是他們的武器所無法抵抗的。這時英國還沒有

律法禁止《聖經》，因為這時《聖經》還沒有譯成民間

通行的方言。後來禁止《聖經》的律法終於制定並嚴厲

地執行了。但在未頒佈之前，神父們雖然設法反對，發

行《聖經》的機會還是存在的。

過不久，羅馬教的首領們又設法要堵塞威克里夫的口，

他先後受審三次，但每次敵人都不得逞。首先羅馬教的

僧正會宣佈威克里夫的作品是叛教的文字，隨後僧正們

贏得當時年輕的國王裏查第二的贊同，使他頒佈禦旨，

監禁一切信從威克里夫教義的人。

威克里夫立即上訴於英國議院；他毫無忌憚地當著?議員

控告羅馬教廷，並要求對羅馬教所贊許的諸多弊端進行

改革。他有力地抨擊羅馬教廷僭越許可權和腐化敗壞的

行為。他的敵人當場張皇失措，無法應對。當初他的許

多朋友和贊助者曾被迫服從上級，所以教會當局確信威

克里夫本人既衰老，又孤立，他必向國王和教皇的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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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低頭。可是結果，羅馬教的首領們反而慘遭挫敗。

英國議院聽了威克里夫動人的訴辭，便廢止了那一道逼

迫改正教的禦旨，威克里夫的自由也就恢復了。

威克里夫第三次受審乃是在全國教會最高權威的審判案

前。這機構是絕不能同情任何“異端”的。這次羅馬教

廷以為自己必能勝利了，而改革家的工作也必然停止。

如果他們真能達到目的，威克里夫就必被迫否定自己的

教訓，不然就必從審判廳一直走向火刑場去了。

可是威克里夫沒有收回他的言論；他不肯作一個口是心

非的人。他勇敢地堅持自己的教義，並反駁了敵人的控

告。他一時忘記了自己和自己的地位，以及當時的場

合，卻把聽?帶到上帝的審判台前；並把他們那似是而非

的理論，和欺騙人的虛言放在真理的天秤上衡量一下。

那時在場的?人感覺到聖靈的能力。上帝使?人聽得目瞪口

呆。他們似乎沒有能力離開他們的座位。威克里夫的話

好像是上帝的利箭穿透他們的心，他將人所加在他身上

叛教的罪名反而有力地加在他們頭上了。他質問他們

說：“你們怎敢散佈你們錯謬的道理？怎敢拿上帝的恩

典作為生財之道？”

最後他說：“你們所反抗的物件是誰呢？是一個行將就

木的老人?？不是，你們所抗拒的乃是真理，這真理比你

們強，而且終必戰勝你們！”威克里夫說了這話，便退

出會場，也沒有人敢阻止他。

威克里夫的工作行將結束了。他多年高舉的真理旗幟，

這時快要從他手裏落下來了；可是他還要為福音作一次

見證。他將要在悖謬的道理的中心堡壘將真理傳開。威

克里夫竟被傳到羅馬教皇的審判案前受審。這個機構曾

多次流了聖徒的血。他對於在羅馬所必遭的危險是可以

預料的，但他決心要去受審。無奈他身體忽然癱瘓了，

無法?程前往。他雖然不能在羅馬親口發言，但他仍然可

以用書信發表意見。他決心這樣作。他從洛特勿教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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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封信給教皇。其中的語氣是很恭敬的，表現了基督

的精神，同時對羅馬教廷的奢華和驕傲的作風，予以痛

痛的指責。

威克里夫寫道：“我極歡喜向人人宣講我的信仰，更喜

歡向羅馬的主教這樣作。我認為我這信仰是健全真實

的，我想羅馬主教也必欣然贊同，若不然，我希望他能

糾正我。

“第一、我認為基督的福音乃是上帝律法的全部，⋯⋯

教皇既是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我認為他就比別人更有

責任遵守福音的律法。因為基督門徒的偉大，並不在於

屬世的尊榮，乃是在於生活和行動遵循基督的榜樣，

⋯⋯基督在世上生活的時候，他是最貧窮的人，他曾推

辭並拒絕一切屬世的權柄和尊榮。⋯⋯

“除非教皇或任何古代聖賢，效法主耶穌基督；則任何

忠心的信徒都不應該效法他們，因為彼得和西庇太的兒

子曾偏離基督的腳步而貪圖屬世的虛榮。在這一點上他

們也作錯了，所以信徒不可學他們去犯錯誤。⋯⋯

“教皇應該將一切屬世的權威和地位讓給屬世的政權，

並勸他手下的全體僧侶們也要如此，基督是這樣的勸我

們，更借著他的使徒勸我們。所以我若在這幾點上說錯

了，我就甘願被糾正，如果必須受死刑也是可以的；如

果我可以照自己的意思行，我定要親身晉謁羅馬主教；

可是主對我另有指示；並教訓我要聽從上帝，而不聽從

人。”

最後他說：“我們要祈禱上帝，求他象古時一樣感動我

們的教皇爾班六世，使他和他的神父們在生活和行動上

效法主耶穌基督；並有效地教訓?人，使他們也能忠心地

在這事上效法他們。”

威克里夫如此將基督的謙卑和虛己向教皇和他的紅衣主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1.htm (15 of 41)3/5/2005 6:37:09 PM



中世紀改教運動的先鋒─約翰威克里夫與約翰胡司

教們說明，並將他們和他們所想代表的主之間的差別顯

明給他們自己和全世界看。

威克里夫以為他終必為自己的忠貞殉身。國王，教皇，

和主教們都聯合起來要除滅他，所以看上去再過幾個

月，他就要受火刑了。可是他並不為此而沮喪。他對人

說：“你們何必說要在遠處尋找殉道者的冠冕呢？只要

傳福音給傲慢的主教們聽，殉道的命運就必是你們的

了。什?！我要為苟延性命而保持緘默?？⋯⋯絕對不可！

任由他們殺我吧，我正等著他們呢！”

然而上帝的膀臂依然護衛著他的僕人。上帝不認可這個

一生冒著性命危險為真理而勇敢辯護的人倒在敵人的刀

下。威克里夫從來沒有想保護自己，但有主作他的保護

者；而現在正當他的敵人認為他們的掠物垂手可得之

時，上帝卻使他們永遠害不到他了。威克里夫在洛特勿

的教堂中正準備擘餅主領聖餐的時候，突然癱瘓，一病

不起了。

威克里夫的工作是上帝所安排的。上帝曾將真理的道放

在他的口中，並派天使保護他，使他的話可以達到?人的

耳中。上帝保守了他的性命，並延長了他工作的時期，

直到他為宗教改革的工作奠定了基礎為止。

威克里夫出身於中古黑暗時代之中。在他以前並沒有改

革家可資效法。上帝興起他來象興起施洗約翰一樣。有

特別的任務要完成，並作一個新紀元的先鋒。雖然如

此，他所傳之真理系統的統一和完全，是百年以後的改

革家所未能超過的，而且也有一些人未能趕得上他。他

所立的根基是那?寬而且深，所有的結構又是那?堅穩，以

致後起的人不需要重新建造。

威克里夫所發起的偉大運動，終於解放了人的良心和理

智，並使多年受羅馬教廷轄制的許多國家也得到解放。

這一個運動的根源乃是《聖經》。《聖經》是恩惠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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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頭。這河流如同生命水的江河一樣，從十四世紀一

直流到現代。威克里夫篤信《聖經》為上帝旨意的?示，

並是信心和行為的全備標準。他所受的教育，曾令他相

信羅馬教會為神聖而絕無錯誤的權威，並以毫無疑問的

敬畏，接受千古不變的教義和習慣；可是威克里夫終於

轉離了這一切，去聽從上帝的聖言。這就是他勸告?人所

要承認的權威。他聲稱那唯一的真權威，不是教會借教

皇的口所講的話，乃是上帝在《聖經》中所講的話。他

非但教訓人《聖經》是上帝旨意的全備?示，而且聖靈乃

是解釋《聖經》的唯一權威，並且每一個人必須研究其

中的教訓，親自看出自己的義務。這樣，他就使?人轉離

教皇和羅馬教會，去注意上帝的《聖經》了。

威克里夫在宗教改革家中是最偉大的一位。他淵博的學

識，清新的思想，以及堅持真理的毅力和為真理辯護的

勇敢，是後起的人很少能相與比擬的。這一位改革家先

鋒的特點乃是生活上的廉潔，研究和工作上的殷勤，不

受腐蝕的正直，基督化的愛，和服務上的忠心。鑒於當

代社會的黑暗和道德的敗落，這些優點，就更顯得難能

可貴了。

威克里夫的人格說明《聖經》教育並改造人心的能力。

他所以能達到那?高的程度，完全是因了《聖經》。當人

努力探討上帝所?示的偉大真理時，就能使各部機能得著

新的力量。這種操練能使心智發達，理解力增強，鑒別

力熟練。《聖經》的研究能提高人的每一種思想，感

情，和願望。這是任何其他學科所作不到的。它能使人

有堅穩的志向，忍耐，勇敢和毅力；能鍛煉人的品質，

使心靈成聖。人若恭敬地認真研究《聖經》，使自己的

思想接觸無限的思想，就能為社會造就具有強健智力和

高尚行動原則的才幹。這樣的人絕非屬世哲學的訓練所

能栽培出來的。詩人說，“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

光，使愚人通達。”（詩119?130）

威克里夫的教義繼續傳了相當的一段時期之後，通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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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門人為“威克里夫派”或“洛拉爾德人”。他們非

但走遍英國，也帶著福音的知識走遍外國。他們的夫子

既已去世，這些傳道人就比以前更加殷勤作工了，也有

成群的人蜂擁來聽他們的教訓。貴族中，甚至連王后，

也有悔改歸主的。許多地方民?的生活有了顯著的轉變，

許多教堂裏也取消了羅馬教為敬拜而陳設的偶像。可是

過了不久，逼迫教會的風暴就向一切膽敢以《聖經》作

為向導的人發作了。英國國王為要得到羅馬教廷的支

援，藉以鞏固自己的勢力起見，就毫無顧忌地犧牲了國

內的宗教改革者。於是他就下令取締他們，定他們受火

刑；這是英國有史以來空前的一次逼迫，殉道的事件就

相繼發生了。真理的辯護人既不能受法律的保護，又為

敵人所苦害，只得向萬軍之主上訴呼求了。他們雖被斥

為教會的死敵和國家的蟊賊，但卻能繼續地秘密傳道，

盡可能地在窮苦人家借宿，往往甚至藏在山洞和石穴

裏。

逼迫雖然劇烈，但教徒仍不斷地向當時普遍存在的腐敗

信仰，提出沈著，虔誠，懇摯和忍耐的抗議。當代的基

督徒對真理雖然只有局部的認識，可是他們熱愛上帝的

道，並樂於遵行，所以也忍耐地為真理受苦。其中有許

多人像使徒時代的門徒一樣，為基督的緣故犧牲了他們

屬世的財?。凡能繼續住在自己家中的人，快樂地收容了

被驅逐的弟兄；及至他們自己也被驅逐時，便快樂地忍

受流浪者的命運。固然，有成千的人因逼迫者的威力而

嚇倒。並為苟全性命而放棄了信仰。他們從監獄裏出來

時，披著懺悔者的禮服，遊行示?。但堅持信仰的人也不

在少數。其中有窮人也有貴族。他們在地窟裏，和所

謂“洛拉爾德人”中，並在苦刑和火焰中，勇敢地為真

理作見證。他們都因配得“和他一同受苦”而歡喜。

羅馬教的首領們未能當威克里夫在世的時候將事辦得稱

心，及至他死了之後，他們還不滿意。在他去世後四十

年，羅馬教在康士坦司所開的會議通過議案，將威克里

夫的遺骸掘出來，當?焚燒，然後將骨灰?在附近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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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一位古代的作家寫道，“這個河?將他的骨灰送入阿

方河，阿方河流入塞文河，塞文河注入滄海，於是就進

入大洋了。如此威克里夫的骨灰象徵他的教義，現在已

經撒布到全世界。”（注八）他的敵人這樣向他泄憤，

可是沒有想到他們這種惡毒的行為有了多?深遠的意義。

後來波希米亞的胡司約翰放棄了羅馬教的許多謬道，著

手改革的工作，也是因為看了威克里夫的作品。這樣，

真理的種子得以散佈在兩個相隔很遠的國家。從波希米

亞，這工作又發展到別的國家。許多人的思想就轉向那

久被遺忘的《聖經》了。可見為宗教改革大運動鋪平道

路的，乃是神聖的手。

　

威克里夫《福音的職事》
（本文摘自《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教父及中世紀證道

集》）

『我們因基督所以在上帝面前纔有這樣的信心，並不是

我們憑自己能承擔什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

上帝』（林後三4，5）。

保羅告訴我們說，新律法中的恩典，超越舊律法中的恩

典，而且使人容易進天堂。所以保羅一開始就說：『我

們因基督所以在上帝面前纔有這樣的信心，並不是我們

憑自己能承擔什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上

帝』（三4，5）。人在工作上好像最能顯出他思想的能

力；這思想既是來自上帝，他其他的工作便更是出於上

帝。除非上帝先行義，又幫助祂所造的人照樣行，就沒

有人能夠行義。既然我們在這恩典時代的人，比在舊律

法時代的人，有一位更好的代言人在上帝面前為我們禱

告，難怪恩典時代是更好的時代。所以我們應當棄絕驕

傲，完全信靠耶穌基督。凡不自誇的人，就不憑自己承

擔什麼事，因為我們所有的能力，都是出於上帝，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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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耶穌基督的緣故。基督既然是神又是人，所以祂同

時是審判者，又是代言人；這些話是可信的，因為每一

種能力都是由上帝來的，因此，人所有的能力，也必須

是由上帝來的。若是你在這裹又埋怨說，人的確行了許

多惡事，既然人所作的都是由上帝而來，那麼上帝就是

犯罪作惡了；然而正直人都承認，世界上每一種受造之

物，不論是善的或是惡的，都是萬有之主上帝所創造

的；可是罪並不是受造之物，乃是人與天使所犯的過

錯，而不是我們的上帝所創造的，因為罪無非是得罪上

帝。但是如果罪的本身就是一種受造之物，那麼罪必然

是上帝所造的，而人就可以說這受造之物是罪了。

這位中保基督叫祂的使徒和他們的代理人『能承當這新

約的執事』（三 6）。這是一種很大的榮耀，因為作教皇

或主教，有極大的恩典；然而作基督所立的牧師，則有

千倍的恩典，因為得福更多，而工作也愈聖。既然這新

約是上帝最後的律法，又叫人接近天堂，這些作牧師的

就以上帝所賜的恩典，把人帶到上帝面前，又有上帝與

他們同工。這是神甫所應當有的適當而高貴的工作，他

們若不盡責，就是最壞的叛徒了。在他們與舊律法的祭

司中間，有極大的區別，因為舊律法的祭司不過是基督

所完成之恩典的預表。所以保羅在這裏說，新律法的牧

師現在所作的『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上帝所賜

的）聖靈』（三 6）。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新律法的牧師

所作的工作，有愉快有光亮，他們不是殺牛羊來獻祭，

像舊律法的祭司一樣；舊律法的祭司所象徵的恩典，上

帝已經藉著祂的僕人直接賜給人了；所以保羅說，新律

法的牧師現在工作，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聖靈。

在這裏那些敵基督的暴君反對這新律法說，我們對新法

律所當接納的，不是字句的意義，而是屬靈的意義。因

此他們順著他們的惡意，捏造屬靈的意義。於是四種異

端派要毀滅上帝律法字句的意義，而這字句的意義應當

是用來治理教會最首先與最重要的意義。敵基督者多方

反對這字句的意義，說聖經是假的。所以他們說，除了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1.htm (20 of 41)3/5/2005 6:37:09 PM



中世紀改教運動的先鋒─約翰威克里夫與約翰胡司

你所了解的字句的意義外，還有另外一個意義，而我所

提出的意義，乃是不可靠的。聖經的權威就因此被敵基

督者所敗壞了。不過保羅說，在這恩典時代，我們若仍

舊接納舊律法字句的意義，永遠堅守這意義，像在舊律

法時代一樣，那麼這字句的意義就要把人的心靈殺害

了；因為它阻礙人相信他們在基督已經來到的這恩典時

代，他們比在舊律法時代更接近幸福。但是我們要丟開

這些邪說異端，相信上帝命令舊律法中先祖們所遵守的

許多事，都是將來在恩典時代要實現之事的表象而已。

我們要以屬靈的意義，來了解這些表象，否則，字句的

意義不免引起不信之心，把人的靈魂殺害了。

但是屬靈的意義要用正確的信仰，使人的靈魂活過來。

你們若要知道斷定這些意義的根據，就要以基督徒的信

仰來開始，相信基督已經來了，如舊律法所預表的，而

不要仍舊等候他來。所以新律法論基督的美德，並勸勉

祂的教會有愛心所講的每一句話，都必須以字句的意義

來解釋。所以奧占斯丁說，凡是反對以字句的意義來了

解上帝之律法的異端，都是被定罪的。因此，保羅又接

著說：『那用字刻在石頭上屬死的職事，尚且有榮光，

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榮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臉，

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何況（作基督僕人的）那屬靈

的職事，豈不更有榮光麼？』（三7，8）因為這種榮

光，比其他的榮光都大，並且增多直達到永福。人若要

知道保羅講這話的理由，就必須先明白摩西從西乃山下

來，把寫在石頭上的律法賜給百姓的時候，他的臉是如

何地發光，以致使百姓不敢定睛看他的臉。於是當他們

注視這位摩西的時候，他們屬靈的眼睛就被遮蔽了，然

而當他把自己發光的臉遮住之後，他們就可以向他講話

了。新律法的基督，既然把祂的律法刻在使徒的心上，

他們屬靈的職事所有的榮光就此摩西的榮光更大。因為

把律法刻在心上，強於刻在石版上，而且由基督恩典中

所發出的光輝，要比從摩西臉上所發出的光輝更加明

亮。摩西律法的職事被稱為死的職事，因為許多人因它

而遭靈魂的死亡，而且身體的死亡也總是跟著這職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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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然而新律法的職事叫有些人活過來，得到永福。

因此把律法寫在石版上，不如把它寫在心靈上。

保羅以後又提出另外一種意義說：『若是定（眾人）罪

的職事（對摩西）有榮光，那稱（基督兒女為）義的職

事，榮光就越發大了』（三9）。這話好像是說：既然那

不能使人得到永福的隱藏的預表，在那些信心微小的人

看來，都有這麼大的榮耀與尊貴，那麼基督的律法和祂

僕人的職事，既然真帶來了永福，豈不更加使人敬愛和

有喜樂麼？

　

約翰胡司書信摘錄

Be a diligent evangelist - Letter to an Unknown Priest

Be diligent in preaching the gospel and do the work of a zealous 

evangelist. Do not neglect your calling and labour as a good 

soldier of Christ. First of all，live a devout and holy life，and 

then teach faithfully and truly. Be an example to others in good 

works，lest you be reproved in speech. Correct sins and 

commend virtues. Threaten with eternal punishment those 

who live wickedly，but to those who are faithful live piously 

hold out eternal joy. Preach assiduously，but briefly and with 

profit，with a prud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Holy Scriptures. 

Never affirm uncertain and dubious tenets，lest you be 

reproved by adversaries who take joy in disparaging their 

neighbours and calumnying the servants of God. Exhort them 

to confession and to communion in both kinds of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in order that those who have truly repented 

of their sins would thus often come to the Lord's Table. I 

admonish you not to attend taverns with guests，lest you 

become familiar to men; for the more a preacher his distance 

from the people，the more acceptable he is. Nevertheless，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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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refuse such help as you can render to others.

Preach assiduously，as much as you can，against 

debauchery，for that is the most ferocious beast which devours 

men for whom Christ's humanity suffered. Therefore，dearest 

friend，I beseech you that you guard yourself against 

fornication; for where you would desire to be of use，there it 

hides itself. Avoid young women in every way. Do not believe 

their devotion. ... This also，dearest friend that contact with 

them has subverted many，whom worldly contact could not 

dupe or contaminate. Likewise，do not admit women into 

your house for any cause whatever，nor have frequent 

conversations with them，in order to avoid offence.

Finally，whatever you do，fear God and keep His 

Commandments. You will thus walk rightly and not perish，

tame the flesh，spurn the world，vanquish Satan，put on 

God，find life，confirm others，and crown yourself with the 

crown of glory，which the just judge will grant you.

Live as a Follower of Christ - To Martin of Volyn?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Christ and exert yourself 

diligently to preach the Word of God. I pray you for God's 

sake，do not love splendid clothes，such as I，alas! Have 

loved and worn，thus neglecting to give an example of 

humility to the people to whom I preached. Read the Bible 

gladly，particularly the New Testament，and where you do 

not understand，refer at once to commentators while you can 

have them.

Prayers

Let the day of judgement be terrible before your eyes，that you 

sin not; and the eternal joy，that you may long for it;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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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ering of the Saviour，that you may gladly suffer along with 

Him. For if you keep His suffering in mind，you will gladly 

undergo opposition，reviling，slander，beating，and 

imprisonment，and should it be His will，even bodily death 

for His holy truth.

O most kind Christ，draw us weaklings after thyself，for 

unless Thou draw us，we cannot follow Thee! ... For without 

Thee we can do nothing，and particularly to go to a cruel 

death for Thy sake. Give us a valiant spirit，a fearless heart，

the right faith，a firm hope，and perfect love，that we may 

offer our lives for Thy sake with the greatest patience and joy.

Therefore，may those glorious martyrs thus joins with the 

King of Glory be pleased to intercede for us，so that being 

strengthened by their help，we may be partakers of their 

glory，patiently suffering whatever the omnipotent Lord God 

decrees that we suffer for our greater good.（29 June 1415）

A Hymn

Be present with your servants，Lord;

we look to you with one accord;

refresh and strengthen us anew，

and bless what in your name we do.

The Lord's joy be our strength and stay

in our employ from day to day;

our thoughts and our activity

through Jesus' merits hallowed be.

Words 

Do not fear to die for Christ if you wish to live with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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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whatever good you have learned from me. If you have 

found anything disorderly，reject it and pray God for me that 

He may deign to spare me.

　

歷屆大公會議一覽

第一次 三二五 尼西亞（一）

第二次 三八一 君士坦丁堡（一）

第二次 四三一 以弗所

第四次 四五一 迦克敦

第五次 五五三 君士坦丁堡（二）

第六次 六八○～八一 君士坦丁堡（三）

第七次 七八七 尼西亞（二）

第八次 八六九～七○ 　君士坦丁堡（四）

第九次 一一二三 拉特朗（一）

第十次 一一三九 拉特朗（二）

第十一次 一一七九 拉特朗（三）

第十二次 一二一五 拉特朗（四）

第十二次 一二四五 里 昂（一）

第十四次 一二七四 里 昂（二）

第十五次 一三一一～一二 維也諾

第十六次 一四一四～一八 康士坦茲

第十七次 一四三八～四五 弗羅倫斯

第十八次 一五一二～一七 拉特朗（五）

第十九次 一五四五～六三 特利騰

第二十次 一八六九～七O 梵蒂岡（一）

第廿一次 一九六二～六五 梵蒂岡（二）

　

康士坦茲會議（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自從主後325年，第一次大公會議召開之後，大公會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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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教會行動的重要決策。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教廷

道德腐敗，政治與教會之間權力衝突不斷，一時之間，

竟然有三位教皇同時存在。不僅如此，波希米亞一帶，

約翰胡司的興起，更令原本就以搖搖欲墜的羅馬天主教

雪上加霜。就在這樣一個內憂外患的背景之下，天主教

第十六次大公會議─康士坦茲會議，在德皇西基斯門與

教皇約翰二十三世的共同召集下正式展開。

該次會議開始於主後1414年，議程長達四年，其目的在

於解決教皇遷居亞威農所帶來的教皇分裂，推行教會改

革，並處理胡司等異端。應邀出席的三位教皇分別為比

薩的約翰二十三世，羅馬的貴格利十二世，以及亞威農

的本篤十三世。其中只有召集人約翰二十三世勉為其難

的出席，其他兩名教皇因顧慮自身的安全，僅派代表出

席。

會議進行到一半，約翰二十三世發現情勢不利，藉故脫

逃到奧大利去。有些人認為，此會議若無教皇出面舉

行，便失去其權威性。然而，德皇西基斯門的出現，使

得這個會議得以繼續進行下去。在德皇的監督下，議會

通過了「康士坦茲條文」，此條文宣稱大公會議的權威

是直接由神而來的，教皇需服從會議的決定，否則就要

接受懲罰。會議並且判定約翰二十三世因買賣聖職、引

發分裂、生活淫穢而遭罷黜。貴格利十二退位轉任樞機

主教，全身而退。本篤十三拒絕退位，被議會定以發假

誓、異端、破壞合一等罪名罷免，然而他在臨死之前，

仍堅持自己是合法的教皇。後來還有兩位企圖保有亞威

農教廷的教皇出現，但均被羅馬大公會議列違反教皇

者。英、德、法、義、西的代表們，連同樞機主教團，

選出了馬丁五世（Martin V）為新的教皇，結束了教廷的

分裂局面。

此會議的另一個主題，便是處理異端。約翰胡司在德皇

西基斯門允諾保護安全的前提之下，到了康士坦茲，受

到人民熱烈的歡迎。原本胡司受邀的職責，是要在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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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陳明自己的信仰。沒想到立即遭約翰二十三世逮

捕下監，他的被囚引起了波希米亞的公憤。許多捷克貴

族紛紛向議會提出抗議，德皇也反對議會的手段。然

而，教皇與主教團用種種方法說服皇帝，認為「異端及

叛教者，就算有皇帝的保護令，人們也不應向他們守

信。」在長久的審訊過程中，胡司的健康情形日漸衰

退。他在被囚期間曾經說過：「基督的形像是永遠不能

抹滅的。...將來必有一位比我更有能力的傳道人，會將這

像描繪在眾人心裏。」沒想到一百年後，神興起馬丁路

德來應驗這話。

在最後一次的審判中，胡司被帶到皇帝、王侯、主教、

以及群眾面前，聆聽法院的宣判。主教們以對付異端的

儀式，詛咒並公開羞辱他。然而胡司卻堅定的忍受一

切，至終在此次會議中，被處以火刑，為信仰殉道。

　

胡司於康士坦茲會議受審經過
（本文摘自http://www.livingwater4u.com/tuanqi/jianzheng/article/

husi&yeluomi.htm）

早在第九世紀時，福音就已傳到波希米亞了，那時《聖

經》業已譯成通行的方言，禮拜聚會也用普通的語言。

可是教皇的勢力漸漸增強，上帝的話就被埋沒了。教皇

貴?利七世既從事于壓制諸王的威風，又專心於奴役各地

的人民，於是便頒佈旨意，禁止用波希米亞語舉行禮

拜。教皇聲稱，“全能者樂意叫人用一種聽不懂的語言

舉行禮拜。正因人們沒有遵守這個法則，所以發生了許

多的弊病和異端。”羅馬教廷用這種方法消滅《聖經》

的光輝，使人民陷於黑暗之中。然而上帝已經另有安

排，為要保守他的教會。有許多瓦勒度派和亞爾比根派

於此時因受逼迫而被驅逐離開法國和義大利的家鄉，來

到波希米亞。這些人雖然不敢公開傳道，但他們卻熱心

地秘密工作。真的信仰就如此一世紀一世紀地保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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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在胡司以前，波希米亞境內曾有多人起來，公然指責教

會的腐敗和社會的荒淫。他們的工作引起了普遍的注

意。羅馬教廷因而警惕起來，發起鎮壓信從福音者的運

動。這些信徒被迫在森林和山野中舉行禮拜，於是教皇

派兵去剿滅他們，其中有許多被殺戮的。再過不久，教

會宣佈凡偏離羅馬教禮拜儀式的人都必須受火刑。許多

基督徒雖然犧牲了性命，他們卻指望著自己所信真理的

最後勝利。在那些宣講“惟有相信釘十字架的救主才有

救恩”的人中，有一位在殉道的時候說：“真理死敵的

威力現在固然能戰勝我們，可是這絕不是永久性的；將

來從平民中必有一個手無寸鐵，沒有權威的人，起來與

他們對抗，他們也不能勝過他。”此時離路德馬丁的日

子固然還遠；但這時已經有一個人起來；他反抗羅馬教

廷的見證將要震撼寰宇。

約翰·胡司出身卑微，早年喪父。他敬虔的母親認明教

育和敬畏上帝的心，乃是最寶貴的基業，便設法為她的

兒子爭取這個權益。胡司先在公立學校讀書，後來進布

拉格大學為免費生。他的母親陪他到布拉格去；她既是

寡婦，又貧窮，就沒有什?屬世的財物可以送給她的孩

子，可是在進城之前，她和孩子一同跪下祈禱，為他求

天父的厚恩。當時母親可沒有想到所獻上的祈禱要如何

蒙應允。

在大學裏，胡司好學不倦，進步極快，同時他那純正的

人格和溫雅可愛的風度，博得一般人的尊敬。那時他是

羅馬教會的忠實信徒，經常地熱心尋求教會所自稱有權

賜與的福分。在某次大節期時，他在一個神父面前認罪

之後，便從自己囊中捐出僅存的幾文錢，隨即又參加遊

行，為要在所應許的大赦上有份。大學畢業後，胡司獻

身作神父，隨即扶搖直上，不久便在王廷有了地位。他

同時在母校任教授，後來作了校長。過不幾年，他竟成

了國人景仰，天下聞名的俊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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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胡司開始改革運動乃是在另一個服務地點。他作了

神父數年之後，被委作布拉格城內伯利恒堂的傳道士。

該堂的創辦者曾竭力主張用民間流行的方言宣講《聖

經》。這種常例雖為羅馬教廷所反對，但在波希米亞境

內始終沒有完全停止。當時對《聖經》有認識的人極

少，而且社會各階層中普遍存在著極腐敗的現象。胡司

毫不留情地斥責這些罪惡，用《聖經》的話來加強他所

宣傳真實和純正的道理。

這時布拉格的一位市民耶羅米，就是後來和胡司密切合

作的一位，從英國帶了威克里夫的一些作品回來。同時

英國皇后本為波希米亞的公主，既因威克里夫的教訓而

悔改信主，就設法使威克里夫的作品能在波希米亞普及

起來。胡期讀了這些作品，深感興趣；他相信作者必是

一個真誠的基督徒，他也大致上贊同威克里夫所提倡的

改革，胡司這時已經在無意之中走上一條必要使他與羅

馬教廷決裂的道路了。

此時，有兩個學者從英國來到布拉格。他們於領受了真

光之後，就來到這遙遠的地帶進行宣傳福音。他們一開

始就公開抨擊教皇的至上權威，但很快就受到當局的制

裁；他們不願就此放棄自己的宗旨，於是改變了工作方

式。他們既是傳道人，又是藝術家，遂下手運用他們的

技能。他們找到一個公共場所，在那裏畫了兩幅圖畫。

一幅畫著基督進入耶路撒冷，“是溫柔的，又騎著

驢，”（太21:5）在後面有門徒，穿著舊衣服，赤著腳跟

從他。另一幅則繪著教皇巡行圖，——教皇身穿華麗的

衣服，頭戴三層冠冕，騎著一匹裝飾富麗的馬，前面有

人吹著號筒開道，後面有許多威風凜凜的紅衣主教，高

僧，教長等相隨。

這兩幅意味深長的圖畫，人人看了無不注意。成群的人

看了又看，而且都明白其中的意義。許多人看到主基督

的謙卑自虛，和自稱為基督僕人的教皇的驕傲自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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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因其間的差別而深受感動。布拉格合城轟動了，以

致那兩位外人不得不為自己的安全而離開。但他們所留

下的教訓卻沒有被人忘記。那兩幅圖畫在胡司心中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更殷切地研究《聖經》和威克里夫

的作品。這時他雖然還不能接受威克里夫所提倡的全部

改革方案，但他對教廷的真面目卻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於是他更熱切地斥責教廷的驕傲，野心和腐敗。

真光從波希米亞終於傳到德國；因為布拉格大學中起了

一次風潮，以致成百的德國學生自動退學。其中有許多

人曾從胡司那裏得著有關《聖經》的知識，所以他們回

國之後，就在祖國將福音傳開了。

布拉格改革工作的消息傳到羅馬；不久就有命令叫胡司

去向教皇作交代。他若遵命前往則難免一死。於是波希

米亞的國王和王后，布拉格大學，貴族人士，和政府人

員聯名請求教皇准胡司留在布拉格，而派代表去羅馬。

教皇非但沒有允准，反而繼續進行審問並判胡司的罪，

又向布拉格全城宣佈了一道咒詛令。

在那個時代，教皇無論向哪一地宣佈咒詛令，就必引起

普遍的驚慌。其所附帶的儀式，也足以使民?大大恐怖，

因為一般人都相信教皇乃是上帝的代表，並且握有天國

和地獄的鑰匙，無論是在屬世或屬靈的事上，都有權柄

懲罰人。他們相信一個地區既受教皇咒詛，該地居民就

不可能進入天國了；而且在那裏死了的人，除非教皇取

消禁令，一概無法升天。為要充分表明這種可怕的災禍

起見，一切宗教聚會都停止了；教堂也關閉了。婚禮只

能在教堂外院舉行；死人不得葬在教會的墳地，也沒有

神父來主持喪禮，所以死人只得葬在山溝或野地裏。羅

馬教廷想用這種足以嚇人的手段來控制他們的良心。

於是布拉格全城大大騷動了。許多人斥責胡司為他們的

禍源，並聲稱非把他交給羅馬教廷去懲辦不可。為平息

這次風波起見，胡期暫時避到他自己的本鄉。他寫信給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1.htm (30 of 41)3/5/2005 6:37:09 PM



中世紀改教運動的先鋒─約翰威克里夫與約翰胡司

留在城裏的朋友說：“我為了避免讓惡人自取永久的咒

詛，同時不為敬虔的人惹起患難和逼迫起見，乃依照耶

穌基督的教訓和榜樣，從你們中間退避出來。我隱退的

另一個原因，乃是恐怕我留在城裏，不虔誠的神父們就

一直不許人在你們中間傳道；可是我離開你們，並不是

為要否認神聖的真理，只要有上帝幫助，我甘願為真理

犧牲性命。”胡期沒有停止工作，他周遊鄉間，卻也有

成群的人聽他講道。如此，教皇為鎮壓福音而採取的措

施，反而使福音更加廣傳了。“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真

理，只能扶助真理。”（林後13:8）

“胡司在這一段經歷中，思想上所經過的一番痛苦掙扎

是可想而知的。教會雖然正在向他大發雷霆，想要把他

制伏，他卻還沒有否定教會的權威。在他看來，羅馬教

還是基督的新婦，教皇也是上帝的代表和代理人。胡司

所反對的乃是權威的濫用，而不是這原則的本身。因

此，他理智所能瞭解的事實和他所原有的信仰信條之間

起了劇烈的戰爭。他既相信教會的權威是正確而絕無錯

誤的，那?他為什?又不得不抗拒這權威呢？他看出來若是

服從，就要犯罪；可是所服從的既是絕無錯誤的教廷，

又何至有這種結果呢？這是他無法解決的問題，又是時

時刻刻叫他極其苦惱的疑難。他所能想出來的最近情理

的解釋，乃是當時的教廷重蹈了救主時代猶太首長們的

覆轍，以致教會的神父們已經腐化了，並濫用合法的教

權去進行不合法的事。於是他為自己定了一個原則，也

教訓別人這樣做，那就是《聖經》的訓言通過人的理

性，必須作為良心的準則；換句話說，那唯一絕無錯誤

的向導乃是上帝在《聖經》中所講的話，而不是教會借

著神父們所講的話。”

布拉格的緊張空氣漸漸緩和下來了，於是胡司回到伯利

恒堂，以加倍的熱心和勇敢傳講上帝的道。他的敵人固

然非常活躍，又有勢力，可是王后和許多貴族都是他的

朋友，而且民間也有許多人擁護他。許多人看到他的純

正而高尚的教義和廉潔的生活，再看到羅馬神父們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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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壞的教義和他們貪婪淫蕩的作風，就認為同胡司站在

一條陣線上是光榮的。

以前胡司是單獨工作的；如今有前在英國接受威克里夫

教訓的耶羅米來參加改革工作。從此二人生則同生，死

則同死。耶羅米有足以博得?人景仰的聰明，在口才和學

識方面，尤具特長；但在德行和意志堅強方面，則胡司

較為偉大。他那穩重的判斷力足以抑制耶羅米易受衝動

的感情。耶羅米也看出胡期的高貴品質，故能虛心接受

他的勸告，在二人合作之下，宗教改革的工作就更迅速

地展開了。

上帝使大量的真光照耀在這兩位蒙揀選的人心中，又將

羅馬教的許多錯謬道理向他們顯明；但他們並沒有領受

到上帝所要賜給世人的全部真光。上帝要借他的僕人帶

領世人脫離羅馬教的黑暗；可是他們必須遭遇到許多巨

大的障礙，所以上帝根據他們所能領受的程度，逐步引

領他們。他們不能一次領受全部真光。他們好像長久住

在黑暗中的人，如果突然見到中午的日光，倒要閉眼不

敢看了。因此，上帝根據?人所能領受的，將真光一點一

點地?示給改革運動的領袖們。從一世紀到另一世紀，必

有忠心的工作者相繼興起，在改革的路上更進一步地領

導?人。

這時羅馬教的分裂形勢繼續發展。後來竟有三個教皇爭

奪這至尊權，他們的爭執使得整個基督教界充滿了罪惡

和擾亂。他們彼此咒?還不以為足，後來竟至採用武力。

於是各都招兵買馬，籌備戰爭。但他們必須先設法籌

款；為要達到此一目的，他們就出賣教會的饋贈，地位

和福惠。神父們也跟著上級的領導，學習採用賄賂和武

力打倒自己的對頭，來鞏固自己的地位。胡司則日益勇

敢地痛斥這些人披著宗教外衣所進行的罪惡行為；民?也

公開控訴羅馬教的首領們為基督教界一切痛苦的禍根。

於是布拉格城血腥的戰爭似乎即將爆發了。正如古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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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上帝的僕人被斥為“使以色列遭災的。”（王上

18:17）於是全城再度受到教皇的咒詛令，胡司則又避到

本鄉去。他在伯利恒堂忠心傳道的工作就此結束了。此

後，在他為真理殉身之前，他將要在更廣大的據點上向

全世界基督教徒作見證。

為了清除當時擾亂歐洲全地的禍害起見，終於在康士坦

司召開了一次宗教會議。這會議乃是經西基斯孟皇帝示

意，而由互相敵對的三個教皇中的約翰二十三世出名招

集的。教皇約翰本人是最不希望舉行這一次會議的，因

為他自己的人格和作風，即或根據當時僧侶們低下的道

德標準來說，也是經不起考驗的。但無論如何，他是不

敢違抗西基斯孟皇帝意思的。

會議的主旨乃在解決教會分裂的問題並根除異端。所以

其他兩個教皇和宣傳新教義的主要人物胡司皆被邀出

席。兩個教皇為求安全起見，未敢親自蒞臨，只委派代

表赴會。教皇約翰雖然是會議的招集人，卻也有不少顧

慮，他一方面恐怕皇帝蓄意把他廢掉，一方面又怕有人

要追討他玷辱教皇位分的種種惡行，以及他走上教皇寶

座所犯的罪案。但在他進入康士坦司的時候，他依然大

張聲勢，耀武揚威。在侍從的人中有最高級的僧侶和大

隊臣仆。全城的神父和長官陪同成群的市民都出去歡迎

他。在他的頭上有黃金的華蓋，由四位首長高擎著。在

前面還?著“聖體”（彌撒祭使用的餅），各紅衣主教和

貴族們的服裝也令人望而生畏。

同時，另有一位旅客在走近康士坦司。胡司知道前面所

等待著他的危險。他和朋友分離時，似乎是永別了；他

在路上時，也感覺是走向火刑柱去。他雖然持有波希米

亞王和西基斯孟皇帝所發的護照，但他依然準備就死

了。

他寫信給在布拉格的友人說：“弟兄們，⋯⋯我攜有國

王所發給我的護照去應付我的許多死敵。⋯⋯我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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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一位全能的上帝和我的救主；我深信他必垂聽你們的

誠懇祈禱，將他的聰明智慧賜給我，使我有口才能以抵

擋他們；並且他必賜給我聖靈，保守我站穩真理的立

場，使我能勇敢地忍受試探，監禁，如果必要的話，就

是死在酷刑之下也可。耶穌基督既為他所愛的人受苦，

留下榜樣，使我們也要忍受一切痛苦以致得救，這又何

足為怪呢？他是上帝，我們是他所造的；他是主，我們

是他的僕人；他是全世界的主宰，我們是卑微必死的世

人，——雖然如此，他還要受苦！所以我們為什?不也受

苦呢？尤其是當我們受苦難時，就是潔淨了我們。所以

親愛的，如果我的死能為基督增光，你們就求主讓死亡

速速臨到我，並求他在我的一切患難中用恒忍的精神支

援我。但如果我回到你們中間是更有益處的話，那?我們

求上帝使我回來時不帶有任何罪?，——就是說，叫我不

避諱福音真理的一點一畫，以便給我的弟兄留下好榜

樣。或許你們不能在布拉格再見我的面；但如果全能的

上帝樂意叫我回到你們那裏，那?我們務要以更堅固的心

在認識並熱愛他律法的事上向前進。”

胡司又寫一封信給一個悔改作福音信徒的神父。在信中

胡司謙虛地提到自己的過失，自責說：“我曾經喜愛穿

華麗的衣服，並在虛浮荒唐的事上曠廢時間。”隨後，

他補充了以下動人的勸告：“願上帝的榮耀和罪人得救

的問題充滿你的思想，你不要追求名譽，地位和財?。不

可裝飾自己的房屋過於修養心靈；務要專心建造屬靈的

房屋。要以虔誠和虛心對待窮人，不可在吃喝宴樂上耗

費資財。如果你不悔過而戒除虛浮的事，我怕你會受嚴

厲的責罰，象我一樣。⋯⋯你很熟悉我的教訓，因為你

從小就受我的教育；所以我無需多寫。但我憑著主的憐

憫囑咐你，不可在你見我陷入虛浮的事上效法我。”在

信封上他寫著：“朋友，請你不要拆開這封信，直到你

確知我已經死了。”

胡司在沿途到處都看見傳播他教訓的?象，以及一般人對

於他的贊助。各地人民蜂擁的來歡迎他，而且某些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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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長竟在街道上護送他。

胡司初到康士坦司時，他享有完全的自由。除了皇帝的

護照之外，教皇還向他提出保護的諾言。但過不久，這

些屢次鄭重提出的保證竟被破壞了。教皇和紅衣主教團

竟下令逮捕這位改革家，把他囚禁在可嫌厭的地窖裏。

後來他被關在萊茵河對岸的堅固堡壘裏。不過教皇自己

並不能因這不顧信義的手段而有所收穫；不久他也被關

在同一個牢獄裏了。會議上證實他除了謀殺，販賣聖

職，和姦淫等“不堪述說的罪”之外，還犯了其他極卑

鄙無恥的罪。這是會議所宣佈的，於是他被免職，並被

囚入獄。至於其他兩個敵對的教皇，他們也被廢除，會

議則選了一個新的教皇。

前一個教皇所有的罪行雖然遠比胡司控告神父們的罪行

更為卑鄙，雖然胡司也是要求教會在這些事上進行改

革，但那免了教皇職分的同一個會議轉而加害於這位改

革家了。胡司之被監禁，在波希米亞引起了公憤。大有

權勢的貴族對此暴行向會議提出嚴正的抗議。當時皇帝

也不認可人違犯他所發的護照，所以也反對會議對於這

位改革家所採取的手段。可是胡司的敵人心地狠毒，意

志堅決，他們用種種方法引起皇帝的偏見，恐懼，和對

教會的熱心，他們花言巧語，強詞奪理地證明“叛教徒

或是有叛教行為的嫌疑犯，雖有皇帝或君王所發的護

照。人也不應向他們守信。”這樣，他們終於勝利了。

胡司因疾病和監禁而身體衰弱了。因他所住地窖裏的潮

濕瘴氣使他生了一場大病，幾乎喪了性命。後來他又被

帶到議會上去了。他全身帶著鎖鏈，立在那曾經發誓保

護他的皇帝面前。在那一次長久的審訊中，他穩重地堅

持了真理，並在許多國家和教會的領袖面前，對教廷的

腐敗罪行提出了嚴正而忠實的抗議。及至他必須考慮取

消他的言論，或者是受死刑的時候，他就決定為道殉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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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恩典支援了胡司。在未宣判之前的幾周內，上天

的平安充滿了他的心。他寫信給朋友說：“我在牢獄裏

手上帶著鎖鏈寫這一封信。明天大概就要宣判死刑了。

⋯⋯將來我們靠著耶穌基督的幫助能在來世甜美的安樂

中再次會面時，你就必知道上帝曾經如何地憐憫了我，

並在我的試煉和考驗中用他的大能支援了我。”

胡期在地窖的黑暗環境中展望到真理信仰的最後勝利。

他在夢中回到他從前在布拉格講道的會堂裏，看見教皇

和他的主教們在那裏塗抹他在會堂牆上所畫基督的

像。“這一個異夢令他非常地不安；可是翌日他又看見

有許多藝術家將基督的像重新畫到牆上去，而且畫得更

多，色彩更為美麗。有很多的觀?圍繞著這些藝術家，及

至他們畫完了，便說道：‘現在讓教皇和主教們來吧；

他們再不能塗掉這些畫像了。’”這位改革家講述這夢

以後，就作結論說：“我認為這是必然的，基督的像是

永遠不能抹殺的。他們要想毀掉它，但將來必有比我更

能幹的傳道人把這像描繪在?人的心裏。”

胡司最後一次被帶到議會前，那確是一次極大而聲勢顯

赫的集會，——有皇帝，王侯，貴族的代表，紅衣主

教，主教，神父，和當日旁聽的廣大群?。從基督教世界

的每一角落，都有人來觀看這第一個為爭取信仰自由的

持久戰而犧牲的勇士。

這次會議吩咐胡司作最後的決定，他便表示不肯否定自

己的言論，隨即定睛望著那不顧羞恥違犯自己誓約的皇

帝說：“我是經過在場皇帝公開的保護和諾言，而自動

的出席這次議會。”西基斯孟皇帝在?目睽睽之下，面紅

耳赤，羞慚萬分。

罪狀既已宣判，侮辱的方式便開始了。起先由主教們拿

神父的禮服穿在囚犯身上，正穿的時候，他說：“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被希律王送到彼拉多面前時，人用白袍給

他穿上，侮辱他。”當害他的人再度逼他收回自己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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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他便面向群?說：“如果收回，我將有何面目望

天呢？又怎能見那些聽過我傳講純正福音的人群呢？

不，我重視他們得救的問題過於這個已經定了死刑的身

體。”隨後主教們將禮服一件一件地從他身上剝下來，

每剝一件，就咒詛一次。最後他們“給他戴上一頂紙糊

的尖帽子，在上面畫著可怕的妖精鬼怪，並在前面寫

著‘叛教罪魁’。胡期說：‘耶穌啊，我為你的緣故戴

這可恥的冠冕是極快樂的，因為你曾為我戴荊棘的冠

冕。’”

他穿戴完畢之後，“主教們便對他說：‘我們現在將你

的靈魂交給魔鬼。’約翰·胡司則仰首向天說：‘主耶

穌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因為你已經救贖了

我。’”

於是他們將他交給政府當局，把他送到刑場。有無數的

群?跟在後面，其中有成百的武裝人員，有穿著富麗衣服

的神父主教們和康士坦司的居民。及至胡司被綁在火刑

柱上即將燃火的時候，他們再度勸這位殉道者務要否定

自己的謬論，以救自己的性命。他回答說：“要我否定

什?謬論啊！我不知道自己講過什?謬論。我請求上帝作見

證。我所寫的和所講的完全是以搶救生靈脫離罪惡和滅

亡為目的；所以我極樂意用自己的血來堅定我所寫作和

所傳講的真理。”當火焰在四面燃起的時候，他便開始

歌唱一首詩，題目是“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

吧！”他繼續歌唱，直到歌聲永遠停息為止。

連他的敵人都被他的勇敢所感動。一位熱心的羅馬教首

領描述胡司和以後隨之殞命的耶羅米的蒙難情形

說：“二人臨終時都非常鎮靜。他們準備受火刑，好像

是預備赴婚姻筵席一樣。他們沒有一次叫痛，當火焰上

升時，他們卻開始唱詩，而且烈火似乎難以止住他們的

歌聲。”

胡司的身體燒盡之後，他們便將他的骨灰連同灰下的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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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一齊?入萊茵河中，借此送入海洋。逼迫胡司的人妄想

這樣作就是將他所傳的真理連根都拔去了，卻沒有夢想

到那天所流入海洋的骨灰要象種子一樣，散佈到世界各

國；而且將要在他們所不知道的地帶結出豐盛的果子，

就是許多為真理作見證的人。那天在康士坦司議會廳裏

發言的聲音將要響到永遠。胡司固然已經不在了，可是

他殉身所見證的道卻永不消滅。他忠誠堅貞的榜樣將要

鼓勵許多的人，冒著酷刑和死亡堅持真理，不讓一步。

他的死刑已經向全世界說明羅馬教廷不守信譽的殘酷，

所以事實上真理的敵人卻在無意之中推進了他們所想要

毀滅的運動。

此後康士坦司將要再豎起一個火刑柱。另一個見證人的

血必須為真理作見證。耶羅米向胡司辭別的時候曾勉勵

他務要剛強堅穩，並說，如果胡司遇到危險，他必定親

自趕去相助。所以這位忠實的門徒，一聽到這位改革家

被監禁，就立即準備履行他的諾言。他沒有得到通行護

照，只帶著一個人為旅伴，便向康士坦司出發了。他一

到那裏，就發覺自己不能作一點有助於營救胡司的事，

只是徒然危險而已，於是他逃出了那地方，但中途被逮

捕了，並加上鎖鏈，由一隊兵士押到康士坦司。在他第

一次站在議會想對控告他的人為自己辯護時，會?喊叫

說：“把他燒死，把他燒死！”他們將他關在牢獄裏，

用鎖鏈把他鎖住，使他保持一種不自然的姿勢，使他受

非常的痛苦；他所吃的只是麵包和清水。過了幾個月，

耶羅米因監禁的痛苦，以致病得很重，幾乎喪命；他的

仇敵恐怕他死去，就減輕了他的痛苦，此後他繼續被監

禁達一年之久。

胡司殉道的結果，並不如羅馬教會所希冀的一樣。皇帝

所發護照的被破壞引起了普遍的公憤，於是議會定意不

焚燒耶羅米，而盡力設法使他放棄自己的信仰。他們把

他帶到會場上，吩咐他放棄他的信仰，否則必受死刑。

其實鑒於他所已經受的痛苦，如果在他初被監禁時就治

死他，倒是善待他了；如今衰弱的病體，監牢裏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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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以及焦慮和懸念的摧殘，又因與朋友的隔離，再想

起胡期的死亡，他灰心極了。他一時向議會屈服，表示

願意依從議會的決定。他起誓順服羅馬教的信條，並接

受議會罪責威克里夫和胡司之教義的議案，只是聲明對

他們所講的“神聖真理”仍然相信。

康士坦茲（Konstanz）

康士坦茲是康士坦茲湖畔最大的城市，人口有七萬八千

人。城市位於瑞、德、奧三國交界，一向是傳統文化的

集散地，康士坦茲老城還保留了中世紀樣貌。1414年的

大公會議在這裡舉行，會議中主要是解決波希米亞宗教

改革的問題。然而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更顯衝突。

天主教在此處決了改革領袖約翰胡司，引發了捷克的革

命。胡司生前在這裡所住的房子（Hus House）建於十五

世紀，現已成為博物館，以介紹胡司運動的歷史，和他

受審的經過。康士坦茲會議即是在召開。城中一座十一

世紀的大教堂，即為當年大公會議的所在，胡司亦在此

被判為異端。

布拉格（Pargue）

布拉格位於歐洲之通衢大道。引來不少遊人商客穿梭此

地。於第十世紀，它已經發展成為一處繁華市集。中世

紀是布拉格黃金時代，其規模及文化輝煌遠超過同期之

倫敦或巴黎。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選擇了布拉格

為宮庭，決意把布拉格變成歐洲最華麗之城市。中歐第

一所大學布拉格大學亦於此時建成，其校長是一位著名

之改革派傳教士約翰胡司。由於胡司不值當時之天主教

庭腐敗黑暗，只向政治權加掛勾，與民間疾苦脫節。他

提出異見，要求改革，並引來大班追隨者。教庭地位動

搖，視他為異端宣揚。1415年，胡司在康士坦茲會議

中，被冠以異端邪說的罪名，處以火刑。胡司死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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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尊為殉道者英雄。也激發了激烈之胡司戰役。，胡

司派信徒大多是農民，只擁有簡單之農具，作為兵器與

全付武裝之王朝正規軍隊對壘。追戰役初期，奪得不少

勝果。但後來胡司派分裂成兩派，減弱了實力，於1434

年戰役被打敗後，便不成氣候。經歷了數代軟弱之王帝

後，於16世紀時，被鄰近之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斐迪南

一世統治，此後差不多400年，淪為奧地利之附庸地。期

間，也為布拉格注入新的文藝復興氣息，新的文化藝術

和科學。

於16世紀末，歐洲傳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矛盾加劇，

波希米亞共同弟兄會為反抗統治階層之天主教派，於

1618年5月23日首先發難，衝入王宮，把波希米亞王斐迪

南二世的之兩位大臣及書記推出窗戶，需然樓高50呎，

但三人僥幸跌在下面之糞便堆，奇蹟地都能生還（天主

教視為神蹟，說是天使拯救了他們）。此事件為歐洲"30

年戰爭"拉開了序幕。之後新教徒再嘗失敗苦果，於1620

年白山戰役被打敗後，受到耶蘇會之天主教徒長時間迫

害鎮壓，三十年戰爭影響歐洲深遠，後來積極參與戰事

之國家有德國，丹麥，挪威，瑞典，法國，西班牙等。

直至19世紀，奧地利統治之影響，開始放鬆，布拉格才

恢復生機，不但逐漸加強本土文化，採用捷克族語為法

定語文，發展公共交通，興建國家劇院，博物館，及不

少著名獨特風格之建築物。於1918年，捷克正式獨立，

並以布拉格為首都。二次大戰時，德國入侵，把布拉格

變為保護之波希米亞。戰後40年，捷克成為東歐共產鐵

幕成員，自由受到當時之蘇聯強烈壓制，至1968年8月爆

發著名布拉格之春運動，華沙公約軍開入鎮壓，有超過

100名示威者被殺害。直至1989年11月17日開始之紫色革

命，布拉格才擺脫蘇聯統治。於1993年建立捷克共和

國，踏入新里程。（本文摘自http://www.airticket.com.hk/

Infor_Pargue.htm）

舊城區廣場的東北端，立有約翰胡司的紀念碑，紀念這

位捷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此紀念碑立於1915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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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胡司逝世500週年，除了約翰胡司的雕像外，旁邊還

有胡司派信徒和農民的像。東面有一座教堂（Teyn 

Church），由兩個尖頂的閣樓組成。十三世紀時，該教

堂為天主教會堂，1415年胡司死後，胡司派的貴族佔領

了此地，成為胡司派教堂。爾後曾有親胡司派的國王，

在此教堂的尖頂上加鍍許多聖杯，以表明胡司改革的特

徵─杯的恢復。農民革命後，羅馬教會重返布拉格，將

鍍金的聖杯熔掉，變成了馬利亞頭上的王冠，此教堂也

再度成為天主堂，直到如今。廣場的南面有一個伯利恆

教堂（Bethlehem church），十四世紀末，這裡成為很著

名的捷克語講道場所，胡司曾在此以捷克語對群眾講

道。

塔伯爾（Tarbor）

布拉格南方的塔伯爾，是當年農民起義的發源地。早期

胡司信徒曾在此聚集擘餅，此處還留有一個當時擘餅用

的石桌。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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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馬丁路德改教運動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十二篇　德國馬丁路德改教運動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簡述

2.《基督教發展史》路德的改

教與神學理念

3. 馬丁路德小傳

4. 馬丁路德《九十五條》

5. 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

6. 馬丁路德在沃木斯國會上的

發表《這就是我的立場》

二、歷史景點

1. 艾斯勒本（Eisleben）

2. 埃森納（Eisenach）與瓦特

堡（Wartburg）

3. 爾弗特（Erhurt）

4. 威騰堡（Wittenberg）

5. 沃木斯（Worms）

6. 馬得堡（Madgeburg）

7. 來比錫（Leipzig）

8. 托爾高（Torgau）

9. 科爾堡（Coburg）

10. 紐倫堡（Nur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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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馬丁路德改教運動

三、討論題綱

1. 馬丁路德改教運動

2. 沃木斯會議（The Diet of 

Worms）

歷史簡述

1. 馬丁路德生平簡述

馬丁路德生於德國的艾斯勒本（Eisleben），父親原為一

名礦工，路德年輕時所看見，鄉民對宗教的迷信，使他

印象深刻。路德曾在麥丁堡（Magdeburg）共同弟兄會的

學校求學，後被送往埃森納（Eisenach）修習高級拉丁

文。1502年，路德從爾佛特大學畢業（Erhurt），原本打

算照著父親的意思繼續攻讀法律，卻因一連串突發的事

件，改變了他的方向。1505年，他在行近史托頓軒

（Stotternheim）時，險些被閃電擊中，他在危急之餘，

向父親的守護聖人安妮（St. Anne）發願，只要大難不

死，就願意成為一名修士。兩星期後，在父親嚴厲的反

對下，路德加入了當時修院團體中，最嚴謹清貧的奧古

斯丁修道會。然而孩童時代的迷信，加上對煉獄的恐

懼，路德的修道生活一直掙扎在苦修與贖罪之中，盼望

得到神的赦免。1510年至1511年間，路德探訪羅馬，企圖

從這個宗教的中心得著真正的平安，然而神職人員的奢

華與腐敗，只是讓他更加的失望。正當他在羅馬，虔誠

的跪爬耶穌曾經走過的木階，盼望脫離煉獄的苦刑時，

聖經的話對他發出亮光：「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返回

德國後，在恩師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的介紹

下，前往威騰堡（Wittenberg）大學任教，並繼續攻讀神

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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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馬丁路德改教運動

2. 改教經過

1513至1516年間，路德開始講授詩篇、羅馬書、加拉太書

等聖經書卷。一日，他在房間裏研讀羅馬書，神的話突

然向他發出亮光：「義人必因信得生」。路德自述：

「從此，我覺得自己獲得新生...整本聖經以全新的面貌向

我展開，我瀏覽聖經，到處都有類似的話語。」路德發

現，人的得救並非倚靠行為，乃是藉著信神的話，並信

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路德觀點的來源，除了出自

聖經本身外，也受到共同弟兄會和恩師施道比次的影

響。他們的著作及教導，使路德從對神律法的外在恐

懼，轉到對其恩典的主觀經歷，而發展出了「唯靠聖

經」（sola scriptura）、「唯靠信心」（sola fide）這兩個

宗教改革的主要觀點。

1517年，路德與天主教的衝突爆發。為了反對帖次勒

（Tetzel）在威騰堡販售贖罪卷斂財的無恥行徑，路德將

《九十五條》釘在威騰堡教堂的大門上，邀請各界在贖

罪卷的買賣、教皇赦罪的權柄、以及教會的寶庫等三個

議題上，進行公開的辯論。此舉因著印刷術的便利，震

撼了整個歐洲，教皇的權威與教會的財源，受到了嚴重

的打擊。1518年，路德與紅衣主教迦耶坦（Cajetan）在

奧斯堡（Augsburg）進行會談；次年，路德與厄克

（Johann Eck）在來比錫（Leipzig）進行辯論；路德一再

拒絕讓步，只不斷重申聖經的權威。1520年，路德積極

投入文字工作，出版了《致德意志貴族公開書》、《教

會被擄巴比倫》、《基督徒的自由》以及上百本的德文

小冊。這些小冊在歐洲受到廣泛歡迎，激起了教皇的憤

怒。教皇下詔要路德於60日之內悔改，然而，路德卻將

這份詔令公開燒毀。隔年1月，教廷正式頒諭，開除馬丁

路德博士的教籍。路德與天主教至此正式決裂。

1521年，在教皇的催促下，德皇查理五世在沃木斯召開

會議（Diet of Worms），要求路德出席說明。路德在德

皇和議會的面前，重申聖經的權威，他說：「除非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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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馬丁路德改教運動

經或常理真理說服我─我不接納教皇和議會的權威，因

為他們常常自相矛盾─我的良心是神話語的俘虜。我不

能，也不會改變任何信念。...這是我的立場，求神幫助

我。」路德在返家的途中，被朋友以假綁架的方式擄

走，藏在瓦特堡（Wartburg）的城堡裏。會議結束後的

一個月，德皇立即宣佈路德是冥頑不靈的異端份子，下

令捉拿並禁止其刊物的發行。

路德在瓦特堡健康不佳，將所有精力投注於寫作上。九

個月內，他寫下了十二本書，並將整本新約聖經翻譯成

德文，使聖經對於德國人民的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然

而在威騰堡那裡，路德的消失，使得改革運動陷入了混

亂。1521年，路德的同事迦勒斯大（Andreas Carlstadt）

在城堡中舉行聖餐，將告解和神父裝束廢除，並將餅和

酒分給平信徒，並領導政府沒收教會財產，攻擊會堂中

的圖像。同年底，慈韋考（Zwickau）的先知們來到威騰

堡，傳講末日信息，使情勢更加混亂。1522年，路德在

威騰堡政府的邀請下，回來主持大局。因著路德的復

出，迦勒斯大遭罷黜而離開，路德再度成為改革運動的

領導核心。其同事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為一

優秀的人文主義學者，始終忠於路德的改革，後成了其

得力助手，承繼了路德的改革精神。

3. 路德及其改革之爭議

儘管馬丁路德為主所用，結束了長達一千年的黑暗時

期。然而他的為人和其改革運動一樣有其缺陷，且留下

了許多爭議。馬丁路德曾形容自己「粗野、狂暴、激

烈、好戰」，認識路德的人都知道，他不僅脾氣火爆，

從不讓步，還嗜好啤酒。他晚年在威騰堡時，不僅稟性

不穩，喜歡攻擊別人，談話瑣碎，常徘迴於謙虛與勇猛

之間。路德雖提出「因信稱義」、「唯靠聖經」這兩大

宗教改革的柱石，但也曾為「聖母瑪利亞頌」

（Magnificat）作註，稱馬利亞為基督之母，並承認聖母

和聖人代禱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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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馬丁路德改教運動

在路德與慈運理的聖餐之爭上，也見出其剛愎、不認輸

的性格。據說路德與慈運理會面時，慈運理要與路德握

手，路德卻不肯伸手相握。在雙方無法就聖餐意義達成

共識時，路德拒絕協調，在桌上留下了「這是我的身

體」這處經文後，便憤而離席。使得改革宗的聖餐儀

式，並未完全脫離羅馬天主教的影響。此外，在逼迫重

浸派信徒的事上，路德也與向來敵對的天主教聯手。當

時有句通俗的諺語說：「那些要受浸的，就讓他們浸

死。」結果許多重浸派領袖都被投入河中浸斃。

1540年，向來支持路德，並為其協調與慈運理聖餐之爭

的德國黑森親王腓力（Phillip of Hesse）重婚，引起德國

改教的風波。此事遭到公開的反對，然而路德卻因其與

腓力的私交，私下贊同他的重婚之舉。由此可見，神所

使用的僕人，亦有其人性的軟弱。儘管神總是越過人的

軟弱來使用人，但這些個人的難處，至終卻成了工作上

的難處，也成了神在其身上繼續往前的限制。

　

《基督教發展史》路德的改教與神學理念
（本文摘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ChristianClassics/history/big5/main.htm）

改教運動的響鐘

為了對教會發行贖罪券提出質疑與抗議，馬丁路德於主

後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用拉丁文寫成著名的《九十

五條》，釘在威登堡教堂的門上，希望教會的領袖及神

學家們對他的質疑作出回應並與他公開辯論。當時的路

德已是威登堡大學教授，主要教授經學。

《九十五條》的內容非常簡單﹔他一開始劈頭就說：當

基督宣告：你們應當悔改，瓷的意思是信徒整個生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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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悔罪的生命，他一生以悔改的心態在主面前生活，為

的是他厭惡自己罪孽深重，深感神代死的恩典浩大，而

不是為了滿足律法，好逃避神的刑罰。當信徒真心厭惡

自己的罪而深痛悔改時，他不單不去逃避神的刑罰，反

而心悅誠服地接受神的審判和磨練。至於教皇，他根本

沒有赦罪的權柄，他只不過是神的僕役，代神宣告神的

赦免，而向死人宣告赦免更是沒有意義。假若教皇真的

有權赦罪，為什?他不免費為人赦罪？因此，贖罪券不單

沒有聖經的根據，更與聖經的真理相違背。那些買贖罪

券的人絕大多數都不是真心向神悔罪，他們若真心悔

罪，便不會企圖用金錢去擋住神的審判了。

《九十五條》釘上後，沒有人向路德應戰與他公開辯

論，但《九十五條》的內容便很快傳遍各地。教廷感到

甚為震驚，便下令路德到羅馬受審和答辯。支援路德的

德國貴族從中斡旋，教廷決定讓路德留在德國受審，由

教皇的代表卡茲旦（Cajetan）負責檢查他的信仰和勸喻

他承認錯誤，但路德不肯就範，教皇再下令他到羅馬受

查，亦為路德所拒。路德只應承假若攻擊他的人保持緘

默，他也願意保持緘默。在德國貴族的保護下，教會不

能對路德採取什?行動，主後一五一九年，雙方的緘默終

於打破，結果路德與教廷的代表艾克（Johann Eck）在來

比錫公開辯論。艾克將問題的焦點轉移，極少論到贖罪

券的功能，反而大事追問路德對教皇及教會傳統的權威

的看法。路德被艾克步步逼進，最後不得不宣告，聖經

是信仰唯一的權威（Sola Scriptura），教皇、教父及議會

不是信仰的依據。此語一出，問題便更加嚴重了。教皇

於是在主後一五二Ｏ年六月十五日頒下命令，宣佈他為

異端，飭令焚燒他的著述，限他在六十天內悔改，不然

趕逐出教會，受永不超生的咒詛。路德接到詔令，悲憤

不已，將教皇的詔令當眾焚燒，以示抗議，也表示他與

羅馬教廷斷絕關系。與此同時，路德寫了三篇重要的改

教文章，第一篇為《上德國基督徒貴族書》，第二篇為

《教會被擄于巴比倫》，第三篇為《基督徒的自由》。

在第一篇文章中，路德激發德國人的愛國情緒，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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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受神聖羅馬帝國或教廷的轄制，特別在宗教的事情

上，謀求獨立。他更叫貴族們認識到每一位平信徒都有

祭司的職分，在不同的崗位事奉見証神，因此貴族們不

需事事聽命于教皇。第二篇文章的題目使我們記起十四

世紀時教皇被法王脅持的事，象徵著教皇權威的衰敗。

這篇文章的主題與第一篇文章互相呼應，論到信徒既有

祭司的身分，教會的平信徒與聖品人員在地位上的分別

便不是那?絕對，因此在領聖餐時，平信徒也有資格拿著

聖餐的杯。教會于此時禁止信徒觸摸聖餐的杯，便是掠

奪了信徒的權利。同時，教會用"變質

說"（Transubstantiation）來解釋聖餐，也是將聖餐的本義

和真理囚禁了。還有，教會現行的七樣聖禮，只有兩

樣，即洗禮與聖餐禮是合乎聖經真理的，其他五樣，都

是教會囚禁信徒的枷鎖，若不將它們去掉，信徒便仍舊

被擄。第三篇文章論到基督徒除了受神管轄之外，他是

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人轄制，然而因著愛的緣故，他

雖無人管轄卻肯成為眾人的僕人。在這篇文章中，路德

清楚地標示只有神的話語是個人行事為人的准則與依

據。同時，路德也清楚地解釋因信稱義的道理，信心是

信徒生活的動力，而信心就是與基督聯合的經歷。這三

篇文章奠定了改教運動的理論基礎，也確定了改教的路

向。

主後一五二一年，神聖羅馬大帝查理五世運用皇帝的權

力，召路德到沃木斯國會前受審。查理五世給他人身安

全的保証，路德便來到國會前辯白，他用理性與聖經的

依據，指出教會的錯誤，但查理五世一概不聽，他要求

的是路德承認錯誤。最後路德宣告，他既不能違背自己

的良心，也不能違反聖經的教訓，他只能站立在那裏，

願神幫助他。說完便聽任查理五世宣判他被褫奪一切公

民權利及生命保障，他再不受國會的法律保護。路德知

道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現在，任何人都可以殺他而不

受法律制裁，他離開國會，在返回威登堡的途中，一小

隊人馬在森林內把他挾持，將他帶到一堡壘中。原來是

德國貴族為保護路德，故派人把他隱藏起來。路德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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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堡堡壘中改名換姓，埋頭將聖經翻譯成德文。經過將

近一年的努力，結果將新約譯成德文。當他想繼續翻譯

舊約時，外面情勢危急，他不能不冒生命危險出去處理

大局。原來支援路德改教的人中有一位威登堡的教授名

叫卡爾達德，他為人急進沖動，路德不在的時候，他成

了改教的領導之一﹔可是他過於急進，將教會的傳統全

面否定，造成了不少破壞，很多貴族也恐慌起來。失去

了貴族的支援，德國的改教便注定失敗，於是路德急急

出山，將激進派的路向改變過來。

路德回到威登堡後，立刻出版德文新約聖經，然後編寫

《崇拜禮儀》。他的得力助手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 

1497-1560 A.D.)也埋首寫成第一部以因信稱義為中心的更

正教神學。主後一五二四年，他另一位助手也編好了更

正教的詩集。這樣，從聖經，神學，崇拜禮儀以及詩

歌，更正教都自成一系，與天主教的傳統分了家。

然而，主後一五二四年到二五年都是路德受到最嚴重考

驗的一年，也是改教運動決定性的一年。主後一五二四

到二五年有幾件大事發生了。路德改教以來，一向極受

基督徒的知識分子所推許，有了這些知識分子的支援，

改教的大業便大有希望。當時在這些知識分子中有一位

極有影響力的人，他便是伊拉姆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A.D.)。伊拉姆斯在主後一五二四年寫了一本

《自由意志》的書，談到人有自由意志作選擇。路德看

了這本書大為震怒，便寫了《為奴的意志》駁斥他，指

出人在犯罪以後，便在罪的捆鎖中，沒有自由。辯論變

得白熱化，很多知識分子覺得路德過分極端，在伊拉姆

斯的帶領下，離棄了路德的改教運動。路德因此失去了

不少有力的知識分子的支援。在另一方面，德國的農民

為了爭取更大的權利，與貴族發生武鬥。農民在一次叛

亂中殺死了不少貴族和地主。路德看到動亂，便支援貴

族鎮壓農民。這樣一來，農民便覺得路德出賣他們，因

此脫離了他的改教運動。路德在一年之內失去了知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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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農民的支援。另一個相當大的打擊便是鼎力支援路

德的德國公侯腓特烈逝世，路德失去了一大靠山。幸而

繼位的約翰，同樣支援路德。

雖然經歷這些打擊，路德仍不屈不撓地前進，帶動改教

運動的發展。不到幾年，改教運動已擴散到德國以外的

地區。在歐洲各地產生了重大的變革。

路德神學簡述

路德不單是改教運動的先驅，更是一個偉大的神學思想

家。他對真理的闡釋直至今日，對信徒依然有極大的幫

助。

為了糾正教會，路德對中古神學傳統展開嚴厲的批評。

他將神學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榮耀神學，第二類是十字

架神學。所謂榮耀神學，就是以神的創造作起點，企圖

運用理性，透過神所創造的宇宙去証明神的存在並掌握

瓷的神性。中古的神學家所高舉的就是榮耀神學。他們

一方面用理性去証明神的存在，另一方面根據神的創造

去推斷神的屬性。這樣做，他們不單高舉了人的理性，

更將被造之物提高到與神的屬性同等的地位，仿佛人可

以從被造之物的性質看到神的本性。所謂榮耀神學就是

榮耀人的理性，榮耀宇宙的奇妙。路德覺得這種神學將

神旨意的奧秘忘記了，他們忘記神的本性與旨意是深不

可測，是人的理性所不能及的，假若神不向人啟示，人

絕不可能認識神。要認識神，我們便得謙卑地按照神的

啟示向我們顯明瓷自己，神要怎樣啟示我們，神用什?方

法、途徑，我們只有接納。神在什?地方最清楚的向人啟

示瓷的屬性？不是在瓷的創造，而是在十字架上。在十

字架上，神的尊貴、榮耀、權能與瓷的謙卑、寬容、忍

耐結合在一起。透過十字架看神，神不再單單是一位高

高在上，在權力、威嚴和絕對智慧中的神，而是一位親

自來到罪人當中，為罪人死的救贖主。這位神不要人與

瓷保持距離地去認識瓷，瓷要人與瓷親密地相交，瓷放

下天上的榮耀，來到人的中間，就是為這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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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十字架去幣解神，我們便領會，這位神的行動，真

是超乎我們的理性可能想象的，一位無限、永恆的創造

主，怎可能會進入有限的時、空中，變成被造物，借此

來啟示人呢？道成肉身與十字架受死的奧秘，粉碎了人

理性的驕傲，叫人謙卑下來，聽任神用瓷的途徑去啟示

瓷自己。

另一方面，神既然通過受苦將自己顯明出來，也通過受

苦，叫人得救，那?受苦便有很深的意義和很高的價值。

人要掌握神愛我們愛到什?地步，他也要經過受苦，與基

督一同受苦。當人看到基督如何倒空自己，便領會他何

等需要倒空他自己，不再誇自己的功勞，不再爭取自己

應得的權利，而甘願與主一樣背負十字架，被十字架帶

到最卑微的地步。在這卑微的地步，他才真正領會神的

榮耀。透過十字架，人亦可以看到自己的罪的可怕，和

神為罪所要付的代價是何等的大。十字架顯示神的公義

和震怒是何等可怕，面對這公義的神，人再不能憑借什?

來消解神的義怒，人只有受死一途。在這一無依靠的情

況下，人只有完全仰賴神的恩典，人只有緊握神恩典不

放﹔他不敢再誇自己有什?好處，他只可誇基督的恩典。

這種完全的仰賴，這種一無依靠的緊握，便是"信心"的經

歷。因信稱義的道理就是這?簡單，而因信稱義也是路德

十字架神學的中心。

路德對神的恩典體會得很深，乃因為他對人的罪性的可

怕體會得很深。在他的經歷中，人要立志為善，但行出

來的盡都是惡。人幻想自己能夠行善，也以為自己知道

什?是美善，更構想美善是如何如何，到頭來卻發現自己

滿身敗壞，被罪惡的勢力捆鎖，完全沒有能力為善。人

既沒有能力為善，也當然不能自救、不能靠自己稱義。

那?人得救完全是出於神。但問題卻來了，有些人得救

了，但有些人卻得不到救恩，既然人得救完全出於神，

那?沒有得救的人是不是神不救他們呢？路德的答案是清

楚的，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拯救誰就拯救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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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出於神的揀選。在這裏我們必須強調，路德的預定

論跟加爾文的有些不同。加爾文的預定論是完全以神的

主權出發，因為神有絕對的主權，瓷預定一切。路德的

起點卻不同，他是從人的無能出發，人沒有能力自救，

得救是出於神。而現實告訴我們，世上很多人沒有得

救，這現象怎樣解釋？只有用神的揀選與預定作解釋。

那?人的自由意志呢？人有自由嗎？就這個問題路德寫了

一本很激烈的小冊子，就是《論為奴的意志》，如前面

所提。路德認為這本小冊是他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

本。在這小冊中，路德直接了當地表示，自由意志是罪

人自己幻想、捏造的事實，人在犯罪後，根本連分辨善

惡的能力也沒有，何來有能力選擇善？人在犯罪後，他

的意志便淪為罪的奴僕，他沒有不去犯罪的能力。但人

不是有能力選擇這樣做或那樣做嗎？不錯，但這選擇也

是不出罪的範圍﹔即是說，人可以選擇這樣犯罪或那樣

犯罪，無論他怎樣選，結果都是一樣的，就是犯罪。人

即使面對善與惡，可以在善與惡之間作選擇，即使他真

的選擇了善，但他立刻便發現，他根本沒有能力將他選

擇的善實現出來，這樣的選擇便是一種虛幻的選擇。要

有真正的自由，人必須被基督釋放，被基督釋放了，人

才有真正的自由。其實，救恩的目標是在於叫人得到這

真正的自由。得救後，人第一次成為自己的王，他可以

獨立自主，不再受任何轄制，他可以自由地來到神的面

前，與瓷相交。但這完全自由的人卻甘願作眾人的僕

人，好像基督一樣。他自由了，但他的自由是為他人而

擁有的。以前他被鎖於自我中心之內，現在他從自我中

心的捆鎖中釋放出來，很自然地向他人流露責任與愛，

這便是真自由的意義。

在路德的神學中，另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聖經的權

威。對路德來說，聖經是信徒信仰生活唯一的依據。教

皇的諭令、議會的決定、教會的傳統，這一切與聖經對

照起來，便顯得微不足道﹔它們固然可能是真理的表

達，但卻不是真理的依據，只有聖經是神啟示的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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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但問題立刻來了，我們怎知聖經是神的話語，有

如此絕對的權威？我們如何去証實？對路德來說，這問

題簡直不是問題，因為聖經本身便是最好的証明，聖經

中神話語的權能叫我們不能不承認它的真確性。還有一

個問題，便是我們解經時如何避免自己主觀的思想、假

設加在經文上面曲解聖經？路德提議信徒理解聖經時最

好用聖經去解釋聖經，即是透過其他經文去幣解一段經

文。更重要的，所有的經文都指向基督的救恩及因信稱

義的道理。不單全本聖經以此為中心，就是每一段經文

也以此為指標。經這個角度去幣解某一段經文，便甚為

穩妥。不過，路德因為太強調以因信稱義為中心，以致

對雅各書有一些偏見，因為雅各書常提到信徒的行為，

因信稱義的道理似乎不夠明顯，於是路德覺得它比其他

書卷不那?重要。同樣地，舊約比較多談律法，因信稱義

也不及新約明顯，故也不及新約重要。這樣一來，便造

成聖經正典之內還有正典的觀念了。

最後，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念值得一提的，便是路德將"信

徒皆祭司"的真理再一次發掘出來。路德認為，無論每一

個信徒在什?崗位，他的工作都應該是神所呼召的，因此

工作沒有聖俗之分，所以在教會內聖品人員與平信徒的

分界絕不是身分的分界，而是工作崗位的分別。路德將

呼召擴充到信徒的職業上，叫信徒認識無論作什?他都是

在服事神、敬拜神，這樣對職業的理解在歐洲的文化發

展中，至為重要。在另一方面，既然每一個信徒都有祭

司的身分，他們便可以直接來到神的面前，領受神的赦

免，也可為人代求，更可直接聆聽神的話語，並宣講神

的話語。這樣，路德大大的擴大了平信徒事奉的責任，

這一點對日後教會及信徒個別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馬丁路德小傳
（本文摘自http://www.twbm.com/chinese5/history/history_22.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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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的父親翰斯(Hans)，在銅礦工作，自己有冶

爐，雖然說不上富有，但家道小康，能夠送兒子馬丁路

德去厄福大學(University of Erfurt)，盼望他成為律師。 

1502年，他完成了學士； 1505年，得了碩士；開始修讀

法律。在同年七月二日的大雷雨中，閃電霹靂交作，近

在他的身邊。馬丁路德在恐懼中許願說，願意作修道

士，就進了奧古斯丁修院。兩年後，正式成為神甫。

1509年，馬丁路德在威登堡大學完成了聖經學士。

1510年，路德去了羅馬。在那裏，看到教職人員的奢侈

和敗壞生活，使他震驚；他真誠苦行的心志，受到了搖

動。

司陶辟滋(Johann von Staupitz, 1460-1524)對路德一生的影

響甚大。他是當地奧古斯丁修院的主持，是路德的教

師，良友，和支持者。在他的勸促之下，路德繼續神學

博士，並且於1512年，完成學位，成為威登堡大學的聖

經教授； 後來接替司陶辟滋為主任教授，一生事奉，直

到他離世前不久。

1515和1516年，在教授保羅致羅馬人書信和加拉太書信的

時候，研思"神的義”的話。路德對這個"義”字，以為是

對付罪人公義的審判，使他困惱。他仍然對善功的觀念

未存懷疑；心中對公義的神懼怕，有時甚至私下懷

恨："我對那位公義刑罰罪人的神，說不上愛。我對祂隱

存忿怒；我恨祂，因為可憐的罪人，在律法和悲慘恐懼

下生活，不但被原罪毀壞，還要受福音折磨。...”

他禱告，默想，反復思考經文的涵義，最後得到了亮

光：稱義不是神公義的審判，不是人的義行，而是神給

人的恩賜。不是人去作，而是人去接受。"因為神的義正

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心。如經

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羅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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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本來能默誦全部新約聖經，和舊約的大部分；但到

現在，這經文對他竟變成了全然新的。他說："我覺得自

己得到了重生，經過敞開的門，進入了樂園！”

他以為這是聖經的神經中樞；這也成為宗教改革神學結

構的根基。神的恩典，藉著耶穌基督賜給信的人：神的

憐憫，使人的罪得以赦免，良心得以潔凈；使人不再負

罪疚的重擔，而能由喜樂感恩，而產生順服，從心裏遵

行神的旨意。

在他把聖經翻譯成德文的時候，羅馬書第三章28節，路

德譯為："人稱義是[惟獨]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

法。”有人批評他擅加了字，與原文不符；他堅持在德

文文法上有必要。

改革運動的明確口號是：惟獨信心(sola fides)，惟獨恩典

(sola gratia)，惟獨基督(solus Christus)。這原則使人人可

以了解，促成宗教改革的迅速發展。其本源則在於聖

經：羅馬書主旨是因信成義；加拉太書是恩典勝於律

法，基督徒的自由；希伯來書則論基督是唯一的永遠大

祭司和中保，信徒皆為祭司。這形成了十字架神學的架

構，宗教改革的信仰基礎。

這是我的立場

邁恩的大主教，把路德的九十五條抗辯呈到羅馬。教皇

的反應，只是諭令奧古斯丁修會的總主持，處分那不守

規矩的會士；那需要經過司陶辟滋。結果，路德寫了一

份長篇大論的答辯書。然後，德國奧古斯丁修會在海德

堡(Heidelberg)開會辯論，免除了路德區會監督的職務。

在這期間，路德熱心的朋友，為他說話，而與反對他的

多明尼加修會展開論戰。多明尼加修會不甘示弱，指控

路德是異端，要求羅馬懲戒。但教皇投鼠忌器，不願得

罪威登堡的選侯腓德烈，交由紅衣主教處理。德國許多

學術界和教會的人，都漸漸站在路德一邊。路德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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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明顯的表示，沒有服從教皇權威的意願，只有神

的話可以折服他。紅衣大主教向選侯腓德烈控訴路德的

桀驁不馴；威登堡的教員們，則要求他堅定支持路德，

因為這關係大學的聲譽和權威。

1520年， 威登堡的學生，在城門廣場上，把教廷的書籍

點火焚燒；路德自己把教皇諭令投在烈焰中，並且宣

告："因為你污損神的真理，願神把你毀滅在這火裏！”

到此地步，教皇不能再忍受。 1521年一月，教廷正式頒

諭開除路德教籍。

四月間，德國議會在沃木斯(Diet of Worms)集會。腓德烈

取得青年皇帝查理五世的許諾，不在聽證以前定路德的

罪。路德拒絕朋友們善意的勸阻，不顧危險，決定自己

去大會。路德說："即使鬼魔像屋頂上的瓦那樣多，充塞

沃木斯，為了神的真理，我也必須去！”有一群德國的

武士，和許多民眾，都站在路側，表示支持他。路德成

了舉世矚目的英雄。

四月十七日，路德站在大會之前。整個的大廳都滿了

人。一大堆路德所寫的著作，放在那裏。皇帝對待路德

態度冷酷而不友善。問他要不要收回所持的意見。在讀

出那些書籍和文章的題目後，路德顯得軟弱，不願立即

以是否回答，低聲要求回去再慎重思考。議會允准了。

那夜，路德在神面前懇切的禱告。

第二天，四月十八日，下午六點，馬丁路德莊肅而堅定

的站在那裏，與厄克(Johann Maier Eck, 1486-1543)對辯。

皇帝的代表問他，是否認錯收回這些所發表的意見。路

德清晰響亮著名的回答，震動了歐洲，決定了歷史：

"除非聖經或理由清楚的說服我 ( 我不信任教皇，也不相

信總議會，因為他們時常錯誤，也自相矛盾 )， 我受所

引用的聖經約束，我的良心受神的話捆綁。我不能，也

不願收回任何的意見，因為違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

當。我不能那樣作。這是我的立場，求神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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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昂然從仇敵中間走過，進到外面他的朋友中間。他

揚起雙臂，作出勝利的表示。

皇帝稱路德是"惡名彰著的異端分子”，"惡魔化身”；他

和他的黨徒都該除滅。沃木斯議會定路德為"罪犯”，他

的著作是違法的，應予禁止並焚燒。

隱藏的豐收

路德失蹤了。他被許多名蒙面武士"綁架”，擁簇著進入

了綠色的密林中。那是他朋友們的安排，經過腓德烈同

意。

在幄特堡，卻出現了一名武士喬治(Knight George)。他脫

下修道士的長袍，穿著平常衣服，蓄起了鬍鬚。在寂靜

的環境中，路德有時情緒消沉，但他忙於著述：馬利亞

尊主頌注釋，新約書信和福音書注釋等。但最重要的是

路德把聖經從原文譯成德文(新約部分於1522年出版；舊

約部分於1534年出版)。德文聖經的出版，使所有德國人

可以讀到他們自己的語言，了解神的話；不僅有助於宗

教改革的進行，也影響了德文的發展規範，並且成為譯

經的典型。

沒有路德的威登堡，陷於混亂當中。失去了信仰中心，

幾乎是各人任意而行。"先知”們忽然出現，自稱得了啟

示，見了異象，作了異夢；而這些人各說各的話，他們

的"啟示”並不相符。有的則反對十一奉獻，反對借放債

取利。最危險的煽動者是牟則爾(Thomas Muntzer, c.1490-

1525)， 一個神秘主義者，激進分子；他本來是路德的跟

從者；竟反對路德，寫文章詆毀路德是"酒徒和說謊

者”，只有他自己才有真理；後來參與農民暴動，事敗

被捕處決。

路德寫信給選侯腓德烈說，現在不是你保護我，是我保

護你的時候了。 於1522年三月，他"出山”回到威登堡，

住在那裏直到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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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路德的堅定領導，在登台傳講，又為文宣揚，秩序

就恢復了。由於路德反對暴力，他支持鎮壓1524年農民

暴動，也維繫了社會秩序。

路德居住在威登堡，講道教導；不過，他是非法罪犯的

身分，他可以著述，寫信，但不便在外公開活動。他沒

有跟腓德烈見面。

當時最著名學者經學權威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c.1466-1536)同情路德的立場，但認為他不必要過於激

烈；也不贊成"教皇無情的諭旨”。 在1520年十二月二十

日，選侯腓德烈與他相遇，問起他對路德的意見。那位

智者回答說：

"馬丁路德犯了兩項罪：他碰撞了教皇的冠冕，和教士的

肚腹。”選侯聽了微笑，至死記得；這也成了千古名

言。

他們相見五天之後，路德焚燒了教諭；沃木斯議會後，

宗教改革的形勢已成。伊拉斯謨寫信給朋友說："現在我

們所能作的，是向最高良善和權能的基督禱告，祂能夠

使萬事成為有益的；因為只有祂能作。”

路德的影響

路德有堅定的信念，雄辯的口才，系統的教導；但更有

效的是他的健筆：神的恩賜藉他流露出來。他寫得快而

犀利，越是在受激動攻擊的時候，更顯出其銳不可當。

在那時，德國的印刷廠，有三分之二因路德的寫作而生

意昌旺。在宗教改革運動期間，他沒有遠出過；但路德

的著作，風行全歐洲，從君王貴族，學術界和宗教界，

以至販夫走卒，都受他的影響。

作為卓越的領袖，有許多遠近的景慕者和跟從者，但他

的至友和繼承者，是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 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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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路德自承生來擅場與鬼魔爭戰，但墨蘭頓是和風

細雨，能造就人。他說："我喜歡腓力墨蘭頓的書，過於

我自己的作品。”路德時常向別人稱讚他的學術成就和

品德。這是多麼難得的領袖風範！在翻譯聖經時，他認

為工作重要，邀約墨蘭頓參與，但絕大部分是路德本人

的貢獻。路德不能公開外出參加的重要會議，都由墨蘭

頓代為出席，而能更和婉的表示路德的主張。在折衝樽

俎，制訂規章上，他的表現都甚出色。他更被稱為德國

的教師，當然也有路德的影響。至於墨蘭頓，早就與路

德在威登堡大學共事，彼此相知甚深，志同道合。在

1520年初，墨蘭頓宣稱，他"寧死也不與路德分離”。同

年十一月，他又說："路德的利益重過我自己的生命。”

在威登堡大學，有路德的一班同工，他們持守相同的改

革信仰，分頭往不同的城鎮，把信息傳播開。

布瑟(Martin Bucer, 1491-1551)原屬多明尼加修會，後來接

受了路德的信仰，是司陶斯堡(Strasbourg)改革運動領

袖。

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於1538-1541年，在他門下

受教三年之久，型鑄了他的思想。布瑟則於1548年，到

了英國，他一生的末後三年，在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任教授；劍橋產生了很多英國清教徒。

路德深知音樂的重要。他認為應該用音樂來敬拜神，並

教導信徒。因此他鼓勵同工寫作詩歌；他自己創作了幾

十首，其中"上主是我堅固保障”，採取詩篇第四十六篇

為主旨，是在情緒低落中寫的。 1527年，他自己有相當

長的時期患病，威登堡地區有瘟疫流行，周圍是死亡的

陰影威脅著，有些朋友死了；他的家成為臨時醫院，需

要照顧病患。他的筆下卻湧出了信心之歌，家傳戶誦，

很快全歐洲都唱起來，激勵宗教改革的信念。

1525年，路德同凱慈琳(Katherina von Bora, 1499-1552)結了

婚。凱慈琳原是修女。這表明他們堅決擯棄羅馬天主教

守獨身的傳統。婚後生活快樂美滿，育子女六人，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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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女相繼夭亡；只有二子馬丁和保羅，幼女瑪歌麗特

活到成人。他們家中晚餐後，常一起唱歌敬拜，有時客

人也參加，或奏樂，或唱歌，其樂融融。

路德晚年的健康不佳。但他仍然勉力寫作。 1546年，兩

位貴族不和，路德扶病冒雪去調停。分爭解決了。但偉

大的宗教改革家卻病深不起。二月十八日，馬丁路德在

他的故鄉艾勒斯本逝世。

　

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1517年〕
（本文摘自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theology/95theses.

html）

出於渴慕真道、明辨事理的願望；文學碩士、神學碩士

和維登堡大學常任講師馬丁路德神父擬主持對下列各條

進行的公開辯論，並希望不能參加口頭辯論者提出書面

意見。

1. 當我主耶穌基督說「你們應當悔改」（馬太4：17）

時，衪的意願是希望信徒們畢生致力於悔改。

2. 不應當將「悔改」一詞理解為懺悔儀式，即教士主持

下的告解和補贖。

3. 但它也並非僅僅意味著內心懺悔，若無各種外部的苦

行，亦無效能。

4. 贖罪罰應與自恨、即真正的內心懺悔同步進行，直到

進入天國。

5. 教皇沒有免除任何罪孽的意志和權力，他隻能赦免憑

自己的權力或教會法加於人們的懲罰。

6. 教皇除宣告或証明罪孽已由神赦免外，他本人不能赦

免任何罪過。至多僅僅有權在為自己保留裁決的案件中

為人赦罪。即使如此，如果他的權力遭到否認，這種罪

仍然未得赦免。

7. 神為人赦罪，還要同時使他凡事謙恭，順服於他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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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神父。

8. 根據教會法規，悔罪條例僅適用於活人，而不能加於

任何死者身上。

9. 如果教皇在其赦令中始終把死亡期和必要時刻視為例

外，那麼，通過他的聖靈對我們來說便是仁慈的。

10. 那些在人臨終時愚蠢、惡意行事的神父們，卻把教會

法的懲罰擴及煉獄之中。

11. 將教會法的處罰改成煉獄處罰的那些稗子，顯然是在

主教們熟睡時由魔鬼撒下的。（馬太13：25）

12. 從前，作為真誠懺悔的考驗，教會法的處罰是在赦罪

之前，而不是在其後。

13. 臨終之人因其死亡而擺脫了一切懲罰，對教會法已失

去感覺，故有權免除其懲罰。

14. 不充分的虔誠和愛必然使臨終之人感到無比恐懼，而

且愛愈少，恐懼愈大。

15. 這種驚懼或恐怖，足以構成煉獄的懲罰，因為這是瀕

臨絕望的恐懼。

16. 地獄、煉獄和天堂的區別似乎就是絕望、恐懼和得救

的信念。

17. 對煉獄中的靈魂來說，恐懼似乎會必然減少，愛心則

相應地增長。

18. 此時，理性或聖經似乎都未証明，煉獄中的靈魂已超

脫於功罪之外，不能滋長愛心。

19. 同時也沒有証明，煉獄中的靈魂，至少不是全部，確

信自己已經得救，即使我們自己可能對此確信無疑。

20. 所以，當教皇說赦免一切懲罰時，並不真的指所有的

懲罰，而僅僅是指他本人所施於人的懲罰。

21. 因此，推銷贖罪券的教士們鼓吹，教皇的贖罪券能使

人免除一切懲罰，並且得救，便陷入了謬誤。

22. 因此，教皇事實上並沒有赦免煉獄中靈魂的任何處

罰，因為按照教會法的規定，人應在生前接受這些處

罰。

23. 如果說有某些人能接受全部免罰的話，那也只有完美

無暇的人才能得到，僅有極少數而已。

24. 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大肆鼓吹赦罪，不可避免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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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受騙上當。

25. 教皇對煉獄一般擁有的這種權力，同每個主教在自己

的轄區和每個神父在本教區所擁有的權力相當。

26. 教皇可以出色地批準赦免煉獄中的靈魂，但並非利用

他沒有擁有的鑰匙權，而是為其代禱。

27. 他們鼓吹的僅僅是人的主張，說什麼當錢櫃中的銀幣

叮當作響，煉獄中的靈魂即會應聲飛入天堂。

28. 顯然，當錢幣在錢櫃中叮當作響，增加的只是貪婪和

利己之心。至於教會代禱的功效，僅由神主宰。

29. 誰能知道煉獄中的靈魂都期望得到赦免呢？因為關於

聖賽維林和聖帕斯夏的傳說中就有例外的情形。

30. 既然沒有人確知自己的悔悟是否達到至誠，那麼就更

難探曉其罪孽是否得到全赦。

31. 真誠購買贖罪券的人，如同真誠悔罪的人一樣稀少。

的確，這種人極為罕見。

32. 那些因購買贖罪券而確信自己得救的人，將同他們的

教唆者一起受到永罰。

33. 那些鼓吹教皇的赦宥即是神的最高恩典、人們由此可

與神復歸和好的人，應引起人們的特別警惕。

34. 因為贖罪券的功效，僅同人為的禮儀式苦行贖罪的懲

罰有關。

35. 凡鼓吹說，購買靈魂免受煉獄之苦或購買懺悔特免權

者便無悔過之必要，均不符合基督之教諭。

36. 真誠悔過的基督徒，就是不購買贖罪券，也能夠獲得

全面免除罪罰的權利 。

37. 真誠悔過的基督徒，或生或死，就是沒有贖罪券，也

能分享神和教會的賜福和恩典。

38. 然而，教皇的赦免和賜福也不容輕視，因為正如我

（在第六條中）說過的，它們也是神聖赦免的宣言。

39. 最博學的神學家也很難自圓其說，如果他同時向信眾

鼓吹贖罪券的特效，又宣揚真誠悔罪的必要性。

40. 真誠悔過的基督徒甘願為其罪孽受罰，贖罪券的特權

卻免除了罪罰，並且使人憎惡罪罰，或者說，它至少提

供了這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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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應謹慎宣揚教皇的贖罪券，否則，人們便會誤以為他

們是在選擇另一些愛的善功。

42. 必須訓示基督徒，教皇無意把購買贖罪券，在任何情

況下與善功相提並論。

43. 必須訓示基督徒，向窮人布施，或借錢給急需者，都

比購買贖罪券好。

44. 因為愛產生了善舉，人會變得更好；而贖罪券的手段

並不能使人洗心革面，僅僅使其擺脫懲罰而已。

45. 必須訓示基督徒，看見一個窮苦有難的人而棄之不

理，而把錢花在購買贖罪券上，那麼他買到的絕不是教

皇的赦免，而是神的懲罰。

46. 必須訓示基督徒，如果沒有多餘的錢，就應當留足家

庭的用度，不要把錢浪費在購買贖罪券上。

47. 必須訓示基督徒，購買贖罪券是自覺自願的行為，沒

有人強制他這樣做。

48. 必須訓示基督徒，教皇赦免信眾，更需要和期望的是

他們的虔誠祈禱，而不是其錢財。

49. 必須訓示基督徒，教皇的贖罪券，只有當他們不依賴

它時，方才有用。如果因購買贖罪券而失去對神的畏

懼，那麼贖罪便成了最有害的東西。

50. 必須訓示基督徒，假若教皇得知贖罪券兜售者的勒索

行為，他寧肯將聖彼得教堂焚為灰燼，也不願用其牧群

的皮、肉、骨來建造它。

51. 必須訓示基督徒，教皇會甘願拿出自己的錢來，甚至

不惜賣掉聖彼得教堂，來賑濟那些受到贖罪券販子榨取

的人們。

52. 相信贖罪券的拯救功能是徒勞無益的，即使其兜售

者，甚至教皇本人以其靈魂作為擔保，也沒有用。

53. 為鼓吹贖罪券而禁止其他教堂宣揚神之道的人，便是

基督和教皇的仇敵。

54. 在怖道中鼓吹贖罪券的時間同宣揚聖道的時間一樣多

或更多，便是對神之道的褻瀆。

55. 教皇必然有這樣的看法：如果對鼓吹贖罪券這樣的小

事值得敲鐘、遊行和舉行儀式，那麼對宣揚福音這樣的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2.htm (22 of 57)3/5/2005 6:37:23 PM



德國馬丁路德改教運動

大事，就更值得百倍地敲鐘、遊行和舉行儀式。

56. 教皇宣稱他所賜予的赦罪恩惠是取自教會的「寶

藏」，基督信徒對此「寶藏」既未充分討論，也不了

解。

57. 顯而易見，贖罪券並不是世俗的寶藏，因為兜售者不

是免費發放，而是一味地囤積。

58. 贖罪券也不是基督和聖徒們的功德，因為即使沒有教

皇，聖徒們也施恩於人的靈魂，把十字架、死亡和地獄

加於人的肉體。

59. 聖勞倫斯說過，教會的貧窮便是教會的寶藏，不過，

他這樣說是沿襲了他那個時代的詞意。

60. 細加考慮我們便會說，那種寶藏便是基督恩典所賜與

教人的鑰匙。

61. 因為顯而易見，教皇的權力足夠自行赦免為他保留的

懲罰和案件。

62. 教會的真正寶藏應是充滿神榮耀和恩典的至聖福音。

63. 但這種寶藏自然最使人厭憎，因為它使那在前的將要

在後。（馬太20：16）

64. 另一方面，贖罪券的寶藏自然最召人喜歡，因為它使

那在後的將要在前。

65. 所以，福音的寶藏如同羅網，從前有人用其網羅富

人。

66. 贖罪券的寶藏卻是這樣的網，有人現在用來掠取人的

財富。

67. 煽動者竭力鼓吹為最大恩典的贖罪券，實際上隻是使

某些人借此撈到了好處。

68. 然而，和神的恩典及十字架的虔誠相比，贖罪券實際

上是最微不足道的。

69. 主教和神父們一定要畢恭畢敬地接納教皇的赦罪特

使。

70. 但他們更要使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十分警覺，以防這些

人販賣自己的私貨而忽視教皇的囑托。

71. 那些攻擊教皇贖罪券真相的人應受詛咒和譴責。

72. 但那些反對贖罪券兜售者的貪婪和放肆的人卻應得到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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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如同教皇有理由對那些千方百計阻撓贖罪券發售的人

大發雷霆一樣。

74. 他對那些用贖罪券作為托詞來損害聖愛及真道的人，

更應該口誅筆伐。

75. 如果認為教皇的贖罪券有如此大的功效；甚至連做了

不可想象的、污辱聖母的也能赦免，這一定是瘋話。

76. 相反，我們認為，涉及到罪孽的時候，即使是最微不

足道的，教皇的贖罪券也難以免除。

77. 如果說，即使聖彼得今天當了教皇，他也不可能賜予

更大的恩典。這不僅褻瀆了聖彼得，也褻瀆了教皇。

78. 相反，我們主張，不管現任教皇，還是其他教皇，都

擁有供個人支配的更大的恩典，那就是福音、宗教權

力、醫治權等，如經上（林前12：28）所說。

79. 有人說，教皇紋章上的十字架，以及贖罪券兜售者樹

起的那種十字架，與基督的十字架具有同等效力，那是

褻瀆。

80. 允許這種謬說流傳於民間的主教、神父和神學家們，

應對此負責。

81. 對贖罪券的肆意鼓吹，使有學問的人也難以在乎信徒

的攻擊和敏感的質問下維護教皇的威望。

82. 譬如有人問：「既然教皇為了籌集修建聖彼得教堂的

那筆可憐的款項而解救煉獄中的無數靈魂，那他為何不

因聖愛的緣故和煉獄中靈魂的迫切需要，將他們統統釋

放呢？而前者的理由微不足道，後者則正大光明。」

83. 又如：「既然不當為煉獄中已被解脫的靈魂祈禱，那

麼為何還要繼續為亡靈舉行葬禮彌撒或周年彌撒祭呢？

為何不允許將為此目的所交納的款項退回或停止交納

呢？」

84. 又如：「為了金錢的緣故允許不虔誠者和敵對者購贖

煉獄中愛戴神者的虔誠之靈，反而不願為那被愛戴的靈

魂和至愛的緣故將其赦免，這是神和教皇的何種新恩

典？」

85. 又如：「為什麼長期以來事實上已被廢止不用的懺悔

法規，現在又因發放贖罪券而再次實施，好像它們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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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和生效似的？」

86. 又如：「教皇是當今的富中之富，他的錢比古時最大

的富豪克裡沙士還多，那他為什麼要花費可憐的信徒們

的錢，而不掏自己的腰包來建造聖彼得教堂呢？」

87. 又如：「那些通過至誠悔罪已經獲得了全面赦免和蒙

福的人，還能從教皇那裡得到什麼樣的赦免和恩典

呢？」

88. 又如：「假若教皇不是像今天這樣每天一次，而是每

天百次地將赦免和祝福賜與每位信徒，那麼教會的賜福

豈不是更大？」

89. 「既然說教皇發售贖罪券是為了拯救靈魂，而不是為

了金錢，那麼，他又為何廢止了從前允諾的具有同等效

力的赦免和寬宥？」

90. 不用理性來消除信徒的疑慮和爭端，而僅憑武力壓

制，那就只能使教會和教皇成為敵人的笑柄，而使廣大

基督徒感到痛心。

91. 如果按照教皇的精神和意願來宣揚贖罪券，那麼所有

的疑慮都會很快消除，甚至不再存在。

92. 是要離開這樣的先知：他們向基督信徒鼓吹「平安，

平安」，實際上並沒有平安。

93. 向基督信徒宣揚「十字架、十字架」，而實際上沒有

十字架的先知們應當蒙福。

94. 應當告誡基督徒通過苦行、死亡和地獄，忠心追隨其

主基督。

95. 唯有經歷各種苦難，而不是虛假的平安擔保（徒14：

22），才能有把握進入天國。

　

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
（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net/text/shenxue/ziyou.htm）

許多人以為基督徒的信，乃是一件容易的事；還有不少

的人，把信列為諸德之一。他們其所以如此行，是因他

們沒有信的經驗，也從來沒有嘗到信的大能。因為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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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在某一個時候，處於試煉的壓迫之下，嘗過信所

給與的勇氣，他就無法將信好好描寫出來，也無法對凡

論信所正確描寫的加以領會。但是凡少許嘗過信的滋味

之人，就對信寫之不盡，說之不盡，揣摩不盡，聽聞不

盡。因為信是一道活水泉源，直湧到永生，正如基督在

《約翰》四章所說的（４：１４）。

至於我，雖然沒有豐富的信可誇，也知道我所積蓄的信

是如何微薄，但是我既曾被各種大試煉所追逐，我就希

望得著了一點信，也希望我與那些甚至不懂自己所寫為

何物的咬文嚼字的人，如一切高深莫測的好辯家比起

來，若是不能說得更優美些，必定說得更中肯些。

我為使知識淺薄的人－－因為我只是服事這等人－－易

於明瞭起見，首先要提出論心靈的自由與束縛兩個命

題：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轄。

基督徒是全然順服的?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轄。

這兩個命題雖似互相矛盾，但我們若發現它們連成一

片，它們就恰好滿足我們的目的了。它們都是保羅的

話。他在《林前》九章說：『我雖是自由的，然而我甘

心作了?人的僕人』，又在《羅馬書》十三章說：『凡事

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這樣愛的本性就是甘

願服事並順從所愛之人。所以基督雖是萬有之主，卻為

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因此他一面是自由的，一

面又是奴僕，一面有上帝的形像，一面又有奴僕的樣

式。

但我們要先從離題較遠，卻又更明顯的事上說起。人有

兩重性，一是屬靈的，一是屬肉體的。就人稱為靈魂的

靈性說，他就叫做屬靈的人，或內心的人，或新人；就

人稱為血氣的屬肉體的性說，他就叫做屬血氣的人，或

外體的人，或舊人。關於這兩種人，保羅在《林後》四

章說：『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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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區別，所以聖經說到同一個人，卻有兩樣矛盾的

話，這是因為這兩種人住在一個人之內，原來就兩不相

容，肉體與靈性相整，靈性與肉體相爭（《加》五

章）。

我們要先揣摩內心的人，看一個公義的，自由的，真正

的基督徒，即一個新的，屬靈的，內心的人是如何?生

的。顯然外表的事，不拘是什?，在?生基督徒的公義或自

由以及不義或束縛上，都毫無影響。單用一個論據便足

以證明這一點。若身體享受健康，自由自在，能活動，

能吃，能喝，要作什?便作什?，這與靈魂有什?益處呢？

因為這些事，連那最不敬虔，作萬惡奴隸的人也做得

到。反之，身體軟弱，或被囚，或受饑受渴，或遭任何

外表的不幸，又怎能傷害靈魂呢？這些痛苦，連最敬虔

的人，連那些因有清潔的良心而極其自由的人，亦在所

不免。這些事沒有一樣影響到靈魂的自由或束縛。身體

縱有神甫的聖衣為裝飾，或住在聖地，或供聖職，或禱

告，禁食，不吃某種食物，或行任何用身體或屬身體的

事，但靈魂並不因此受惠。心靈的公義與自由所要求的

事，與此大不相同，因為上面所說的事，無論什?惡人也

都能作，而且這類的事只足以?生假冒?善的人。反之，身

體縱穿俗衣，住在沒有被分別為聖之地，吃喝如常人，

不大聲禱告，並忽略行以上所說那為假冒?善的人也能作

的事，但靈魂並不因此受損。

不但如此，就是?棄諸般善功，甚至?棄冥思默想與心靈所

能行的一切，也是無益的。只有一件事，是為基督徒的

生活，公義，與自由所不可少的。這一件事就是上帝的

聖道，基督的福音，正如他在《約翰》十一章所說：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又在《約翰》八章說：『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

們就真自由了』；又在《馬太》四章說：『人活著，不

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這樣，

我們就要認清，也要確知，靈魂缺少別的都不要緊，但

少不了上帝的道；沒有上帝的道，靈魂就無處求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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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若有了道，它就是富足的，不缺少什?，因為這道就

是生命，真理，光明，平安，公義，救恩，喜樂，自

由，智慧，能力，恩典，榮耀和我們所不能想象到的諸

般福分之道。這就是先知在《詩》一一九全篇，與聖經

許多別的地方，用這?多歎息之聲想念上帝的道，並用這?

多名字稱呼上帝之道的原因。反之，上帝的忿怒所用以

擊打人的災難，象他在《阿摩司》所說，沒有一樣是比

不能聽見上帝的道更為可怕的；諸般恩典也沒一樣恩典

是比上帝發出他的道來更為大的，正如《詩》一Ｏ七篇

說：『他發出他的道醫治他們，救他們脫離死亡。』基

督奉差遣降世，也不是為別的，單是為傳道，而整個屬

靈階級，即使徒，主教，和一切神甫蒙召受職，也單是

為傳道。

你問：『上帝既有許多的話，那?他的這道是什?？這當如

何應用呢？』我回答說，保羅在《羅馬書》一章將那說

明了。這道就是上帝論道他兒子成為肉身，受苦，從死

復活，籍著使人成聖的聖靈得榮耀的福音。因為傳基

督，就是牧養靈魂，使它成為義，解放它，拯救它，如

其相信所傳的。因為惟有用信領受上帝之道，才使人得

救，如《羅馬書》十章說：『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

裏信上帝叫他從死復活，就必得救；』又說：『律法的

總結就是基督，使凡相信他的都得著義；』又《羅馬

書》一章說：『義人必因信得生。』上帝的道不是用什?

行為，而是單用信才能領受愛慕的。因此，既然靈魂為

它的生命與義所需要的只是信，那?，靈魂稱義顯然單是

因信，而不是因任何行為；因為它若可因別的稱義，就

不必需要道，這樣，也不必需要信了。但信與行為決不

兩立，這就是說，你不能同時又靠行為（不論行為的性

質如何）稱義；因為那就是腳踏兩邊船，敬拜巴力，以

口親手，這照約伯所說（《伯》３１：２７），是很大

的罪。因此，只要你一開始相信，你就會明白，凡在你

裏面的都是可指責的，有罪的，可咒詛的，如《羅馬

書》三章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欠了上帝的榮

耀；』又說：『沒有義人，沒有行善的，都是偏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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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一同變為無用。』你若明白了這一層，就必知道：

你需要那為你受苦而復活的基督；你既已信他，就因這

信可以成為新人，使你一切的罪都得赦免；並且你因另

外一位的功德，就是單因基督的功德，得以稱義了。

既然這信只能在內心的人掌權，如《羅馬書》十章所

說：『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而且既然只有信才可使

人稱義，那?這一個內心的人就顯然不能因什?外表的行為

或其他方法得稱為義，得以自由，得蒙拯救。行為，不

論其性質如何，與內心的人沒有關係。反之，只有心裏

的邪惡與不信，而非外表的行為，才叫人有罪，叫人成

為可咒可詛的罪奴。因此，每一個基督徒所應該留心的

第一件事，就是要丟棄倚靠行為的心，單單多求堅固

信，並籍著信不求多知道善行，只求多知道那為他受死

而且復活的基督耶穌，如同彼得在他的前書末章所說

的；因為沒有別事可使人成為基督徒。所以在《約翰》

六章記載著，當猶太人問基督，他們當作什?，才算是作

上帝的工，他就摒除他所見到的他們無數的工，只吩咐

他們一件，說：『信上帝所差來的，這就是作上帝的

工。因為他是上帝所印證的。』因此對基督的真實信仰

乃是一個無可比擬的寶庫，它帶來一切救贖，救人脫離

一切惡事，如同基督在《馬可》末章所說：『信而受洗

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這寶庫有以賽亞已經

看見，而且在《以賽亞》十章中預言說：『上帝要在地

上定規必成的結局，必有公義施行，如水漲溢。』他仿

佛是說：『信是律法簡約而完備的實現。

這信要使信徒有充充滿滿的義，叫他們不必另外需要什?

為他們的義。』保羅在《羅馬書》十章也如此說：『心

裏相信，就可以稱義。』你如果問：既然只是因信稱

義，不要行為，就可使人得大有福氣的寶庫，那?，聖經

又為何規定這?多行為，禮儀，律法呢？我就回答說：第

一，你須記得那已經說過的：即只是信，不是行為，才

使人稱義，使人自由，使人得救。這個我們以後還要更

清楚講說。這裏我們只要指出，上帝的聖經總分為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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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誡命與應許。誡命所教訓人的固然是善事，無奈所

教訓的，人並不就能行出來；因為誡命只指示我們什?是

當行的，而不給與我們遵行的能力；誡命是為叫人認識

自己，好承認自己不能行善，而對自己的能力絕望。這

就是他們為何叫做舊約，為何是舊約。譬如：『你不可

起貪心』（《出》２０：１７），這就是一條定我們大

家為罪人的誡命，因為不拘人如何抵制貪心，卻沒有人

能不起貪心。因此，為著要不起貪心，為著要遵守這一

條誡命，人就不得不對自己絕望，而另在別處，另從別

一位，找他自己所沒有的幫助，如同何西阿所說：『以

色列啊，你自己的乃是滅亡：你的幫助只是在我。』我

們在這一條誡命上如此，在其他一切誡命上亦複如此；

因為不論那一條，我們都同樣無法遵守。

但人既然籍著誡命知道了自己的軟弱，並對自己怎樣才

可成全律法的問題發生了不安，－－因為律法是必得成

全，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的，不然人就要被定罪，沒有

希望－－那?他在實在降卑虛己之後，就在自己身上找不

出稱義與得救的方法來。到了這一步，就來了聖經的第

二步，那就是上帝的應許。這些應許宣示上帝的榮耀，

說：『你若願意成全律法，又照誡命所說，不起貪心，

你就來信基督，在他裏面恩典，公義，平安，自由，與

萬事都應許給你了；你若相信，就有一切，若不相信，

就缺一切。』因為凡你靠律法的行為－－它們雖然?多，

但是無用，－－所不能成就的，籍著信就可以快捷容易

地成就了。因為我們的父上帝叫萬事都倚靠信，以致誰

有信，誰就什?都有，誰沒有信，誰就什?也沒有。《羅馬

書》十一章說：『因為上帝將?人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特

意要憐恤?人。』因此，上帝的應許給與上帝的誡命所命

令的，成全了律法所規定的，叫萬事，即誡命與成全誡

命，都唯獨出於上帝。唯獨他定誡命，也唯獨他成全誡

命。故此上帝的應許不但屬於新約，而且就是新約。

上帝的這些應許既然是聖潔的，真實的，公義的，自由

的，和平的，充滿諸般善良的話，那?凡用堅固的信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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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應許的心靈，就不但與這些應許聯繫，而且為這些

應許所吸收了，所以這心靈不但分享這些應許所有的能

力，而且為這能力所貫注了。因為基督的摸觸既可以醫

病，那?，他在心靈上這最輕柔的摸觸，不如說，道的這

種吸收作用，豈不更要將道所有的一切傳達于心靈?？這

就是心靈如何只因信，而非因行為，才靠著上帝的道稱

義，成聖，領受真實，平安，自由，充滿百般福氣，作

上帝的真兒女，如同《約翰》一章所說：『他就賜他們

權柄，作上帝的兒女，就是賜給凡信他名的人。』照以

上所說，就容易明白信從何而有這?大的能力，信為何不

是善行，也不是一切善行所能比擬的：沒有什?行為能把

握上帝的道，或能存在心靈裏面；在心靈裏面只有信和

道左右一切。道是怎樣，就使心靈怎樣，如同火與鐵連

合，鐵便熊熊如火一樣。這樣，基督徒在信裏就有了所

需的一切，再不需什?行為使他稱義。他若不需行為，也

就不需律法；他若不需律法，也就一定脫離了律法，

『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提前》１：９）這

一句話，也就是真的了。這就是基督徒的自由，即我們

的信；這自由並不使我們度閑懶或邪惡的生活，但使律

法與行為在人的稱義與得救上成為不必須的。

這是信的第一種能力。現在我們要看信的第二種能力。

信有另一功能，就是，凡我們所信任的人，我們就最敬

重，看他為真實可靠的。因為我們敬重我們所信任的

人，無過於看他為真實的，義的。我們看重人，還能比

看人為真實的，義的，盡美盡善的更可貴?？反之，當我

們不信任一個人，我們輕看他，就無過於看他為虛假

的，邪惡的，並且懷疑他。所以心靈若堅定不移地信靠

上帝的應許，便是看他為真實的，公義的，而再不能將

什?比這更高的歸於上帝了。我們將真實，公義，和被信

任者所應得的都歸於上帝，這就是對上帝的最高崇拜。

到了這個時候，心靈就全然聽從上帝的旨意，尊他的名

為聖，任憑他如何待它，因為他既堅持他的應許，就不

疑惑那信實，公義，有智慧的上帝，必將萬事都辦理，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2.htm (31 of 57)3/5/2005 6:37:23 PM



德國馬丁路德改教運動

處置，安排得好。這樣一個心靈，豈不是因這信，在凡

事上最順從上帝?？還有什?誡命，尚未由這種順從充分成

全了呢？還有什?成全，比在凡事上順從更完美呢？但這

種順從非由行為而來，來單由信而來，反之，又有什?

事，比不信上帝的應許，更屬背叛上帝，更屬邪惡，更

屬藐視上帝呢？凡這樣行的人，豈不是否認上帝，在自

己心裏立起了自己作為偶像?？這樣，從這種邪惡中生出

來的行為，縱令是天使與使徒的行為，又有什?益處呢？

所以上帝不將?人圈在忿怒或情欲之中，倒圈在不信之

中，乃是恰當的，好叫凡以為遵行了律法所規定的貞潔

與憐憫（即作公民與人所當有的德行），便成全了律法

的人，不得自恃因此得救；他們是被圈在不信的罪中，

如不尋求恩典，就要按公義被定罪。

但當上帝看見我們以他為真實的，用我們心裏的信來照

他所應得的大大尊敬他，他就因我們的信也大大尊敬我

們，以我們為真實的，公義的。因為信把上帝所應得的

歸於上帝，所以信就生出真實與公義來；因這緣故，上

帝也把榮耀給予我們的義。上帝原是真實的，公義的，

而這樣看他，這樣認他，乃是真實的公義的。所以他在

《撒上》二章說：『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視我

的，他必被輕視。』保羅在《羅馬書》四章說，亞伯拉

罕的信算為他的義，因為他籍信就將最全備的榮耀歸於

上帝，我們若信，因同樣的緣故我們的信也要算我們的

義。

信的第三個無可比擬的好處就是：信將心靈與基督連

合，有如新婦與新郎連合。象保羅所說，因這一個奧秘

的連合，基督與人的心靈成了一體。他們既是成了一

體，成了真正婚姻的結合，甚至是一切婚姻中最美滿

的，因為人的婚姻不過是這真正婚姻殘缺不全的預表，

那?他們所有的就不論好壞，都是公有的了。所以凡信的

人，就可以拿基督所有的來自矜，來誇口，仿佛它們都

是他自己的；凡他心靈所有的，基督也認為是他的。我

們只要將雙方比較，就要看出雙方無可估計的差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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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滿有恩典，生命，救恩；心靈卻滿有罪惡，死亡，

咒詛。讓信來到他們中間，於是罪惡，死亡，地獄就屬

了基督，而恩典，生命，救恩卻屬了心靈。因為基督既

是新郎，就將他的新婦所有的都歸於自己，而將自己所

有的都賜給他的新婦。因為他既將身體與整個的自己也

賜給她，怎會不將他一切所有的賜給她呢？他若接受了

新婦的身體，又怎會不接受她一切所有的呢？看哪！在

這裏我們所有的愉快景象，不僅是相通，而且是蒙福的

爭戰，勝利，拯救，和得贖。因為基督是有一個位格的

神與人，他沒有犯過罪，沒有死過，沒有被定過罪，他

也不能犯罪，不能死，不能被定罪；他的公義，生命，

救恩是不能勝過的，永遠的，無所不能的；人因信與他

結合，他就在他新婦所有的罪惡，死亡，與地獄的痛苦

上有了分，不但有分，也將這些歸於自己，好象是他自

己的，又好象他自己犯了罪；他受苦，受死，下到地

獄，為的就是要勝過這一切。

這樣，行這一切事的既是這樣的一位，死亡與地獄既不

能吞滅他，他就必在大決鬥中將它們吞滅了。因為他的

義大於一切人的罪，他的生命強於死亡，他的救恩較地

獄更是無敵。如此那相信的心靈因所立信的誓，便在它

新郎基督裏面脫離了一切的罪，再不懼怕死亡和地獄，

並領受新郎基督永遠的公義，生命與救恩。所以他把她

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新婦，毫無玷污皺紋，在生命的

道裏，就是說，因信生命，公義和救恩的道，把他洗淨

了。這樣，他就以信，慈愛，憐憫，公義，審判聘她為

妻，如同《何西阿書》二章所說的。

這樣，誰能充分領會這種寶貴婚姻的意義呢？誰能瞭解

這恩典所有豐富的榮耀呢？這一個富足敬虔的新郎基督

娶了這一個貧乏邪惡的娼妓，救贖她脫離一切邪惡，把

自己一切的善給了她作裝飾。這樣，罪就無法除滅她，

因為這些罪已經放在基督身上，在他裏面被吞滅了；她

有她丈夫基督的義，她可把這義誇為自己的，也能在死

亡與地獄面前，以這義抵擋她一切的罪，說：『雖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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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罪，但我所信的基督沒有犯罪，凡他所有的，都是

我的，我所有的，也是他的』－－如同《雅歌》裏那新

婦說：『良人屬我，我也屬他』（《歌》２：１６）。

這就是保羅在《林前》十五章所說的意思，他說：『感

謝上帝，使我們籍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那就

是，勝過罪惡死亡，正如他在那裏說：『死的毒?就是

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從此你又明白為何把這?多歸

於信，單以信可以成全律法，使人無行為而得稱義。你

看，第一條誡命，『你只要敬拜一位上帝』，也惟有因

信才得以成全。因為你雖從腳跟至頭頂都是善行，但你

還是不義的，不敬拜上帝的，不遵行第一條誡命的，因

為你若不是將上帝的真實與全善所應得的榮耀歸於他，

你就決不是真敬拜他。但這不能用行為成就，只能用心

裏的信成就。因為我們不是因行為，乃是因信，才能榮

耀上帝，並認他為真實的。因此惟有信是基督徒的義，

也惟有信是成全一切誡命的。因為凡成全了第一條誡命

的，就不難成全其他的誡命。但行為既無知覺，就不能

榮耀上帝，只有信臨在的時候，行為才能榮耀上帝。然

而如今我們不問行為的本身怎樣，而只問那?生行為和榮

耀上帝的是什?。這就是住在心裏的信，就是我們一切公

義的主腦與本體。因此那教訓人靠行為成全誡命的教

理，就是盲目與危險的。在有行為以前，必須先成全誡

命，行為是從成全誡命之後發生出來的，這是我們以後

所要聽說的。

但為要更深刻明白我們內心的人在基督裏所有的恩典，

我們必得揣摩在《舊約》裏上帝把頭生的兒子分別為

聖，歸於自己，並且長子的名分很受重視，有雙重的尊

榮，就是有為祭司與為君王的尊榮。因為頭生的是在各

弟兄中作祭司，為首的，又是基督的預表，這基督是父

上帝以及童女馬利亞的真獨一長子，又是非按血氣與世

界的樣式的真祭司，真君王。因為他的國不屬這世界。

他掌管並祝聖屬天屬靈之事，即如公義，真理，智慧，

和平，救恩等類的事。這不是說，地上和地獄中的事不

屬他掌管－－不然，他怎能保護我們，救我們脫離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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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呢？－－乃是說，他的國度不在於這些事，也不屬於

這些事。他的祭司職分也不在乎外表上的裝束與姿勢的

顯赫，如象亞倫的祭司職分與我們今日教會的神甫職分

一樣；乃在乎屬靈的事，籍這些事他在天上上帝面前為

我們代求，盡無形的職分，獻上自己為祭物，行祭司所

應行之事，正如保羅在《希伯來書》用麥基洗德為預表

論他所說的。他也不但為我們禱告，代求，而且籍他聖

靈活潑的教訓在我們心靈裏教訓我們；這樣，就完成祭

司的兩個實在職責，這職責，屬人祭司的禱告與傳道乃

是有形的表像。

基督既生而具有這兩個特徵，他就照以上所說的婚姻

律，將這兩個特權賜給凡信他的人，與他們分享，因為

照那律，凡屬丈夫的，也為妻子所有。這樣，我們凡在

基督裏的，就都是祭司，都是君王，如《彼前》二章所

說：『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特別的子民，是有

君尊的祭司，是祭司的國度，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

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們將基督徒祭司與君王

的地位說明如下：第一，說到君王的地位，每一個基督

徒既是因信高升于萬有之上，他就憑著屬靈的能力作了

萬有之王，所以沒有什?能傷害他；不但如此，萬有都受

他管轄，不得不為他得救的事而效力。因此保羅在《羅

馬書》八章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

處，』又在《林前》三章說：『萬有全是你們的，或生

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並且你們是屬基督

的。』這不是說，每一個基督徒駕乎萬有之上，用屬世

的權柄享有萬事，掌管萬事，－－有些教士患了這種癲

狂病－－因為這種權柄只屬於君王與世人。照我們平常

在世的經驗所指示我們的，我們倒為萬事所管轄，受許

多苦，甚至於死；不但如此，人越是基督徒，就越受兇

惡，苦難，死亡的管轄，如我們在頭生的王基督自己身

上，以及他一切弟兄諸聖徒身上所看見的。我們所說的

權柄，乃是屬靈的；它在仇敵當中，在受逼迫當中大有

權能。這權能不是別的，就是在軟弱中顯得完全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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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一切事上我都能為我得救的事找到益處，所以連

十字架與死亡也不得不服事我，為我效力，作成我的救

贖。這是一個何等榮耀的特權，而難於得著的，是真正

無所不能的能力，是屬靈的國度，在這國度裏面，只要

我相信，無論善事惡事都必互相效力，叫我得益。但是

得救所需的，既然單是信，我就不需要別的，只需要

信，本著它所有的自由而行使它的權能。看哪，這就是

基督徒貴重無比的能力與自由！我們不單是最自由的君

王，也是永遠為祭司，這就比為君王更為可貴，因為我

們為祭司，便配在上帝面前為別人代禱，並將屬上帝的

事彼此教導。這些是祭司的職責，不能賦予任何不信的

人。所以我們若信基督，他不但使我們作他的弟兄，與

他同作後嗣，與他一同為王，而且使我們與他一同作祭

司，可憑著信放膽來到上帝面前，呼叫『阿爸父！』彼

此代禱，行那有形祭司們所行所預表一切外表之事。但

不信的人就不能從任何事得益處，倒是作萬事的奴僕，

萬事都只與他有損，因為他存心不善，利用它們來求自

己的益處，而不是為榮耀上帝，所以他不是祭司，乃是

褻瀆的人，他的禱告只是罪過，決不會達到上帝面前，

因為上帝不聽罪人。這樣，誰能測度基督徒高貴的地位

呢？他籍他為王的權柄管轄萬事，死亡，生命，罪惡，

又籍他祭司的尊榮在上帝面前有非常的權能，因為上帝

成全他所求所想的，如同經上記著說：『敬畏他的，他

必成就他們的心願，也必聽他們的呼求，拯救他們』

（《詩》１４５：１９）。但一個人達到這種榮耀，斷

不是因他的行為，乃是單因信。

這樣說來，任何人都能清楚看見基督徒是不受萬事管

轄，倒是管轄萬事的，他不需要行為使他成義，得救，

因為信已將這一切豐豐富富賜給他了。但他若是愚昧，

妄想他成為義，得自由，蒙拯救，作基督徒，乃是籍著

某種善行，他就立刻喪失他的信與信的一切好處。這種

愚昧由一個寓言適當地形容了，就是有一條狗，口裏銜

著一塊肉從溪邊跑過，受那肉在水中的影子所欺騙，開

口想去奪水中的肉，結果連肉和影子都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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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問：『若在教會裏的人都是祭司，那?，我們如今稱

為神甫（即祭司）的與平信徒又有什?區別呢？』我回答

說：將「神甫」，「教士」，「屬靈的」，「屬聖職

的」這些名字，從一切別的基督徒身上取來，專用於我

們如今照錯誤的用法稱為「聖職階級」的少數人身上，

乃是冤屈這些名字了。因為聖經對於這兩種人並沒有區

別。聖經不過用「執事」，「僕人」，「管家」來稱呼

那些現今不可一世號稱為教皇，主教，為主的，其實他

們原是應以傳道服事人，將基督的信與信徒的自由教導

人的。因為我們雖都是平等的祭司，但我們不能都當?執

行聖職，教訓人，就是能夠，也不應當。所以保羅在

《林前》四章說：『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上

帝奧秘事的管家。』但如今管家的職分演變成了這?炫耀

的權勢和這?可畏的專制，以致異教人的帝國和地上的權

勢，都無與比倫，好象平信徒就不是基督徒一般。因這

種誤用，我們就喪失了基督教所講的恩典，信，自由的

知識，與對基督自己的知識，這知識由人的話語和法律

不可忍受的捆綁起而代之，直到我們如同耶利米的《哀

歌》所說的，成了地上極惡之人的奴僕，這些人利用我

們的不幸，只求達到他們卑鄙無恥的欲望。

且回轉來說。我相信現在已明顯，雖然那些被視為今日

最優秀的傳道人都單照史事傳講基督的生平與言行，仿

佛這些知識為人生就夠了一般，其實是不夠的，也是不

合基督教道理的；而那全然不講基督，只將人的法律和

教父的教令教導人的作風，就更是不夠的，更是不合基

督教道理的。今日又有不少的人傳講基督，為的是要激

勵人與基督表同情，向猶太人生氣，和諸如此類幼稚無

知的事。我們傳講基督，倒應該使人信仰基督，使他不

單是基督，乃是要作你我的基督，並使凡論他所說的和

他的名所表示的，都能在我們裏面發生效力。這種信其

所以得以?生並保存在我們裏面，乃是由於傳基督為何降

世，帶來賜給我們什?，和我們接受他有什?益處。若要做

到這一步，就得將他所賜基督徒的自由正確地教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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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凡做基督徒的，都知道如何是君王和祭司，而因

此也都是萬有之王，並可堅信凡我們所作所為，在上帝

面前樣樣都是可蒙悅納的，象我已經說過的一樣。

有誰聽到了這些事，心裏不快樂至極呢？有誰得了這種

安慰，心裏不受感動發生對基督的愛，而為任何律法或

行為所不能發生的呢？誰還有什?能力傷害這樣的心，或

使它害怕呢？若有罪的意識或死亡的恐懼臨到它，它就

立刻仰望主；它若聽見什?兇惡的資訊，它既不惶恐，也

不動搖，反要藐視仇敵。因為它相信基督的義是它自己

的，它的罪卻不是它自己的，乃是基督的；一切的罪都

為基督的義所吞滅。已如上文所說，這是信基督必然的

結果。所以這一個心就嘲笑死亡與罪惡，如同保羅說：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里？死啊，你的毒?在哪里？

死的毒?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上帝，使我們

籍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１５：５５－

５７）。因為死亡不獨為基督的勝利所吞滅，也為我們

的勝利所吞滅，因為籍著信，基督的勝利成了我們的勝

利，因著信我們也是得勝的人。

　

《這就是我的立場》--馬丁路德在沃姆斯國會上的講話
（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com）

（西元1521年4月）

馬丁路德，16世紀德國宗教改革發起者，基督教路德宗

創始人。生於礦主家庭。1501年入愛爾福特大學攻讀法

學，深受人文主義思潮影響，畢業後成為修道土和神

甫。1512年獲神學博士學位，任符登堡大學神學教授。

深知教會腐敗，主張建立沒有教階，沒有繁瑣儀式

的“廉潔教會”。強調“因信稱義”；認為靠虔誠信

仰，靈魂便能得救，而無需接受所謂“聖禮”的宗教儀

式；否認教皇權威，主張以《聖經》為唯一準則；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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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頒佈的敕令、通告和宗教會議的決議。1517年在教

堂大門上張貼《95條論綱》反對兜售贖罪券，揭露羅馬

教皇騙局，引起普遍反響。1521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查理五世采承教皇旨意，下令逮捕路德，要他去國會承

認錯誤，撤回《論綱》。本篇演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發表的。

最尊貴的皇帝陛下，各位顯赫的親王殿下和仁慈的國會

議員們：

遵照你們的命令，我今天謙卑地來到你們面前。看在仁

慈上帝的份上，我懇求皇帝陛下和各位顯赫的親王殿

下，聆聽我為千真萬確的正義事業進行辯護。請寬恕

我，要是我由於無知而缺乏宮廷禮儀；因為我從未受過

皇帝宮廷的教養，而是在與世隔絕的學府回廊□長大

的。

昨天，皇帝陛下向我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

我是否就是人們談到的那些著作的作者；第二個問題

是：我是想撤回還是捍衛我所講的教旨。關於第一個問

題，我已經作了回答，我現在仍堅持這一回答。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已經撰寫了一些主題截然不同的文

章。在有些著作中，我既是以純潔而明晰的精神，又是

以基督徒的精神論述了宗教信仰和《聖經》，對此，甚

至連我的對手也絲毫找不出可指責的內容。他們承認這

些文章是有益的，值得虔誠的人們一讀。教皇的詔書雖

然措詞嚴厲，但又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因此，如若我現

在撤回這些文章，那我是做些什?呢？不幸的人啊！難道?

人之中，唯獨我必須放棄敵友一致贊同的這些真理，並

反對普天下自豪地予以認可的教義嗎？

其次，我曾寫過某些反對教皇制度的文章。在這些著述

中，我抨擊了諸如以謬誤的教義、不正當的生活和醜惡

可恥的榜樣，致使基督徒蒙受苦難，並使人們的肉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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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遭到摧殘的制度。這一點不是已經由所有敬畏上帝

的人流露出的憂傷得到證實了嗎？難道這還未表明，教

皇的各項法律和教義是在糾纏、折磨和煎熬虔誠的宗教

徒的良知嗎？難道這還未表明，神聖羅馬帝國臭名昭著

的和無止境的敲詐勒索是在吞噬基督徒們的財富，特別

是在吞噬這一傑出民族的財富嗎？

如若我收回我所寫的有關那個主題的文章，那?，除了是

在加強這種暴政，並為那些罪惡昭著的不恭敬言行敞開

大門外，我是在做些什?呢？那些蠻橫的人在怒火滿腔地

粉碎一切反抗之後，會比過去更為傲慢、粗暴和猖獗！

這樣，由於我收回了這些文章，必然會使現在沈重地壓

在基督徒身上的枷鎖變得更難以忍受□□可以說使教皇

制度從而成為合法，而且，由於我撤回這些文章，這一

制度將得到至尊皇帝陛下以及帝國政府的確認。天哪！

這樣我就象一個邪惡的鬥蓬，竟然被用來掩蓋各種邪惡

和暴政。

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我曾寫過一些反對某些個人的

書籍，因為這些人通過破壞宗教信仰來為羅馬帝國的暴

政進行辯護。我坦率地承認，我使用了過於激烈的措

辭，這也許與傳教士職業不相一致。我並不把自己看作

是一個聖徒，但我也不能收回這些文章。因為，如果我

這樣做了，就定然是對我的對手們不敬上帝的言行表示

認可，而從此以後，他們必然會乘機以更殘酷的行為欺

壓上帝的子民。

然而，我只不過是個凡夫俗子，我不是上帝，因此，我

要以那穌基督為榜樣為自己辯護。耶穌說：“如若我說

了什?有罪的話，請拿出證據來指正我。”我是一個卑

微、無足輕重易犯錯誤的人，除了要求人們提出所有可

能反對我教義的證據來，我還能要求什?呢？

因此，至尊的皇帝陛下，各位顯赫的親王，聽我說話的

一切高低貴賤的人士，我請求你們看在仁慈上帝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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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用先知和使徒的話來證明我錯了。只要你們能使我

折服，我就會立刻承認我所有的錯誤，首先親手將我寫

的文章付之一炬。

我剛才說的話清楚地表明，對於我處境的危險，我已認

真地權衡輕重、深思熟慮；但是我根本沒有被這些危險

嚇倒，相反，我極為高興地看到今天基督的福音仍一如

既往，引起了動蕩和紛爭。這是上帝福音的特徵，是命

定如此。耶酥基督說過：“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動刀兵。”上帝的意圖神妙而可敬可畏。我

們應當謹慎，以免因制止爭論而觸犯上帝的聖誡，招致

無法解脫的危險、當前的災難以至永無止境的淒涼悲

慘。我們務必謹慎，使上天保佑我們高貴的少主查理皇

帝不僅開始治國，且國祚綿長。我們對他的希望僅次於

上帝，我不妨引用神喻中的例子。我不妨談到古埃及的

法老、巴比倫諸王和以色列諸王。他們貌似精明，想建

立自己的權勢，卻最終導致了滅亡。“上帝在他們不知

不覺中移山倒海。”

我之所以這樣講，並不表示諸位高貴的親王需要聽取我

膚淺的判斷，而是出於我對德國的責任感，因為國家有

權期望自己的兒女履行公民的責任。因此，我來到陛下

和各位殿下尊前，謙卑地懇求你們阻止我的敵人因仇恨

而將我不該受的憤怒之情傾瀉於我。

既然至尊的皇帝陛下、諸位親王殿下要求我簡單明白，

直截了當地回答，我遵命作答如下：我不能屈從於教皇

和元老院而放棄我的信仰，理由是他們錯誤百出，自相

矛盾，猶如昭昭天日般明顯。如果找不出《聖經》中的

道理或無可辯駁的理由使我折服，如果不能用我剛引述

的聖經文句令我滿意信服，如果無法用《聖經》改變我

的判斷，那?，我不能夠，也不願意收回我說過的任何一

句話，因為基督徒是不能說違心之言的。這就是我的立

場，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願上帝保佑我。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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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勒本（Eisleben）

艾斯勒本─馬丁路德出生及逝世的城市。馬丁路德的父

規為漢斯路德，母為馬迦熱特，生於齊革勒爾。他們當

時剛從其本家即替林根的墨拉遷移至此。馬丁路德於一

四八三年十一月十日生於埃斯勒本，在今日普魯士的撒

克遜境，其墓碑記載他生於一四八二年，而按墨蘭頓所

記則為一四八四年。按照當時所通行的規矩，他生後第

二日就受了洗，而且按照那一天所紀念的聖徒名號，取

名馬丁。馬丁路德在一五四六年二月十八日逝於這個城

市。馬丁路德對這個城市的感情，可以由他對這個暱稱

看出，他稱艾斯勒本是他的祖國「Eisleben was my 

fatherland」。事實上，馬丁路德從這個城市及鄰近的

Mansfeld得到許多創作及語文的靈感。

埃斯勒本已成為追思馬丁路德最佳的城市，在市中心的

廣場上豎立著馬丁路德的銅像，是在1883年，由知名藝

術家Rudolf Siemering雕塑的。這座雕像一邊拿著聖經，

一邊拿著威脅開革他的教皇諭令。早在1693年，馬丁路

德在這座城裡的誕生的房屋已成為紀念、追思馬丁路德

的博物館。透過這所博物館可以看見改教時代的社會背

景，也可以看見馬丁路德的兒童及青少年發展階段。馬

丁路德在1483年11月11日，於附近的聖彼得保羅教堂領

洗。而奧古斯丁修道院裡的聖安那教堂，正是馬丁路德

1522年在曼斯非得教區第一個宣講的教堂。自1894年起，

馬丁路德逝世的房舍也成為一所博物館。馬丁路德過世

的房間正在這所房子的樓上。（本文摘自http://ce.fhl.net/

luthsite/lsindex.htm）

埃森納（Eisenach）與瓦特堡（Wartburg）

1498年，路德到了埃森那的聖喬治學校求學，結識了許

多聖方濟的修道士，對修院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路

德在埃森那修習高級拉丁文，奠定了進入大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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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納市建於12世紀，全市的地標就是瓦特堡。馬丁路

德曾暫居於此，並在此將整本新約翻譯成德文。

從一四九八─一五○一年，馬丁路德在埃森納的聖佐治

學校消磨歲月。路德在那裡有一些至親的家屬，但他們

在財力上顯然不能幫助他。他在教會的唱歌班中，靠著

唱詩以維持他的費用，且獲得在街上唱歌的特權〈為當

時獎學基金的制度〉。在一些時候，他作了科大烏爾蘇

拉夫人生於沙力邊家中的被保護者，因為她對於他的詩

歌，和熱切的祈禱發生濃厚的興味。他在這佃虔誠的家

庭之內，在教育和優美的人格上受了文藝復興的感化。

因他與科大家庭的關係，得到了許多沙力邊修道院的佛

蘭酉斯派的修道士做朋友。這家住在接近埃森納，瓦特

堡的下端。路德既與奉獻整個生命給宗教事業的人有親

密的交往，無疑地加強了他從馬得堡所得的印象，就是

修士的生活，或者是理想的基督徒生活。他在埃森納獲

得了高深的拉丁文的學識，為他進入大學的基本資格。
（本文摘自http://ce.fhl.net/luthsite/lsindex.htm）

爾弗特（Erhurt）

馬丁路德十八歲時,從埃森納進入當時德意志最著名的學

府爾弗特大學。註冊的學員在二千以上。路德是一個卓

爾不群的大學生。墨蘭頓云：『這位青年人非凡的才

幹，在當時為全大學所讚嘆』。他的同學稱呼他為︰

「博學的哲學家」與「音樂家」。他於一五○二年得到

學士學位，且於一五○五年得到碩士的學位。授與碩士

學位，常是極其莊嚴的。路德說：「當他們授與道碩士

的學位和舉行火炬遊行以表示敬重時，是何等的榮耀和

振奮；我以為今世暫時的福樂，沒有能與之相比的。」

路德做大學生時，是一個良好、虔誠的羅馬教徒。他不

斷的遵守日常的宗教靈修，每天清晨檮告，並赴早彌

撒。「好好地檮告，便算學習好了一半」，這是他的箴

言。富足的爾弗特城中，有許多的禮拜堂、小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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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和聖物。該城從基督得到一滴所謂真正的血，

增加了特別的榮耀，且吸引千萬的人們到這城裡來。在

聖馬利亞禮拜堂中，隆重地紀念聖血節，且在此舉行大

赦。當慶祝時，惟聞聖馬利亞禮拜堂的鐘聲悠揚。不單

其他一切鐘聲要靜默，各城禮拜堂的各種禮拜都要停

止。路德既參加了那時期許多宗教的節期，他亦必曾於

一五○二年協助慶視在爾弗特舉行的一個特別節期。有

一個教皇的代表，來到這城裡宣告教皇五十週年紀念，

同時售賣贖罪票。道城裡的許多官吏、大學校長、教授

和全體學生組織巨大的遊行隊為先導，歡迎該代表入

城，經過城中各街道。學生們歡喜聽威英曼色巴斯典的

演講，他是一位有力量的佈道家，痛斥各種普遍的罪

惡。路德留心聽他講道，並注意爾弗特城其他傳道士的

演講，但在後來說，他在這城裡各教堂的講壇上，從來

沒有聽見過一篇真正含有福音的講辭。因此在爾弗特的

普通宗教環境中，沒有引導路德接近任何改革的趨勢，

這似乎是確實的。

在爾弗特的大學裡面，顯然缺乏任何特殊的改革趨勢。

這德意志最高的學府，介紹了新學術，而且人文主義的

影響，使一般人羨慕高尚的知識，並懷著改良教會事務

的熱望；但在教會和大學之間，有一種親密而嚴正的結

合，每個教授必須起誓不得教授與羅馬教會相衝突的教

義。誰也不敢離棄遺傳，或樹立甚麼獨立的旗幟。一切

人文主義的團體，對於那些普通的罪惡和腐敗的事情有

許多嚴厲的批評，但是這種批評，未普引導一個人到上

帝福音的路上去而得著救恩。

路德在爾弗特所研究的，完全是哲學一科，但他也找時

間研究文學名著和自然枓學。他大學的朋友們深知他是

二個歡喜、快樂的青年朋友」。他傾全副的精神從事研

究，但他那極虔誠的本性，屢次改變他的思想，使他從

那抽象的、推論的境界，轉到實際的、宗教的境界，他

覺悟著上帝嚴厲的吩咐，和自己在思想言語、行為上的

小罪過。他的一個同學謂路德於洗手時常說：「愈多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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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己身，便愈成為一個骯髒的人」。路德沒有甚麼特別

的大罪，但他取了自己的宗教生活錄一看，他的良心告

訴他說，有許多彷彿不重要的事情卻是干犯上帝聖潔律

法的罪過。他如何能得著一顆清淨的心呢？

當一五○五年的夏季時，他在爾弗特大學開始研究律

法。但宗教的問題顯然使他愈覺重大。他的朋友墨蘭頓

謂路德的懼怕和痛苦有時使他身體上和精神上的力量幾

乎耗盡了。他竭其全力向上帝尋求平安，似乎沒有甚麼

效益。有幾件外表的事情，在他身上好似增強了宗教的

激勵：他在大學的藏書室裡偶然讀過聖經，可以幫助他

分辨新約聖經上的道理，與當時教會慣例的不同點。

他早年在爾弗特做學生時，偶然割破了血管，在二十四

小時之內，因流血過多的大危險，有兩次暈倒，這件事

情使他發生了死的思想。不久以後，他身患重病，同樣

的思想又發生了。路德的一個朋友名叫蘭格，做了修道

士。另一個朋友波慈耶柔米的暴卒，使他有一種深刻的

印象。那時有一種瘟疫，盛行在爾弗特的周圍，路德對

於人生的將來和人類的命運，轉變了他的思想。

律法的研究，不能抓住他的心，他普經這樣說：「指示

我一位愛好真理的律師。」

一五○五年七月二日，當他獨自一人從曼斯非得到爾弗

特的那天，他好像走到了大馬色的路上。將近斯道特亨

的村莊時，猝然狂風暴兩，雷電交作，他因遭閃電的襲

擊，就害怕起來，於是俯伏在地，戰戰兢兢地大聲疾呼

著：「聖亞拿幫助我，我願做一個修道士。」當時人都

以聖亞拿為童女馬利亞的母親，為一切礦工們的保護聖

者。

沒有甚麼記載講到路德在此事以前曾認真的想做一個修

道士。各種力量及時湊合起來，促使他下這個大決心，

但他後來聲明這個修道士的誓願非出於自願，且是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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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的，一部分是因著死亡的恐怖。他好些朋友都有這

樣的印象，他為一種突臨的災禍所克服。他有一個大學

的朋友，名叫如比安烏，於一五一九年，論及路德的經

歷，說：「一朵天上的榮光，將他投在地上，好像保羅

第二一樣」另有一個朋友約拿猶士都以同樣的話論及

他。當路德行了首次的彌撒禮以後，在宴會中有人對漢

斯路德說，他做一個修道士，是因著天上一個異象的指

示。他回答說：「是，只求這不是魔鬼的詭計。」所以

「從天上來的啟示」、「天上的呼召」，為路德決志的

原動力，道似乎是很明顯的。他在多年以後，說他之所

以做一個修道士，是「因著強迫」。他的朋友們都規勸

他不要到修道院去，他竟沒有經過適當的和縝密的考

慮，就許下願了。在短時期內，路德自已曾為所立的誓

願「悔恨」。但在一五○五年七月十六日，他向朋友們

辭行，次日他們就歡送他到爾弗特的奧古斯丁修道院的

門口。路德便做了一個修道士，而且「在上帝看為好的

時期中，他對於世界完全死了。」

這位將來的改教家，已經有了大馬色的經驗。如同古時

的保羅一樣，看見了天上的榮光，並聽見了天上的呼

召；且如同這位使徒「三日不能看見，不喫也不喝」

〈徒九：9〉，但熱切的檮告〈徒九：１０〉路德於看見

聖靈的光亮和經驗一個新日子的黎明以前，也是這樣在

爾弗特的修道院中消磨了三年的歲月〈一五○五，一五

○八年〉。

路德在這極大的靈性奮鬥中〈一五○五─一五○八

年〉，有五種原動力很容易看得出來：

他所以進入修道院，為的是使他的生活可以蒙上帝的喜

悅。所以路德的主要目的，是要討神的悅納。

這就涉及罪的問題了，這間題在路德的靈性奮鬥中成了

中心的事件。他斷定他主要的罪，是缺少愛上帝和愛鄰

舍的心，且發現了連他的「善工」也為這罪所玷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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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古時的保羅一樣，高聲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

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七︰２４〉

按照俄坎的神學〈註：按他的見解，人們首先要盡他的

本分於是上帝賜以「恩典」〈神能〉，然後賜以「充濡

的愛」〉，與比力加伯列的神學，以及克勒窩的伯爾拿

的神學〈參考保羅歸正以前的法利賽人的觀念〉，人能

夠奉獻給上帝，只要人立定主意奉獻給祂。路德已受俄

坎和比力道理的薰陶，自然想到他那特殊的煩擾，就是

不願意離棄罪孽。他痛恨自已全然不能有正當的悔改，

所以不能由己身生出上帝所希望每個義人所有的不自私

的愛心。

他想得到真實的義，既然全歸徒然，便轉向俄坎神學的

另一方面，就是預定的道理。上帝為甚麼不盡祂的責

任，賜給他這應得的賞賜，就是愛呢?他就開始相信人類

得到上帝的救贖之動機，必須在上帝的旨意裏尋求，並

非在上帝的愛裏。他在這些年的掙扎中，相信誰喪失、

誰得救、都是由於上帝的揀選，並且那些得救的人必須

遵行上帝的律法，和教會各項詳鈿的規條。路德對於上

帝與宗教的此種觀念，與自己錯感痛苦之良心結合起

來，迫使他到絕望的地步。他自已曾敘述這些經驗，與

林後十二章二節相對照，說道：他屢次忍受了難堪的和

惡毒的苦楚，倘若這些苦楚再繼續十分鐘之久，他就滅

亡了，他的肢體就變成灰燼了。清晨的曙光經過了幾條

道路臨到路德：修道院初相識的院長提醒他記起信經上

的話：「我信罪得赦免」。

德意志奧斯堡修道院的牧長施道比次殷勤地鼓勵路德讀

聖經，而且漸漸地使他把那遵行律法的注意力移轉一位

仁愛的救主。〈他的規勸是：「首先在基督的創傷裏，

找到你自己，然後上帝的預定就要賜給你最大的安慰〉

一五○八年，他開始研究聖奧古斯丁的著作〈參五章三

節奧古斯丁的上帝的城〉，且對於奧氏罪和恩典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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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福音暗淡的光輝，開始照亮他那煩擾不安的

心靈。他曾三年之久〈一五○五─一五○八年〉在靈性

的黑暗中摸索，而他在那時所度的修道士生活，比同時

任何其他有名望的人更為徹底。他經驗神的真理而得的

知識告訴他說，人不能因善工稱義，但他還沒有十分了

解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義人必因信得生」的意思。

當路德在爾弗特的奧古斯丁修道院，於規定的見習時期

完畢以後，一五○六年九月，就做了一個正式的修道

士。指定他在這修道院內的一間小房裡居住，房間內不

准有一點熱氣。這間房子異常窄狹，僅寬六尺，長九

尺，裡面僅有一張床和一把椅子，一個窗戶向墓地開

著，門上不准有鎖，因為這間小房要常開放，以便檢

查。次年他就做了神甫，並於一五○七年五月二日，

「懼怕戰慄的」誦讀他首次的彌撒，因為在言語或在行

動上若有一點小小的錯失，就可構成死罪。一五○八年

他被聘為威登堡大學的教授，施道比次為該大學的教務

長。路德在此時被認為德意志奧古斯丁修道院的一個最

有才幹的修道士。他搬到威登堡奧古斯丁修道院，指定

他在這黑修道院的塔裡一間小室中居住〈註：這修道院

原來是紅的，因著該院的修道士穿著黑色的外袍，故有

是稱。〉他一面在大學裡講授，一面在一個小禮拜堂內

傳道，且努力研究，以期得到「神學學士」的學位，一

五○九年三月，目的果然達到了。一五○九年秋季，他

又為耳弗恃大學所聘，充當教授三學期。他在爾弗特參

加了第二次神學的考試，就是「神學碩士」。後來回到

威登堡，他在那裡第三次考試及了格，就得了「神學博

士」的學位。

一五一○年十月至一五一一年二月，為著奧古斯丁修道

會的重要使命，他被遣派至羅馬。他在該城逗留約四禮

拜之久，以朝聖者的真正虔誠，研究這聖城的宗教生

活。這次的參觀，得了深切的教訓。他說道：「沒有人

能相信這種顯然的恥辱行為，除非巳經看見或聽見

了。」路德回到德意志，沒有找到他所想望的心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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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滿足。他從羅馬回來以後，在一封信裡寫著說：

「哦！我的罪，罪，罪呀！」這表明宗教上的掙扎，仍

是在他心裡進行不已。

他回到威登堡時，施道比次便差遣他到爾弗特，以完成

神學博士的訓練。〈施道比次想辭職，要路德作他的承

繼者，充當聖經解釋的教授。〉一五一二年十月四日，

准考試驗完畢後，過了二星期，在十八、十九兩天之

中，考完了神學博士的考試。二星期以後，他就繼續施

道比次在威登堡大學充當神學教授，連任此職，直到一

五四六年去世的時候。（本文摘自http://ce.fhl.net/luthsite/

lsindex.htm）

威騰堡（Wittenberg）

威騰堡第一次出現在史籍中，是在西元一一八○年，那

時的名稱不是威騰堡，而是Burgwardium伯瓦丁。 這座城

市的興起是拜艾伯河船運發達而起的，由於正處於兩條

貿易路線的交匯點，威騰堡逐漸成為名城重鎮。

在一四八○年，智者腓德烈成為威騰堡的選侯，當時這

座城市大約有3000位居民。由於智者腓德烈的保護， 馬

丁路德在此長期定居、講學，也在此揭起改教運動。而

威騰堡也漸漸成為政治、宗教的重要城市。

其實早在一五○八年馬丁路德既被聘為威騰堡大學的教

授，施道比次為該大學的教務長。 路德在此時被認為德

意志奧古斯丁修道院的一個最有才幹的修道士。他搬到

威騰堡奧古斯 丁修道院，指定他在這黑修道院的塔裡一

間小室中居住（註：這修道院原來是紅的，因著 該院的

修道士穿薯黑色的外袍故有是稱。）他一面在大學裡講

授，一面在一個小禮拜堂內 傳道，且努力研究，以期得

到神學學士的學位，一五○九年三月，目的果然達到

了。一五 ○九年秋季，他又為爾弗特大學所聘，充當教

授三學期。他在爾弗特參加了第一次神學的 考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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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碩士」後來回到威騰堡，他在那裡第三次考試及

了格，就得了神學博士的學位。

一五一○年至一五一一年之冬（一五一○年十月至一五

一一年）為著奧古斯丁修道會的重要使命， 他被遣派至

羅馬。他在該城逗留約四禮拜之久，以朝聖者的真正虔

誠，研究這聖城的宗教生活。這次 的參觀，得了深切的

教訓。他說道：「沒有人能相信這種顯然的恥辱行為，

除非已經看見或聽見了。」 路德回到德意志，沒有找到

他所想望的心靈方面的滿足。他從羅馬回來以後，在一

封信裡寫著說： 「哦！我的罪，罪，罪呀！」這表明宗

教上的掙扎仍是在他心裡進行不已。

他回到威騰堡時，施道比次便差遣他到爾弗特，以完成

神學博士的訓練。（施道比次想辭職， 要路德作他的承

繼者：充當聖經解釋的教授。）一五一二年十月四日，

准考試驗完畢後，過了二 星期，在十八，十九兩天之

中，考完了神學博士的考試。三星期以後，他就繼續施

道比次在威登 堡大學充當神學教授，連任此職，直到一

五四六年去世的時候。

們的玄想不能領會聖經，必須藉聖靈的光照和幫助，按

文字的規律細察上下文，方能了解聖經。 上帝的本體就

是愛。宗教並非建立在上帝與人所立的約上，乃在上帝

的恩賜或上帝對罪人的愛中。 這樣的恩典，白白的賜給

一切的人凡有信仰的，都可享受。自然沒有絕對的預定

了。各個信徒在基 督耶穌裡都可充分獲得自身得救的確

據，這是一他有福的特權。

路德一步一步的，在經驗上得知基督教的基本原則。文

藝復興對根源的尋求，使他得以重新發現 使徒基督教一

切的純潔和振奮。早於一五一七年他便得到大多數德國

人民的注意，原沒有甚麼希奇。 但路德自己此時還沒有

與羅馬教會脫離關係的意思，他稱那些離棄教會的波希

米亞人為「可惡的倡異 端者」他仍相信教皇制之桹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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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且擁有神權，他也相信主教制，祭司制，以及教會

之無錯誤。他懷著改教的思想，不過此時他所反對的祇

是教會所不許的惡習慣罷了。

我們檢討了路德的生活與活動以後，就清楚曉得，到一

五一七年，路德對於他那偉大的改教運動已 有充分的準

備。賜生命聖靈的律（羅八2），使他真正的做了一個得

釋放的人。正如那位大使徒所說：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

誰（提後一：12）」。他那有威權的講詞和教訓，與他

個人的確信聯絡起來，成 了基督真實的見證。一五一七

年四月間，他發表了論稱義的一百五十一條，一五一七

年九月間，他又 發表了「闢經院哲學派神學」的九十七

條，其目的是要改善威騰堡大學的課程和研究方法。

（註： 路德稱此為威騰堡神學。但路德改教的日期，是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那日他揭示了九十五條 在威

騰堡教堂門上，以反對售賣贖罪票。

自路德宣布九十五條至沃木斯會議（一五一七年－一五

二一年）－教皇猶流第二（一五○三年－ 一五一三

年），於一五○六年興工建造羅馬聖彼得巍峨壯麗的禮

拜堂，但因經濟支絀，以致停工， 且有不能完成之虞。

教皇利歐第十（一五一三年－一五二一年），為完成這

禮拜堂的建築起見，就 宣佈發售贖罪票，以籌集款項。

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都反對用這種方法徵款，但德

意志在馬克 西米良第一的統治之下，順服了教皇的要

求。教皇將德意志劃分為三區，並委派買音慈和馬得堡

的 大主教勃蘭登堡的亞勒伯特為一區的總裁，這一區包

括亞勒伯特自己所轄的各省。總經理為多米尼 古修道士

約翰特次勒，他周遊各處，拿蓍教皇的贖罪票發售。

當贖罪票經理的常受人特殊的尊敬。一位目擊者用以下

的話描寫特次勒進入某城的光景： 「當贖罪票經理臨近

這城的時候，教皇的諭旨（公佈贖罪票的）懸掛在一幅

絲絨和金質的布 上，拿著在前頭走，一切的神甫，修道

士，城市會議，各學校的教員學生，以及一切的紅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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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女，排列隊伍，手拿旗燭，口唱詩歌，出去迎接他：

一切的鐘聲，叮噹的晌著，一切的 風琴也同時並奏，他

們陪著他到總禮拜堂，一個紅十字架豎立於禮拜堂的中

央，教皇的旌旗 也展開了：簡單的說，人會以為他們是

在迎接上帝。（林得森）十字架之前，放著一個巨大 的

鐵櫃，用以收納金錢，並用講演，詩歌，遊行隊，廣告

等各種不同的方法勸誘人民銷售贖罪 票。特次勒往往說

道：「金銀在櫃子裡叮噹一晌，靈魂立即從煉獄中蹦出

來。」 

然而撒克遜的選舉侯，智者腓勒德力，不准特次勒踏進

他的國土，因為怕有過多的金錢外溢， 為對敵的布蘭登

堡議院所收集了。因這原故，特次勒就在撒克遜邊境距

威騰堡僅數英哩的于特 波格開始營業。路德所轄教區的

居民，雖經他三番四次的警告，竟有許多人買了贖罪

票。他就 不得不嚴重的抗議，反對這種不虔誠和滅人靈

魂的歛財方法。基督曾把那些污穢的，作買賣的 人，從

聖殿門前趕出去，照樣路德如今也要清除教會裡這種褻

瀆的，令人墮落的發售贖罪票的 惡習。他於一五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謹肅的遵照當時學規，揭示了九十五條

在威騰堡禮拜堂 的大門上，為後來他所領導的學術辯論

作根據。是日，他送了一本九十五條和一封信給大主教 

亞勒伯特，並於對城中居民演講時，要他們留心他的九

十五條，這是復原派改教運動的起始。 隨後一步一步的

奮鬥，結果與羅馬完全決裂了。（本文摘自http://ce.fhl.net/

luthsite/lsindex.htm）

沃木斯（Worms）

在這城，馬丁路德被召赴御前會議。當路德聞悉羅馬怎

樣裁判他時，就著了一篇論文，於八月間出版標題為

「上德國基督教公侯書」。這是要激動德國聯合起來攻

擊羅馬，且是改革教會生活和國家生活的宣言。一五二

○年十月，又出版了第二種刊物「教會被擄於巴比

倫」，這是攻擊羅馬教會某種教義的。他為答覆奧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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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修道會的要求，最後與羅馬實行和平解決，便印行了

「基督徒的自由」一書。此文注重一切信徒的祭司職

務。送了一本給教皇。不久革黜的教詔送到了威騰堡。

路德曾竭其所能，行了一件最聰明的事，即焚燒了教詔

和教皇的各種律書。

一五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新皇查理第五在沃木斯舉行首

次會議。智者腓勒德力要路德在這會議中發抒所見，並

勸皇帝要路德親自到會。路德在至沃木斯的途中，有人

以胡司的死提醒他。但路德回答說：「胡司雖被焚斃，

但真理猶存。雖然沃木斯的魔鬼多如瓦，我還是要到那

裏去。」

他於一五一一年四月十六日到了汏木斯，翌日便被請赴

會。智者腓勒德力曾勸告路德指定時間，並要求展延最

終的答覆。於是他請求允許展延答覆問題的時間，蒙准

在二十四小時內答覆。次日，即一五二一年四月廿八

日，這是路德生平最重要的一天。他站在當時世界上最

有權威最有勢力的會議之前，貢獻了一篇預備好了的講

辭，使聽眾們得到不能磨滅的印象。

當最後一次問他能否放棄主張時，他回答說：「除非根

據聖經，或明確的理由反駁我，並證明我有錯失...我不能

且不願意放棄任何主張，因為作事違背良心，是不穩妥

且有危險的。」

路德手持聖經抗拒全羅馬教會和日耳曼的神聖羅馬帝

國。教皇業已開除路德的教籍。一五一一年五月二十六

日，皇帝和沃木斯會議，將路德置諸帝國禁令之下。
（本文摘自http://ce.fhl.net/luthsite/lsindex.htm）

馬得堡（Madgeburg）

一四九七年，漢斯路德的經濟狀況漸好，就送他的兒子

就到馬得堡進入一所Fratres Vitae Communis的學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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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馬丁路德還不到十四歲時，以預備接受進一步的教

育。那學校裡的教員，是屬於共同生活弟兄派的。他們

著重將實際的基督教與神秘的虔誠結合起來，可以在一

般青年學子身上，發生良好的和陶冶靈性的影響。可是

在1498年他就回到Mansfeld，直到1516年才回到馬得堡。

馬得堡為那地方大主教的駐在所。這城裡有一個美麗的

座堂和許多的禮拜堂與修道院。路德大大地為這座堂的

禮儀和這城裹的遊行隊所感動。他還記得他在街上看見

一個青年貴族〈安哈特的王子〉，肩上扛著一個袋子，

做了當地佛蘭西斯修道院的一個新人院的修道士。這人

披麻蒙灰，到處乞討，容顏瘦弱，因為他過分禁食，並

克苦自己的身體。路德很以為這樣行，便能建立基督徒

的完美生活。

到了一五二四年，在市長的邀請下，馬丁路德再次回到

馬得堡。由於他在聖約翰教堂的宣講，這個城裡的六間

教堂在市議會中，公開宣告接受復原教的信仰。

聖約翰教會是馬得堡城最古老的教會，早於第十世紀既

已建立。教會建築的主要結構是1311年代的哥德式建

築，而西翼的會堂則更早了一百年。雖然教會在十七世

紀重新修建，但整體並沒有太大改變。現在的Walloon教

會就是以前的奧古斯丁修道院。馬得堡成為復原教的中

心，並被冠以「我們主上帝的講台」的稱號。（本文摘自

http://ce.fhl.net/luthsite/lsindex.htm）

來比錫（Leipzig）

來比錫早在十五、十六世紀，就是一個名聞遐邇，兼具

政經重鎮的大城市。馬丁路德本身也來過這個城市不下

十七次。而在基督教歷史中，一五一九年夏天最著名的

來比錫辯論就是在這裡的Pleisenburg Castle舉行的。

馬丁路德在威騰堡的同事白登斯坦主張聖經經文應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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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權威，這樣的說法與當時教會立場相左。因此教

會的擁護者買爾要求與白登斯坦舉行公開辯論。隨著白

登斯坦勇敢應戰，不久，馬丁路德也被捲入，而且聲

言：「羅馬教會權力高於一切的理論，不合歷史，又不

合聖經。

這次辯論的結果宣告，「凡否認大議會為不能錯的，就

是異教徒，就是罪犯。」這個宣告與馬丁路德大有關

係，他既已否認教宗的最高權威，此時又不得不承認教

會大議會可能有錯。這樣一步一步的逼著他與中世紀的

權威系統分裂，最後只能承認最高權威僅屬於聖經。買

爾至此看出這場爭辯已致水落石出的境地，只需一到定

罪的諭令就可以結束了，於是他設法取得這道諭令，並

於一五二○年宣佈這道定罪的諭令。（本文摘自http://ce.

fhl.net/luthsite/lsindex.htm）

托爾高（Torgau）

托爾高在十六世紀是Wittin 王朝最喜歡居住的城市，順

理成章的，也成為撒克遜選侯的心儀城市。除了馬丁路

德外，許多著名領袖都曾到此一遊。托爾高被稱為「褓

母」，這個稱呼的確很合適，因為在撒克遜選侯的保

護，以及開明的市民擁護下，改教運動得以順利推動。

馬丁路德本人就曾來訪這座城市不下四十餘次。一五二

七年，在馬丁路德的指引下，復原教的雛形在此寫成。

而於一五三○年，在選侯約翰召集下，馬丁路德、墨蘭

頓、約拿以及布根哈根共同簽署「托爾高信條」，這是

奧斯堡信條的前身。在一五四四年，馬丁路德主持皇宮

教會的獻堂典禮，這個教會的建築可以說是第一個復原

教的教會樣式。裡面簡樸的樣式，正是馬丁路德所要的

樣式，而它也成為其他復原派教會的建築樣式。（本文摘

自http://ce.fhl.net/luthsite/lsindex.htm）

科爾堡（Co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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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堡辯論期間，馬丁路德曾在這城堡居住。

早在一○五六年，科爾堡這個城市就出現在史蹟中。將

近六個世紀，這裡都隸屬於撒克遜侯爵。一五三○年春

天，在奧斯堡舉行的御前辯論時期，馬丁路德被勉強拘

留在這裡的一座建於十二世紀的城堡。

在這裡停留的六個月，馬丁路德每天透過差役的傳達，

瞭解辯論的結果，也提供資料參予辯論。十月四日，馬

丁路德在選侯的護衛下離開科爾堡。（本文摘自http://ce.

fhl.net/luthsite/lsindex.htm）

紐倫堡（Nurnburg）

由於紐倫堡自一二一九年以降，在德皇菲德烈二世的允

諾下，擁有自己的行政權力、經濟動脈。因此，可以了

解她為何能在一五二四至二五年之間，成為第一個接受

改教運動的都城。這也是改教運動的成功重要指標。這

樣的結果當然令馬丁路德萬分欣喜，在他寫給施朋格勒

Lazarus Spengler，描寫著：「紐倫堡在整個德國中的閃亮

耀眼，就像是太陽在月亮和眾星中的光芒。」

馬丁路德與紐倫堡的關係，其實是透過同伴施巴拉丁

Georg Burkhard (Spalatinus)的介紹。由於施巴拉丁曾就讀

於紐倫堡的詩詞學院，因此自一五○八年，就在該城具

有影響地位。馬丁路德與紐倫堡接觸的另一條線，是透

過Dr. Wenzel Linek的關係。Dr. Linek早期亦在威登堡的奧

古斯丁修道院，後來在一五一七年成為紐倫堡修道院的

傳道人。紐倫堡接受改教運動的一個饒富意義的管道

是，馬丁路德的改教觀念是透過各類的詩歌傳頌的，這

也為這城市預備好接受改教運動的道路。在這些吟唱者

中，尤以Hans Sachs為著，他甚至為自己贏得「反羅諷刺

家」的封號。

隨著這種反羅的氣氛，在一五二四年五月，奧古斯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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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院率先將用德文舉行彌撒，接著在六月五日，就有兩

個教會跟進。這樣的變革進而獲得紐倫堡市議會的公開

批准，使得紐倫堡城的教會堂而皇之，成為全德第一個

接受改教的城市。（本文摘自http://ce.fhl.net/luthsite/lsindex.

htm）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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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改教後的發展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十三篇 德國改教後的發展
（1521年沃木斯會議~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簡述
2. 《基督教發展
史》基督教內部
的爭論
3. 奧斯堡會議
4. 《奧斯堡信
條》
5. 德意志農民戰
爭
6. 天主教的自省
與改革
7. 三十年戰爭
（1618年～1648

年）
8. 士文克斐特的
生平與思想

二、歷史景點

1. 施派爾
（Sp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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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奧斯堡
（Augsburg）
3. 施馬加登
（Schmalkalden）
4. 耶拿（Jena）
5. 羅騰堡
（Regensburg）
6. 烏爾姆
（Ulm）
7. 烏茲堡
（Wurzburg）
8. 古庭根
（Gottingen）
9. 浪漫大道
（The Romantic 

Road）

三、討論題綱

1. 德國改教後期
的發展
2. 士文克斐特
（Schwenckfeld）
的改革
3. 天主教內部的
重振─耶穌會與
天特會議

歷史簡述

1. 施派爾會議（Diet of Speyer）與奧斯堡會議（Die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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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sburg）

在沃木斯會議後，德皇查理五世頒布諭令，將馬丁路德
判定為異端，並取締他的一切著作。然而，因著外戰頻
仍，此諭令一直沒有徹底執行。德國南面的王子們效忠
於羅馬天主教和德皇，北面的王子們卻支持路德。在改
教人士與王侯的力促下，第一次施派爾會議於1526年召
開。會議中決定，在正式的大公會議召開以前，王侯們
可以自行決定信仰方式，並以信用向神和皇帝負責，暫
時凍結了處分路德的沃木斯諭令。1529年，施派爾會議
二度召開，在德皇的支持下，支持天主教的王侯們堅決
貫徹沃木斯諭令，並擬將改革派的區域天主教化。路德
派人士對此提出嚴正抗議，抗議宗（Protestant）一詞即
是由此而來。

1530年，查理五世在擊敗犯境的土耳其後，重新審視國
內的宗教問題。他在奧斯堡召開會議，邀請天主教與路
德派雙方在會議中陳明信仰。因著路德仍受制於其不法
的身分，遂委派墨蘭頓代表出席。墨蘭頓在會議上發表
了著名的《奧斯堡信條》（Augsburg Confession），此信
條不僅為宗教改革的重要文獻，也成了日後路德派的標
準信仰聲明。然而羅馬天主教立即發表《反駁書》，駁
斥路德派的說法，並要求德皇加以取締，雙方談判再告
破裂。支持路德的王侯害怕德皇以軍事行動進行鎮壓，
便組織了一個施馬加登防衛聯盟（Schmalkalden 

League）。然而，恰巧遇上土耳其再度犯境，德皇只好
與施馬加登聯盟休戰，共禦外敵。爾後，雖然又召開了
幾次的協商會議，卻始終徒勞無功。

2. 同時期的其他改革者

第二次施派爾會議結束後，黑森親王腓力為了整合德國
與瑞士的改教勢力，邀請路德、慈運理及其他多位改革
者同到馬爾堡協商。然而因著聖餐教義觀點之分歧，至
終無法達成腓力的合一目標。當時出席的還有蘭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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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ois Lambert）。蘭伯特是黑森親王的好友，在法
國、德國、瑞士一帶進行改革。他曾經草擬了一份教會
改革的藍圖，主張教會應由會眾自治，避免政治勢力的
介入。然而，這份計劃卻因路德的介入而告吹。路德認
為，當時的改革派正在與天主教對峙，急切需要貴族的
支持，談民意言之過早。為了籠絡貴族勢力，路德傾向
由政權來決定教會的聖職、聖禮事宜。

同時期另有一位改革者，既不同流於羅馬天主教，又不
附從路德派或重浸派，他是西里西亞（Silesia）的貴族，
名叫士文克斐特（Schwenckfeld）。士文克斐特熱愛研讀
聖經，他認為「整本聖經的總和，就是基督」，並建議
在遇到疑難的經文時，要「以連同上下文一起研究，以
經解經」。在教會方面，他主張以新約初期的召會為模
型。教會應是在各地出現，以基督為元首，讓聖靈掌
權，活出基督身體的實際。因著士文克斐特在主餐的教
義上與路德觀點分歧，加上其根據聖經所建立的教會日
益興旺，引起了路德派的抨擊與迫害，使他四處流浪三
十年之久。

3. 農民革命

中古世紀的農民，因長期飽受貴族與教會的剝削，經常
抗議與反叛。因著路德的神學強調信心與自由，遂被農
民借作社會運動的基礎。1525年，農民出版了《十二條
款》（Twelve Articles），以「信徒皆為祭司」為由，要
求免除勞役，並且洗劫修院，充公財物。初期，路德對
這些農民表示同情，寫下了《論自由》（Ermahnung 

zum Frieden），責備不合理的領主，並勸誡農民尊重政
府。然而，農民們卻爆發了更嚴重的暴亂。激進的改革
者閔次爾在模考斯（Munlhausen）奉神的名屠殺鎮壓
者。路德甚感震驚，立即寫下了《反對農民的搶掠與屠
殺》，表示農民搶奪、殺人、並假借福音之名行事，應
當被處死，貴族應以一切手段制止暴亂。在路德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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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貴族的聯手下，十萬農民被殺。路德雖然痛心貴族
的凶殘，但仍支持政府的權威，路德與農民從此相互失
去了信心。

4. 天主教內部的改革

早在路德與羅馬天主教分裂之前，天主教內部便出現了
許多振興的聲音。十六世紀初，許多修會與強調互助、
善行的組織紛紛成立，巡迴的修士在城鄉裏推動奮興，
他們無意批判教義，只盼望在生命方面帶來復興。

這段時期成立的修會中，最具影響力的為耶穌會
（Society of Jesus）。此會的創辦人依格納爵（Ignatius 

Loyola）原為西班牙的軍人，後立誓成為耶穌精兵，嚴
守紀律，順從基督。耶穌會有三項主要任務：對抗新
教、提供高品質的教育、推動宣教工作。對於耶穌會教
士而言，神在地上的國度集中於羅馬教會，以教皇為其
代表，所有離開教廷的組織或教義都是異端。他們在義
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迅速擴展，並在宗教裁判所的支
持下，四處攻擊新教徒。他們也將天主教傳播到美洲、
非洲、亞洲等地，明朝來華的利瑪竇、湯若望等人，即
為耶穌的會士。

因著改革派的威脅，天主教中下層的教士及學術界，興
起了召開大公會議研擬改革的呼聲。教皇保羅三世再德
皇查理五世的壓力下，召開了天特大會（Council of 

Trent）。此次會議長達十八年，為天主教歷史上的重要
轉戾，因為它影響了往後四百年天主教的組織與教義。
會議中詳細討論那些引起爭論的教義，並拒絕一切復原
派觀點。不僅重申傳統與教皇的權威，反對聖餐「變質
論」以外的一切立場，強調聖禮的功效，並加肯定煉獄
與善功的觀念。會議並決定以聖經武加大譯本，作為天
主教的標準譯本，並宣佈羅馬天主教會是聖經的詮譯
者。天特會議不僅確定了天主教的教義，也針對神職人
員的紀律進行改革，許多教廷弊政一掃而空，為中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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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羅馬天主教帶來一番振興的氣象。

5. 路德宗派的形成

路德去世後，路德的跟從者在神學觀點上出現了分歧。
路德的助手墨蘭頓性情溫和，一面主張與羅馬天主教和
解，另一面又有幾分欣賞加爾文派的教義。為了與天主
教妥協，墨蘭頓與德國主教草擬的一份《萊比錫臨時和
約》，合約中堅持路德派的基本教義，卻同時保留了天
主教的部份傳統。這引起一些忠於路德的信徒十分不
滿，他們稱墨蘭頓與他的跟隨者為「腓力派」（墨蘭頓
全名為腓力墨蘭頓），並稱自己為「正統路德宗」。雙
方的爭執一直到奧斯堡信條50週年─1577年的「協和信
條」（Formula of Concord）才暫時止息。此信條獲得多
數路德派的認同。然而與奧斯堡信條相比，協和信條不
僅僵化、缺乏活力，且極富經院哲學意味。而信義宗高
等神學，亦由此發韌。1622年，耶拿大學的格哈德
（Johann Gerhard）發表了《神學大全》，即是路德派
（信義宗）典型的經院哲學派全理性神學。

6. 三十年戰爭

十六世紀的歐洲，因著宗教版圖的重整，爆發了多次的
戰爭。其中最後、也是最無意義的一場為1618至1648的
「三十年戰爭」。戰爭分為四個階段，範圍從波希米
亞、蒙羅維亞，一路擴大至整個歐洲，危害極甚。就德
國而言，這次戰爭殺戮了全德2/3的人口，舉目所見田野
荒蕪，工商摧毀殆盡，淒涼之景延續近一個世紀。戰爭
結束於1648年的韋斯發里亞合約，合約中規定：王侯不
得改變其信仰，羅馬不得干涉德國宗教事務。此約使得
改革派得以與天主教分庭抗禮，德國也從此確定其新教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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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發展史》基督教內部的爭論
（本文摘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ChristianClassics/history/big5/main.htm）

種種神學爭論

改教派（以後稱為基督教，以別於天主教）雖然建立了
穩固基礎，並且迅速地發展，但內部的問題卻日益明
顯，而天主教國家在政治及軍事上對於基督教國家的威
脅也越來越大，戰爭有一觸即發的可能。事實上，主後
一六一八年天主教與基督教的沖突真的爆發了，隨後三
十年的戰爭在歐洲造成很大的傷害。

在路德去世後不久，德國教會在神學的問題上便出現了
一些分歧，我們曾經提過，路德的得力助手墨蘭頓在氣
質上與路德很不相同，他是一位溫和中庸的人，一方面
極力尋求與天主教和解，對於天主教的傳統不像路德那
樣的激烈反對，另一方面，他亦非常欣賞加爾文派的一
些觀點，尤其是加爾文對聖餐的幣解。路德在世的時
候，他們的感情蓋過他們中間存在的分歧。當墨蘭頓尋
求與天主教和解的可能時，路德也不反對，就是當他覺
得墨蘭頓與天主教方面討價還價時讓步太多，他也容
許。墨蘭頓在神學思想上很早便與路德有歧見，特別是
他對人的自由意志的看法，他比較接近路德攻擊的人文
主義者，同時他也相信人的善行是救恩的一部分，雖然
人不能靠善行得救，但他卻強調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雖然存有這些歧見，但墨蘭頓卻沒有與路德爭辯，只是
安靜、服從的在路德的領導下工作。這種親密和諧的同
工關系在歷史上是不常見的。

然而，當路德去世後，問題便開始出現了。路德不在，
墨蘭頓固然會比較自由地抒發自己的見解，但其他跟隨
路德的人便不像路德那樣對他包容。在主後一五四八年
六月，路德死後兩年多，查理一世企圖促使天主教與基
督教的各大門派達成和解，便請不同的神學家共同草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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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奧斯堡臨時和約》。但這份和約在很多基督徒眼
中仍然保留力量太多天主教的傳統，因此，雖然在名義
上，基督徒的貴族接受了這和約，但卻沒有真正在他們
境內落實推行。為了進一步使天主教和基督教達到真正
的和解，墨蘭頓便與另一位德國的主教協助毛裏斯侯爵
草擬另一份和約，稱為《萊比錫臨時和約》。裏面堅持
信義宗的一些基本教義，卻也同時保留了天主教傳統的
一部分，例如崇拜時用拉丁文，承認天主教的七項聖禮
等。墨蘭頓認為在和約中保留的天主教傳統是無關重要
的（Non-essentials），但對于一些路德的忠實追隨者，
他們認為墨蘭頓出賣了信義宗的信仰，激烈地抨擊墨蘭
頓，由此，信義宗內部的神學爭論便漸漸擴大，造成嚴
重的傷害。路德的忠實追隨者稱自己為純正路德主義
者，而支援墨蘭頓的被稱為腓力派（因為墨蘭頓的全名
為腓力﹒墨蘭頓）。除了對天主教抱不同的態度之外，
對救恩的看法，他們也有一些分歧。腓力派相信人雖然
墮落，但沒有完全失去對神感應的能力。純正路德派卻
堅持在墮落後，人完全沒有對神感應的能力。因此，腓
力派認為聖靈與人同工，叫人離罪歸向神，而純正路德
派則認為救恩完全是聖靈的工作。在另外一方面，純正
路德派傾向完全否定善行，也傾向否定教會紀律的功
效。而腓力派卻堅持人在重生後，善行是他得救的明
証，並且在成聖的歷程中，紀律的約束上及操練是很重
要的。除了這些有關救恩的爭論以外，還有關於聖禮的
爭論。墨蘭頓覺得路德過於強調基督實質地存在於餅和
酒之中，在這一點，他認為路德仍不能擺脫天主教的傳
統，反過來他卻非常欣賞加爾文對聖餐的理解。加爾文
認為基督只是在屬靈意義上存在於餅和酒之中，亦即是
說，餅和酒有基督屬靈的能力和恩典，對於接受餅和酒
的人有屬靈的功效。這樣一來，純正路德派便和認為墨
蘭頓及他的支持者為"潛伏在信義宗內的加爾文派"，更
因此對加爾文派產生惡感，而導致日後彼此不相往來。

為了平息爭論，兩派在主後一五七七年達成協議，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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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一項共同草擬的《協同信條》，然而這信條卻未能
完全消解彼此間的分歧。

　

奧斯堡會議
（本文摘自http://ce.fhl.net/luthsite/agb.htm）

從一五二五至一五三○年間，西方的基督教國家，顯然
分為復原派與羅馬兩派。一五二四年於拉提斯本所舉行
的羅馬教聯合大會，是分裂的開端，一五三○年的奧斯
堡會議為其終結。

一五三○年奧斯堡的御前會議，目的在恢復教會的統
一，並積極備戰以攻擊土耳其人。國皇需要褔音派的協
助來攻擊土耳其人，故應許給一切人以公正的審查，邀
請復原派的人以書面陳述他們的意見。於是復原派預備
了三本信條。信義宗的人預備了奧斯堡信條，墨蘭頓繕
稿，為路德所核准。德國南部信義宗的人在布塞珥的頷
導之下，呈上受了慈蓮理見解之影響的四省區信條。慈
運理呈遞一種分離的信條，就永遠與信義宗離異了。但
國皇對慈運理派的主張不予垂聽，並拒絕接收四省區信
條。

這兩個信條後來都為羅馬教的神學家所「反駁』。六月
廿五日，在這會議中，於主教宮廷廳堂之前，誦讀奧斯
堡信條。此書共二十八條，其中二十一條清晰地規定了
信義宗的教義，其餘七條，指出為信義宗所廢棄的錯誤
和過失。這著作具有一種和解的精神，並希望能滿足皇
帝和羅馬教徒的心意，予以接收，但這個希望終成泡
影。羅馬教徒在這次會議中呈遞一種反駁書，名為駁奧
斯堡信條於是神學家組織委員會從事調解，但此次的磋
商又沒有成功。墨蘭頓對駁奧斯堡信條預備了一篇答
覆，名叫奧斯堡信條之辯護。此書較奧斯堡信條約長七
偣。皇帝拒收這本辯護書。這次會議表決奧斯堡信條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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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駁奧斯堡信條一書所駁倒了，並迫令復原派撤消之。
舊教會的制度形將恢復了，信義宗的人若到一五三一年
四月十五日尚未服從羅馬教會，就要用武力把他們消
滅。這就促成了復原派與羅馬教派的分裂。

路德已使一部分基督教會回到基督教固有的三大原則上
去了。奧斯堡信條建立在三個原則上，與古教會完全相
適合。『這是我們的教義綱領，其中沒有什麼與聖經或
羅馬教甚至羅馬教會相違反的地方，教會都知道是從教
父們的著作而來。』路德坦白的要求羅馬教會廢除某種
不合聖經的道理和條例，他與他的信徒得以仍留在羅馬
教會裏，按著為上帝的道所約束的良心敬拜上帝。但羅
馬教會不單拒絕改革，且以武力消滅信義宗主義相恫
嚇。結果，羅馬教徒便與信義宗分裂了。信義宗教徒與
羅馬教分裂以後，並末設立甚麼新教會。不過繼續進行
古教會的事業，就是我們從新約聖經和古教父所得知
的。奧斯堡信條在信義宗的一切地方，仍然保留了它那
基本的地位。

〈註：奧斯堡信條有兩種，即一五三○年的奧斯堡信條
原本和一五四○年的奧斯堡信條改訂本都是墨蘭頓所
寫。原本否認神人協作說，主張真實臨在的教訓。在一
五四○年的改訂本中，墨蘭頓自動的有些主要的改變，
為要調和羅馬教與改革派的意見。這些改變，自十六世
紀以來曾經引起了許多教義上的爭論。路德嚴斥不應修
改這信條。所以信義宗沒有把改訂本當做信條的根
本。〉

　

奧斯堡信條
（本文摘自http://www.twlutheran.org.tw/history-4.htm）

卷一　信仰與道理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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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論上帝

我們各處的教會同心合意教導人：尼西亞會議（Nicene 

Synod）對於神的本質及三位為一的定案是真實而應相信
無疑的；就是說，神的本質為一，稱為上帝，就是上
帝，無始無終、無形無像、不可分開（無部分）、全
能、全智、全善、一切有形無形之萬物的創造和保存
者；但有三位，同質、同權、又同屬永在，就是父、
子、聖靈。我們教會用位的名字乃遵教會著述家（教
父）論此事所用的意義，表明非一個部分或品性包含於
其他一位格之內，但係各自存在。

我們教會棄絕凡反對本條所起的一切異端，如馬尼派
（Manichees），創善惡二元之說；瓦倫提努
（Valentinians）、亞流（Arians）、猶諾米
（Eunomians）、穆罕默德（Mohametans）合派也是一
樣。又棄絕新舊的撒摩撒他派（Samosatenes），他們堅
持上帝只有一位，且惡意地曲解道與聖靈，稱道與聖靈
非個別的位格：道不過指口中的語言，靈不過指事物之
中所發生的動力。

第二條　論原罪

我們教會又教導人：自亞當跌倒之後，凡由血氣而生的
人，就生而有罪，就是說，不敬畏上帝，不信靠上帝，
有屬肉體的嗜欲；這疾病，或說這原始的過犯，是實實
在在的罪，叫凡沒有藉聖洗和聖靈重生的人都被定罪，
永遠死亡。

我們教會棄絕伯拉糾派（Pelagians）和其他一類的異
端，他們不認這原始的過犯實實在在是罪，又爭辨說，
人可以仗自己理智的能力在上帝面前稱義，而把基督功
勞和恩澤的榮耀掩蔽了。

第三條　論上帝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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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會又教導人：道，就是說，上帝的兒子，從有福
的童女馬利亞腹中取了人性，所以有神人二性，無可分
開，聯合於一個位格之內：就是一位基督，真上帝真
人；從童女馬利亞所生，真真實實受了苦，被釘在十字
架上，死了，葬了，不獨為人的原罪，也為人一切本罪
作了挽回祭，叫我們得與天父復和。

祂又下到陰間，第三日真真實實復活了。以後昇到天
上，為要坐在父的右邊，永遠掌權，統轄一切受造之
物，並差遣聖靈到凡相信之人的心裏，使他們成聖，這
位聖靈要管理（潔淨，堅固，使他們成聖），安慰，復
興他們，又要護衛他們抵禦魔鬼和罪的權勢。

這位基督再要明明顯顯降臨，審判活人死人，如使徒信
經所說的。

第四條　論稱義

我們教會又教導人：人在上帝面前不能憑自己的能力，
功勞，或善行稱義，乃是因基督的緣故，藉著信，白白
的得稱為義，就是相信因基督的緣故得蒙恩寵，罪得赦
免，他藉著死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上帝在自己面前
就算這信為義（羅馬書3章和4章）。

第五條　論教會的聖職

為要使我們得著這信，就設立了教導人福音和施行聖禮
的職分。
因為藉著道和聖禮，好比器皿一樣，聖靈得以賜給人；
祂隨時隨地照上帝所喜悅的，在聽福音之人的心裏生出
信來：這信，就是說，上帝非因我們自己的功勞，乃因
基督的緣故稱那凡相信因基督的緣故得蒙恩寵的人為
義。
我們教會棄絕重洗派（Anabaptists）和其他一類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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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妄以聖靈賜下給人，非憑外表的道，乃是由於自己
的預備和善行。

第六條　論新順從

我們教會又教導人這信必須結出好果子來；並且人應當
行上帝所吩咐的善事，是因上帝的旨意如是，不要以為
藉著善行可以在上帝面前稱義，因為赦罪和稱義是由信
而得，又如基督的話見證說：「你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
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路加17:10）古教
會的著述家也如此教訓人，因為安波羅修（Ambrose）
說：「相信基督，就可以得救，白白的得以赦罪，非憑
善功，單由於信，這是上帝所定的。」

第七條　論教會

我們教會又教導人：一聖教會必永遠長存。但教會為聖
徒的結合，而在這個結合之中福音教導得正當，聖禮施
行得正當。教會真正的合一只在乎對於福音的道理和施
行聖禮意見相符。凡人的遺傳，禮儀，或人所制定的儀
式各地不必盡同；如保羅所說：「一主，一信，一洗，
一上帝，就是眾人之父。」（弗4:5-6）

第八條　教會是甚麼

教會本是聖徒和真實相信者的結合，但在今世既有假冒
為善者和惡人混雜其中，我們教會就認可用惡人所行的
聖禮，這是按照基督的話：「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
的位上」及以下的話（太23:2）。聖禮與道，雖由惡人傳
授，但因由基督所設立所吩咐而有功效。

我們教會棄絕多納徒派（donatists）和其他類似的異端，
他們拒絕用惡人在教會施行職務，並認惡人所施行的無
益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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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論聖洗

論到得救，我們教會教導人：聖洗為得救所必需；上帝
的恩典乃是藉聖洗賜給人；小孩子必須受洗；他們藉聖
洗被獻給上帝，接入上帝的恩寵之中。

我們教會棄絕重洗派，他們拒絕為小孩子受洗，堅持小
孩子不需經受洗可以得救。

第十條　論聖餐

論到聖餐，我們教會教導人，基督的身體和血真實的存
在，並分給凡領受聖餐的人。我們教會拒絕凡與此相反
的道理。

第十一條　論認罪

論到認罪，我們教會教導人：在各教會應保留私人宣
赦，但認罪時，不必數述一切過犯，因照詩篇所說：
「誰能知道他的過失呢？」（詩19:12）數述一切過犯是
不可能的事。

第十二條　論悔改

論到悔改，我們教會教導人：受洗以後跌倒的人再歸正
時（他們再悔改時），罪可再蒙赦免，如此悔改的人，
教會也應給他們宣告赦罪。只是悔改的正意包含二事。
一是憂傷，或良心上因悟罪而起的恐怖；一是信，從福
音或宣告赦罪而生，就是相信罪因基督的緣故而蒙赦
免，這信也使良心得安慰，脫離恐怖。然後即有善行為
悔改的果子。

我們教會棄絕重洗派，他們不認人既已稱義之後，可再
失去上帝的聖靈；又棄絕凡爭持有人在今世即可達到完
全境界，以至不能犯罪的。又棄紀諾瓦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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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tians），他們對受洗之後跌倒的人縱然再行悔
改，也不肯給他們宣告赦罪。還有那不認赦罪由信來，
卻吩咐我們靠行善功博取恩典的亦在拒絕之列。

第十三條　論聖禮的功用

論到聖禮的功用，我們教會教導人：設立聖禮不單是要
在人當中表示我們所承認的，乃是要作上帝恩待我們的
旨意的標記和見證，為激動並堅定領受聖禮之人的信而
設。所以聖禮必須與信聯合而領。就是相信藉聖禮所給
與我們，所向我們宣告的諸應許。因此我們教會棄絕凡
認聖禮乃由領受的行為而使人稱義，而不認相信罪得赦
免的信為領受聖禮之要件的。

第十四條　論教會的職分

論到教會的職分，我們教會教導人：若不按理受召，無
論何人不能在教會對大眾宣講或施行聖禮。

第十五條　論教會的禮儀

論到教會的禮儀，我們教會教導人：凡可遵守而無罪，
且於教會的安寧與秩序有益的禮儀，如所規定的聖日，
節期之類，都應當遵守。但論到這些事，要勸導人，良
心不可為這些事受綑綁，彷彿這類的禮儀是得救所不可
少的。又要勸導人：凡所設立與上帝復和，博取恩典，
並用善功贖罪而設立關於食物、節期之類的誓願和遺
傳，都是無益而與福音相違的。

第十六條　論信徒與國家社會的關係

論到信徒與國家社會的關係，我們教會教導人：凡國家
社會合法的制度都是上帝美好的工作；基督徒從政、司
法、照國律及其他現行有效的法律治理政事、按律科
罪、開正義的戰、從軍、訂合法的契約合同、置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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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吩咐起誓、以及嫁娶等，無不可行。

我們教會棄絕重洗派，因他們禁止基督徒行這些公民職
務。又棄絕凡不以福音的完全在乎敬畏上帝與信仰，卻
在乎棄絕國家社會各種職務的，因為他們認福音所傳的
單是屬乎心靈之永遠的義。但福音並不否認政府與家
庭，反倒切切要我們保存、維持，當作上帝自己的律
例，並在這些律例上行之以愛。所以除了吩咐我們犯
罪，基督徒必須順從他們的官府和法律，因為若吩咐我
們犯罪，就當順從上帝過於順從人（徒5:29）。

第十七條　論基督復審判

我們教會又教導人：當世界末日，基督再要顯現，施行
審判，叫一切死人復活，賜永生永福給敬虔被揀選的
人，但定不敬虔的人和魔鬼受無窮的磨折。

我們教會棄絕重洗派，他們認被定罪的惡人和魔鬼所受
的磨折是有窮盡的。又棄絕那些散佈猶太人意見的，說
死人復活之先，敬虔的人將要得一世界的國，並要消滅
一切不敬虔的人。

第十八條　論意志自由

論到意志自由，我們教會教導人：人的意志有若干行世
俗之義和在屬人理智之內的諸事之間行選擇的自由。但
沒有上帝的聖靈，人的意志就沒有能力行上帝的義或屬
靈的義；因為屬血氣的人不接受上帝聖靈的事（林前
2:14）。乃是藉著道接受了上帝的聖靈，這義才能在人心
裡成就。

奧古斯丁（Augustine）在他書上（Hypognosticon.lib.III）
曾用以下的話講論這些事：「我們承認一切的人都有意
志自由，這意志確有理智的判斷力；但這不是說，人若
沒有上帝，自己卻能開始或實行屬乎上帝的事，他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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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屬乎今世的事，不論是善的惡的。善事，我的意思是
說，屬乎本能的善；譬如定意在地裏勞苦工作、吃喝、
交朋友、穿衣裳、蓋房子、取妻、餵牲畜，習各種有益
的技術，想得屬乎今世的任何有益之事！這一切都有上
帝管理；不但管理，而且從他而來，因他而有。關於惡
事，我要稱定意拜偶像，定意殺人等類為惡事」。

我們教會棄絕伯拉糾派和其他一類的異端，他們教導人
單憑人的本能，不需上帝的聖靈，我們能愛上帝過於萬
物：並照行為的實意能遵守上帝的誡命。因為人的本性
雖然能行某種外表的善，（如：能制止自己偷竊，不殺
人。）但不能使人發生敬畏上帝，信賴上帝，貞潔，忍
耐等內在的動作。

第十九條　論罪的根源

論到罪的根源，我們教會教導人：上帝雖是創造並保存
萬物的，但罪的根源是那惡者的意志；就是魔鬼和那不
敬虔之人的意志；若上帝不輔助，這意志就離開上帝，
如基督所說：「他說謊是出於自己。」（約8:44）

第二十條　論善功

我們教會被人誣告，說我們禁行善功。但我們並非如
是。因為我們教會講論十誡和其他同等性質之書可以證
明我們對於各種職業及其責任曾合用的教導人：何種職
業，及對於每一種職業當怎樣行，才是上帝所喜悅的。
這些事，從前的傳道人很少或完全沒有教導過人；他們
只勸人行愚昧無益的事。如遵守規定的節期、按期禁
食、設立會社、朝聖、敬拜古聖、念珠、修道等類的
事。那些抵擋我們的人，因得了儆醒，現在也忘了這些
事，不如往常一樣，專講這些無益之事。他們現在也講
起信來；這是他們從前緘默不言的。他們教訓人，我們
稱義不是單因善功，乃是要善功與信聯合，並且說，我
們稱義是因信與善功。這種道理較之以前所講的實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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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些，也較以前的道理多給人安慰。

因此信的道理應為教會第一要緊的，但人不曉得這一個
道理已經這麼久了。因為無論何人必須承認，講道時都
緘默不講論由信而來的義，各教會所教訓人的單是善功
的道理；因這緣故，我們的傳道人曾如此訓勉各教會：

我們的善功不能使我們與上帝和好，或配得免罪、蒙
恩、稱義，這些事單因信而得，就是我們相信因基督的
緣故被接入恩寵之中，惟有他是所設立的中保和挽回
祭，父藉著他才與我們和好。所以凡靠善功博取恩典
的，就是藐視基督的功勞和恩典，想不要基督而憑人力
可找到往上帝那裏去的路。然而基督論到自己說：「我
是道路，真理，生命。」（約14:6）
保羅到處講論信的道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
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
行為。」（弗2:8-9）這全部道理有古教父可資證明，沒
有人可妄評我們倡新奇的解釋。因為奧古斯丁在許多書
上辯護恩典與因信而來的義，而反對由行善而來的功
勞。安波羅修在他異邦人蒙召（De Vocatione Gentium）
及其他書上也有這樣的教訓，因為論異邦人蒙召如此
說：「倘若稱義不在乎恩典，而在乎須先有善功，基督
以血所作成的救贖就算不得甚麼，人的權利也容不下上
帝的恩慈。這樣，稱義就不算是施主的慷慨，不過是雇
工的工價。」

這一個道理雖為沒有經驗的人所藐視，但敬虔和心懷憂
懼的人從經驗上覺得這道理能賜給人大大的安慰。因為
無論靠甚麼善功，良心總得不著平安，單因信才能得
著，就是他們確實相信因基督的緣故他們與上帝復和
了，正如保羅的教訓：「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相和。」（羅5:1）這道理全在乎
良心因憂懼而起的不安，惟有良心覺得了這種不安，才
能領會這道理。所以凡在這事上沒有經驗和屬乎世俗的
人，夢想基督教的義不過是世俗和哲理的義，他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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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於判斷的人。

從前人的良心被善功的道理攪擾得不安，他們沒有聽見
過從福音而來的安慰。有的人為良心所驅逐，逃到曠野
和修道院，指望在那些地方藉著修道博取上帝的恩典，
有的又造作別類善功，想賺恩補罪。所以現在大不可少
的是要傳講並恢復這信基督的道理，使憂懼的良心不缺
少安慰，且知道恩典、赦罪乃是因信基督而得。

我們又教導人：這裡所說「信」的名詞，不是單指歷史
的知識，那種知識惡人和魔鬼也可以有；乃是指著不單
信歷史也是信那歷史的功效，就是信那赦罪的條文：我
們因基督可以有恩典、有義、罪得赦免。

這樣，凡知道因基督而有一位仁慈天父，這樣的人是真
認識上帝的。他曉得上帝眷念他；他呼籲祂；一言以蔽
之，他不像異邦人沒有上帝。因為魔鬼和惡人斷不能信
這赦罪的條文，所以他們恨惡上帝如同仇敵，他們不呼
籲祂，不指望從祂手裡得甚麼好處。論到信的名詞，奧
古斯丁也這樣勸勉讀者，且教導人說，這信字在聖經上
不是指著像惡人所有的那種知識，乃是一信靠的心，能
安慰鼓勵心懷憂懼的人。

再者，我們教會教導人必須行善，但不是叫我們相信因
行善就配得恩典，但行善乃是上帝的旨意。單因信才可
以白白的得蒙赦罪。而且既藉著信得了聖靈，我們的心
就更新了，並有了新的情意，這樣，才能行出善事來。
因為安波羅修如此說：「信為善念善行之母。」因為，
人的能力沒有聖靈，就充滿了惡念，軟弱無能，不能在
上帝面前行善。並且他們是在魔鬼的權勢之下，激動他
們行各樣惡事，意念褻瀆，作明顯不法的事，像許多文
人哲士，他們盡力做誠信的人，不但做不到，反為許多
明顯不法的事玷污了。人沒有信，沒有聖靈，只有自己
本性的能力，沒有別的引導，人的軟弱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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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可以明明的看出，這一個道理不但不應該控為禁行善
功，反倒應該大加讚許，因為這道理指示我們怎樣才能
行善。因為沒有信，人的本性斷不能遵行第一條與第二
條誡命。沒有信，人的本性就不呼籲上帝，仰望上帝，
背十字架；他只求人的幫助，依賴人的幫助。所以不信
靠依賴上帝，人的心就為一切私慾和人的教訓所左右。

因此基督也說：「若沒有我，你們不能作甚麼。」（約
15:5）又教會所唱的詩說：「沒有你的能力，人裡面一無
所有，沒有無罪之事。」

第廿一條　論敬拜聖徒

論到敬拜聖徒，我們教會教導人：我們可以紀念聖徒，
叫我們各按職業效法他們的信心和善行，好比皇上可以
效法大衛的榜樣，用武力驅逐土耳其人出境，因為他們
都是君王。但聖經不教訓我們敬拜聖徒，或求告他們的
幫助，因為聖經指示我們只有一位基督是中保、挽回
祭、大祭司、和代禱者。這位基督是應當敬拜的。他也
曾應許聽允我們的禱告，並特別承認一種敬拜，就是要
人在諸般患難中求告他。「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有一
位中保，就是那義者基督耶穌。」（約壹2:1）

　

德意志農民戰爭
（本文摘自http://www.jdnets.com/army/war/041.asp）

16世紀20年代中，一場波瀾壯闊的群?武裝鬥爭席捲
了“神聖羅馬帝國”的南部地 區。成千上萬的農民、市
民、雇工、礦工、手工工匠、下層僧侶、小貴族和政府
的秘書、公務員聯合起來了，他們舉起了反抗的義旗和
大刀，直沖向貴族領主。這是西歐中世紀 一次規模最大
的反封建的農民起義，革命導師恩格斯稱它為“德國人民
最偉大的革命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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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南部地區的農民戰爭是16世紀初德國一系列政治、
社會、經濟矛盾鬥爭的必然 ?物。德國15世紀末，人口的
大幅度增加與土地資源短缺的矛盾首先表現出來。貴族
領 主憑藉其政治權力肆意侵佔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
財?，引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

為表達這種不滿情緒，農民向他們的直接領主、貴族提
交了大量的請願書和抗議書。據 德國歷史學家布瑞克統
計，在上士瓦本地區，巴爾特林根起義軍曾向貴族領
主、修道院 領主等提交怨情書、陳述書達77份。這些怨
情書都是在1524年起義的初期提交的。

16世紀初，羅馬教會貪污受賄，敲詐勒索，出售神職習
以為常。據統計，單是在 1520年，就大約有2000個官職
是賣出去的。教會各級上層人士都過著奢侈糜爛的生
活。

瑞士一個主教不但對教士的放蕩行為放任自流，而且向
他們按私生子的數目收款，名為 實行懲罰，實為中飽私
囊。教會的醜聞和聚斂行為不勝枚舉，引起社會上的極
大憤慨。

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教會十分猖獗，它一方面阻撓統
一，一方面把德意志作為重要的 搜刮物件。流入羅馬教
廷的財富每年達30萬金幣，人們稱德意志為“教皇的奶

牛”。

世俗諸侯（封建主），一方面不滿德意志教會的橫行無
忌，他們不但反對財富流向 羅馬，還覬覦教會的巨大
財?。各封建主仗著自己的權勢，橫行霸道。他們強佔了
全國 絕大部分的土地，不斷增加地租；任意設立關卡，
徵收高額的賦稅；隨便鑄造劣質貨幣， 騙取金銀；有時
公開行劫，擄掠民財。城市中的平民群?，如破?的手工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3.htm (21 of 44)3/5/2005 6:37:32 PM



德國改教後的發展

業者、幫工、 日工、廣大農民生活十分困苦。境況尤其
悲慘的是農民。農民遭受著教、俗封建主、商 人、高利
貸者的層層盤剝，肩負著什一稅、地租、人頭稅、戰爭
稅、死亡費、結婚費、 財?轉移費和勞役的繁重負擔，面
臨著挖眼、割鼻、截指、斷手等刑罰的威脅。他們燃 燒
著對教、俗封建主的怒火。

15世紀末，秘密組織的“鞋會”在南部一帶的農民當中發
展起來。農民在旗幟上畫 著一隻鞋子，表示決心和穿長
靴的貴族對抗。一些地方性的起義已經在不斷地爆發。
教 士集團內部鬥爭也十分激烈，上層人物行為墮落，下
層教士收入低微，生活接近普通群 ?。因此，德意志的一
切社會矛盾都圍繞著教會劇烈地發展著。從1518-1523

年，德意 志每年都發生農民起義，1524年，起義更是接
踵而起，最後形成了全德意志的農民戰爭， 三分之二的
農民投入了戰鬥。 1524年夏，士瓦本南部的農民拒絕為
貴族服勞役，發動起義，揭開了大規模農民戰 爭的第一
頁。起義領袖托馬斯·閔采爾（神甫，反教皇主義者，倡
導消滅一切壓迫者和 剝削者）和他的信徒步遍許多城
鎮，積極推動鬥爭。起義者提出自己的綱領——《書 

簡》，號召推翻封建制度。士瓦本貴族懾于起義的威
力，一面集結兵力，一面同農民談 判。第二年初，農民
發現受了貴族欺騙，於是拒絕談判。起義席捲了士瓦本
全區。在戰 鬥中形成6支起義隊伍，人數多達3-4萬人。
起義軍奪取城市，佔領和搗毀寺院與城堡， 強迫封建主
將糧食和武器交給農民。1525年3月，6支起義軍的領袖
在梅明根集會，制定 了《十二條款》，作為鬥爭綱領。
《十二條款》包括從農奴制壓迫下恢復人身自由，限 制
地租和勞役，收回被貴族霸佔的農村公社土地，把什一
稅用於支付教士的薪俸和公共 事業，農民自己選舉本地
宗教事務的管理人。這個綱領雖帶有溫和性質，但它部
分地反 映了農民的利益要求。

反動將領特魯赫澤斯利用起義隊伍分散作戰的弱點，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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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假談判，真武裝襲擊的手 法來對付農民。結果，有些
起義隊伍輕信敵人，同意休戰，隨即被敵人各個擊破。 

1525年3月末，弗蘭科尼亞農民起義爆發，4月迅速擴
大。起義者燒毀了幾百座城堡 和修道院，懲治了罪大惡
極的封建貴族。許多騎士加入起義隊伍，還有許多城市
也倒向 起義軍一邊。城市平民積極配合農民鬥爭，但是
市民只想利用起義來實現自己的利益， 其態度搖擺不
定，不少人雖然參加了起義，但不久就被運動所嚇倒，
投向敵人方面，造 成起義隊伍渙散，力量削弱。狡猾的
特魯赫澤斯仍舊採用各個擊破和欺騙性談判的手法， 打
敗了幾支起義軍，進逼海爾布隆。在這關鍵時刻，市民
相繼叛變，開門迎敵。7月初， 弗蘭科尼亞的起義也失敗
了。

1525年2月，閔采爾來到圖林根，3月在繆爾豪森城領導
人民起義，推翻了城市貴族 的統治，建立起一個“永久議
會”，閔采爾被選為主席。從此繆爾豪森成為德意志中部 

的起義中心。在它周圍，起義的烽火到處在燃燒。人民
攻佔城市、莊園、城堡和修道院， 分掉貴族的土地和財
物。農民信賴閔采爾的領導，紛紛向他請求對鬥爭的指
示。閔采爾 向人民宣傳鬥爭的遠大目標：消滅領主，財?

公有，人人平等。號召人民“向前，向前， 到了像打狗一
樣地窮追猛打惡棍的時候了……不要讓你們的刀劍冷
卻、變鈍”。1525年 5月中，農民起義軍與封建主軍隊在
弗蘭肯豪森進行決戰。諸侯的兵力居於絕對優勢， 閔采
爾毫不畏懼，率領農民軍8000人奮勇迎敵。

但是由於?寡懸殊，武器缺乏，訓練不夠，閔采爾本人也
缺少指揮經驗，起義失敗 了。閔采爾被俘後備受嚴刑，
壯烈就義。德意志的農民戰爭隨後失敗，起義農民遭到
殘 酷的鎮壓，被殺害的起義者總數超過10萬人。

轟轟烈烈的偉大的德國農民戰爭雖然失敗了，但其影響
卻是巨大的。他從根本上動 搖了天主教會在德國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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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削弱了1000多年來教會在歐洲的特權地位，促進了
整個歐 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的深入發展，推動
了社會的前進。許多寺院和教堂被搗毀， 許多教會領地
和其他財?被沒收，天主教會在政治、經濟上的權力大為
削弱。封建主的 城堡被摧毀，許多貴族被消滅，騎士或
死于戰火，或淪為諸侯的臣屬，使他們本已沒落 的地位
進一步下降。很多體面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伺候諸侯
維持生活。因此，恩格斯 把德國農民戰爭視為歐洲資產
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決戰。從這時起，近代無? 

階級的先驅者，“手裏拿著紅旗，口裏喊著財?公有的要
求”登上了政治舞臺。 德國農民戰爭也給革命人民留下了
寶貴的經驗教訓。鬥爭實踐證明，廣大農民是反 封建的
主力軍。在同封建反動勢力——諸侯、教會、貴族的決
戰中，他們最英勇。但農 民要取得徹底解放，還需要無
產階級的堅強領導，而無產階級同樣也只有與農民結成
鞏 固的聯盟，才能領導革命取得勝利。

　

天主教的自省與改革
（本文摘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ChristianClassics/history/big5/lesson14.htm）

改教運動對羅馬天主教領導階層來說，的確是一個很大
的震蕩，他們痛定思痛，深感教會的確有很多地方需要
改革：教皇保祿三世（Paul •）即位不久（主後一五三四
年）便委任幹達利尼（Gasper Contarini）、加拉法
（Giovanni Caraffa）、薩多雷托（Sadoleto）及波爾
（Pole）等數位紅衣大主教深入幣解教會內部的問題並推
動更新運動。他們經過深入調查、反省，在主後一五三
八年完成一份報告，對教會種種流弊作出詳盡的分析及
檢討，更提出更新教會的建議，於是便展開了一系列的
改革。這一系列的改革其實是過往改革嘗試的延續。在
改教運動未爆發之前，天主教中已經有一班人竭力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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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更新。在路德釘上九十五條之前數月，便有大約五
十位神職人員及平信徒在羅馬組成"神愛社"（Oratory of 

Divine Love），勵志改革教會。他們首先由自己開始，
以禱告、讀經、敬拜來操練敬虔，然後透過他們生命的
影響，引發起教會中的屬靈更新。他們這班人中日後很
多成為天主教的領導人物。除此以外，不少修道院及修
會也分別漸進地清理門戶，提高屬靈的素質。

大致上，天主教中的更新運動，循三方面進行。第一，
他們使中古時代的敬虔模式復蘇過來。中古時代向往與
神契合的情操漸漸擴散，一種新的神秘主義開始出現，
很多聖職人員及平信徒都追求與神契合的經歷。同時，
中古時代的修士常以貧窮、服事貧病無助的人為屬靈操
練的必經歷程。這一種生命的理想及情操沈寂多時候，
現在又再一次成為一股屬靈的動力。例如在主後一五二
Ｏ年，聖方濟會出現了一群以恢復聖方濟會精神為己人
任的人，他們頭不戴尖帽，穿著粗衣，學效聖方濟會當
年過著極其貧窮的生活，將生命、時間完全擺上去服事
貧病無依的人。後來這班人成立了一個新的修會，稱為
嘉布遣修會（Capuchins）。另一方面，中古時代的另一
特色便是對教會的傳統有極度的尊敬。恢復中古的敬虔
亦即恢復對傳統的尊敬。於是一股完全與改教派反對傳
統的不同潮流在天主教中興起。他們比中古信徒更尊崇
教會的傳統。亦因為這緣故，天主教中的更新運動常常
被稱為"復古運動"。

第二方面，天主教的領袖們受了改教派的刺激，不得不
對傳統的神學體系來一次重大的檢討。他們當中有不少
對于路德所提倡的因信稱義的道理抱一種同情甚至欣賞
的態度，但卻有另一些人固執於中古時代的神學架構。
這兩派人相互影響，使天主教在神學方面也出現了一些
新的發展。雖然大致上他們的神學依然是固守中古的架
構，但中古神學的斤斤計較邏輯思辯及鑽牛角尖的傾向
被修正過來。他們開始注重聖經的教導、傳統的闡釋及
生活的實踐。固然，經院學派的氣味依然很濃重，阿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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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的神學依然是天主教神學的主導，但新興的經院學派
對於時代的需要更適切，不再像過往的經院神學遠離人
群。同時，對于阿奎那的神學也作出了新的詮釋，例如
曾審查路德神學的迦耶旦大主教（Cajetan）須重新注釋
阿奎那的系統神學，使它更切合時代的需要，而迦耶旦
的新注釋成為當時的標准課本。可見當時的天主教領袖
多?費心地將中古神學本土化在當時的時代中。

第三方面，天主教與基督教人文主義攜手，合力發展文
化，企圖產生一種新的文化融和，就像中古時代一樣，
基督教信仰成為文化建立的基礎。現在中古文化崩潰
了，他們便嘗試，透過扶助計算機人文主義的發展，在
文化的各層面取得領導的地位，以產生一種文化更新的
動力。在文化重建這一方面，天主教比改教派更有成
就，是因為他們不單沒有像路德一樣摒棄基督教人文主
義，反而與他們結合，於是很多重要的科學家，思想家
成為天主教很大的助力。

第四方面，一股宣教的熱忱在天主教內興起，成為日後
教會大大擴展的基礎。宣教的熱忱最初是針對那些改教
派的，一些天主教的修士以向這些異端傳正統信仰為己
任。後來，這些企圖引導改教派信徒重回天主教懷抱的
修士們仍漸漸擴大他們的工作目標及範圍，以至在十七
世紀時，天主教的向外宣教活動便展開了，並且發展得
相當快。而這時候改教派卻為了內部的紛爭，停滯不
前，向外宣教幾乎連想也未想過，因此宣教運動的開展
比天主教遲了幾乎兩個世紀。天主教雖然在歐洲失利，
但在其他地方卻因宣教活動而得到非常大的成果。

在天主教的更新運動中，有兩股重要的力量在其中推
動，第一便是"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 

A.D.），第二便是新成立的"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

"天特會議"是保祿三世為在急變時代中重新確定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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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及方向而召開的。天特會議斷斷續續的在主後一五
四五至四七年，一五五一至五二年及一五六二至六三年
進行。會議的初期，他們討論教會中的流弊及改革的步
驟，並尋求與改教派復合的可能。當時代表主張復和的
有幹達利尼及波爾等，在他們的催促下，保祿三世也有
復和的傾向。然而加拉法及其他的領導卻力主用嚴厲的
手法對付那些判教的人，不能對他們讓步。他們亦向教
皇極力進諫，結果教皇傾向他們這些強硬派的一方，在
他們的協助下，組織異端裁判所對付改教派，並加強他
們宣教的活動，叫更多的人重回天主教的懷抱。

在另一方面，他們致力於確立天主教的神學立場，否定
改教派對因信稱義的看法：堅持教會傳統的七項聖禮，
認為它們是成就救恩所必須的﹔同時肯定煉獄的存在，
肯定為煉獄中被困的靈魂禱告是有效的﹔也肯定贖罪券
的功效，但對於贖罪券所引致的種種弊端亦加以指責。
或許更重要的是，天特會議重新確立了教皇的權威，認
為只有他才可以解釋教會傳統的信條及諭令。

我們可以說，天特會議一方面把教會中一些敗壞、流弊
清理過來，但另一方面卻在信仰上使天主教教會變得更
保守，更封閉，這是非常可惜的。

對天主教內部的更新運動有莫大貢獻的另一個因素是"耶
穌會"的成立及擴展。耶穌會的創始人是羅耀拉
（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A.D.）。他年輕時向往行軍
的紀律操練，並且滿懷軍事野心，可是在一場戰役中他
的腿部受到嚴重損傷，使他變成殘廢，不能再從軍。在
極度的痛苦中，他瘋狂似的閱讀屬靈書籍，特別是一些
聖人的傳記。最後他受感動，將殘缺的一生獻與聖母，
成為聖母軍隊中的士兵，為聖母打屬靈的戰爭。他痊愈
後本來想到耶路撒冷傳福音，但那裏的瘟疫使他不能前
往。在等候神差遣的這段時期，他內心充滿掙紮--罪的引
誘，疑惑的侵擾。但是在掙紮中他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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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就是要一心一意地獻與神，首先要學習的便是絕對
的服從，而服從神最具體的表達便是服從神在地上的代
表，亦即教皇。

後來他終於可以去耶路撒冷傳道了，卻發現自己才疏學
淺，無法勝任許多工作。於是他便決定，要為主作見証
便得好好的裝備自己，於是由小學讀起，直讀到大學。
在大學中他認識了六位同伴。他們一起禱告，一同有極
大的負擔傳福音。經過一段時間的團契、等候，他們終
于一同誓死效忠教皇，讓任教皇差遣，並以貧窮、貞潔
為生活的標記。耶穌會便是這樣成立了。耶穌會在教導
平信徒，辦學及宣教方面，有極高的成就，也是近幾百
年來天主教會中發展最快的修會。他們有如教皇手下一
支龐大的軍隊，為他效命，一方面帶領改教派回轉，一
方面展開海外宣教，在十六世紀，他們的宣教士已經踏
上了遠東的土地了。

　

三十年戰爭（1618年～1648年）
（本文摘自http://mil.anhuinews.com/ahnews/

article/20030317/20030300275327_1.html）

中世紀後期神聖羅馬帝國日趨沒落，內部諸侯林立紛爭
不斷，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又發展出天主教和新教的尖銳
對立，加之周邊國家紛紛崛起，於1618年到1648年爆發
了歐洲主要國家紛紛捲入神聖羅馬帝國內戰的大規模國
際戰爭，又稱“宗教戰爭”。

戰前，歐洲形成了兩大對立集團：由奧地利、西班牙、
德意志天主教聯盟組成的哈布斯堡集團，得到羅馬教皇
和波蘭支援；和由法國、丹麥、瑞典、荷蘭、德意志新
教聯盟組成的反哈布斯堡聯盟，得到英國和俄國支援。
以1618年捷克爆發反對哈布斯堡的起義為導火索，兩大
集團捲入全面戰爭，分為4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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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1618年～1624年，稱為捷克階段。1526年捷
克並入神聖羅馬帝國，實際淪為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
領地。1617年，哈布斯堡家族的費迪南被封為捷克國
王，開始瘋狂迫害新教徒，1618年，捷克人民爆發起
義，迅速佔領了布拉格，宣佈獨立。第二年年起義軍進
攻奧地利，包圍了維也納，開始與費迪南進行談判。
1620年西班牙軍隊2.4萬人攻入捷克，提利率天主教雇傭
軍擊敗起義軍，同年8月，起義者退回捷克。1620年11

月，曼斯菲爾德統帥的新教聯盟軍和提利天主教聯盟軍
在布拉格決戰，新教盟軍很快被擊潰，起義者被血腥鎮
壓。1620年底西班牙軍和天主教聯盟軍攻入普法爾茨，
1623年擊敗新教軍，第一階段以天主教聯盟勝利告終。

第二階段，1625～1629年，稱為丹麥階段。天主教聯盟
的勝利威脅到了德意志新教諸侯，1625年丹麥在英、
法、荷盟國的支援下和新教聯盟聯合向帝國皇帝發起進
攻，很快攻入德國西北部，曼斯菲爾德率英軍佔領捷克
西部。1624年皇帝起用華倫斯坦雇傭軍。4月華倫斯坦擊
敗曼斯菲爾德，之後擊敗丹麥，控制了薩克森地區。丹
麥被迫於次年5月同皇帝簽定「呂貝克和約」退出德意
志。

第三階段，1630年～1635年，稱為瑞典階段。丹麥失敗
後皇帝和天主教聯盟勢力擴張到波羅的海，引起瑞典的
不滿，1630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在法國支援
下帥軍在奧德河口登陸，在盟國支援下迅速攻佔了德國
北部和中部的大片領土。1631年7月；瑞典軍和提利雇傭
軍進行維爾本會戰，提利潰敗，同年9月17日，雙方集中
主力進行布賴滕菲爾德會戰，瑞典和薩克森聯軍依靠古
斯塔夫創造的全新戰術大敗提利，1632年4月古斯塔夫帥
新教聯盟軍在萊茵河再次擊敗提利殘部，提利陣亡，瑞
典軍進而驅逐西班牙軍佔領萊茵區。皇帝再次起用瓦倫
斯坦，華倫斯坦學習了古斯塔夫戰術並切斷了瑞典軍後
勤補給線，阻止了瑞典軍的攻勢，1632年11月兩軍在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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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決戰，瑞典軍獲勝，但雙方均損失慘重，古斯塔夫二
世陣亡。瑞典軍停止了擴張，華倫斯坦也退回捷克割
據，後遭皇帝暗殺。

1634年9月，天主教和西班牙聯軍在納德林根會戰中擊敗
瑞典和新教聯軍，瑞典軍主力損失殆盡，失去了德意志
中部的薩克森和勃蘭登堡領地。

第四階段，1635～1648年，為全歐混戰階段。1635年法
國直接出兵德意志、尼德蘭、義大利、西班牙。瑞典軍
趁機再次侵入德意志中南部。

1636年～1637年西班牙軍對法國南北夾擊進逼巴黎，被
法軍各個擊破，1638年8月法國海軍擊敗西班牙海軍，
1639年10月西班牙海軍主力被荷蘭殲滅。1643年5月，孔
代親王指揮法軍在羅克魯瓦會戰中全殲西班牙軍主力。

1642年11月瑞典軍再次在布賴滕菲爾德擊敗皇帝軍，此
時丹麥卻向瑞典宣戰，於1644年擊潰瑞典荷蘭聯合艦
隊，不久瑞荷聯合艦隊殲滅了丹麥海軍，丹麥推出戰
爭。1645年3月，瑞典軍在捷克重創皇帝軍，同年8月法
軍又在納林根會戰中擊敗皇帝軍，皇帝丟失大部分德意
志領土，1648年法瑞聯軍在處斯馬斯豪森會戰中徹底擊
敗皇帝軍。同年10月神聖羅馬帝國和參戰各方簽定「維
斯特伐利亞和約」，三十年戰爭結束。

　

士文克斐特的生平與思想
（本文摘自http://www.rpc.ox.ac.uk/sfld/cslife.htm）

Spiritual Beginnings

Sometime in 1518, or perhaps 1519, Caspar Schwenckfeld 

experienced what he refers to as a "visit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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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ne" （in German, Heimsuchung Gottes, literally "home-

seeking of God"）. He admits that he was not particularly 

religious during his early years as a court advisor, but his 

pattern of behavior changed after 1518.

The visitation to which he refers was not the only change in 

his life at the time. He was directly affected by his reading of 

Luther's writings, and he undertook a serious study of the 

Scriptures at this point in his life as well. Shortly before 

September 1519, his father died and not long after that 

Schwenckfeld began to lose his hearing, an event which 

forced him to return to his family estate at Ossig （now run 

by brother Hans） and to serve Duke Friedrich as only an 

occasional advisor, although he did remain highly influential 

at the court.

By 1521 he was seriously supporting the cause of reform, 

and had won his Duke to his programme by 1522. Bu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chwenckfeld's position seems to have 

differed from Luther's, and by 1524 the differences were 

abundantly clear. In June of that year he published an 

Admonition to the Silesian preachers in which he attempted 

to rectify problems he saw arising from Luther's theology.

He was concerned above all that five principles at the center 

of Luther's position were misleading the simple people of the 

day. These were （1） that faith alone justifies, （2） that 

an individual does not have free well, （3） that we cannot 

keep God's commandments, （4） that our works are of no 

avail, and （5） that Christ has made satisfaction for us.

The Nature of Faith

Ever concerned with the practical results of theology, 

Schwenckfeld did not reject these principles out of hand in 

his Admonition. Indeed, he had been initially drawn by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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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practicality" for the reform he supported. But by 1524, 

he had come to believe that if pressed too far, these 

keystones of reformation could prove ultimately destructive 

of their very intent.

To grasp the issue, it might be best for a moment to stand 

back from the specifics of Schwenckfeld's argument and 

look at the debate over the first principle, "that faith alone 

justifies," in its full context.

The traditional theology that Schwenckfeld had inherited had 

always taught that an individual is justifi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 that was a Catholic as well as a Protestant position. 

The problem arose in regard to the nature of the faith by 

which one is justified. Catholics in Schwenckfeld's day 

（and ours） teach that justifying faith must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Galatians 5:6 "For in Christ Jesus neither 

circumcision nor uncircumcision is of any avail, but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It was this last phrase, "working through love," which had 

led to the problems Luther pointed to.

When simplistically interpreted by some theologians, this 

phrase had come to mean for many that the faith which 

availed was dependent on the acts of love through which it 

worked. Worse yet, in the hands of ecclesiastical bureaucrats 

"works of love" came to be understood as the fulfillment of 

institutionalised religious regulations.

In this setting, one can understand both Luther's and 

Schwenckfeld's sense of release when they rad Ephesians 

2:8: "For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Here 

"Faith" stood alone; the words "working through love" were 

missing, and the remainder of the verse emphasized the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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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not of your own doing, it is the gift of God -- not 

because of works." Faith availed in itself for salvation and 

required no "working through love," certainly not in the 

sense of keeping the particular rules set down in a code of 

church law, or by reciting formulaic prayers.

Unlike Luther, Schwenckfeld did not proceed to limit his 

theology by this insight （Luther's so-called "canon within 

the Canon"）. He was alway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results of a theological system on the life of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ety in which they lived. He often spoke of his work 

as a "middle way" between what had become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two warring positions. Thus he would 

continue to uphold the need for Christian works of love 

while supporting what he considered the central insight of 

the Wittenberg movement. The results were to be expected: 

He was viewed by both sides as supporting their opponents.

The Sacramental Center of Faith

Surprisingly enough, it was not over the issues noted in the 

1524 Admonition that the real debate between Schwenckfeld 

and Luther erupted. To find a middle way between two 

opponents, as was the case in the so-called "faith-works" 

issue is one thing; it is quite another when a topic arises in 

which there are three conflicting opinions. This was the case 

regarding the Lord's Supper.

By the middle of the 1520s this debate was already in full 

flower. Catholics maintained that when the priest elevated 

the bread at the altar and pronounced the words of 

consecration, the bread became the body of Christ （this 

position is called transubstantiation）. The Swi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Uldrich Zwingli, on the other hand, rejected 

such a position altogether and insisted that the bread me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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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ed the body of Christ.

In a sense, in this disagreement, Luther's position was the 

middle way. Those who followed him taught that more than 

simple representation occurred in the sacrament, but they 

rejected any interpretation which might lead one to think in 

terms of magical transformation. The body of Christ they 

taught, was "in, with, and under" the bread （called 

consubstantiation）.

For Schwenckfeld all three explanations were unsatisfactory. 

Once again, what troubled him more than the divisive 

theologies of the Sacrament were practical results. Those 

who eat and drink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unworthily, he believed with St. Paul, are "guilty of 

profaning" the body and blood （1 Cor. 11:27）. What 

constituted unworthy participation more than doing so while 

anathematizing one's fellow Christians All three groups 

celebrated this central rite of Christian faith and unity while 

in open warfare with other Christians.

The situation was an open offence to the Faith, and 

Schwenckfeld was early concerned with it. He and his 

learned friend, Valentine Crautwald, had discussed the issue 

at length and the latter was greatly troubled over it.

Crautwald returned home after attending early communion 

on 16 September 1525 to consider the matter. After a full 

day of reflection he fell asleep for a short time and awoke 

before dawn on September 17. Suddenly all the passages of 

Scripture relating to the problem were before him, and a 

"sweet voice" opened them to him.

The vision he experienced and the ten days following it 

which were spent in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its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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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described in a letter to Schwenckfeld. Schwenckfeld in 

turn developed the results of the vision along with Crautwald.

The disputed words of institution should be read as follows: 

"My body is this, namely, food." "It was not until the 

disciples had eaten the bread and drunk the wine that Christ 

spoke the words. Bread is not a food until the grain has been 

grown, threshed, ground, baked and eaten; bread when eaten 

nourishes and strengthens the body." The word "is" in the 

words of institution means "is," not "represents," but on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the spiritual. 

"Give the physical to the body, the spiritual to the poor soul 

which is spiritual; let physical bread nourish the physical 

body, the invisible [bread], the invisible soul."

By faith, then, one truly does eat the spiritual body of Christ, 

and in time Schwenckfeld and Crautwald would work out 

the implications of their theology, teaching that the spiritual 

grain thus eaten by faith grows in the believer, transforming 

him or her toward the full image of God, the person of Christ.

On 30 November 1525 （two months after Crautwald's 

vision）, Schwenckfeld traveled to Wittenberg to present 

their finds to Luther. He was rebuffed by the great reformer, 

and from then on their paths would clearly separate.

The Suspension （"Stillstand"） Of the Sacrament

In spite of Luther's rebuff, Schwenckfeld seems to have 

remained hopeful that his "middle way" might yet become a 

reality. He returned to Liegnitz and there with the aid of his 

duke and the brotherhood that had formed around him, 

worked avidly for the reform of the church in his area. He 

supported the foundation of a university in Liegnitz and 

encouraged extensive catechetical work, both of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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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actical nature.

He also continued to write and speak on behalf of his 

explan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But what of the practice of 

the Supper Christians were still fight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now Schwenckfeld as well had entered the fray. On 21 

April 1526 he, Crautwald, and the preachers and pastors of 

Liegnitz issued a circular letter reflecting the tension they 

then felt, and their solution for the impossible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found themselves.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is: Since we and many others, 

including some of the populace, have felt and recognized 

that little betterment is resulting as yet from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something must be wrong. And what could be 

more wrong than the improper celebration of the central 

Christian rite "[Since this is the case,] we think that the Holy 

Sacrament or mystery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has 

not been observed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and command of 

Christ." Those who eat and drink unworthily, eat and drink 

judgement unto themselves, and therefore, "we admonish 

men in this critical time to suspend for a time the observance 

of the highly venerable Sacrament."

The suspension did nothing to ease tensions within 

Christendom;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the bulk of 

Schwenckfeld's writing was directed to this issue. His duke, 

Friedrich II supported him, but as the heat of the reformation 

debate increased, Friedrich increasingly found himself in a 

dilemma. Politically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Silesians to 

draw closer to the Lutheran position, but with a counselor of 

so high a profile as Schwenckfeld expressing an anti-

Lutheran position, this was difficult.

Finally in 1529, to avoid bringing his duke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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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rrassment, Schwenckfeld went into voluntary self-exile. 

The most reasonable place for him to take refuge was the 

city of Strasbourg, then undergoing a reform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artin Butzer.

Time in Strasbourg

Strasbourg was remarkably tolerant for the time, and as a 

result attracted persons of widely different religious 

opinions. It was here, for example, that Schwenckfeld met 

the Anabaptist Pilgram Marpeck with whom he would enter 

a lengthy debate in the 1540s. It was also here that he seems 

to have come to know the thought of Melchior Hofmann, 

whose position on the celestial body of Christ had much in 

common with his own, although he always maintained that 

Hofmann had borrowed ideas from him and not he from 

Hofmann.

Although he maintained a peaceful tone in the debate at the 

time, Schwenckfeld held a firm debating position. He 

supported his ideas with learning and care, and he did attract 

enough followers that his opponents were forced to take him 

seriously （his position as a member of the nobility also 

seems to have required this）.

Nevertheless, his point of view was a minority one during 

the period and was never supported by a powerful political 

leader. What this meant was that he was ever forced to 

debate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winning. That pattern would 

remain throughout his life.

We must take care not to romanticize the results. Like other 

supporters of unpopular theological positions at the time, 

Schwenckfeld undoubtedly suffered persecution, and it is 

clear that he never settled permanently in one place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However, he was able for significant periods 

of time to find the physical stability necessary for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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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duction of his numerous theological treatises and 

letters.

Confessor of the Glory of Christ

In 1541 he was living near the south German town of 

Kempten and had for his use the library of the Benedictine 

monastery there. It was here in the same year that he 

completed his longest and most complex work, The Great 

Confession on The Glory of Christ.

Schwenckfeld's thought on the nature and person of Christ 

was fully developed by 1538 at the latest, but he had been 

reflecting on the question from his earliest writings on the 

sacrament in the 1520s. What he was ever concerned with 

was that the body of Christ not be disparaged, or, to put it 

positively, that the glorified body of Christ be properly 

confessed.

Because Schwenckfeld's christology was not accept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or later generations （indeed, it was 

considered heretical by man）, it continues to be noted as 

one of the most "peculiar" aspects of his thought. But, 

peculiar or not, it was the center-point of his work, and, in 

honor of this core doctrine, his followers continued to call 

themselves "Confessors of the Glory of Christ" until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obscure theological details and their source in the 

writings of the early church need not detain us at this point. 

Simply put, Schwenckfeld distinguished two natures （a 

divine and a human）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as does 

Christian orthodoxy. But he thought of the human nature in 

terms of a "celestial fl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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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flesh, he taught, was increasingly divinised by his 

divine nature during his earthly sojourn, so that it was 

transfigured and thereafter resurrected, taken up, and 

glorified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Father. It is on this glorified 

flesh that the believer feeds by faith; it is this flesh which by 

faith believers spiritually partake of, and which, in turn, 

grows like a grain of mustard in them as they grow daily in 

the image of Christ.

Whatever one might think of Schwenckfeld's christology 

today （whether it can be defended or not as orthodox as he 

thought it could） is a separate question. W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is Schwenckfeld's intention in developing such a 

doctrine. He never though simplistically or literally. The 

glorified body of Christ which sits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Father is the body of which one partakes in the Sacrament. It 

is not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 body of Christ in which 

believers live and move and have their being and which they 

call by the name "Church."

Thus one eats and drinks judgement upon oneself, according 

to I Corinthians 11:29, when one eats and drinks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in the Lord's Supper "without discerning 

the body"; "body" here referring to the bread which is the 

spiritual body of Christ -- the community of believ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or the Church -- and referring to the 

glorified body of Christ itself.

By approaching the sacrament without discernment -- 

without recognizing that the Church is the universal 

（catholic） body of Christ, and not merely the physical 

social-political entity made up of those who hold particular 

doctrines in common against others -- one disparages the 

Glorified Christ.

Looking Above for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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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for this reason that Schwenckfeld so strongly opposed 

the Anabaptist Pilgram Marpeck. Marpeck and the 

Anabaptists （later Mennonites） attended to the historical 

Jesus of Nazareth. Schwenckfeld was not opposed to this 

attention and certainly not to the Anabaptists' attempt to 

imitate the life of the earthly Jesus. What he asked of them in 

addition was that they "lift up their hearts" to the image of 

the Glorified Christ so as not to become only caught up in 

concerns for purity of their local and limited congregational 

life.

And the theology of the Glorified Christ is also the context 

in which Schwenckfeld's often-noted concern for religious 

toleration arises. His is not a political position （as is that of, 

for example,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t is a theological 

one.

One confesses the glory of Christ, not by supposing that all 

religious opinions are of equal value, and effectively holding 

that they are matters of taste and that in such matter one 

person's opinion is as good as another's.

For Schwenckfeld religious toleration depended not on 

looking below oneself but on contemplating above one's 

possibilities. Only when all believers had raised their sights 

to the One above all others, would the suspension of the 

sacrament come to an end in reality, a hope toward which he 

reached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for which he still yearned, 

we are given to understand, when he died in the home of 

friends in the city of Ulm in 1561. 

施派爾（Speyer）

施派爾城位於德國西南的萊茵河畔，為一歷史悠久的政
治、文化中心。1526至1529年間，此處曾召開了兩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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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爾會議，處理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天主教與新教的勢力
紛爭。其中的施派爾大教堂，為撒利安皇帝康納德二世
（Konrad II）於公元1030年所建，為當時皇家喜慶的場
地。教堂的地下室葬有八位皇帝、四位皇后、以及歷代
多位主教，現已成為聯合國保護的古蹟之一。城中的另
一座著名教堂為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建於十八世
紀初，為一路德會教堂，現今的室內裝潢仍保有當時的
樣貌。古老的猶太浴場，最早的文獻記載可追溯至1126

年，是本城十分重要的文化古跡。紀念教堂（Memorial 

Church）建於1893至1904年間，以紀念1529年的施派爾
會議。

奧斯堡（Augsburg）

奧斯堡位於德國南部巴伐利亞省的小城，是施瓦本的首
府。主前15年由羅馬皇帝奧古斯都所建，為中世紀的貿
易中心。奧斯堡又被稱為富格城（Fuggers），因城中住
有歐洲最具影響力的金融大賈富格家族（The 

Fuggers）。富格家族以銀行業起家，曾為哈布斯堡王族
的財政顧問。因著他們在此整合德國南北方貿易，使得
奧斯堡成為德國和歐洲的金融中心達數十年之久。至
今，奧斯堡市中心還保留了被稱為「城中城」的富格府
第。1530年，德皇查理五世在此召開會議，墨蘭頓代表
路德發表了著名的《奧斯堡信條》。

市政廳和別拉奇塔（Perlach Tower）是阿爾卑斯山北面
最重要的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約建於1615-1620年。聖烏
瑞奇（更正教）和聖阿福（天主教）教堂是一座以文藝
復興和巴洛克風格裝飾的晚期哥德式建築。以聖瑪達蓮
那修道院改建的羅馬博物館，保存了許多羅馬時期的美
術品。同樣是修道院改建的聖安那教堂，現已成為馬丁
路德博物館。由雅各富格於1516年的富格府，是一座古
式的建築。

施馬加登（Schmalka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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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馬加登位於德國中部圖林根省，從中世紀以來即為金
屬工業的中心。1531年，擁護路德的德國王侯們在此成
立施馬加登聯盟。1536年底，路德在此完成了《施馬加
登信條》，表明自己的信仰立場；而路德當年駐留寫作
的旅店，亦被完整的保存下來。

耶拿（Jena）

耶拿亦為於圖林根省內，有德國「綠色之心」的美譽。
1523至1524年，這裡曾是路德改教的重鎮。:1527年，黑
死病襲擊威騰堡，路德曾在選侯約翰的要求下，來此避
難，後遷至士利本（Schlieben）。爾後路德派分裂，反
對墨蘭頓的人士在此擴充學校，於1558年設置大學，史
耶拿成了一個人文氣息濃厚的大學城。

羅騰堡（Regensburg）

羅騰堡位於美麗的多瑙河岸，是許多船隻航行的起點，
得天獨厚的紀錄了德國兩千年來的歷史，是德國最具特
色的歷史保存區。城中有許多珍貴的古蹟和建築，市立
美術館中的精美收藏，更使此處增色不少。羅騰堡的聖
彼得大教堂，是巴伐利亞區最重要的哥德式建築之一。
史丹納瑞石橋（Steinerne Brucke），建於1135至1146年
間，是德國現存最古老的石橋。這裡的舊市政廳，是全
德首座議會建築，也是永恆帝國會議（everlasting 

Imperial Diet）舉行的地方。此外，還有德王子城堡，原
為一修道院，十九世紀時擴建成現在的城堡樣式。

烏爾姆（Ulm）

烏爾姆為中世紀的皇城，也是多瑙河的商業中心。城中
的烏爾姆大教堂，是德國的第二大教堂，僅次於科隆大
教堂。教堂的尖頂高161.5公尺，是全世界最高的教堂尖
頂，天氣好的時候，可以從尖頂上直接眺望阿爾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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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教堂中的唱詩席，是現存哥德式建築中，最美麗的
一個唱詩席。隔著多瑙河遙遙相對的新烏爾姆（Neu-

Ulm），是一個新興的巴伐利亞小鎮，為烏爾姆的姊妹城
市。城中有施浸者約翰教堂（Expressionist Church of St. 

John the Baptist）以及巴洛克威靈根修道院（Baroque 

Wiblingen Abbey），以及洛可可風格的斯瓦比亞文物
館。

烏茲堡（Wurzburg）

隱沒在山野葡萄園中的烏茲堡，不僅是一座歷史的古
城，也是一個生氣盎然的大學城。城中的中世紀城堡─
馬茵堡（ Marienberg），俯瞰並守護著著整座美麗的古
城。這裡也是德國浪漫大道的起點，保存著許多不同時
期的藝術與建築作品。城內的宮邸（Residenz Palace），
是德國南部最重要的巴洛克建築，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
遺產。中世紀的馬茵堡，被視為是被視為烏茲堡的重要
地標，1719年以前，這裡是皇室主教的住所。此外，舊
鎮中還有許多歷史性的教堂、聖人墓地、以及洛可可建
築。

古庭根（Gottingen）

古庭根位於下薩克森尼（Lower Saxony），哈茲山
（Harz）與衛斯爾河（Weser）之間，是一座歷史悠久的
古城，也是一座人文薈萃的大學城。城中有許多中世紀
的歷史建築，如市政廳、教堂、房舍等。市政廳是舊鎮
的中心，坐落在市政廣場上，內有中世紀時期的會議
室、監獄、以及許多美麗的壁畫。此外，聖雅各（St 

Jacob）和聖約翰尼斯（St Johannis）教堂，亦為城中有
名建築。

浪漫大道（The Romantic Road）

 烏茲堡到福森（Fuessen）之間的道路，是德國極負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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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休閒林徑，素有「浪漫大道」（Romantic Road）之美
譽。浪漫大道長約220英哩，從緬因河直通往阿爾卑斯
山，沿途風景優美，烏茲堡宮邸、巴伐利亞國王路得溫
二世（Ludwig II）的夢幻城堡、以及美國在諾林根
（Noerdlingen）所設，專門用以訓練太空人月球漫步的
Ries Crater。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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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敬虔運動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十四篇　德國敬虔運動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概述

2. 敬虔主義的發

展

3. 施本爾小傳

4. 富朗開小傳

5. 德國哈勒富朗

開機構園區簡介

二、歷史景點

1. 哈勒（Halle）

大學與富朗開機

構園區

2. 市區教堂

（Market Church 

in Halle）

3. 格勞查

（Glauchau）

三、討論題綱

1. 拉巴地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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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2. 德國敬虔運動

歷史概述

1. 十七世紀敬虔運動

三十年戰爭後，德國正式成為一個新教的國家。然而，

教會始終沒有脫離與政權的關係。教會中的神職人員，

在政府的安排下，形同公職，造成靈性上的低落。此

外，路德重視個人與神主觀經歷的概念，逐漸被墨蘭頓

條理式的信仰所取代，發展成了經院哲學般的信義主義

─名義上根據聖經，實際上卻是一種刻版、僵化的教理

解釋。短短一百年，信義會（路德的跟從者）就從原先

注重與神相交的主觀信心中，再度落入了死沉的道理與

儀式。只要謹守洗禮、領受聖禮、遵守規章、定時禮

拜、講道，就稱得上是一位好信徒。在此一前提之下，

有一些復原派人士開始追求的更深、更有意義的基督徒

生活。這一波注重生命經歷的敬虔運動在十七世紀的歐

洲普遍展開。他們注重信心與重生的經歷，重視讀經，

並追求一種活潑的敬虔生活，因此人們稱其為敬虔派。

敬虔派的信徒並沒有推翻或脫離信義會，他們乃是將路

德所主張的「理想」，一件件地實行出來。他們在家中

聚集，幾個家會來在一起讀聖經和禱告。聚會並非一人

講、眾人聽，乃是在「人人都是祭司」的原則下，共同

分享。他們十分重視聖經，認為讀經不重在知識，乃重

在生命與餵養。聖經必須應用於實際的生活中，以活出

聖潔、道德的生活。在個人經歷方面，他們注重信徒悔

改與重生的主觀經歷，並且以基督為中心，被祂的恩典

所充滿。此外，他們也實行社會救濟，賙濟窮人和寡

婦，並且極力推行海外佈道，為當時僵化的路德教會，

注入了一股新鮮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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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的敬虔運動的起始─施本爾（Philip Jacob Spener）

德國敬虔運動的主要人物為施本爾。施本爾於1635年生

於亞爾塞斯（Alsace），35歲就成為法蘭克福路德會的牧

師。他曾經走訪瑞士，並在那裡受到拉巴第信徒

（Labadists）的影響。拉巴第（Lababie）原為天主教修

士，因著看見當時天主教與更正教的敗壞，決心回復聖

經中初期教會的樣式。他認為敬虔生活的能力，源自與

神的交通；人只能透過聖靈的光照，才能明白聖經。拉

巴第先是在日內瓦執牧，後轉往荷蘭米第堡

（Middelburg）進行改革，並曾試圖在阿姆斯特丹建立

「家庭教會」。然而，至終拉巴第的改革並沒有成功。

施本爾除了受到拉巴第信徒的影響外，也受到亞仁特

（Johann Arndt）《真基督教》（Ture Christianity）的影

響。由於三十年戰爭所帶來的動亂與靈性低落，施本爾

深感教會極需改革。他強調重生的重要，鼓勵信徒對基

督都有個人的經歷，並建立個人禱告、讀經等習慣。他

於1675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敬虔願望》（Pia 

Desidera），提出復興路德派的六項建議：一，個人精讀

聖經；二，恢復信徒皆為祭司的真理與實行；三，不僅

有聖經的知識，也要有愛心的行為與生活；四，讀經不

重在教義的辯論，乃重在尋求真理；五，需以崇高的道

德標準重組大學；六，復興福音講台，廣傳福音。施本

爾在家中召聚信徒讀經、禱告、分享，盼望恢復使徒時

代人人盡功用、彼此互相的聚會方式。儘管施本爾自始

至終都是一位虔敬的路德會員，但是他的改革卻受到路

德會神學家猛烈的抨擊，認為他過分重視靈修，輕忽教

義。儘管如此，施本爾的改革還是吸引了許多尋求敬虔

的信徒，為十七世紀的德國基督教注入了一股清流。

3. 德國敬虔運動的發展與興盛─富朗開（August 

Hermann Francke）

深受施本爾影響的人中，有一位名為富朗開的青年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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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富朗開在1687年經歷了主觀的悔改與重生，後在德

勒斯堡與施本爾共居兩個月之久，完全接受了敬虔主

義。他返回萊比錫後，大學裏演講，深受歡迎。此舉引

起路德派選侯的不安，下令禁止居民舉行「小聚會」，

富朗開便轉往爾弗特執牧。1691年，布蘭登堡選侯腓德

烈三世（後作了普魯士王腓德烈一世）於哈勒（Halle）

自建了一所大學，在施本爾的引薦下，富朗開前往哈勒

附近的格勞查（Glauchau）小鎮牧會，並出任哈勒大學

的教授。在他長達三十年的影響之下，哈勒大學成了敬

虔運動的中心。他創辦兒童教養院、聖經學院、拉丁學

校、孤兒院、救濟中心、醫療所、以及其他印刷聖經的

出版機構，救濟窮人，並且興辦教育。到他去世之時，

受教育的學生已達二千二百位之多，另有一百三十四名

的孤兒受到妥善的照顧。新生鐸夫（Zinzendorf）亦曾在

此寄讀。這些浩大的開銷來自於富朗開的信心、禱告、

以及歐洲各地的捐款。

哈勒敬虔運動另一個令人矚目的特點，就是其海外宣教

的熱忱。1705年丹麥國王徵召到印度開展的傳教士中，

就有兩位哈勒的學生。十八世紀期間，哈勒及其教育機

關更是差出了不下六十名的海外宣教士；其中最有名的

是士瓦次（Schwwartz），畢生於印度傳道，直到逝世。

而在教會歷史方面，敬虔主義也有其貢獻。一位激烈敬

虔派信徒亞爾諾德（Gottfried Arnold）於1699年發表了

《中立的教會與異端史觀》，認為我們不能因當代潮流

而判定異端，必須深入其思想。他甚至認為基督教歷史

中，許多「異端」所闡明的真理，比所謂的「正統」所

闡明的還要多。相較於當時普遍駁斥與主流教會不符的

教會歷史而論，此觀點無疑是一大進步。

　

敬虔主義的發展
（本文摘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ChristianClassics/history/big5/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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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主義將基督教本來活潑的信仰化成一套僵化、呆

板、抽象的教理，而信心變成了對這套教理的宣認，這

與當初路德所幣解的信心很不同，當路德談到信心時，

他所指的是信徒與神之間的活潑的關系，但到了正統主

義時代，這種活潑的關系仿佛被信徒遺忘了一樣，他們

擁有精細地界定的所謂"純正信仰"，但卻缺乏了因信仰而

來的生命活力。崇拜時的講道變得乏味，其余一切的活

動，如聖禮，也變得很規條化。

在這種治沉悶的宗教生活中，有不少信徒開始尋求新的

方向與經歷。主后一六七Ｏ年，一位法蘭克福

（Frankfort）牧師施本爾（Philipp Jacob Spener）召聚了

一小組信徒在他家中讀經、祈禱，彼此鼓勵追求活潑的

屬靈生命，他稱這小組聚會為敬虔團契（Collegia 

Pietatis）。以后敬虔主義便由此得名。這種小組聚會在

他牧養的教會中成為一種更新的力量。但不久，他被迫

離開法蘭克福轉到德里斯頓（Dresden），在那里他又以

同樣的方法，在他牧養的教會內組織了更新的團契，其

后他又再被迫轉到柏林，也同樣的組織更新團契。不

過，更有力的影響，乃在他所寫的一本名為《渴慕敬

虔》（Desideria）的書，清楚地呼吁信徒聚在一起研讀聖

經，摒棄神學的爭辯及抽象的理性思維，而在實際的敬

虔操練中體驗及實踐聖經的真理。

在這種更新運動展開的初期，正統主義的神學家已感到

不安，當這運動漸漸擴大時，他們便公開反對這運動。

然而，主后一六八六年，一位大學的聖經學者富朗開

（August Francke）加入這運動的行列，使這運動擴展得

更快。在主后一六八六年，他在萊比錫大學中組織了一

個讀經團契，有系統的查考聖經，一次在研讀約翰福音

第二十章三十一節時，深感被聖靈感動，于是便更積極

的追求敬虔的操練。在史賓納指引下，他開始在大學內

大力推動敬虔運動，亦因為這緣故，他被迫離開萊比

錫。他從萊比錫轉到哈勒（Halle），在剛成立的哈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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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任教。不久，哈勒便成為敬虔運動的重要基地。

施本爾小傳
（本文摘自http://c-highway.net/BOOK/lishi3/3-6/8.htm）

菲利普·雅各·施本爾（Philipp Jakob Spener：1635-

1705）認真研究了路德神學，並在這個基礎上閱讀了強

調靈性體驗和禁欲主義式敬虔的書籍，成為了反對理性

主義信仰展開了靈性運動的虔敬主義始祖。

他還從約翰·阿恩特（Johann Arndt）的神秘主義作品

《True Christianity》，英國清教徒著作家理查德·貝克斯

特（Richard Baxter）的《The Practice of Piety》和劉易斯

·貝利（Lewis Bayly）的《Praxis Pietatis》等受許多影

響。

施本爾展開了所謂“Collegis Pietatis”運動，即展開教會

裏面的小教會（ecclesiola in ecclesia）運動。從1670年開

始，主日禮拜後他們一直在施本爾家裏舉行小聚會，討

論主日講道和編輯文化作品。

1675年以後，他們只使用聖經。努力讀經專心禱告，各

人在基督內敬虔，結成深厚的友誼，而且彼此更多地學

習基督教，愛火在他們中間漸漸燃旺起來。

1675年，當他的《敬虔的欲望》（Pious Desire: Pia 

Desideria）出版後進一步掀起了正規的虔敬主義運動。在

他的書中他提出了六種具體的教會改革方法論。

1）不要單單依靠牧師，而要在家裏的小聚會中用心閱讀

全部聖經。

2）所有的信徒領悟到自己是研究聖經，教導，慰勞他

人，實踐敬虔生活的祭司長。

3）勸勉從單純的教義知識集中到作為活的信經的敬虔訓

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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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減少神學爭論，通過悔改和敬虔生活確立真正的教義

5）強調神學教育的改革，即通過德國神學、托爾勒的證

道，以約翰·阿林特和托馬斯·阿·肯培斯的著述為依

據，強調不僅是課程的改革，而且也是包括強調基督徒

生活和敬虔的制度改革。

6）主張不是修辭學式的證道，而回復到培養道德、提高

靈命的證道。

施本爾的活動核心是強調整個人格的更新，即強調舊人

和新人的根本上差異、世俗生活和靈命生活的根本差

異。強調了從欲望、追求名譽、學知上的驕傲、醉酒、

看戲、跳舞、玩牌等誘惑中脫離出來的敬虔的生活。

活的信仰不是從聖經來的，乃是通過聖靈的引導?生的，

所以認為路德的“由聽道而生的信心”（fides ex auditu）

上不加聖靈的能力是不可以的，即強調了林前1：18-25

的“神的國不在話上而在於能力”。

並且，比起路德所強調的義認化（稱義）

（Justification），他更強調重生（Rebirth）。從這意義上

可以認為他比起路德的話語信仰或義認化（稱義）神學

更接近於強調靈性體驗的神秘主義靈性。

　

富朗開小傳
（本文摘自http://c-highway.net/BOOK/lishi3/3-6/8.htm）

奧古斯特·赫爾曼·富朗開（August Hermann Francke: 

1663-1727）受施本爾的靈性影響有了重生的經驗，但他

比施本爾更為虔敬主義起了決定性的貢獻。他基本上贊

成路德在羅馬書緒論中的信仰?述，但更強調靈性經驗和

敬虔。

他得到靈性經驗後在萊普茨何大學教書，他的注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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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式的教學給了他們相當的影響力。許多學生愛戴

他，學生們被敬虔主義的二元論式敬虔生活和屬靈的關

心所吸引，而忽視了他們的專業，只關心信仰生活和證

道。

結果1694年在哈雷（Halle）成立了虔敬主義大學

（University of Halle），哈雷市成為敬虔主義運動的中

心，先後創立了貧困人學校（1695年）、孤兒院（1696

年）和高中（1697年），強調通過個人的人格變化達到

的世界變化（The chang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changing of persons）。

以哈雷大學為中心的許多年青人自願去海外宣教。十

八、十九世紀通過這種敬虔主義運動，數萬人獻身于世

界宣教活動中。

　

德國哈勒富朗開機構園區簡介
（本文譯自http://www.tourismusservicewittenberg.de/francke/）

德國哈勒的富朗開機構，已有三百年的歷史。創辦人富

朗開（August Hermann Francke）是一位敬虔的路德會牧

師，也是哈勒腓德烈大學東方語言學的教授。在他到達

哈勒後不久（1695），便創辦了孤兒院和慈善學校。這

是他全面展開教育、以及教會附屬事業的開始。在富朗

開離世前，已在哈勒市建立了一個三千人的完善園區。

十八世紀時，富朗開機構聞名於世，迅速成為全球學術

聯絡的中心。此外，更正教第一位海外宣教士，也是在

1706年，由哈勒敬虔派差往南印度。哈勒對於海外宣教

的使命，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富朗開就對美洲大陸的

照顧，從十七世紀末即已經展開。十八世紀的三○年

代，哈勒敬虔派已在喬治亞賽凡納河一帶，照顧薩爾斯

堡的難民。他們供應這些移民教牧人員、宗教書刊、醫

藥和金錢。1742年，在哈勒機構的差派下，亨利墨蘭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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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Melchior Muhlenberg）前往賓夕維尼亞，奉命照

顧費城鄰近的三個路德宗教會。在爾後的日子裏，他成

了美國路德會的創始人。亨利的兒子約翰墨蘭柏（John 

Peter Gabriel Muhlenberg）─這位同樣曾經於富朗開教育

機構受教的人，在美國早期的民主運動上，亦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他曾經是一位將軍，率領喬治華盛頓（美國

國父）革命軍隊作戰。腓德瑞墨蘭柏（Frederik August 

Conrad Muhlenberg）更是美國議會首任議長。墨蘭柏家

族在美國歷史上，享有崇高的聲望。

富朗開機構附設於哈勒大學長達四十年之久，直至1992

年，才成為一獨立機構，現今仍保存許多十八世紀的古

蹟建築。園區中不僅有世界上最大的框架結構物，也有

全德國最老的建築。該建築建於1721年，不僅設計為一

圖書館，也是歷史最悠久的兒童醫院建築。十九、二十

世紀，又陸續新增了許多校舍建築，每棟建築都代表了

某一時期的校史。三百年的富朗開歷史中，留下了現今

可見的五十棟歷史建築。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這些早期

建築大多毀損。富朗開機構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在未

來的幾年中，重新修復這些歷史建築。這項計劃所費不

貲。其中一棟1700年的主要建築，便是歷經三年的整

修，於在1995年10月重新開放。重整後的主建築，為富

朗開的文化活動提供了更寬廣的展演空間。館中的數個

展覽室，向遊客介紹富朗開機構的歷史，和十八世紀哈

勒敬虔運動的緣由。在這棟建築之中，人們也可以體驗

少數保有當年原貌的古老的陳列室。

富朗開機構另一個主要的計劃，就是建構一個國際化的

學術研習中心，以收藏館中大批歷史文獻、圖書、以及

古董陳列櫃。現有的文獻庫中，藏有十八世紀哈勒敬虔

派與世界各地通訊來往的信函。其中有一個專區，保存

了當年敬虔派在印度和美洲宣教的原始手稿；大名鼎鼎

的墨蘭柏手稿，就有百件之多。館中典藏的文獻，除了

其宗教價值外，亦有其學術價值。文獻庫的另一個專區

中，保存了數量居全歐第二的棕梠葉手稿。這些手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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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世紀哈勒宣教士之手，他們將聖經、神學著作和

講道紀錄譯成多種印度方言，書於棕梠葉上。現今這些

文獻資料都被放置在一個歷史悠久的倉庫中，倉庫中另

有閱覽室，以及瀏覽館藏目錄的圖書室。館藏書籍的本

身並不在此，它們仍在原有的圖書館（1728）中。圖書

館內的藏書約十二萬本，大多為十七、十八世紀的著

作，內容涵蓋了一切近代學術的起源。一九九七年九月

起，圖書館正式對遊客開放。如前所述，另外一個可觀

的收藏─古董陳列櫃，連同其三千件以上的珍藏品，現

存於舊有的孤兒院建築之中。這些歷史性的收藏均被分

類整理，以供學術之用。富朗開機構盼望吸引更多的學

術人士，一同研究這些寶貴的歷史資源。哈勒與馬丁路

德大學已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馬丁路德大學的若干學

系，如神學系和教育學系，已牽至哈勒校區，其他學系

將陸續跟進。對外與國際間的合作也已展開，未來將持

續發展。基金會日前推出了一系列名為Hallesche 

Forschungen（哈勒機構）的著作。其中一個最主要的負

擔，就是繼續發揚富朗開精神。這個歷史性的機構，預

備以其原有風姿─一個國際學術交流的中心─重新展現

在世人眼前。

哈勒（Halle）大學與富朗開機構園區

十七世紀末選侯腓德烈三世在此興建大學，此處便成了

德國敬虔運動的中心。1698年，富朗開在此創辦了第一

所孤兒院與兒童教養院。爾後陸續又興辦了多個教育、

醫療、印刷、出版等機構。不僅為兒童提供妥善的教

育，為窮人和寡婦提供醫療服務，也大量印刷並贈送聖

經。這些機構原附設於哈勒大學，後來成為一獨立的基

金會園區（Francke foundations）。現在園區中還可見到

當時的建築群，並保存了許多敬虔運動的手稿、歷史文

獻、以及相關史料。附近的馬丁堡（Martinsberg）小丘

上，有教會附設的墓地（Stadtgottesacker），富朗開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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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的法學院長多馬修（Christian Thomasius）均埋葬於

此。

市區教堂（Market Church in Halle）

此教堂位於哈勒市鎮內，堂內藏有馬丁路德的遺容面模

（death mask）。音樂家巴哈、韓德爾均曾在此演奏，韓

德爾的著名聖詩《彌賽亞》亦在此完成。

格勞查（Glauchau）

格勞查位於德國東南，為哈勒附近的小城鎮。富朗開曾

在此牧會，將此地的路德教會造就成敬虔派的模範教

會。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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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鐸夫與摩爾維亞教會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十五篇　新生鐸夫與摩爾維亞教會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概述

2. 《話語職事》摩爾

維亞教會

3. 新生鐸夫小傳

4. 摩爾維亞教會的禱

告

二、歷史景點

1. 摩爾維亞

2. 格羅斯翰納鐸夫

（Grosshennersdorf）

3. 伯特鐸夫

（Berthelsdorf）

4. 主護村

（Herrnhut）

三、討論題綱

1. 新生鐸夫的生平

2. 摩爾維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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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概述

1. 新生鐸牷]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的幼年與生平

新生鐸夫生於1700年生於德國的德勒斯登（Dresdon），父

母皆為敬虔的基督徒。父親為一奧地利貴族，在新生鐸夫出

生後六週便去世，臨終時將抱在手中的孩子奉獻給主。父親

去世後，母親改嫁，新生鐸夫便由外祖母格斯杜夫

（Gersdorf）男爵夫人和姨媽韓莉塔（Henrietta）扶養長

大。格斯杜夫與韓莉塔夫人十分敬虔愛主，不僅經常閱讀聖

經，並且將家打開接待施本爾、富朗開等敬虔派人士。在環

境的薰陶之下，新生鐸夫自幼就將自己奉獻給主，渴慕作基

督耶穌忠心的奴僕。

十歲時，新生鐸夫被送到當時德國敬虔運動的中心─哈勒的

預科學校（Padagogium）接受教育。在那裡，新生鐸夫與其

他幾個同學，成了芥菜種團（The order of the Grain of the 

Mustard Seed），以見證主名、彼此相愛、互相幫助為職

志，並相約要將福音傳揚到地極。每一個團員都有一枚戒

指，上面刻著希臘文：「沒有人為自己活」。預科學校畢業

後，新生鐸原本要繼續進入哈勒大學就讀。然而卻遭到了伯

父─一位正統路德派信徒─的強烈反對。在伯父的干涉下，

新生鐸夫轉往了路德宗的大本營─威騰堡大學修習法律。他

在那裡大量的閱讀屬靈書籍，並且經常整夜的讀經與禱告。

在大學畢業之前，新生鐸夫照例前往歐洲遊歷，作為其完成

學位的「教育旅行」（The Grand Tour）。當他到德國杜賽

多夫（Dusseldorf）的美術館參觀時，被一幅描寫耶穌受難

的畫「看哪！這人」（ecce homo）所深深吸引。畫下方有

一行拉丁文小字：「為你，我捨一切；為我，你捨何

情？」。基督受死的愛，使得他立志一生為主而活。1721年

5月，新生鐸夫回到故鄉德勒斯登，擔任薩克森國王的御用

大律師。他把德勒斯登的家打開，讓不同階級的貴族或平

民，一同讀經、禱告、分享、唱詩。隔年4月，他回到自己

的領地伯特鐸夫（Berthelsdorf），並與伊曼朵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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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dmuth Dorothea）結婚，兩人同心放棄貴族身分，矢志

忠心事奉基督。

2. 摩爾維亞教會（The Moravian Church）的沿革

十五世紀初，波希米亞改教領袖約主護村斯遭天主教處決。

一部份的跟隨者隨即在波希米亞與鄰邦摩爾維亞一帶爆發革

命，而另一部份忠於福音與胡斯教訓的信徒，便在波希米亞

的肯瓦（Kunwald）谷中群居。他們在那裡過了五十年的平

安生活，被稱為「合一的弟兄們」（The united Brethren）。

十七世紀時，他們大遭逼迫，輾轉逃往波蘭、德國等地避

難。1722年，在大衛基利司新（Christian David）的引介下，

這班摩爾維亞的弟兄們，來到了新生鐸夫的莊園避難。他們

將這個新的避難所取名為「主護村」（Herrnhut），並在此

安居生活。起初這裏多為摩爾維亞的弟兄們，但是漸漸地，

路德派、敬虔派、加爾文派、甚至士文克斐爾等派受逼迫的

信徒，都到這裡來尋覓居所。因著人數日益增多，許多關於

主餐、浸禮、宗派等道理上的分歧也愈演愈烈。

1727年5月12日，新生鐸夫召聚了主護村的弟兄姊妹，依據

聖經真理，與他們立定了兩個公約；一面帶領信徒回到基督

的十字架，一面勸勉他們將自己奉獻給主。在新生鐸夫的信

心與愛心下，眾人願意靈裏倒空，同心合意遵守協約。兩個

月後，新生鐸夫意外的在西里西亞的圖書館中，發現了一分

弟兄會的古老的拉丁文章程，內容竟與之前所締的協約相

似。回到主護村後，新生鐸夫將其譯成德文傳閱，眾人都希

奇聖靈的印證。

公約實行後，信徒們的禱告與交通增多。1727年8月13日，

眾人在前往伯特鐸夫教堂聚會的路上，凡是有間隔的弟兄姊

妹，都相互認罪。在那一天的聚會裏，聖靈大大的澆灌在會

眾身上，將他們浸入一個靈裏。爾後，摩爾維亞的教會經歷

空前的大復興；人人獻上自己，願意將福音傳揚到世界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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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年，新生鐸夫應邀參加丹麥皇帝的加冠典禮。在那裡，

他結識了一位來自西印度群島的黑奴安東尼（Anthony 

Ulrich），聽見那裡福音的呼聲。新生鐸夫邀請安東尼到主

護村交通福音的負擔，立即有兩位弟兄答應呼召，前往聖多

馬島。爾後，陸陸續續又有弟兄們前往格陵蘭、聖克盧斯等

地。短短三十年內，他們福音的足跡遍及歐洲、美洲、亞

洲、甚至非洲。新生鐸夫的海外傳教準則為：一，傳教士不

是高高在上，乃是卑微的生活在他們中間；二，直接傳揚耶

穌為罪人釘在十字架上，使信入他的人得著重生的福音；

三，至終的目的，乃是要全民族、全國家得救。他們在廿年

所差出的海外傳教士，甚至超過基督教兩百年所差出之傳教

士的總和。英國的傳道人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曾在一

次航行途中遇見大風浪，當全船都驚慌失措之時，卻見摩爾

維亞海外傳教的弟兄及其家眷，安然的唱詩讚美，深受感

動。另一位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也是在摩

爾維亞弟兄們刊物的激勵下，前往印度傳道。

3. 摩爾維亞教會的特點

1727年，新生鐸夫與摩爾維亞的會眾們立定了一個協約，協

約的三個重點為：著重主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贖大愛；著重

聖靈充滿；並著重將自己奉獻給神，活在聖靈的引導之下。

這成了後來摩爾維亞弟兄會復興的主要特點，他們尊重聖靈

的主權，重視重生與悔改的主觀經歷，並為著福音火熱。他

們十分注重禱告和唱詩。1727年，有48位弟兄姊妹奉獻自

己，開始了晝夜不斷的守望禱告，為全世界的傳道工作守

望，長達百年之久。除了禱告之外，他們也十分注重唱詩。

新生鐸夫所寫的詩歌不下二千首，十分敬虔、屬靈。這些詩

歌後來被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大量翻譯運用，創作

出許多不朽的佳作。召會現用「詩歌」中的第237首「神的

基督是我的義」，即是新生鐸夫的作品。

此外，在宗派林立的十七世紀，摩爾維亞的弟兄們，願意放

下宗派的成見，為基督作獨一的見證，實是一項大的恢復。

他們的合一並不是在於外面的聯合，乃是聖靈的工作。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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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會生活十分簡樸，彼此以弟兄姊妹相稱，無階級之分。

他們棄絕一切的偶像，單純的仰望、禱告、獻身福音，並等

候主來。他們十分重視兒童與青少年的工作，單身的青年弟

兄姊妹分別住在弟兄之家和姊妹之家，接受成全。摩爾維亞

教會對主的渴慕，以及聖徒間的彼此相愛，被認為是啟示錄

中「非拉鐵非」召會的應驗，也是十八至十九世紀主行動水

流的所在。

　

《話語職事》摩爾維亞教會

在本地和國外佈道有成就的，最顯著的例子，是摩爾維亞

（Moravian）的信徒。按照比例來說，他們比任何基督教群

體都作得多。如在英國和美國更正教的信徒，為著佈道所收

集的奉獻，將要超過一千二百萬英鎊（等於他們實際奉獻的

四倍），所差遣出去佈道的人，將要有四十萬之多---這數目

超過了把福音傳遍全世界所需要的人數。’瑪特（Mort）

‘就是到今天（主後一九零零年以前）在摩爾維亞的教會

中，每五十八個有相交的人中間，就有一個到國外佈道的

人；並且在本地每一個信徒，在國外就有兩個以上脫離異教

而相信的人。這樣有果效的國外佈道工作，動機是什麼呢？

當摩爾維亞的信徒認識這個大使命的時候，以賽亞書第五十

三章十一至十二節那番感人的話，就成為他們的動機：就是

我們的主受苦，激勵他們作工。從這預言中，他們喊出這樣

佈道的口號：‘為著被殺的羔羊去救人，作他勞苦的功效。

⋯⋯假如我們使人的心對這位受死的救主充滿了愛情，如火

焚燒似的受到激勵，基督徒間那種漠不關心的情形就會消

失，基督的國度也就要顯現了。’薛凡尼（Schweinitz）

假如教會要興起來，並跟隨摩爾維亞弟兄們的腳蹤，我們就

必須找出什麼是他們復興起來的原因，什麼是使他們作這麼

多有效工作的能力，尤其是，什麼是神所安排的作工之

路‘如果我們沒有同樣的原因，我們也不會有同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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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得著他們成功的條件的時候，今日教會之所以失敗的

原因，及如何恢復的道路也就會得著了。摩爾維亞教會的歷

史，能從全部的參考書中，摘出簡略的記錄如下。

她的起源

摩爾維亞和波希米亞（Bohemia），乃是奧地利（Austrian）

帝國西北的兩個省份，與德國的薩克森（Saxony）接界。在

第七第八世紀的時候，那裏的人先後從希臘教會和羅馬教會

得著福音·因為希臘教會允許他們用當地的語言來講道，閱

讀以他們的文字所翻譯的聖經，他們中間就有許多派別興起

來，互相不斷的爭論。漸漸的，羅馬教會占了上風，到第十

五世紀初葉，波希米亞改毅領袖約主護村司（John Huss，另

譯休斯），因講福音而被焚燒的時候（一四一五年），這裏

就開始變成逼迫聖徒可怕的地方。在這個時候，那些仍然忠

心于福音的人（多是約主護村司的工作和殉道忻興起的）就

聚集在波希米亞東北部，肯瓦（Kurlwald）山谷中的一個村

莊裏。在那裏他們有一段時間可以比較平安地生活。到一四

五七年，他們被稱為‘基督之律法的弟兄們。’當他們的教

會組成之後，被稱作‘聯合弟兄會’或‘合一的弟兄

們’ （United Brothren）。

她的教訓

弟兄們合一的教會中，最寶貴的一點，是她的教訓。這不是

弟兄們的真理，乃是他們的生活；不是他們的理論，乃是他

們的實際；就是這個，給他們這麼大的能力。後來，更正教

的人認識他們的時候，布西爾（Bucer）寫著說，‘在全世

界上，只有你們把有益的教訓與純潔的信心聯合在一起。當

我們把我們的教會與你們比較一下的時候，我們只有羞愧。

但願神保守他所已經賜給你們的’。

加爾文（Calvin）寫著說：‘我祝賀你們的教會，因為主在

純潔的道理之外，還賜給你們這麼多豐富的恩賜，並且你們

維持了這麼好的品行、秩序、和教訓。我們很久就知道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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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價值，但是用任何方法都不能達到。’

馬丁路德（Luther）也說：‘請告訴弟兄們，他們要持守神

所已經賜給他們的，也不要廢棄他們的組織和教訓’。

什麼是他們的教訓呢？‘在他們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如買

賣、娛樂、基督徒的事奉和作百姓的責任，他們都以主在山

上的教訓作他們腳前的燈’。他們認為他們活著乃是為著事

奉神，每一件事都是與此相輔相成的。他們的傳道人和長

老，照管全體的弟兄姊妹，並且察看大家是否為著神的榮耀

活著。全體都是弟兄相愛、彼此幫助、互相勸勉，過著安靜

和敬虔的生活。

她的受苦

開始有五十年的時間，雖然到處一直有逼迫，但是他們卻過

著比較和平的生活。但是到一五一五年，就是更正教在德國

起頭的時候，教皇和皇帝聯合起來攻擊他們，差不多把他們

全部消滅。後來，間中有容讓時期，但是難處仍然繼續’到

一五四八年，皇帝的敕令把數個人趕到波蘭，在那裏他們成

立了一個大而興旺的教會。到一五五六年，新的皇帝接位之

後’他們得到平安，於是弟兄們的教會就重斬建立起來，顯

且分佈在波希米亞、摩爾維亞、和波蘭三省·到十六世紀末

葉，他們的教會已把一本齊全的聖經給了所有的人民，也把

教育培植到一個相當的地步，以致波希米亞的學校聞名全

歐，並且大家都承認波希米亞的人民是全世界受教育最好

的。一六零九年，他們有了波希米亞憲章，是首先給人信仰

完全自由的。一六一六午’他們出版《教訓的章則》，講到

整個教會的組織。

到弗萊德列二世（FrederickH）即位之後，事情忽然起了改

變。一六二零年，在百拉格（PraSue）地方流血的那天，有

二十七位作領袖的貴族被處死。以後繼有六年之久波希術亞

一直是流血的地方，有三萬六千個家庭離開了那裏，人口從

三百萬減到一百萬。弟兄們的教會也分散了。整個十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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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那裏的人只能在暗中敬拜神，並且成立了所謂的‘隱藏

的種子’。一直過了一百年，到一七二二年，他們再重新起

頭。在那一百年中，只有神知道誰在受苦，但就是在那時期

中，希望仍沒有完全消滅。摩爾維亞的教會最後一位監督康

門紐（Comebuis）在一六六零年寫著說：‘經歷告訴我們，

有的時候，神讓某些教會被毀壞，但是這卻使別的教會被建

立起來代替他們，或者使他們在別的地方興起來。或者神看

為值得使一個教會在她原來的地方復活過來，或讓她死去，

或者神要叫她在別的地方復興起來’這個我們不知道。⋯⋯

照著神自己的應許，福音總是要被那些受過神正常管教的基

督徒，傳給地上其他的人民；因些像以前一樣，我們的損失

將要成為世人的豐富’。

在一七零七年耶斯克喬治 （GeorgeJaeschke），也說過相似

的話。耶斯克是當時幾位真理的見證人之一。他的兒子是耶

斯克米迦勒（Michael Jaeschke），孫子是奧古斯丁和稚各倪

西爾（Augustin and jakob Neisser）。他們是頭一班帶著妻子

兒女，離開本地去到主的守護所（Herrnhut，另譯賀恩莊或

訖仁護特）的。耶斯克喬治在他八十三歲臨終的時候

說：‘好像現在弟兄們的教會已經到了盡頭，但是，親愛的

孩子們，你們將要看見一個大的拯救，是剩餘的人所要得著

的。我不知道這個拯救是將要臨到摩爾維亞這裏，或是你們

必須離開巴比倫；但是我深信這個拯救不久必會實現。我有

點相信你們需要離開這裏，有一個避難的地方為你們預備，

在那裏你們能沒有懼怕地，照著主的聖言事奉他。’

她的避難所

弟兄們經過了幾世紀的逼迫，許多人用他們的血，印證了所

作的見證。他們遭監禁、受苦待、被充軍，使他們拋棄本土

本鄉，逃到德國去避難·主為他們預備了一個避難所，在那

裏他們的教會又得以更新過來。

一七二二年大衛基利司斬（Christian David）得著新生鐸夫

男爵（Count2inzendorf，另譯親岑多夫）的許可，從摩爾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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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帶領避難的人，到他在薩克森的土地上來。大衛基利司新

原來是羅馬教的人，但是他在羅馬教裏不能得著安息。後來

他在薩克森當兵的時候，聽見一位敬虔的路德會的牧師講道

而遇見基督。他回到摩爾維亞去傳講他所遇見的救主。他講

道很有能力，以致在那裏有了一個復興。立刻就有逼迫興

起，所以他就出外為著受逼迫的人尋找避難的地方。等他得

著新生鐸夫的許可，他就回去帶著第一批的十個人出來，於

一七二二年六月到達伯特鐸夫（Berthelsdorf）。一次再一

次，他回去傳揚福音，再領那些願意撇下一切的人出來。不

久他們就多達二百人左右，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所謂的‘隱藏

的種子’，以前那些弟兄們的後裔。新生鐸夫所分配給他們

的地方，叫作守望堡（Hutberg）。他們稱這折的住處是主

的守護所（Hermhut，另譯賀恩莊）。他們用這名稱，有雙

重的意思：一個是主守護他們，另一個是他們守望禱告，等

侯主的帶領，作他們的保障。

她的新領袖

神為著自己的守護所，就收集材料以建築他的居所，且預備

了了一個聰明的工頭監督工作，新生鐸夫生於一七零零年五

月‘父母都是敬虔的信徒。他的父親在臨終的床上，抱著年

僅六周的孩子，把他奉獻給基督為要事奉他。四歲的時候，

新生鐸夫向主立下誓約，且簽名於其上說：‘親愛的救主，

願你屬於我’我要屬於你！’以後他自己寫著說：‘在我幼

年的時候，我就愛這位救主，並且與他有親密的交通。當我

四歲的時候，我很迫切的尋求神，並決定作耶穌基督一個真

實的奴僕’。

十二歲時，在哈勒（Halle）地方，法蘭克（Francke）教授

的大學裏，他常遇見傳道人，心中常被到外邦人中去為主作

工的思想所感動。他在同學中，成立‘芥菜種團’以三事相

約：（一）和善待眾人；（二）為人謀福利；（三）領人歸

向神和基督。他們有一個小的徽章，上面寫著‘看哪，這

人!’（這話出於約十九：5）和這句格言‘他的鞭傷是我們

的醫治’。每一個人帶著一個戒指，上面刻著‘沒有人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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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活’。離開哈勒之前，他與一位親密的朋友立約，要帶領

外邦人，特別是人所不願到的那些外邦人那處去傳悔改得救

的道。他從哈勒到了威騰堡（Wittenberg）在那裏他帶領禱

告聚會，為著其他的同學禱告，且常常整夜的禱告並讀經。

關於他在學校的生活，他自己見證說：‘主不但保守我不犯

大罪，反倒在一些情形之下，使我把那要引誘我往錯路上去

的人勸過來，與我一同禱告。用這法子，我帶領了一些人歸

向基督。不但在中小學的時候是如此，就是在我所到的各大

學和旅行的時候也是如此。在大學裏，我永沒有嘗試跳舞，

也沒有加入男女相混在一起的任何集會，因為我以為那是錯

誤、那是罪惡。當然，我和別人一樣喜好娛樂，可是當我發

覺魂裏起了一種過度的狂熱時，便覺得受責備。我整個的人

繼續不斷的挨近並守牢十字架。我對所遇見的人，都講過這

題目。’

他從青年時，就注重禱告，也學習了得勝禱告的秘訣。他對

於成立祈禱小組的事非常努力。離開哈勒大學時，他交給法

蘭克教授一張單子，記著七個祈禱小組的名字。那時他才十

六歲。

他讀完了大學，就到各處旅行，去各國觀光，藉以增進學識

與見聞·無論到何處，遇見敬虔愛主耶穌的人，他總以熱情

與他們交接。

大概就在這期間，他在丟塞鐸夫（Diissldorf）參觀一次圖畫

展覽會，看見斯頓堡（StemberS）的‘看哪，這人！’那幅

畫，下面寫著：‘我為你作了這一切，你為我作了什

麼？’他的心受了感動。他覺得他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他回

去比從前更加定意用他的一生來事奉主。他在那幅畫中所看

見的主的面貌一直沒有離開他。基督受死的愛就成為激勵他

為主而活的能力，支配他的一生服事他所愛的主。他說： 

‘我只有一個愛心——就是他，也只是他。’

這青年伯爵寫信給一個朋友說：‘如果打發我去法國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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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叫我變成一個屬世界的人，這是白費錢財，因為神要

按他的慈愛保守我那只為基督而活的心願。’在巴黎一位公

爵夫人問他說：‘伯爵，你昨晚到戲院去過麼？’他回答

說：‘沒有，我沒有時間去看戲!’他離開巴黎之時，歎了

一口氣說：‘華麗而可憐，遭災受禍的地方!’將來給主用

著建立他心愛教會的，原來就是這樣的一個青年。難得他年

僅二十七歲（一七二七年），神就用他在他的教會中帶進一

個教會歷史中罕見的復興。

他的特點是柔細、好像小孩子’與他向著我們主耶穌的熱切

之愛。他給主耶穌得著並佔有了。主受死的愛得著顯充滿了

他的心，主將那為罪人受死的愛帶進了他的生命中。除了為

罪人活著（甚至為他們死，假如有需要的話），他不能為著

其他的事活著。當他負起摩爾維亞弟兄們的責任之後，他的

教訓和他的詩歌證明給我們看見。這一個愛乃是他所要求的

推動力，他所信靠的能力，以及他所以要得著那些弟兄們的

目的。無論是什麼毅訓、辯論和訓導，不管是如何需要和有

功效，都不能代替基督的愛所作的。這愛把所有的人都溶化

成為一體。它使人甘願去改正並接受指導；它使人渴慕離棄

一切罪惡的事；它感動人願意為主耶穌作見證；它使許多人

準備犧牲一切，叫別人也知道這愛，並叫主耶穌的心喜樂。

就是這個對基督的愛，更可說是這愛的結果，使新生鐸夫深

深的感覺交通的需要和價值。他相信如果要事受這愛，並使

它增長至剛強的地步，使達到的目的，它就需要有表現和交

通。相信，如果要在我們自己裏面，維持基督在我們裏面的

愛，並抓住神在這愛裏偉大的目的，就要堅忍並剛強我們的

弟兄們，這就需要我們彼此交通。所以他就預備好了，接待

神所帶來給他的那些異鄉人，並且使自己完全為他們活著。

他得的回報是大的：他把他自己給了他們，就得著他們每一

個人都和他自己一樣。他後來說：’除了交通之外，我就不

知道典的基督徒j’這句話是那個強烈合一的要求所以產生

的原因，那個合一把這位領袖和全體的力量分給了每一個肢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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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復興的開始

當新生鐸夫在他的土地上住下後，他就獻上自己，要使他的

佃戶得著屬靈的福氣。他和另外三位有同樣心願的朋友成立

了‘四弟兄聯盟’，他們的目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告：‘救主

是普世人所當敬奉的，他的毅會是他門徒們的家，心靈的事

奉乃是以救主為中心。’他與聚會中的傳道人，聯合負責講

道，並帶領禱告和唱詩的聚會。他為著基督和袖受死所要拯

救的人活著。

他將他的土地供給從摩爾維亞放逐出來的人作避難所，不過

是要給他們一個居住的地方，使他們在那裏像他的佃戶一

樣，可以維持生活，並自由的事奉神。當人們知道主的守護

所是受逼迫之人的避難所的時候，各種為著信仰受逼迫的人

都到那裏去尋覓居所。其中多半是摩爾維亞的弟兄們，也有

路德會、浸信會、和其他會別的。因著他們意見的不一致，

和在道理上火熾一般的爭辯（諸如預定、聖潔、受洗、受

浸、等等問題）使不合一的靈很快地帶進來，好象要使大家

分成交戰團體，這裏將要變成宗派和狂熱之地的危險。新生

鐸夫覺得是他出來干預的時候了。他很信任從摩爾維亞來的

人所有的正直和熱心，就與他們中間的人很親密的來往。

那時許多屬靈的人都深深覺得宗派的罪惡和痛苦，所以他們

祈求神，因著袖的恩典，在他們中間能夠恢復真實交通的

靈。新生鐸夫藉著流淚和禱告，靠著耶穌基督的愛心和忍

耐，與那些走入迷途的人辯正。那裏三百多位摩爾維亞的弟

兄們中間，有‘百位以上都是在一點上不能退讓的，就是他

們不願意加入路德會（LutheranChutch），而堅持使以前摩

爾維亞教會中的教訓得以維持‘新生鐸夫怕這樣會引起四圍

教會誤會和反感，但是他還覺得他們這個堅持是對的，所以

他就決定冒任何的危險來服從他們。於是從前教會的原則和

教訓，都得以恢復過來。新生鐸夫就起草公律、訓諭、和禁

令，以後他們就遵照著這些而生活。

關於新生鐸夫如何解決當日的爭辯和不同，有人這樣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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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用什麼方法把這些敬虔而好辯的人們，在信心和愛心

裏聯合起來呢？用什麼方法服事這些胡司、路德、加爾文、

金文格（Zwingli，另譯慈運理）、薛文菲（Schwenckfeld）

等人的門徒呢？除了神的調停以外，真是一件沒有希望的

事。主答應了他誠懇堅忍的祈禱，用超人的智慧，引導這青

年新生鐸夫應用一種極有價值的方法解決了一切困難。’他

尋出他們相同之點而把它們加重（而不注重他們不同的地

方）‘他親自與住在主的守護所裏的每一個人接觸。他們很

嚴肅的與他主約，要在五月十二日那天，各人都在自己所在

的地位和選召上，確實的把自己獻上，作主耶穌基督的僕

人，好像他一樣。’

一七二七年五月十二日（剛好是他們頭一批人到這裏來的四

年後），是弟兄們的歷史中可記念的日子。在這一天，新生

鐸夫將他們聚集在一起，把已經同意的公律讀給他們聽’從

此 他們再沒有不合一。弟兄相愛，和在基督裏合一的金

鏈’把他們聯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互相拉手，顯保證遵守

這公律‘那一天是主的守護所新生命的開始。日記中記著

說：’這一天，新生鐸夫與主立了一個約。所有的弟兄們都

一個一個地答應作主耶穌真實的跟隨者’自己的意志、自

愛、和不順服，他們都離棄了。他們願意能在靈裏貧窮；沒

有一個人以自己的利益為前題；每一個人都將自己交與聖靈

來教導。因著神恩典大能的工作，大家不但都被說服’並且

都同受帶領和管治’。

又有人記著說：‘隨後就選立了十二個長老，藉以成全主的

守護所會眾的屬靈生活，並分派人承接各種不同的職份，填

滿預先所看見的應有制度。這種制度所產生的彼此信任，互

相認識，就成功了彼此承認的貢獻，完成了共同讀經的預

備，並成立了常常聚集的禱告小組。以後經過夏天的預備，

和修直大道接受靈浸的工作，使得著八月十三日那至大的祝

福，使他們得了能力，能在他們那一世紀中，到基督教國

家，和拜偶像的國家中，作出那樣有效力的佈道工作，並在

那普遍漠不關心和；椎理論盛行的幾十年中，保守著信心的

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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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四八年五月十二日，新生鐸夫寫著說： ’二十一年前

的今日，主的守護所的命運還是懸而不決，可能變成一個宗

派，也可能取得我們主耶穌教會的立場·經過三四小時的講

話後，聖靈的能力使我們決定揀選第二種。基本的原則於是

就立定了，我們放棄了作更正毅的思想而注意我們自己。從

那時以後，一直到冬天，主耶穌所作成的，是作者無法述說

的。整個的地方真是神確實與人同在的所在，到八月十三日

就開始不斷的讚美，然後平靜下來而進了安息。’

七．她復興的禱告

五月十二日是稱為更新的教會的生日；八月十三日是她在聖

靈裏受浸的日子。是她的復興達到最高點的時候。那是許多

非常的禱告所產生的結果。那一年的前半年，是那施恩叫人

懇。求的靈作工的時期。那時新生鐸夫負責給九個十歲到十

三歲的女孩子作屬靈的指導。他常向他的夫人歎息說：‘小

孩子們雖然在外表上很相象，卻不知在她們中間可有任何屬

靈的蹟象。不管你把主耶穌對她們說過多少次，似乎總到不

了她們心上。’他靈裏感到這個痛苦的時候，便藉著禱告向

主傾吐，竭力熱切的求主把袖的恩典和祝福，賜給這些小孩

子。一個天才卓越而財產豐富的德國青年貴胄，竟為一些小

女孩子得救的事，跪在主面前傷痛祈禱。

七月十六日他從整個的魂裏傾吐出心裏哀痛的祈禱。這個祈

禱產生了一個非常的能力，也就是後來聖靈那賜人生命，如

火一般有能力的工作的起首。不僅新生鐸夫是這樣，還有很

多弟兄們，也都努力禱告，是以前未曾有過的。七月二十二

日在守望堡有一些弟兄們自己約會要常聚在一起，藉著祈禱

唱詩，將他們的全心傾倒在主面前。

從實行公律到大家都聯繫於順服相愛的生命以後，交通禱告

的靈就大大的增加。大家都把誤會、鹹見、隔閩都承認出

來，並且擺在一邊。禱告常常很有能力，以至使那些只在外

表加入的人，都被定罪，他們或是改變，或是從心裏被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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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有一段時期，新生鐸夫有事出外，等到他八月四日返回

時，他帶來他所找到的一本摩爾維亞教會的歷史，書內有全

部已往的教訓和規則。這使他們非常喜樂。他們把它當作他

們列祖的神與他們同在的表記。

第二天晚上，新生鐸夫和十四個弟兄整夜禱告守望，半夜他

們在守望堡一個大房子裏有一次大的聚集，專以祈禱為事。

這個聚集得到了很多人的心。以後幾天，他們在唱詩聚會

中。都覺得有勢不可當的能力。十日（主日），羅擇

（Rothe）弟兄正在帶領午後在主的守護所的聚會，忽然覺

得從主那裏來了一種令人不能拒絕的奇妙大能漫過了他，就

仆倒在神面前面伏 於地。全體會眾也都在神同在的喜樂感

覺裏，俯伏下來。他們繼續禱告、唱詩、哭泣、懇求，直到

半夜。他請聚集的人到禮拜三，就是十三日，三加主的晚

餐。

因為這是他們有了新的交通以後，第一次的擘餅，他們決定

必須嚴格舉行，並且藉此‘帶領人更深的進到基督的死裏，

就是他們藉著受浸所進入的。’作首領的人去探望每一個

人，用大愛帶領他們實行內心省察。在禮拜二晚上預備的聚

會中，有些人‘脫離死亡而進入生命‘，全體會眾都深受感

動。

她復興的高潮

‘禮拜三早晨，大家都到伯特鐸夫。在去的路上，凡是覺得

與別人有隔閡的，都重斬聯合起來。當唱第一首詩歌時，有

一個邪惡的人被大能所感，知罪悔改。當介紹所有交通的人

的時候，每一個人的心都受感動。等到唱詩的時候，人很難

分辨是唱詩多，或是哀哭多。好幾位弟兄禱告，特別說到，

他們是從被束縛之地放逐出來的，並不知道當怎樣行，渴望

得蒙保守脫離分裂和宗派，而求主把他教會真實的性質啟示

給他們，好使他們無玷污地行在他的面前，不至單獨。反能

結果。我們求主使我們不作一件事，違反我們與他所立的忠

誠之約，不犯任何微小的罪，頂撞他愛的律法。我們求主，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5.htm (15 of 48)3/5/2005 6:38:06 PM



新生鐸夫與摩爾維亞教會

用他恩典拯救的大能保守我們，不讓我們一個人離棄我們得

救的根據（寶血和十字架）而靠自己和自己的功德。在吃主

的晚餐時，我們的心立刻俯伏，而後被舉起。等我們回家以

後。每一個人都被帶領脫離自己，從那一天起，所有的日

子，都活在極大的安靜和平安裏，並且學習相愛。’

在這次擘餅聚會中，弟兄們大大受到聖靈的澆灌’在他們中

間一個歷史學家記著說： 一七二七年八月十三日，真是一

個聖靈大澆灌的日子。我們看見了神的聖手，和袖的奇妙。

聖靈降在我們身上，我們都在我們列祖受靈浸的雲下受了

浸，有大神蹟奇事顯在我們中間。從那時起，差不多沒有一

天在我們中間看不見神偉大的工作。眾人都如釩如渴愛慕主

的道，甚至每天聚會三次，早晨五點一次，七點三十分一

次，晚上九點又一次。個個人不羡慕別的，只要求聖靈能用

全權管理他們。⋯⋯恩典如同人不能抗拒的洪流一般，把我

們全捲入神愛的大海洋裏。’

新生鐸夫稱這一天為‘聖靈澆灌在會眾身上的日子。’他

說：‘主耶穌賜下聖靈來到我們中間，是我們從前所未曾經

歷，也不知道的。’‘以前我們曾作人的領袖和幫助者，但

現在聖靈自己完全得著了主權，管理每一件事，和每一個

人。’

在這次參加擘餅的人中，有一些是兒童。有一個人寫著

說：‘我不能形容在主的守護所那些兒童被聖靈大大復興的

情形，只能說神真是很奇妙的用他的靈，正在全會眾聚集擘

餅的時候澆灌了他們。聖靈如風一般的充滿了他們，並無老

幼之分。在每一個地方，有時是晚上在田野裏，都聽見人在

祈求神赦免他們的罪，並得著他們。恩典的聖靈實在是澆灌

下來了。’

在這一七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一次擘餅聚會中，所經過的情

形，的確是在場的人都不懂如何形容的。他們那聚會的地

方’簡直不曉得自己仍舊在地上，或者已經到天上去

了。’新生鐸夫多年以後對英國的一些會眾作見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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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一種愛主、親近主的心情來開始這擘餅聚會。記

得幾十年前的一次擘餅，曾咸了一個盛筵。這個記憶仍叫我

們感到十分欣慰。二十七年前的今天，主的守護所的會眾聚

集在伯特鐸夫聚會所擘餅的時候，個個都不滿意自己的情

形，拋棄了彼此論斷的事，因為他們都受了責備，看見自己

在神面前的虧欠。他們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在這擘餅聚會

中，是面對面地看見了主耶穌尊貴的面容。他們都成了傷心

的人，都在憂傷所包圍的情景中。但他們的裏面告訴他們，

主是他們的栽培者、是他們的祭司，袖要立刻使憂傷淚變為

喜樂油、使痛悔變成歡欣。這個堅定的信心，一時之間使他

們變成快樂的人，直到如今。並且從那時起，他們因那一次

所得的屬天的恩賜，曾帶領許多人，也分享了這種快樂‘這

種記憶，和他們所給人的這種幫助，曾千百次的更堅固了他

們所得著的。’

有一個人說：‘新生鐸夫把這奇妙的事，給我們很深刻、很

活潑地描述出來了。是的，當時在場的各人忽然都被包圍在

親近基督的心靈裏。同時那個能力一直波動，甚至有兩個人

在六十裏以外作工，雖然一點不曉得有那樣的聚會，也同時

深深地感覺到同樣的祝福。’

她復興後的情形

參加那次聚會的，都是一些平常人，誰知日後從這得了奇妙

祝福的會眾中間，興起了牧者和教師，去外國佈道的人，以

及長老、執事。誠然他們以前在認識基督的經歷上都是平凡

的，可是從他們以後的情形來說，他們都是基督重用的僕

人。

此後弟兄們常常到附近的地方，去與其他的基督徒有交通，

並帶領所有願意來的人認識基督。在這段時間裏，他們中間

有一個人因為作這種工而被關到監獄中，他們卻大大的喜

樂，因配為他的緣故受苦。

那時他們若聽說，在他們附近一個村子上的人願意到他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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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來，在復興裏有份，他們就在愛和謙卑裏，把他們的教訓

告訴他們。那些日子真是主的守護所會眾享受屬天福氣的日

子，大家都忘記了自己和屬世暫時的一切事情，都渴望與他

們的主耶穌同住天上，得享永福。他們的日記給我們看見，

此後有四年之久，他們常有深受聖靈感動的特別經歷。特別

是他們聚集在主面前禱告的時候。

有一件事使他們的交通有奇妙的能力，就是他們強烈地聯合

著，並個別的將自己獻給那用他自己的血，將他們買回來的

主耶穌，並為他活著。他們彼此改正，大家願意承認並離棄

罪惡的事’都是從他們對於活的基督的信心而來的。藉著基

督，他們‘在他們裏面得著神的平安和脫離罪的能力。’這

個信心使他們天天承認自己乃是一個可憐的罪人，蒙了他恩

典的拯救。這個信心藉著每天在道理、詩歌、和禱告上所有

的交通，得蒙培植並加強，就成為他們生命的糧食。這個信

心用喜樂充滿他們裏面，使他們的心在極大的困難中仍然快

樂，確實相信那為他們受死的羔羊，現在仍然每時每刻愛

護、拯救、並保守他們。他能征服最剛硬的心，並願祝福最

下流的罪人。從聖靈澆灌的那天起，一直到第一次打發人出

去佈道的時候，將近五年的時間，他們就在這個靈裏聚集在

一起，敬拜神的兒子，把自己奉獻給他，並等候他將他所要

求於他教會的事，給他們知道。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準備，好

出去為他的主作工，或作他的主所指示的事。

他們把事奉神看為最重要的事，他們認為認識並遵行神的旨

意，跟隨耶穌基督的腳蹤而行，乃是首要的大事，其他的事

都是次要的。為著這個緣故，他們都願意接受那些被安排來

照管他們主人的照顧和改正。他們按照字面而相信‘天天彼

此相勸’（來三：13）的命令。當他們一犯罪，無論是否有

意的都願意認罪悔改，顯且他們就彼此幫助、互相倚賴、互

相服從。他們的交通使他們剛弦有力。最高的管理人，也請

求他的弟兄們，把他們所看見的錯誤告訴他，並且願意承認

最小的錯處。那彼此順服的靈，就是聖經中多次提到的，帶

來了豐富的祝福，使他們整個的生命成為聖潔，並剛強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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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靈大能工作的時候，他們從他學得三個大的原則：

（一）教會存留在地上只是為著擴展主國度的事工上有份；

（二）每一個肢體必須受訓在擴展主國度的事上有分；

（三）個人對基

督之愛的經歷，是使人適合於這事的能力。對於這些原則，

弟兄們一直是忠實的。

十、她的禱告守望台

自八月十三日，那個特別蒙福的時候，就是神把那施恩叫人

懇求的靈，澆灌在主的守護所會眾身上以後，有些弟兄姊妹

想，最好定規出一個時間專一禱告，藉此可以叫人記得，他

怎樣許願，要熱切禱告，把全心獻給主的事，因而得著其中

的好處。

他們又想到利未記第六章十二至十三節說，舊約時代在祭壇

上必有常常燒著的火，不可熄滅。那麼，無論在那裏有人聚

集，他們這些會眾就是永生神的聖殿，那裏就有神的祭壇和

聖火，聖徒的祈禱就應當不斷地在那裏升到神面前。

在八月二十二日，日記中記著說：’今天我們想，我們的教

會一面仍舊是那樣幼稚，一面又有撒但這個大仇敵，所以非

常需要保守我們自己（教會），而抵擋那晝夜不打盹的仇敵

並且需要有不斷守望禱告，以抵擋它。所以我們決定燃起自

願的祈求之祭，使它晝夜燒著。我們現在將這事交給神，仰

望他在弟兄們裏面作工。到二十六日，這個計劃就實行了，

有二十四位弟兄，和二十四位姊妹，定規要輪流地在他們自

己的房間裏，花一個鐘頭的時間，將圍繞在他們四圍的需要

和事工，都帶到神面前。願意作這樣禱告服事的人，很快的

加增到七十七位。但是在主的守護所，我們願意將每件事都

交給神的恩典，使人自願，而不願意強迫人作任何事’所以

我們定規假如有人因著靈裏貧窮，或是因著特別事故，禱告

不能用盡一個鐘頭，也可以用屬靈的詩歌代替，來讚美神，

這樣就可以為著自己和一切的信徒，把讚美和禱告的祭獻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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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這些守望禱告的人，每周聚集一次，把遠近各地關於個

人、聚會、或國家的消息，交通一下，使他們可以為著所得

著的答允獻上讚美，或者使他們更有信心，更加切實的禱

告。

不只大人這樣禱告，連那些得著復興的兒童，也為他們自己

定了一個同樣的計劃，每一個人都小心翼翼地記著給他們指

定的時間。八月二十六日晚上，舉行了一次兒童大蒙祝福的

聚會。二十九日那一天，從晚上十點起，一直到早晨七點，

真是感動人的一段時間。因為．從主的守護所和伯特鐸夫來

的女孩子們，用這九個鐘頭的工夫在守望堡禱告、唱詩、哭

泣、敬拜神。同時男孩子們也在另一個地方熱切禱告。在那

時，祈禱和懇求的靈澆灌在這些孩子們身上，那種能力實非

文字言語所能描寫得完全。

他們的禱告時常帶領人為主而活。藉著他們的禱告，他們點

著了要把基督的救恩傳遍異教各國的烈火。他們為要日夜不

斷地獻上祈求之祭，所舉行的守望禱告，證明他們如何曉得

天上的第一個定律，就是祝福和能力的多少，乃是根據於禱

告的多少。他們看見那在寶座上的羔羊，就極其歡喜，深信

他必要充滿他們所大大張開的口和心。

十一、她的佈道工作

在以後的幾個月中，有些弟兄們繼續不斷地出去到遠近地方

傳講基督的愛。他們的恩想中充滿神所祝福的事。新生鐸夫

與世界各地都有交通。有所聽聞，就轉告弟兄們。一七二八

年二月十日，在聚會中，‘他特別講到遠處的地方如土耳

其、摩洛哥、和格陵蘭。對於格陵蘭，他說以人來看，是不

可能進入的，但是他相信，主會賜給我們弟兄們恩典和能

力，使他們去到這些地方。在那天的聚會中，我們深受聖靈

的感動。’

此後的四年，復興一直繼續。長老們留心看守，照著個人的

需要及所有作了的忠心帶領，弟兄相愛的靈給絕對地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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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能不斷地守望禱告，而亦有弟兄帶著所聽見的消息出去

到遠近各處，使弟兄們的聚會成為得大喜樂和蒙福的管道。

這些都是即要開始的佈道工作前的準備。

佈道工作是這樣開始的：一七三一年，新生鐸夫到哥本哈根

（Copenhagen）去參加丹麥王的加冕典禮。那裏的一位貴族

有一個從西印度群島（West lndies）來的奴隸，名叫安頓

（Anton）。從他那裏，新生鐸夫得知西印度群島，特別是

丹屬聖多馬（St．Thomas）島上奴隸的情形。他又遇見兩位

因丹麥人伊及德（Egede）佈道而悔改的格陵蘭人。等他回

來後，他述說他如何遇見這些異邦人，就引起弟兄們的深切

注意。有兩位弟兄大受感動。那天晚上，當唱詩班經過他的

住處，新生鐸夫告訴一位朋友說，他相信去西印度群島和格

陵蘭佈道的人，要從這些弟兄們中間找到。那時候，他們唱

詩班的人就受到激勵，而獻上自己。當這事被人知道後，另

外又有兩位前來，要到格陵蘭去。那奴隸安頓來訪問一次，

使他們的印象更深。他述說那裏的奴隸所受的痛苦，也就是

他們所將要受的，使他們更加火熱。假如他們無法進到殖民

地那裏，去教導那些奴隸，他們準備出賣自己作奴隸，好接

近那些貧窮的外邦靈魂。

不到一年後，在一七三二年八月，頭兩位出外佈道的人就出

發了。他們被差出作上所受的指導，都包括在這一句話裏：

在凡事上尋求並受聖靈的引導。他們是步行著出去的，除了

袋中幾文錢以外，什麼都不帶，但是他們在對神與及神必看

顧的信心上，卻是剛強的’次年另有兩位出發到格陵蘭去。

一七三四年又有十八位到聖克蘆斯（Santa Cruz）。後一

年，又有十二位以上，藉著移民或工業上的工作，去幫助黑

人。雖然他們這種舉動，曾犧牲許多寶貴的生命，而未得成

功，但是弟兄們並不因此氣餒，反而當有死亡的消息傳來的

時候，他們總是唱那篇流淚撒種的詩篇。結果，他們從死的

種子，收割豐富的禾稼。

在他們得著聖靈澆灌以後三十年內，他們把主的救恩，不但

傳遍歐洲各國，也傳到美國南北，甚至傳到亞洲和非洲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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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偶像的民族中。有人見證說：‘自從我們與文化幼稚的人

接觸，到現在才過了一世紀。在這期間，我們曾往世界各國

各地去作工，把基督的國度擴張到許多外邦野地⋯⋯使那些

幽暗之地得著喜樂之光。我們在佈道人足蹟罕到，遙遠的曠

野裏，栽種了主香甜的葡萄園。哦!我們看見所成就的如何

偉大!如何廣闊!⋯⋯注意他們所表顯的愛心，聽到那些悔改

野人的敬虔見證，我們誰不希望那使他們作出這樣奇妙工作

的能力，也顯在我們身上？’

按照人數的比例說，摩爾維亞的教會所支援、所打發出去的

人，和她所供給的財力以及她所拯救的人，都遠比任何教會

為多（確實數位，見前面引言）o為何這個小小（最小）的

教會，會比那些比她更年長，更大的教會作得更多呢？這是

因為在所有的教會中，只有她要實際的實行這個至大的真

理：就是教會在地上存在的目的，乃是要把基督受死忻要拯

救的人帶來歸他。只有她要教導並訓練她所有的人，都以此

為他們對於這位愛他們之主的第一個義務，就是犧牲他們的

性命，使人認識他。

十二、她的影響

那一時代的一位旅行家，作了這樣驚人的見證說：‘在我一

切的旅行中，我只看見三件東西，是超乎栽意料之外的，就

是海洋、新生鐸夫，並主所守護的會眾。’一七二七年的大

復興在能力和幅員上不斷地繼續增長了一世紀多，主的守護

所誠然作了建造在山上的一座屬靈的城，在眾人跟前顯露出

來。從歐洲各地各方有人去到她那裏，有的要得救恩，有的

要得聖靈的澆灌。從她那裏得著幫助，而發生最大的影響

的，是十八世紀英國的大佈道家，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

在一七三六年秋天，衛斯理約翰和他兄弟衛斯理查理

（Charles Wesley），乘船去美國傳道。那時，他們是英國聖

公會的教士，有些往美國去居住的摩爾維亞的弟兄們，和他

們的眷屬，也在那個船上·衛斯理約翰看見他們生命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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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重，看見他們殷勤、謙和，不斷地甘心為別的客人，作英

國人所不肖為的奴隸式的工作，而不要工價，就大受感動。

船到中途，遇見狂風大浪，有破沈的危險。船上的乘客都驚

懼呼喊，但衛斯理約翰看見那些從德國來的摩爾維亞的弟兄

們，和他們的婦女小孩，都在那裏安然唱詩，就更受感動，

登陸以後，他就去那些弟兄們中間的一位監督，司潘金伯

（A.G．Spangenberg）那裏，請問因信得救的事。這使他看

見，自己雖然到美國，是要使印第安人悔改得救，但自己還

沒有得救經歷，和得救的憑據，所以在他回到英國’遇見一

位英國傳道的摩爾維亞的弟兄，博勒彼得（Peter Boehler）

後，他和他兄弟查理就在博勒彼得的帶領下，弄清楚信而得

救的事，顯且得著得救的憑據。此後他更也親自到德國土的

守護所，去接受靈的造就，從那裏得著更豐富的祝福。在他

的日記裏記著說：’栽本願在這裏過一生，可是我的主卻召

我到他葡萄園的另一部分去作工’，因著他在那裏所得著的

祝福，他回到英國就成為神的一個榮耀的器皿，滿有屬靈的

能力，在十八世紀裏，使英國在主的福音上，得著了空前的

復興，其影響所及，是今世的人所難以估計的。

不但衛斯理兩兄弟從摩爾維亞的弟兄們得著屬靈的幫助，就

是當日的大佈道家懷特腓喬治（GeOrge Whitefield），和牛

津大學出身的一些為主用的人，也都從他們受到屬靈的帶領

和影響。

那位到印度開荒佈道的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在往國外

佈道的事上，也是受到摩爾維亞弟兄們不少的感動。他在一

次聚會中，把幾本摩爾維亞的弟兄們所出的刊物放在桌子

上，以他們的經歷勸勉他的弟兄們。他的同工華達成廉

（William Ward）因著這幾本刊物，受了很深的感動

說：‘多謝你們摩爾維亞的弟兄們!你們幫助了我。假如我

作一個國外佈道人，會有一根稻草的價值，我也要在我們主

耶穌的腳前，歸功於你們。’

基督的教會從摩爾維亞的弟兄所得著的幫助，和所受到的影

響，是超過一般人所知道的，需要永世來向我們完全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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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爾維亞的弟兄們得著復興，就寫出許多屬靈的詩歌，多是

讚美基督，稱頌他的神性，宣揚袖的美德和工作，其中好些

是以後教會所用的最優美的頌贊詩。那些詩歌，大部分是新

生鐸夫受到靈感而寫的。他是那一時代最有名的聖詩家，被

人稱作德國聖詩王子。

新生鐸夫臨終的時候，誇勝的對他的家人和朋友說：“我要

到我的主耶穌那裏去·我已經預備好了，現在沒有什麼阻擋

我。我說不出我是多麼愛你們。誰知道基督那‘使他們合而

為一’的禱告，能這樣奇妙的應驗在我們中間呢？我只求主

在外邦人中給我初熟的果子。誰知主已經給了我幾千!我們

不象已經在天上了麼？我們不是在一起生活，象天使一樣

麼？主和他的僕人都彼此瞭解，彼此明白。我預備好了。”

過了幾點鍾，當他的女婿宣讀舊約中的祝福說：‘願主賜福

給你、保護你；願主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土向你

仰臉，賜你平安’以後，這伍神所親愛的人便離開身體，去

到幔子那邊，與主同在了。

有四千多人從荷蘭、英國、愛爾蘭、北美、格陵蘭等，各處

弟兄們中間來的傳道蔔，他們把他送到在守望堡的安歇地裏

的安歇床上。在他的墓碑上寫著說：‘在這裏躺著的，是一

個屬神不朽之人的殘餘。他名叫尼古拉利未，是新生鐸夫

（地名）和帖丁鐸夫（地名）的伯爵和地主。他因著神的恩

典，和自己不懈怠的事奉，使平凡的弟兄們在十八世紀變成

一個新的教會。他於一七零零年五月二十六日，生在端斯登

（Dresden，另譯德勒斯堡），一七六零年五月九日，新生

鐸夫在主的守護所進入他救主的喜樂裏。他被主指定去結果

子，並且使他的果子長存。’

　

新生鐸夫小傳
（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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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鐸夫弟兄實在是一位屬靈巨人，當我們提筆要側寫他的

生平職事與詩史時，就好像面對著浩瀚的洋海一般，有無從

下筆的感覺。因此有人說，從使徒保羅之後，就氣魄而言，

他是最像保羅的人。而馬特弟兄（Mott）曾說過一句很中肯

的評語："就佈道而言，無論是本國的還是國外的，最輝宏

偉大的，非摩爾維亞的弟兄們莫屬。"他們以些微的力量成

就了屬靈的偉業--照他們的比例來看，如果在英國與美國所

有的教會都活在與摩爾維亞弟兄們相同的屬靈光景裏，那麼

這些教會，每年專為佈道的財物捐獻，應該超過十二億英

鎊；也就是說，等於他們現在情況的四倍。而被打發出去的

宣教士，則應有四十萬人之多。這樣雄壯的基督精兵足以把

福音傳遍世界；足以將全世界翻轉過來而綽綽有餘。這群十

八世紀摩爾維亞的弟兄們，在新生鐸夫的領導之下，實在活

出彼此相愛併合一的見證來。因此他們雖然"略有一點力

量"，但是那位"拿著大衛的鑰匙"的主，卻將通向國度那

道"敞開的門"開在他們面前，是無人能關的。而他們也實在

為基督奪得建立國度的產業之地。

有一位弟兄雪凡尼（Schweinitz）曾描述過他們佈道的情

形："直到一九○○年以前，在摩爾維亞的教會裏，每五十

八位聖徒中，就有一位被差遣往國外佈道的。而在本地教會

每增加一位信徒時，在國外就有兩個以上脫離異教而歸主的

人。"這群弟兄們為何能為神成就如許屬靈的偉業呢？到底

那一個神聖的動機是什麼呢？當摩爾維亞的信徒認識傳福音

為大使命的時候，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十至十二節那段感動人

的話，就成為他們的動機。神羔羊的受苦激勵他們出去傳福

音直到地極。從這段預言中他們喊出這樣佈道的口號："為

著被殺的羔羊去救人，叫祂看到祂勞苦的功效。"假如我們

的心熱愛曾為我們受死的救主，如同火燒，那麼基督教中漠

不關心的情形就會消失，基督的國度也就要顯現了。

在新生鐸夫活著和他去世之後，他們見證主的範圍，不僅遍

及整個歐洲，還向外發展，最早是東至美洲西印度群島

（West Indies），北到格陵蘭（Greenland）的愛斯基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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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kimos）中間，西到賓夕法尼亞州的印第安人中間和荷

屬蓋亞那，向南一直到非洲的赫敦拖茲（Hottentots），和

在蘇利南（Surinam）的那些土著部落中。那時衛斯理正在

英國掀起屬靈的復興。即使復興達到最高潮時，在英國的屬

靈領袖們仍寄厚望于新生鐸夫，希望從他那裏更多知道神寶

座的動向和聖靈水流的奧秘。我們很難從教會歷史中找到一

個人，他的影響力能夠和新生鐸夫相比擬的。

他的恩賜

像新生鐸夫這樣一位偉大的神仆、時代的舵手、教會的建造

者，當然他會有非常豐富的恩賜，但我們特別寶貴的是他恩

賜的多面和平衡。我們很難從他的恩賜中舉出一樣來，說這

是新生鐸夫的恩賜。因為他的恩賜是那樣廣泛，並且樣樣突

出，正像使徒保羅一樣。他是滿溢讚美的詩人；是有為父心

懷的好牧者；是循循善誘的好教師；是率先攻佔未得之地的

福音健將；是傑出的神學家；大有效率的教會組織者。雖然

神賜給他許多的恩賜，他一生仍要不斷地被神的啟示與聖靈

裏的經歷交織，才能成為神手中最寶貴的器皿。而另一面，

他的個性，更幫助他能夠把豐富的恩賜發揮得淋漓盡致。他

向主的單純、忠誠，他在屬靈見證上的剛強不阿，以及他對

待神兒女的恒久忍耐，乃至於工作上的溫柔和智慧，都是無

與倫比的。然而他論到自己，卻是最簡單的一句話，也是最

好的一句話："我只有一個愛好，惟獨基督。"

他的背景

新生鐸夫在主後一七○○年五月生於德國的德雷斯頓

（Dresdon），父母都是虔敬的聖徒。他的父親臨終時，在

床上抱著出生才六周的他，把他奉獻給基督，叫他一生侍立

在主面前。而他留給他的話，似乎就是對他一生的預言。他

說："我親愛的兒子啊！他們要我給你祝福，但我相信你是

比我更蒙福的。雖然我現在感覺到，我已經站立在耶穌的寶

座前。"以後新生鐸夫的母親再嫁，就把他交給他的祖母，

和姑媽亨莉德（Henrietta Baroness）撫養。這正是神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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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因為他的姑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神學家，對於神學、

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都有很深的造詣，而且她常和各教會的

領袖廣泛的來往、交通，也經常有清心愛主的聖徒來訪問

她。她常常在家中聚會，使家裏的人都能夠追求主、親近

主，叫他們靈命長進。她還常常提醒家中的人要把自己再獻

給主，保守自己是屬於主的人。所以在當時，他姑媽是敬虔

聖徒的一個榜樣。新生鐸夫從小就在這樣虔敬家庭的氣氛中

生活、受教。這種虔敬的家教，也成了左右他一生道路的影

響力量。

他的奉獻和他屬靈的轉機

當他六歲的時候，那位教導他的老師愛德林（Christan 

Rudwig Edeling）是一個屬靈生命豐富的人，教導他三年，

離開之前，對他提起救主為他所付上的代價，並說："無論

如何，我們是屬於祂的，而且永遠是屬於祂。"新生鐸夫回

憶說："他的話是那樣有能力，刺入我的心。我已經認識救

主而且愛祂，但從未像當日這幾句話進來的時候，那麼得著

能力！我的心都被這神聖的能力所震動，使我淚流不止，就

在那一霎那間，我就立了一個大心願，決定一生要為我的救

主而活。祂是愛我，為我舍己。"

所以在他十歲的時候，新生鐸夫向主立下誓約並簽名於其上

說："親愛的救主，願你屬於我、我也屬於你。"以後他回憶

說："在我年幼的時候我就愛這位救主，並且和祂有親密的

交通。當我十歲的時候，我就非常迫切地追求神，並決定一

生要作耶穌基督忠誠的奴僕。"

他矢志奉獻後，就自然而然地歡喜和主交通，寶貴主的同

在。在以後的歲月裏，當他對小孩子傳福音的時候，他常

說："我何等喜樂認識了這位元救主，並且能夠真實的經歷

祂。當我還年幼住在漢拉斯鐸夫（Hennersdorf）時，我一直

學習以我全心來愛祂，跟隨祂。雖然我這樣認識主已經有些

年日了，但我仍一直不斷地以我孩童的樣式，來和祂交通。

有時我和主親密的交通約有一小時之久，就好像跟一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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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親密的交談一樣，即使從房間裏進出的時候，我也是經

常迷失在主的愛和祂的交通裏。哦！主的愛是那樣滿溢我的

心靈，甚至我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我和主的親近交通已

經有五十年之久，但是這個交通一天比一天更寬廣更深入，

充滿了甘甜和喜樂。"他又說："當我在年紀很小的時候，神

就已經樂意把祂的兒子啟示在我的心中，所以救主對我來

說，是那樣的真實，就好像我看見我自己手上的五個手指一

樣的真實。"新生鐸夫年幼時還經常寫信給主耶穌呢！他也

常對他的朋友們傳揚福音，當他找不到物件時，他就對著椅

子傳講耶穌。一七一六年因為戰亂，常有軍隊在各地攪擾人

民，也常有些瑞典（Swedish）的軍隊來到他們的城堡掠奪

財物，這些粗暴的軍隊，居然被這小孩子禱告的誠懇感動、

折服，他們洶洶而來，結果卻是默默離去。在那時還可看見

他領導的能力，和他在四圍人群中間的屬靈影響力量。當他

十歲時，已經把"往普天下去傳揚福音"作為他終身偉大的目

標了。從一七一○年到一七一六年，他在哈來（Halle）讀

書，這是最值得紀念的幾年，他在學校中一直不斷地找人交

通關於他信仰的經歷。但是他很驚訝地發現，就是在這所基

督教的學校裏面，他仍舊找不到知音和共鳴。不過因著他對

神和對人的態度真誠，仍舊能突破所有交通的困難--他發起

了一個小組，召集同學在一起禱告，並為主作見證。從那時

起，主就隱約地把基督徒合一偉大的啟示和亮光放在他裏面

了。他說："我越來越覺得基督徒需要與主交通，但若沒有

因此而帶進與其他基督徒有更敞開、更廣泛的交通，那就失

去了基督徒這偉大名字的意義了。"為著要傳開這合一的看

見，以及在主裏需要交通這強烈感覺的催促，他就召聚了五

個小孩，組織一個所謂"芥菜種團"，以三件事彼此相約：

（一）以和善待眾人，（二）為眾人謀福利，（三）使人歸

向神和基督。他們有一個小的徽章，上面寫著"看哪！這

人！"（語出約翰福音十九章五節）和"祂的鞭傷使我們得醫

治"兩句話。每一個人戴上一枚戒指，上面刻著"沒有人為自

己活"。因著他自己是那個組織的領袖，所以他身上還戴著

一枚金的十字架，在十字架的中間有個橢圓形的徽章，代表

芥菜種。日後他說，主知道，他當時這樣作絕對不是為了自

己的榮耀，而且相反的，正好使他成為同學嘲笑的物件，並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5.htm (28 of 48)3/5/2005 6:38:06 PM



新生鐸夫與摩爾維亞教會

在這一切諷刺、藐視、譏誚之中，來服事主。而主同在的喜

樂一直鼓舞他的心，使他更勇敢地面對這一切逆境。過了幾

年，連教會及一些有名望的人都來參加這個組織，訪問他

們，或以通信來維持交通。當他把一切都交給校長法蘭克

（August Francke）要離去時，這個芥菜種團運動已經深入了

七個教會裏面。那校長說了一句很簡單的評語："這少年人

總有一天要成大器。"

神為祂偉大的使命製作祂榮耀的器皿

當他離開哈來書院時，他很傾心於攻讀神學院，但是神在他

身上卻有更好的計劃，他就在一七一六年九月進入威騰堡大

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讀法律。在他進入威騰堡大學

的初期，他越過越在以往屬靈生活的根基上往前。他定規每

天晚上都用在禱告和交通上，一禮拜禁食一天；他也饑渴讀

神的話，好像讀完這次聖經以後，再也沒有機會能看到聖經

似的。大學中多少的基督徒學生，都不知道把他歸到哪一種

的宗派才好，他們稱他為清教徒。他回憶說："其實我從沒

有把自己歸入哪一個宗派，我實在厭煩這許多的區別。在我

裏面除了主之外，沒有別的事物。"正如當時約翰阿伯提尼

（John Albertini）弟兄對他所作的評語："基督的愛早已如火

焚燒在這個孩子的心中。"是這一個愛激勵他奔跑一生的路

程；是這個偉大的愛，使他能在每一件事上向主忠誠，披心

瀝血，以至於死。

一七一八年，就是他在威騰堡的第二年，他認識了摩爾維亞

的弟兄們（Moravian Brethren or Unitas Fatrum），使他在兩

件偉大的事上打下了根基。他熱烈地回應他們傳福音的熱

誠，並且他發現這班弟兄們無論在何處，無論是對哪一類神

的兒女，他們都以其為交通的物件和同伴。他們堅持說，交

通的根基只是"在主裏面"。就在那時，新生鐸夫看見了這個

偉大的啟示和亮光，而這光深深地刺入、銘刻在他的生命

裏，並且照亮他一生之久--基督的合一以及與弟兄姊妹交通

的合-，就像約翰福音十七章裏所說："父和子的合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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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五三年八月，新生鐸夫對在英國費特巷（Fetter Lane）

聚會的摩爾維亞弟兄們，交通到他如何開始向國外傳福音工

作的熱誠。他說："一七○九年某天，在漢拉斯鐸夫，我曾

注意到一篇登在報紙上的報導，是有關於東印度的事。從那

時起，我常常聽到許多在外地傳福音者的見證，又聽到一些

殉道者如何忍受監獄苦刑，而他們一切受苦的意義都是為著

讓神的國得以擴展。這些見證更增強了我對基督的忠

誠。"他說："我認識基督耶穌的宇宙性，祂正在建立祂屬天

的國度，而且是藉著我們這班為這光作見證的人來建立的。

我本來是個死亡的囚奴，但是既被主從黑暗的權勢下拯救出

來，就如同光明之子。因此，我必須為這奇妙的光作見證，

而主也一直尋找我，使這光成為我的職事。這實在是我最高

的榮耀和莫大的權柄，而這職事的榮耀也一直增加我對神見

證的忠誠和責任感。"

照在新生鐸夫裏面，不只是這道福音職事榮耀的光，並且還

有另一個啟示--"基督是一切的中心"--也越過越強地照耀在

他的心魂當中。他從各宗派裏發現，他們都有同一的根基，

就是以基督為中心，這也是彼此交通的根基。所以他無論在

哪一班基督徒的身上，總能發現合一和交通的根基，而這個

根基就是主自己。

更深的轉機為著更艱巨的使命

大概就在這段時期，他在杜塞朵夫（Dusseldrof）參觀一次

美術展覽會，看到了斯特堡（Sternberg）的一幅主受難圖，

下面寫著："為你我舍一切；為我你舍什麼？"他的心大大被

聖靈感動。他覺得他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就是把一切都獻給

主，也不能補滿主對他的大愛，而他就在那幅畫前得著了影

響他一生服事的轉機。他求那位釘十字架的主帶他進入和主

更深的交通，並且使他交通於基督的受苦；他也求主為他一

生的事奉開路。但在那個時候，他還不知道應該往哪里去。

他回去以後比從前更加堅定，要一生跟隨、服事這位救主，

而他在這幅畫中所見主的面貌，一直活在他的心裏。基督捨

命的大愛，成為激勵他為主而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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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一七年，他有機會去巴黎，這位青年寫信給朋友

說："如果我去法國的目的，是為叫自己變成一個屬乎世界

的人，這是白費錢財。神要按祂的慈愛，保守我為基督而活

的心願。"在巴黎有一位公爵夫人問他說："你昨晚到戲院去

過嗎？"他回答說："沒有，我沒有功夫去看戲。"他離開巴黎

的時候，歎息巴黎的繁華奢靡，也覺得那許多活在其中的人

是何等可憐！只不過為審判的日子積蓄神的忿怒。這一位將

來給主使用，建立祂心愛教會的器皿，原來就是這樣地與世

界分別，難怪在他二十七歲（一七二七年）那年，神就使用

他帶進一次教會歷史上罕見的復興。

從他住在巴黎的日子，我們可以看出新生鐸夫心地的寬廣和

他屬靈度量的深拓。那時他有機會和天主教中高級的教士交

通。他固然厭煩他們許多外面的儀文和虛假、誇張的敬拜，

他也看見許多教士的敗壞行為，但是這些並沒有影響他與他

們的交通，他仍舊和巴黎的大主教成為朋友。那些主教十分

驚訝于這位年輕人的屬靈生命與才華，想盡辦法要使他成為

天主教的忠實信徒，而他們發現一切的計劃都歸於徒然，最

後只好放棄對宗教觀點的爭執。新生鐸夫則說："他們只好

和我一同交通於耶穌基督的受苦和祂生命的優美。"他仍舊

把對方看為聖徒。他寫信給他們說："雖然我們中間有這麼

許多的不同，但是我們仍舊能在救主的鞭傷裏合一。"

他在巴黎讀法律時，另有一件事叫他屬靈生命得著轉機。當

時律師是非常高尚又很不容易得著的一種頭銜，他從來沒有

被法院邀去參加他們的工作，所以有一次他就向法院抱怨，

馬上就得著非常滿意的答復。就在那時，神的光突然進來照

亮他的全魂，他深深看見他的自傲，也看見他對世界的抱負

並沒有完全治死。為此他再一次來到主前，求主赦免。他痛

痛哭泣；大大懊悔。再一次徹底地把所有的主權都交給主。

在一七二○年五月，他離開巴黎。回家途中，他又遇見了另

一次屬靈的轉機。那時候他路過姑媽家裏，並且病倒了。當

他在姑媽家住的時候，他開始對表妹細歐朵拉（Theo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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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愛慕，就很自然的向她求婚，事後他才發現她已經和他

的好友路斯（Reuss）伯爵成為密友，他馬上就有一個反

應，必須好好的尋求神的旨意，在神旨意以外有任何傾向舉

動，都是嚴重得罪神的事。於是他就鼓勵路斯向他表妹求

婚，而他自己也盡力玉成這樁婚事，但他心中的痛苦和掙

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過了幾年，新生鐸夫寫信給查理衛

斯理的時候說："當時決定向我表妹求婚的事，完全出於我

的己意。從這次痛苦的教訓中，我對付了我的己生命，現在

我已經向我的己生命自由。我覺得什麼時候我若活在自己的

意願和傾向裏面，我就像活在地獄裏一樣。"一七二一年他

正從巴黎遊學回來，被薩克森尼（Saxony）王侯聘為顧問

（Counsellor of State）。我們且聽聽他的自述："我雖然在世

界裏有很高的職位，但這些一點也摸不著我的心。每個主

日，我們都能自由的聚會，主也以祂的同在和能力覆庇了我

們。我不僅是講道的人而已，我的全心更為著福音而活。為

了順服在上的，我固然須要挂著佩劍出入宮廷，但是主的同

在、大愛與忍耐一直覆庇我，使我深知我在世上不過是客

旅，我要向著榮耀的標杆直奔。"他就順著裏頭的感覺寫下

一首詩歌，詩意盎然。這首詩和下一首詩都是他早年的作

品，當時摩爾維亞的弟兄們還沒遷進他的封地來，那時他才

二十一歲。我們讀這首詩的時候，絕不會想到詩人正處在優

裕的環境裏。

耶穌仍領率（Jesus，Still Lead On）

（一）耶穌仍領率，直到安息境，

雖然道路險阻難行，

我們不畏，鎮靜跟隨，

求用大能手，引我進美地。

（二）倘若驚恐起，倘若敵逼近，

願藉忍耐，更臻完全，

勝過不信，傲視曠野，

歷經諸試探，引我歸天鄉。

（三）憂愁不能勝，試探交相迫，

正當我們尋求安慰，

"那信"、"那望"，求毋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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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指光明岸，不再有哭泣。

（四）耶穌仍領率，直到榮耀境，

救恩元帥一路引導，

扶持、保惠、體貼入微，

直到應許地，安然投父懷。

這裏還有一首詩，也是當時寫的，原來有十一節，下列六節

是按著約翰衛斯理在一七三八年用英文翻譯的。從這兩首詩

我們可以發現詩人在二十一歲時生命就很成熟了。他好像已

經清楚他一生十架的道路，與榮耀的使命。雖然不見一片微

雲，他卻在信心裏預嘗這道路的爭戰與安息。我們似乎可以

聽見他受苦心志的兵器，鏗鏘有聲，而今他已成了反映榮耀

美麗的雲彩，在我們的周圍。

哦，你搜尋遍處目光（Thou，to Whose All-searching Sight）

（一）哦，你搜尋遍處目光，

叫幽暗如白晝發亮，

搜尋鑒察渴你心懷，

撕裂捆綁，叫他釋開。

（二）洗去罪染，穿上新造，

釘死十架所有愛好。

奉獻給主，每一思念，

但願聖潔，如主完全。

（三）作我火柱，曠野開路。

當我可畏荒野迷途，

主若相親，我就無視，

仇敵所有狠暴計施。

（四）洪流四起，漫溢我魂；

憂苦波濤，席捲我心。

惟我救主，使我頭？，

應時扶助，爽我心懷。

（五）教我步武你的蹤蹟，

不餒、不倦，不論何去。

願你的手依舊扶攙，

一路引我到你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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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即或道路荊棘、坎坷，

日子如何，力量如何。

憂苦止息，不再奔波，

直至靜謐、喜樂天國。

一個偉大的復興和一個偉大的領袖

一七二二年在德國北部，有一群基督徒遭受逼迫，以致無處

容身。他們原先叫波希米亞的弟兄們，自一四一五年改教運

動之先驅胡斯殉道起，這群十架子民，三百年來到處被人驅

逐，有一半以上漸漸遷至摩爾維亞居住，所以他們又被稱為

摩爾維亞弟兄們。這時又一個新的逼迫興起，他們盼望能夠

到新生鐸夫的封地伯賽兒斯鐸夫（Berthelsdorf）避難，他就

立刻熱忱的接待他們。他對他們的領袖說："讓你的朋友中

願意的都來，我將給他們一塊地建造房屋。基督會將一切需

要的賜給他們。"新生鐸夫說他當時之所以接待他們，是因

為他以前在芥菜種團與主所立的約，要幫助一切世上的人。

這個避難所，就是有名的"主的避難所"（Herrnhut）。到了

一七三二年，陸續增至六百人。

從這時候開始，他就陷入極大的困難中。各種不同階層、不

同背景和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都湧入他的封地來。也在那裏開

始各種不同的敬拜方式，常常彼此爭辯，而新生鐸夫成為各

方攻擊的中心。清教徒責備他對天主教徒太妥協，又有人覺

得他堅守真理而批評異端的話語過於鋒利。這種情形越發展

越激烈，到一個地步，在人看來實在是沒有辦法了。唯一能

夠支援新生鐸夫不倒下來的，就是他當初所得的啟示--聖經

把基督合一的亮光照亮在他裏面。他一直為聖徒的合一禱

告，盼望就在這一群背景如此複雜的基督徒中間，能產生一

個偉大的神蹟，使神得著空前的榮耀。但是他的困難卻不斷

地增加，內有紛爭，外有壓力。當時那些有權勢的人責備他

藏了一窩異端，為此，新生鐸夫對於要移民到他封地來的

人，加以嚴厲的鑒別，只有那些能夠證明他們確實是為了福

音緣故的人，才允許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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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這種情形越過越艱難，卻更顯出新生鐸夫在摩爾維亞教

會中間的事奉和見證，實在是太偉大了。他的態度和行動都

是出於他對主的熱愛和向主的單純、真誠。在最艱難的時

候，他自己也屢次被打倒而心灰意冷，想放棄一切的努力。

但是神把一個偉大的信心放在他裏面，叫他一直相信神要在

祂兒女中間行作大事。為此，他一直不斷地和每一位神的兒

女交通，並且堅持每一件事都必須要合乎神的旨意，好讓良

心得著完全的自由。他的絕對終使神的兒女都歸回在基督裏

合一。仇敵也逐漸利用政府開始逼迫移民，沒收他們的財

產，並且新來的人一被發現，就立刻被下在監中；甚至連那

些幫助移民逃到封地來的人，都要受到嚴厲的處罰。在一七

二七年，政府宣佈新生鐸夫是"野獸"，禁止他在德雷斯頓傳

道。但是新生鐸夫一直在基督的愛和忍耐裏，接受一切可怕

的打擊和痛苦。當時的光景，好像鬼魔要藉著一切的狂風暴

雨，徹底摧毀主的見證。他的心極其傷痛。但在這無數的艱

難和攪擾之中，他並不用自己的能力來對付這一切的問題，

卻一直忍耐等候主的旨意顯明。

下面這首詩歌，是他聽到當局禁止他講道的時候寫的，殉道

者的靈充滿了詩人的胸臆。他非常清楚他"不是與屬血氣的

爭戰，乃是與空中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他的兵器乃是"雖至

於死，也不愛惜魂生命"，仇敵傾其權勢來攻擊他，卻不能

搖撼他退卻一步，他站在堅固的信心上，堵住了吼叫獅子的

口。

殉道信歌（Martyr Faith）

（一）榮耀歸神，見證如雲，

信心偉人氣壯；

微笑貧窮，無視煎熬，

寒波凱歌高唱。

（二）願今持守無畏信心，

這是先賢所站，

抵擋罪勢，以致流血，

他們甘心澆奠。

（三）烈窯七倍，灼熱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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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神依舊同行；

祂造方舟，祂平風浪，

在在愛是祂名。

（四）主的膀臂，永久能力，

扶持永不枯竭；

最惡權勢，我們再勝，

躋身得勝行列。

現在我們要看他另一首短詩，字字凝重有力，透露他在這一

段艱難歲月裏得勝的秘訣，乃是在於"信心"的穿透力：

信心穿透鐵石心腸，

甚可回應寶座；

只要擁有信心利器，

就可支取一切。

他的信心甚至回應寶座，成為神祝福教會的軌道。自馬丁路

德以來，祭壇的火好像漸漸微弱了，直到他再次自天上引下

火焰，這火焰也點燃了英倫復興和美洲"大覺醒"的火種。

在上述大風波之後，神的祝福開始如雨霖沛降在弟兄們中

間，叫他們的所在地成為神的祭壇，他們就發起守望禱告。

從十六歲到六十歲的弟兄們都輪值，晝夜不斷的在神面前祈

求。新生鐸夫的靈也被主的靈大大的感動，寫下了另一首

詩，為著激勵所有儆醒守望的弟兄姊妹們：

那日子、那時辰（The Hour is Come）

（一）長夜漫漫，"那時辰"忽然潛至，

將晨星第一道光芒，

射入你們心房。

（二）黑夜已深，誰來等候"那日子"？

並向那榮耀之日的主，

今就效忠臣服。

（三）白晝將近，（新郎來迎），

五個童女在外哀哭切齒，

另五個，卻歡赴羔羊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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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榮耀破曉，守望不再，

（公義日頭已現）

每人要負自己的責任啊！（散文詩體譯）

經過神長期奇妙榮耀的工作，和新生鐸夫孜孜不倦地澆灌耕

耘，終於使這塊地方成為當代教會復興的中心與發源。而那

許多從各種背景來的弟兄們，心都熔化在一起，到了一七二

七年八月十三日，新生鐸夫宣佈有一次大擘餅聚會，於是揭

開了復興的序幕。那一天，每一個人都覺得需要和別人沒有

間隔地重新聯合起來。當他們唱第一首詩歌的時候，有些人

就被聖靈大能所感，起來認罪、悔改，如此直等到晚餐時，

眾人的心都俯伏了下來，然後被聖靈高舉，接著聖靈大大的

澆灌他們。在他們中間有一位歷史家回憶說："那一天，真

是聖靈大澆灌的日子。我們看見了神的聖手和祂奇妙的作

為，祂使我們在立足的聖雲下受了靈浸，有大神蹟奇事在我

們中間。從那時起，幾乎沒有一天我們看不見這偉大的工

作。每個人都不再羨幕別的，只要求聖靈掌握他們全人。恩

惠如同不能抗拒的洪流一般，把我們捲入神愛的大洋

中。"他們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在這個擘餅聚會中，面對面

的看見了救主尊貴的面容。雖然他們都成了憂傷的人，但是

他們的裏頭告訴他們：主是他們的栽培者，是他們的祭物，

祂要立刻使憂傷淚變為喜樂油，使痛悔變作歡欣。這種堅定

的信心，使他們一時之間成為快樂的人。從那時起，他們以

那一天所得的屬天恩賜，去帶領許多人，一起分享了這種快

樂。當時不但在場的人，經歷了諸天下垂的榮耀，連六十哩

以外有兩個人，也同時享受這祝福。新生鐸夫的快手筆，將

那奇妙的光景勾勒出來。我們只找著下面這一節，但已足夠

印證那位歷史家的描述了：

何等喜樂，恩典時刻，

憑信我見救主榮面；

不見一人，只見耶穌，

並在我心刻下永約。

那天神呼召了這一班蒙福的子民，來到錫安山，將榮耀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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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異象顯給他們看--"不見一人，只見耶穌"。主將祂自己給

了他們。又將更美之約，用永生之靈寫在他們的心版上。五

年後，這個見證的炸力開始顯在福音上，正如前文所描述

的，這羔羊異象也是下面合一見證的根基。

新生鐸夫為人天真柔細，常被羔羊捨命的大愛所充滿。當他

負起摩爾維亞弟兄們的責任之後，這個愛是他的教訓和詩歌

的動力，並且超過了一切的教訓和辯論，把所有人的心，都

熔化成為一體，並以"聖潔的裝飾為衣，甘心犧牲自己。"這

一個愛將神的子民更新得像清晨光耀的甘露。下面這首詩歌

神的羔羊（Lamb of God）說明他實在是認識羔羊無限價

值、敬拜羔羊獨一尊榮的人：

感謝頌贊，惟你是配。

哦主！悅納我們愛慕。

因為所有新造福氣，

湧自你的微行、受難。

我心回應我舌快筆，

歡頌羔羊！心口一律。

一個站在基督合一啟示上的偉大使徒

新生鐸夫所得屬靈啟示中，最偉大的一點，就是他對基督合

一亮光的看見，摩爾維亞復興最突出的點，也就是神兒女的

合一。他一直堅持，基督乃是神兒女的中心，並且是神兒女

交通惟一的根基。因著這個啟示帶進豐盛生命和能力，打破

了多少弟兄姊妹之間的間隔和分歧。他自己也非常寶愛摩爾

維亞的弟兄姊妹們。他說："我可以確定的說，弟兄們的聚

會，實在是一個屬天的教會。"在他們中間沒有個人的成

見，只有主；沒有任何事物爭執，只有主；沒有對弟兄姊妹

批評的靈，只有主。有一次在新生鐸夫的禱告中，主把祂真

實的教會啟示給他。那是在諸天境界中的教會；是在神那裏

榮耀的教會；也是控制教會真實意義的異象。他看見了這個

教會和神的羔羊是完全合而為一的。在這教會裏面每一個人

都被羔羊的血所洗淨。一天雖然他們活在不同的背景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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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神真實教會裏，是完全合而為一的。他們是被神煉淨

而完全歸向基督的人。不但他們的靈魂屬於基督，就是他們

的肉身和骨節、骨髓都是屬於基督的。所以他寫了一首美麗

的詩歌，來歌頌這個真實的教會。因著那一次的啟示，新生

鐸夫深深感覺，要為世界上許多沒有看見教會真實意義的神

兒女禱告。他說："我們眾人不分種族，不論在世界何處，

都要在救主的同在和祂的榮耀中消失，並且在祂這偉大的慈

愛和啟示中合一。為了這個啟示，我們所能做的只有禱

告。"

下面有一首詩是說到合一的，字裏行間都流露出他對基督的

認識深刻、清澈，好像一個除去了帕子的人，述說他在錫安

山上所看見那"天上的樣式"：

聖徒眾心，愛裏相系（Christian Hearts，in Love United）

（見第696首）

（一）聖徒眾心，愛裏相系，同在主裏享安息；

救主大愛激發愛心，如此相愛永相親。

同作肢體，倚靠元首，？光反映主日頭；

同為兄弟，行主旨意，主裏相系原為一。

（二）主的群羊，同來祂前，更新誓約與奉獻；

忠心服事，全心愛戴，因你君王已奏凱。

倘若有日彼此聯結，不再堅韌變鬆懈；

同心謙卑伏祂腳前，求祂施恩重相聯。

（三）求助我們"彼此相愛"，遵此命令不稍怠；

惟願彰顯主愛浩大，主裏相愛無虛假。

今讓這愛照耀無間，好讓世人得明見；

我們相愛，主裏合一，好比根同枝雖異。

（四）但願我們完全合一，如你與父原為一；

但願我們愛裏相交，永不離去這福道。

但願我們光照明耀，使主榮光得反照；

但願世人確知無疑：我們乃真屬於你。

在一七三六年三月二十日，政府宣佈將新生鐸夫逐出德雷斯

頓，他的心裏真是充滿了喜樂。他說："時候到了，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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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一切在地上作客旅的人，把福音帶到世界各地去。什麼

地方主能夠自由工作，什麼地方就是我們的家。"往後的十

年裏，他繼續在各處摩爾維亞弟兄們所建立的福音移民區，

竭力工作。無論到什麼地方，他的同伴都堅定和他站在一

起，同心要在神兒女的中間，恢復基督徒合一的見證。

一七三七年他訪問倫敦，與約翰衛斯理交通，給他們很大的

影響。一七三八年，他在柏林遭遇到所有牧師的反對，沒有

一處教會向他打開。主很奇妙的在那裏安排一位威廉（King 

Frederick William）弟兄，把他的家打開，讓各種階層的人，

和各種屬靈程度的人，到他家聚會。新生鐸夫當時沒有太多

的準備，但他寫著說："每一次當我在講臺上開始講道的時

候，我就能感覺到如同火炭一般的反應，來自聖徒中間。聚

會當中，即使是很剛強的軍人，也會和群眾一同流淚。願神

保守所賜給他們的感覺，直到永遠。"

一七三九年至一七四一年，他到西印度群島傳福音。一七四

一年底至一七四三年則親赴美洲建立移民團，作為向印地安

人傳福音的據點。其實，摩爾維亞的弟兄們早在一七三五年

就被打發到美洲來。但這群弟兄們最值得紀念的事，倒不是

向印地安人傳福音，而是給予同船另一位傳教士屬靈的衝

擊，他就是衛斯理。波濤洶湧中，這群弟兄們卻喜樂地唱詩

讚美神。這使衛斯理認識了兩件事：基督徒當有裏頭的確

據；也使他體會到詩歌對聖徒走天路的重要。他得到了一本

詩集，就大量翻譯這些德文詩。在一七三八年編成他的第一

本詩集，其中很多是新生鐸夫寫的。下面這首詩的英譯，便

出自衛斯理的手筆，原有二十四節，我們僅選其中四節，這

首詩幾乎在每本詩集都可以找到。

據說這首詩創作的背景是這樣的：當新生鐸夫在西印度群島

傳完福音，坐船離開時，那些海島漸漸離開他的視野，他不

禁想到主的救贖何等偉大，能供應世上所有罪人的需要。主

寶血並十架的救贖，為我們贏得公義的白衣，是這首詩的主

題。全詩氣勢磅礡；縱橫萬古，廣納世人，襯托出那件"白

衣"的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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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耶穌是我的義（Jesus，Thy Blood and Righteousness）

（見第28首）

（一）我主耶穌是我的義，我的美麗，我的錦衣；

在寶座前服此盛裝，我能？頭歡樂歌唱。

（二）藉你寶血，我已脫去我罪與過，我恥與懼；

審判大日我敢站立，誰能控告主所稱義？

（三）這件白衣永遠不變，在那新造無窮時間；

歲月不能改其美豔，基督白衣永遠新鮮。

（四）直到寶座見你榮耀，我們仍要以你自驕；

我的美麗，我的錦衣，我主耶穌是我的義。

一七四三年十二月他到達俄國西境瑞加（Riga），在那裏解

決弟兄們的困境，竟然被捕下監。那一年耶誕節他寫信給妻

子說："我們這一群為主被囚的人，在這可怖的監獄中，卻

肯定主已經為我們預備前面更美的盼望。"他又寫信給女

皇，女皇的答覆是--馬上離開俄國。翌年一月八日，軍隊押

送他們出俄國邊界，他離開之後，在瑞加，底斯波拉

（Diespora）和利否米亞（Livomia），主的見證更是如火燒

旺起來。一群在利否米亞的貴族、牧師、和農夫都在聖靈裏

彼此交通，這叫新生鐸夫大得安慰，因為他的勞苦沒有徒

然，而聖靈也作了見證。一七四七年他得允許返薩克森尼，

他就回去繼續帶領教會往前。

一七六○年初期，他患了重病。臨終前，將近有一百位弟兄

姊妹聚集在他房間裏。他轉向大衛·尼施曼（David 

Nitschmann）說："弟兄，當我們的見證剛開始的時候，你

有沒有想過，主竟然會讓它發展到像如今這樣的興旺，在世

界各地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影響力。神的兒女，不分宗派、種

族，在基督的大愛裏面合-。當初我只懇求主：使我在祂裏

面結一點點果子，我從來就沒有想到，在摩爾維亞弟兄姊妹

建立的教會中，已經有這麼多的客旅，現在都圍繞著羔羊。

為了這個，我們只有低頭敬拜。"五月九日清早，他向女婿

說："我親愛的孩子，現在我準備去見我的救主了。一旦祂

量給我地上工作的年日結束，我何等樂意到祂那裏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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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女婿就為他求祝福說："願主的平安覆庇你。"剛說完

話，他便安然睡在主的懷裏了。五月十四日，弟兄們就把當

代最偉大的見證人埋葬了，等候榮耀復活的日子。

教會詩歌的流

最後我們從詩歌的流，來看看新生鐸夫在詩歌方面的地位。

自宗教改革以後，所產生的三派更正教會--路德宗（在中國

稱信義宗）、改革宗及安立甘宗，後兩派因受慈運理、加爾

文及亨利八世的影響，他們根本否定拉丁聖詩，完全摒除教

會詩歌。所幸加爾文還留下帶譜的詩篇，尚給這兩個宗派留

下了一點點火苗。因此這兩個宗派所產生的詩歌能蔚為風

氣，整整要比宗教改革晚了兩百年。讀者只要稍微注意他們

中間詩人的年代便可以發現這一點。

至於路德宗則不然。日爾曼民族酷愛音樂，而約主護村斯

（1369-1415）和馬丁路德（1483-1546）兩位改革者都是詩

人。胡斯殉道後，持守他所傳講真理的波希米亞弟兄們，在

一五○一年以波語出版了更正教第一本詩集，並在一五三一

年發行德文版，這支民族歷經苦難，詩歌的風格重在由十架

道路望見榮耀，這是一流；路德宗早期的詩歌則重在國度爭

戰，三十年戰爭後，產生一班詩人，抒發在苦難中所經歷神

的愛；到了十七世紀下半葉，腓力斯賓諾（Philipp J.

Spener，1635-1705）則給路德宗注入奧秘敬虔的血液，這又

是一個流。當波希米亞的弟兄們遷到德國北部居住時，正意

味著兩個流的交會，我們可在新生鐸夫的詩歌裏，看出他的

詩兼有兩個流的特點。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是德國聖詩集大

成的人，而且他的屬靈經歷與啟示都要超過前人，自然詩境

就高超多了。此外衛斯理成為第一位將德文詩歌大量引入英

語民族的人，就更促成新生鐸夫出英文詩歌的影響。

新生鐸夫可說是更正教中，將詩歌敬拜神制度化的創始者。

弟兄們多年來艱苦的經歷，和從一切經歷中所得豐盛的生

命，都成為他們靈感的泉源，而寫出那麼多優美的詩歌來，

成為歷代教會的產業。他說："我們以詩歌把人們帶入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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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這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當時，詩歌音樂在摩爾維亞

各地，都被大大的使用。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把詩歌和音

樂帶入他們的敬拜中。新生鐸夫也說到聖徒應該背頌詩歌，

他說："聚會的時候，我們在記憶裏面直接唱頌，這是在教

導和敬拜中最有能力的兵器。能夠把裏面的經歷自然發表出

來，而成為我們自己的經歷。"他所寫的詩歌出版以後，供

應歐美各處主的工場。一七三五年在紇仁護特（Herrnhut）

出版的"Das Gesangbuch Gemene"是摩爾維亞教會的第一本詩

集。一七四二年有一百八十七首譯為英文出版。他一直鼓勵

有詩歌恩賜的人寫作，而他自己也寫了兩千多首。第一首是

在他十二歲的時候寫的，最後一首則是在臨終前四天寫的。

他詩歌的特點是：站在屬靈的境界中，用簡單平易的話，說

到基督的救贖，十字架的道路和教會合一的見證。今天他的

詩歌已譯為九十種不同的語文，廣被教會使用。

　

摩拉維亞復興之禱告
（本文轉載自http://www.cbible.net/pray/ch4-3.htm）

如果我們探討辛生鐸夫成功的秘訣，從兩段經文可看出一些

端倪，那就是："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

我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

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徒四31）

辛生鐸夫伯爵早年就學得推行禱告此一秘訣，一向致力於建

立禱告小組，十六歲那年，當他離開哈勒學院時，他遞給有

名的夫蘭克教授一份列有七個禱告組織的名單。如果是在今

日，他一定能在學生圈中引領許多人信主！禱告能夠多麼快

的解決所有不分年輕人或成人的問題！1727年在主護村地

方，這位年輕貴族所面對的不是理論，而是一種實際的狀

況；如何以信心、愛心去團結並服事這群敬虔但意見分歧，

且原來各擁胡斯、路德、喀爾文、慈運理（Zwingle）、士文

克斐特（Schwenkfeld）等人以自重的信徒？這看來的確是個

除非神親自干預，否則毫無希望解決的問題。神回答了這位

年輕伯爵熱情洋溢的不間斷禱告，超人的智慧指引他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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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效力宏大的方法。漢彌爾頓主教（Bishop J. T. 

Hamilton）在一本叫"摩拉維亞人"的刊物中曾撰文促請人注

意這些方法。文中首先提到辛生鐸夫起草弟兄盟約，呼籲大

家"尋求並且著重彼此意見相合之處" ，不要強調彼此間的歧

異，接著文中又述及伯爵親自與每一位居住在主護村的成年

信徒面談。漢彌爾頓主教說：

但是遠較這些更為重要的，是大家都在5月12日這天，和辛

生鐸夫共同締結一項神聖的盟約，眾人決心像他一樣的真正

獻上自己的生命，各人依其所蒙特殊的呼召，在自己的職份

上事奉主耶穌基督。這項盟約其實就是今天的弟兄協定的藍

本，也是個人之間與會眾之間合而為一的銜接鏈環。

"接下去的工作就是選舉十二位長老，使主護村的靈性生活

建立起完備的組織，並依照盟約規定，指派信徒分掌各種職

務。這種秩序本身，就是進一步的彼此信任，以及對彼此的

信仰熱誠認同所帶出來的成果。有了秩序為基礎，接著就能

展開聖經研究和頻密的小組禱告聚會。這些不啻是領受聖經

洗禮的開路前鋒，而靈浸是以蒙福的8月13日那天，會眾都

領受了從天而來的能力達到高潮。這股能力推動主護村的男

女信徒極為有效的服事他們的世代，將福音廣傳至基督教國

度和異教徒之地。同樣也是這股能力，保守他們在理性主義

盛行、人際關係普遍疏離，教育界鼓吹教化人心、理性至上

與道德淨化的年代中，仍能保持熱烈的信心。"

禱告時期

確實，以1727年的8月13日為高潮的摩拉維亞大復興，無論

其先前或日後都接連著一段非同尋常的禱告時期。施恩叫人

懇求的靈在該年年初即已顯現。辛生鐸夫伯爵最初給予一班

共九名，年齡在十至十三歲的女孩子靈性方面的教導。當代

史家告訴我們："伯爵時常向他的夫人抱怨說，雖然這些女

孩的外在表現極為優異，但是他找不出任何蛛絲馬蹟足以證

明她們有自己的靈修生活；並且無論向她們講論多少關於主

耶穌基督的事，這些教導似乎都無法深入她們的內心。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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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灰意冷的時刻，他藉禱告藏身主懷，以火樣般至極的熱情

乞求恩主將他的恩典和祝福賞賜給這些孩童。"

這真是個奇觀！一個稟賦不凡而又富有的年輕德國貴族，居

然為了區區幾個女學童的悔改而屈膝在主面前，心力交瘁的

不停禱告！我們接著可以讀到以下的話：

"7月16日，伯爵以全心全意作披肝瀝膽的禱告，與之俱來

的，是泉湧般的淚水；這次的禱告發揮了巨大的功效，也是

日後賜生命與能力之聖靈動工的開始。"不僅只是辛生鐸夫

伯爵，就是許多其他弟兄，也展開了前所未有的禱告行動。

我們在"摩拉維亞教會復興的那些可資追念的日子"一文中，

可以讀到以下的記載：

"7月22日──許多弟兄自動相約要時常在赫特堡

（Hutberg ）聚集，以同心祈禱並歌頌讚美神。"

"8月5日華登（Warden），也就是伯爵本人守望通宵，和他

在一起的，還有十二或十四位 弟兄。子夜時分赫特堡舉行

了一埸大規模的禱告會，全場與會者都大得感動。"

"8月10日是主日，約中午時分，若特（Rothe）牧師在主護村

主持聚會時，覺得自己被一股出於主的奇妙而無法抗拒的能

力所淹沒，他整個人俯伏在神前，在場的全體會眾也渾然忘

我的跟著他俯伏下來。他們就在這種心境下，祈禱唱詩，哭

泣懇求。"

"在那著名的蒙福之日，即1727年8月13日，施恩懇求的靈澆

灌在主護村的會眾身上。那天過後，一個意念臨到某些弟兄

姊妹心中，他們覺得撥出固定的一段時間來禱告是很好的。

在這關鍵時刻，大家都對禱告的絕佳效果記憶猶新，並且受

到恒切禱告必得到應許的感召，每個人都願意在主面前傾心

吐意。"

"遠較一切更重要的是，舊約時代祭壇上的聖火是永遠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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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滅的（利六13、14）。同樣的，一群會眾就等於是永生神

的殿，其中有神的壇和他的火，聖徒們的代求應該像聖香一

般，一刻不停息地上達到他面前。"

"8月26日那天，二十四位元弟兄和同樣數目的姊妹聚會，互

相約定推行從午夜到午夜的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禱告，每天份

成日夜二十四班，由大家抽籤決定班次。"

"8月27日這個新計劃開始付諸實行。很快的就有更多人加入

陣容，代禱人數因此增加為七十七位，甚至有些靈性痛悔的

孩童中，也自動展開類似的計劃。每個輪班禱告的人，在他

們當值的一小時中，無不慎重其事的妥為運用。這些代禱者

每周聚會一次，聽取一些特別需要在主前代求並記念的事

項。"

"無分男童或女童都同樣感受到一股強烈禱告的衝動，聽著

童稚們的禱詞而不深為動容者簡直是不可能的。8月26日晚

間，孩童們有一次蒙福的聚會，而後在29日從夜間十時直到

次日早晨，有人目擊了一幅感人萬分的景象，來自主護村和

伯帖勒多弗（Berthelsdorf）的女孩子們在這段時間中聚集在

赫特堡祈禱、唱詩並哭泣。同一時間內，男孩子們則聚集在

另一處懇切禱告。施恩叫人懇求的靈當時傾倒在這些孩子們

身上，來勢強大並且滿有果效，簡直無法以適當言語來形

容。這情景真的可以說是天上的喜樂臨到主護村的會眾中

間；大家都渾然忘我，拋開世上短暫的事物，一心只渴慕至

天上與基督他們的救主同在，享受永遠的福分。"

另一位目擊者說：

"我無法將主護村孩童們的大覺醒歸因於任何理由，我只能

說是聖靈奇妙的澆灌在當時聚集同領聖餐的會眾身上。一時

之間無分老幼都同樣的蒙受到靈風的吹拂。"

以上所述，就是本章章題──"聖靈何時來臨"的答案。我們

再度引用哈斯主教的話："從整部教會史中，還找得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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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始於1727年，接著又延續一百年的這麼驚人的禱告會的例

子嗎？這是獨一無二的。這種禱告會稱為『鐘點代禱制』，

意即藉著弟兄姊妹的輪班，使為教會所有聖工及需要而發的

祈禱能夠毫無間斷的上達於神。這種禱告到後來必然導出行

動。如在主護村的例子中，禱告點燃了一個火熱的期望，就

是把基督的救恩傳揚給異教徒，它也促成現代海外宣道會的

成立。一個小小的村落，在二十五年間就派出了百余位宣教

士，你如果想在其他地方找到任何就各方面都足堪比較的事

例，最後必將徒勞無功。

摩爾維亞

捷克包括歷史上的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西里西亞地區。西

元 895年，波希米亞各部落從摩拉維亞帝國分離出來，成立

以波希米 亞為中心的捷克國家；10世紀時，發展成獨立的捷

克公國，12世紀 改稱捷克王國。1620年，捷克在"三十年戰

爭"中戰敗，淪為哈布斯 堡王朝的領地，1867年又被奧匈帝

國統治。1918年10月，捷克與 斯洛伐克合併，組成捷克斯洛

伐克共和國。1992年底，捷克和斯洛 伐克聯邦解體，捷克和

斯洛伐克成為兩個主權國家。1993年1月1 日，捷克共和國獨

立。捷克共和國沿用了原聯邦的藍、白、紅三色國 旗，旗

面上，靠旗杆一邊為藍色三角形，旗地右上方為白色，右下

方 為紅色。藍、白、紅三種顏色是泛斯拉夫色彩。古老的

波希米亞王國 是捷克人的故鄉，捷克人承襲了象徵波希米

亞的紅色和白色，藍色 則代表摩拉維亞。 

格羅斯翰納鐸夫（Grosshennersdorf）

格羅斯翰納鐸夫位於薩克斯（Saxony），與主護村相距不

遠。此處為格斯杜夫男爵夫人的城堡所在地，也是新生鐸夫

幼年成長的地方。城堡現在已成廢墟，但仍可見其遺址。

伯特鐸夫（Berthels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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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年，新生鐸夫向外祖母買下了魯沙地亞高地的伯特鐸夫

莊園，莊園內有新生鐸夫的城堡，以及一座四百年歷史的路

德會教堂。此處曾是摩爾維亞教會屬靈的中心，1727年，會

眾在此經歷了聖靈的澆灌；他們的奉獻，也奠下了日後全球

福音事工的基石。

主護村（Herrnhut）

主護村位於哈堡（Hutberg）山腳下，距伯特鐸夫約一英里

遠。1722年，新生鐸夫將此地開放給受逼迫的摩爾維亞信

徒，作為避難之所。大衛基利司新（Christian David）在附

近小山上砍下了第一棵樹，建立了主護村。此後這裡不僅是

各宗派基督徒的避難所，更是摩爾維亞弟兄會向全球擴展的

基地。村內有一座樸素的弟兄會禮拜堂，外面院子裏有新生

鐸夫的塑像。新生鐸夫所規劃的弟兄、姊妹和寡婦之家，也

在這裡。博物館中保存了摩爾維亞教會文獻、史料、以及海

外佈道的起源與發展。附近有一座名為「神的園地」的教會

墓園，新生鐸夫和許多摩爾維亞弟兄均葬於此。墓園中的小

山上，有一座可以遠眺德國、波蘭、捷克三國的小塔，是摩

爾維亞弟兄們為全世界福音守望的禱告塔。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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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地理巡禮─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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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頓與烏特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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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弟兄會與約翰康門紐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十六篇　合一弟兄會與約翰康門紐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概述
2. 合一弟兄會歷
史（英）
3. 約翰康門紐小
傳
4. 康門紐話語摘
錄

二、歷史景點

1. 那頓
（Nardden）

三、討論題綱

1. 合一弟兄會的
信仰
2. 康門紐的生平
與著作 

歷史概述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6.htm (1 of 15)3/5/2005 6:38:08 PM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6%AD%B7%E5%8F%B2%E6%A6%82%E8%BF%B0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7%B4%84%E7%BF%B0%E5%BA%B7%E9%96%80%E7%B4%90%E5%B0%8F%E5%82%B3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7%B4%84%E7%BF%B0%E5%BA%B7%E9%96%80%E7%B4%90%E5%B0%8F%E5%82%B3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BA%B7%E9%96%80%E7%B4%90%E8%A9%B1%E8%AA%9E%E6%91%98%E9%8C%84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BA%B7%E9%96%80%E7%B4%90%E8%A9%B1%E8%AA%9E%E6%91%98%E9%8C%84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9%82%A3%E9%A0%93%EF%BC%88Nardden%EF%BC%89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9%82%A3%E9%A0%93%EF%BC%88Nardden%EF%BC%89


合一弟兄會與約翰康門紐

1. 合一弟兄會（Unitas Fratrum）

1415年，約翰胡斯以異端之名被天主教燒死後，跟隨他
的人遭遇極大的逼迫。胡斯的信徒分為三派，其中有一
派既不與政治妥協，也不以武力抗爭，寧願為信仰受
苦。其中一位彼得基利司基（Peter Chelischizki），寫下
一本「信仰之網」，將教會比喻成一棟房子。這棟房子
歷經多年，已成了一個倒塌焚毀的廢墟，而他們的目
的，就是要從這些斷垣殘壁的瓦礫中，找出這棟房子的
真正根基，逐漸加以恢復。這一班受逼迫的波希米亞信
徒，躲在波希米亞的肯瓦谷（Kunwald）的村莊裡定居生
活。1457年，他們依照聖經的原則，設立了教會，稱為
「合一的弟兄們」（United Brothers），也就是摩爾維亞
教會的前身。他們認為自己活著乃是為了要事奉神，應
在凡事上為神而活。他們彼此相愛，互相勸勉，過著安
靜與敬虔的生活。無論是生活或是事奉上，都為榮耀神
而行。

波希米亞的信徒在肯瓦谷中平靜的過了五十年的生活。
1515年，更正教在德國剛起步，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和教
皇聯合起來攻擊新教信徒，幾乎將他們滅絕。之後，便
一直有陸陸續續的逼迫。1548年，德皇下令將他們趕到
波蘭，至終，他們在奧斯曹洛（Ostrorog）安頓，在那裡
廣傳福音，建立教會。1556年，波希米亞皇帝准許他們
回到家鄉，恢復聚會。教會大而興旺，遍及波希米亞、
摩爾維亞和波蘭三省。1571年，一位波蘭貴族來到他們
的聚會中，感嘆的說：「永生的神啊，我心裡充滿何等
的喜樂，因為我所看見和所聽見的，的的確確讓我感覺
在以弗所、帖撒羅尼迦、或其他使徒時代的教會中。我
親耳聽見，也親眼看見自己在新約書信中所讀到的一
切…」。1579至1593年間，他們將聖經譯為捷克文，這
個版本成了今天捷克文聖經的藍本，也是捷克現代文學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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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弟兄會中的貴族，為了避免弟兄會隨時受到逼迫，
一心想要將其立為波希米亞國教。1609年，在貴族的要
脅下，波希米亞國王簽署了宗教自由的憲章，政府成立
「維護宗教委員會」，負責執行保護新教的信仰聲明。
爾後腓德烈登上波希米亞皇位，與耶穌會和信奉天主教
的大臣聯手，廢止信仰自由的保障。兩方衝突越演越
烈，終於於1620年，在布拉格城外展開了「白山之
戰」。天主教大勝，27名保護新教的貴族被斬首，國內
產生暴動，許多人攜老扶幼離開了波希米亞與摩爾維
亞，人數多達三萬六千的家庭。整個十七世紀，長達一
百年之久，合一弟兄會的信徒都只能在暗中敬拜神，成
了「隱藏的種子」。弟兄會最後一位領導人康門紐
（John Amos Comenius）曾寫到：「經歷告訴我們，有
的時候，神讓某些教會被毀壞，但卻會興起別的教會，
或使他們在別處重新興起。神要使一個教會在原地復
活、死去、還是在別處復興，我們並不知道。…召著神
自己的應許，福音總是要被那些受過神正當管教的基督
徒，傳給地上其他的人民。因此…我們的損失，要成為
世人的祝福。」另一位喬治耶斯克（George Jaeschke）
也說過類似的話：「好像現在弟兄們的教會已經到了盡
頭，但是親愛的孩子，你們將要看見一個大的拯救，是
一切遺留下來之人的份。我不知道這個拯救會臨及摩爾
維亞本土，還是你們得離開這個巴比倫之地；無論如
何，我深信這個拯救就要實現。…有一個避難的地方為
你們預備，在那裡，你們能夠沒有懼怕的，照著主的聖
言事奉祂。」耶克斯的兒子與孫子，就是第一批帶著妻
子兒子，踏上新生鐸夫莊園的摩爾維亞信徒。

2. 約翰康門紐（John Amos Comenius，1592-1670）生平
簡述

康門紐於1592年，出生於摩爾維亞的尼布尼茲
（Nivnitz）。他的父親馬丁康門紐是一位敬虔的合一弟
兄會信徒，子女除了康門紐外，還有兩個女兒。康門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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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歲那年，父親去世；之後的兩年內，母親和兩個姊妹
也相繼去世，無依無靠的康門紐投靠史翠斯尼茲
（Strassnitz）的伯母，在那裡接受了初步的學校教育。
1608年，康門紐進入摩爾維亞弟兄會所辦的普雷勞
（Prerau）拉丁學校，正式接受中等教育。兩年之後，進
入德國納塞（Nassau）的黑爾本（Herborn）大學就讀。

1618年開始，康門紐在富尼克（Fulneck）牧養合一弟兄
會。1620年白山之戰爆發，天主教大勝，西班牙軍隊進
入富尼克，他只好逃難到薛勒帖查爾士（Charles of 

Zerotin）的城堡避難，成了當地弟兄們的領袖。他在古
堡中寫了一本名為「世界迷宮與心靈樂園」的書，性質
類似「天路歷程」，以寓言的方式陳述人在世上找不到
平安，唯有內住的基督，才是人真正的平安。後來，康
門紐被迫再度逃難，他帶著最後一批摩爾維亞信徒，離
開本地。途中因飢餓和瘟疫，康門紐的妻兒相繼去世，
但他仍激勵信徒，神必會為他們留一些「隱藏的種
子」。摩爾維亞的信徒逃到了波蘭的里薩（Lissa）棲
身，康門紐在當地的學校任職。1650年，康門紐寫下了
「臨危母親的見證」，書中說到，那懷育信徒的母親─
教會，已經成了喝醉兒女之血的魔鬼，眾姊妹─福音派
教會應悔改，離開那褻瀆神的巴比倫稱。他也呼籲一切
誠實呼求主名的人，在真理中彼此連結，合而為一；回
到聖經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真理根基上，逃避沒有知識
的熱心，並藉著交通，得著神的憐憫，耶穌的寶貴，以
及聖靈的恩賜。」爾後波蘭遭遇逼迫，康門紐又帶著信
徒逃往荷蘭，並於1670年逝於荷蘭。 

　

HISTORY OF THE ANCIENT UNITAS FRATRUM 

(1457-1722)

（本文摘自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2616a.htm）

The Bohemian Brethren are a link in a chain of s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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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 with Wyclif (1324-84) and coming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The ideas of the Englishman found favour with 

Hus, and Bohemia proved a better soil for their growth than 

England. Both Wyclif and Hus were moved by a sincere 

desire to reform the Church of their times; both failed and, 

without intending it, became the fathers of new heretical 

bodies - the Lollards and the Hussites. The former were 

persecuted out of existence in England by Catholic rulers; 

the latter prospered in Bohemia, thanks to royal and national 

support. The burning of John Hus at the stake for his 

stubborn adherence to the condemed doctrines of Wyclif (at 

Constance, 6 July, 1415) was considered an insult to the 

faith of the Bohemian nation, which, since its first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had never swerved from the truth. 

The University of Prague came boldly forward to vindicate 

the man and his doctrines; the party which hitherto had 

worked at reforming the Church from within now rejected 

the Church's authority and became the Hussite sect. 

Divisions at once arose amongst its members. Some 

completely set aside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and 

admitted no other rule than the Bible; others only demanded 

Communion under both kinds for the laity and fre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with some minor reforms. The 

former, who met for worship at "Mount Tabor", were called 

Taborites; the latter received the name of Calixtines, i.e., the 

party of the Chalice. As long as they had a common enemy 

to fight they fought togeth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at 

extraordinary man, John Trocznowski, known as Zizka (the 

one-eyed), and for fully fifteen years proved more than a 

match for the imperial armies and papal crusaders sent to 

crush them. Peace was at length obtained, not by force of 

arms, but by skilful negotiations which resulted in the 

"Compactata of Basle" (30 November, 1433). The compact 

was chiefly due to the concessions made by the Calix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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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it found little or no favour with the Taborites. The 

discontent led to a feud which terminated at the Battle of 

Lippau (30 May, 1434) with the death of Procopius, the 

Taborite leader, and the almost total extinction of this party. 

The small remnant, too insignificant to play a role in 

politics, withdrew into private life, devoting all their 

energies to religion. In 1457 one section formed itself into a 

separate body under the name of the "Brethren's 

Union" (Unitas Fratrum), which is now generally spoken of 

as the Bohemian Brethren. Their contemporaries coined for 

them several opprobrious designations, such as Jamnici 

(cave-dwellers) and Pivnicnici (beerhouse men), Bunzlau 

Brethren, Picards (corrupted to Pickarts), etc. 

The originator of the new sect was a certain Gregory, a 

nephew of the leading Calixtine preacher, Rokyzana, whose 

mind was imbue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Roman 

Church was helplessly and hopelessly corrupt. Gregory 

therefore decided to found a new Church in accordance with 

his uncle's and his own ideas of what a perfect Church 

should be. Through Rokyzana's influence he obtained leave 

from the governor George von Podiebrad to organize a 

community in the village of Kunwald near Senftenberg. 

Michel, the parish priest of Senftenberg, and Matthias, a 

farmer of Kunwald, joined Gregory, and soon the 

community counted several thousand members. Their 

distinguishing tenets at this early period were rather vague: 

abolition of all distinctions of rank and fortune, the name of 

Christian being the one all-sufficient dignity; abolition of 

oaths, of military service, etc. Governor von Podiebrad kept 

a vigilant eye on the growing community. In 1461 he had 

Gregory and several other persons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reviving the heresies of the Taborites. The accused admitted 

that they did not believe in the real presence of Christ in the 

Holy Eucharist, but had partaken of the bread and win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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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nocturnal meetings as common food. They were set 

free, but, to avoid further interference, Gregory and his 

companions fled into the Lordship of Reichenau, where they 

lived hidden in the mountains. There, in 1464, was held a 

secret assembly consisting of Brethren from Bohemia and 

Moravia, who accepted as basis of their creed the doctrine 

that justification is obtained through faith and charity and 

confers the hope of eternal salvation. The rich were 

requested to abandon their wealth and worldly pomp and to 

live in voluntary poverty. The Brethren were to give up 

private propert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Brotherhood. Anyone 

not observing the brotherhood of faith and practice was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mmunity. 

Meanwhile the persecution continued. The Utraquist 

(Calixtine) priests refused the Sacrament to the Brethren. 

These, therefore, were forced to constitute a priesthood of 

their own belief. A bishop and a number of priests were 

chosen by lot, and the separation from the Utraquists became 

an accomplished fact. The head of the Austrian Waldenses, 

who was believed to have received consecration from a real 

bishop, gave episcopal orders to the ex-parish priest, 

Michael, and Michael consecrated his friend, Matthias, 

bishop and ordained several priests. The new Bishop 

Matthias of Kunwald then reordained his consecrator, to 

make him a true priest of the Brotherhood. This happened in 

1467 at the synod of Lhotka, near Reichenau, where also all 

those present were rebaptized. The breach with both 

Catholics and Utraquists was now completed, and the 

Brethren began to order their community on the model of 

"the primitive Church". The governing power centred in a 

council presided over by a judge. Four seniors, or elders, 

held the episcopal power. The priests had no property and 

were encouraged to celibacy. The strictest morality and 

modesty were exacted from the faithful. All acts subserv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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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luxury were forbidden; oaths and military service were 

only permitted in very exceptional cases. Public sins had to 

be publicly confessed, and were punished with ecclesiastical 

penalties or expulsion. A committee of women watched with 

relentless severity over the behaviour of their sisters. 

A new persecution quickly followed on the synod of Lhotka. 

The Brethren defended their cause in copious writings, but 

in 1468 many of them were imprisoned and tortured, one 

was burnt at the stake. The death of the governor George 

von Podiebrad in 1471 brought some relief. Brother Gregory 

died in 1473. From 1480 Lucas of Prague was the leading 

man. Thanks to him, and to toleration granted the Brethren 

by King Ladislaus II, the Brotherhood rapidly increased in 

numbers. By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re were 400 

communities. Pope Alexander VI's endeavour to reconvert 

the Brethren (in 1499) proved futile. About this time an 

internal feud in the "Unity of Brethren" led to a renewal of 

persecution. The Amosites, so called from their leader, 

Brother Amos, accused their more moderate Brethren of 

fomenting violent opposition to the Government in imitation 

of their spiritual ancestors, the Taborites. King Ladislaus II 

thereupon issued a decree prohibiting the meetings of the 

Brethren under heavy penalties. In many places, however, 

the decree was left unheeded, and powerful landowners 

continued to protect the Brotherhood. Once more the king 

resorted to milder measures. In 1507 he invited the chiefs of 

the Brethren to meet the Utraquists in conference at Prague. 

The Brethren sent a few rude, unlettered fellows unable to 

give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of the professors. The king 

regarded this as an insult and ordered all the meetings of the 

"Pickarts" to be suppressed, all their books to be burnt, and 

the recalcitrants to be imprisoned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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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ethren now began to look for foreign sympathy. 

Erasmus complimented them on their knowledge of truth, 

but refused to commit himself further. Luther objected to 

their doctrine on the Eucharist, to the celibacy of their 

clergy, to the practice of rebaptizing, and to the belief in 

seven sacraments. Brother Lucas answered in a sharp 

pamphlet and, having ascertained the low standard of church 

discipline among the Lutherans of Wittenberg, ceased all 

attempts at union. At the same time (1525) Lucas rejected 

the Zwinglian doctrines which some Brethren were trying to 

introduce. After the death of Lucas (1528) the government 

of the Brotherhood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men fond of 

innovations, among whom John Augusta is the most 

remarkable. Augusta reopened negotiations with Luther and 

so modified his creed that it gained the Reformer's 

approbation, but the union of the two sects was again 

prevented by the less rigid morals of the Lutherans in 

Bohemia and Moravia. Augusta pleaded for stricter church 

discipline, but Luther dismissed him, saying: "Be you the 

apostle of the Bohemians, I will be the apostle of the 

Germans. Do as circumstances direct, we will do the same 

here" (1542). Soon afterwards the Bohemian Estates were 

requested to join Charles V in his war against the Smalkaldic 

league. Catholics and old Utraquists obeyed, but the 

Bohemian Protestants, having met in the house of Brother 

Kostka, established a kind of provisional government 

composed of eight members, four of whom belonged to the 

Brotherhood, and appointed a general to lead the armed 

rebels into Saxony against the emperor. Charles's victory 

over the Smalkaldians at Muhlberg (1547) left the rebels no 

choice but to submit to their king, Ferdinand I. The Brethren, 

who had been the chief instigators of the rebellion, were now 

doomed to extinction. John Augusta and his associate, Jacob 

Bilek, were cast into prison; the Brethren's meetings were 

interdicted throughout the whole kingdom; thos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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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used to submit were exiled. Many took refuge in Poland 

and Prussia (1578); those who remained in the country 

joined, at least pro forma, the Utraquist party. Owing to 

Maximilian II's leniency and Protestant propensities, the 

Bohemian diet of 1575 could draw up the "Bohemian 

Confession of Faith" in which the principles of the Brethren 

find expression along with those of the Lutherans. Under 

Rudolph II (1584) persecution was again resorted to, and 

lasted with more or less intensity down to 1609, when 

Rudolph's Charter granted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to all Protestants. No sooner, however, did external 

oppression relent than internal dissension broke out in the 

Protestant ranks. The Consistory, composed of Lutherans 

and Brethren, was unable to maintain peace and un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Ferdinand II, after his victory over 

the rebellious Bohemians at the white Mountain near Prague 

(1620), offered them the choice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exile. Many Brethren emigrated to Hungary, but a greater 

number to northern Poland, where they settled in Lissa (now 

in Prussian Posen). Even to this day there are in that district 

seven communities calling themselves Brethren, although 

their confession of faith is the Helvetic. In Prussian Silesia 

there are also three communities of Brethren claiming 

descent from the Bohemian Brotherhood. 

　

約翰康門紐小傳
（本文轉載自http://www.nioerar.edu.tw/basis1/693/a37.htm）

林來發

康門紐(德文為Johann Amos Comenius其祖國的捷克文為
Jan Amos Komensky)於西元一五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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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現在捷克摩拉比亞(Moravia)東部恩格里西．普羅
德(Ungarish-Brod)的近郊尼布尼茲(Nivnitz)。這一年正是
西歐近世科學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發明溫
度計的一年，亦是被稱為近世哲學之父的笛卡爾(Rene 

Descartes 1596-1650)誕生的前四年。

康門紐的父親馬丁．康門紐（Martin Comenius）是屬於
摩拉比亞一致兄弟教會的虔誠教徒，在尼布尼茲經營麵
粉商業，家境尚屬小康；子女除了康門紐外，還有兩個
女兒。

康門紐出生不久，因為商業上的需要而舉家遷居於恩格
里西．普羅德。不幸其父於一六○二年留下十歲的康門
紐去世。不到兩年其母及兩個姊妹亦相繼去世，使康門
紐成為缺少家庭溫暖的孤兒。其後五年，不得不依靠修
特勞尼茲）Strassnitz）的伯母照顧，並接受初步的一般
學校教育。

一六○八年（十六歲），進入摩拉比亞兄弟會所辦，為
培養教會牧師及領導階級的普雷勞（Prerau）拉丁學校，
正式接受中等教育。兩年之後轉入德國拿騷（Nassau）
的黑爾本（Herborn）大學，在校肄業期間，不僅決心從
教會牧師工作，同時對教育方法的研究亦發生濃厚興
趣。當時黑爾本大學適有一位新進教授，在該大學任
教，對年輕學徒康門紐有莫大的影響；這位教授就是後
來於一六三○年編著出版百科全書的博學多才的學者阿
爾斯德多）Johann Heinrich Alsted 1588-1638）。據說康
門紐名著「大教授學」的許多重要觀念，均導源於阿爾
斯德多的主張。一六一二年康門紐尚在黑爾本大學就讀
的時候，拉德格（Wolfgang Ratke 1571-1635）曾發表其
聞名的學校教育改革論，受到耶拿（Jena）及基森
（Giessen）等著名大學的重視；據說康門紐亦從基森大
學的教授處獲得該項文獻，閱讀之後深受感動。一六一
三年，康門紐又轉學海德堡（Heidelberg）大學繼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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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但不知何故僅僅一年即束裝回國，年僅二十二歲。

康門紐回國之後，因年齡過輕而不能參加神職工作，不
得已前往其母校普雷勞拉丁學校任教。康門紐在黑爾本
大學求學時期對教育方法已有研究，尤其非常同情拉德
格的學校教育改革，現在既有機會參與實際工作，從經
驗中引證其理論，於是著手研究拉丁語教學，親自試編
教材，改進教學方法。兩年之後（一六一六年）出版拉
丁語入門一書，這是康門紐的第一本著作。

一六一六年，康門紐正式受命摩拉比亞兄弟會牧師，派
赴歐爾米茲（Olmutz）從事神職工作，任職兩年後調至
福祿•克（Fulneck），並兼學校的視導。在這一年（一六
一八年）舉行婚禮，對象為匈牙利籍。當時因宗教衝突
而引起的三十年戰爭雖已爆發，但戰火尚未蔓延至福祿
涅克，因此直至一六二○年的約三年之間，可說是康門
紐一生中最為安定與幸福的時期。他一方面專心於神職
的傳道工作及參與學校教育改革，同時為提高及充實附
近居民的生活，曾特地派人至匈牙利輸入蜜蜂，普及養
蜂事業。

一六二○年的年底，波希米亞新教徒大敗，西班牙軍入
侵福祿涅克，康門紐不能不攜眷跟隨兄弟會教徒避難。
逃難中不幸將私財及教學法有關的研究資料遺失殆盡。
此後五年，幾乎都在動亂的國內到處奔波，過著不安定
的生活；尤其不幸的是：戰亂期中瘟疫侵襲摩拉比亞，
其愛妻及兩個兒子染病相繼去世，真是禍不單行。

一六二五年，兄弟會為顧慮教徒的安全，特指派康門紐
及同伴二人，前往波蘭及其他各地，預作教會聖職者集
體逃亡的安排，兩年後始返摩拉比亞。翌年得到新教者
必須逃離摩拉比亞的命令，立即帶其續絃夫人(一六二四
年結婚)及岳父(前宗教法院院長)隨同教會同事逃往波蘭
的里薩(Lis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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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門紐到達里薩，即在當地的一所中學任教；一六三六
年升為校長，直到一六四一年應聘前往倫敦之前，約有
十二年過著比較安定的教學生活，同時陸續發表其論
著，名聲亦日漸增高；尤其所著「語學入門」及「大教
授學」，更是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語學入
門」完成於一六三一年，當年印行，成為劃時代的拉丁
文教科書，四十年代幾乎被翻譯成全歐洲各種不同語
文，被廣泛採用為學校教科書。「大教授學」是用捷克
文寫的，完成於一六三二年，原稿一直等到二百餘年之
後的一八四九年才被發現而公開出版；另有其自行翻譯
成拉丁文的稿子，完成於一六三九年，亦被棄於箱底，
直到一六五七年才列入其自編教育學全集的第一卷而發
表。

四　晚年生活

一六四一年，康門紐應英國友人哈爾特利布的邀請，離
波赴英。他本想在英國提倡其汎智體系（Pansophia），
並與朋友合作建立普及中心；但當時英國的國情遽然轉
變，動盪不安，已達內亂邊緣，他的理想無法實現，遂
於翌年）四二年）接受瑞典富商戴格爾（Ludgig de 

Geer）的邀請，前往瑞典。

他在瑞典滯留約七年，雖仍念念不忘其汎智體系的研
究，但由於戴格爾有約在先，盼能對教科書之編輯提供
具體改革意見，故除修訂「語學入門」外，僅於一六四
七年又完成其次於「大教授學」的名著「最新語言教授
法」。一六四八年，里薩的首席牧師逝世，康門紐被任
命為繼任人選，於是兼程趕回有第二故鄉之稱的里薩。

一六五○年春天，他又應匈牙利領主勒克齊（Rakoczi）
之聘請，前往薩諸士、帕達克設立新式學校。為博取市
民的瞭解與支持，他曾連續發表數次的公開演講，頗為
轟動；並於第二年（一六五一年）完成一本書，以新學
校的辦學方針和具體辦法為內容，書名「汎智學校的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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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一六五四年由於教會堅請他回里薩，故不得已離
開匈牙利。

一六五五年，瑞典與波蘭交戰，翌年波軍襲擊駐有瑞典
軍的里薩，康門紐又再度遭到戰亂之災，他的家財、手
稿、藏書均付之一炬。一六五七年輾轉逃抵荷蘭的阿姆
斯特丹，在戴格爾之子的接濟下，獲得暫時的安定；這
時康門紐仍未放棄研究新教學法的工作，終於在一六五
八年完成世人所稱頌又被公認為教科書最早採用圖畫的
「世界圖繪」（Orbis Pictus） 。此書出版後先後被歐洲
國家譯成十二種語文，少數亞洲國家也有譯本流行，並
且流傳幾達二百年之久，直到一八一○年紐約市尚有美
國版發行，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及影響之大。一六七○
年十一月十五日，康門紐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客死異邦。

　

康門紐話語摘錄
（本文摘自http://www.aboutbible.net/chr/C.04.

ATitrationOfChristian.doc）

相爭-在哲學，宗教，政治的領域-是那麼激烈，如果 靠
我們努力，實在沒有和好的餘地。但有上帝萬有的根 

基，靠祂才有尋得和好的可能。因為神是同一位萬有的 

神，一向如此：祂的大地無私的負載著我們，雖然我們
盼望在我們的仇敵腳下開口，吞滅他們。...神是萬有的
神，不論祂說甚麼，祂向所有願聽的人同樣說話。

如果我們注意自己的規條，書籍，工作，有千萬不同的 

方向和方法，我們絕沒有和好的可能。但如果我們尊重 

敬畏接受神對我們生活的意見，和好就非常容易。

那頓（Nar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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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頓是荷蘭阿姆斯特丹市郊的小城市，城中有為紀念康
門紐而建的博物館。館中有關於康門紐的影片介紹，使
人認識這位傑出的神學家和教育家。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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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改教運動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十七篇　荷蘭改教運動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概述

2. 荷蘭改革運動

3. 加爾文主義與

亞米紐斯主義之

比較

4. 多特信條

5. 廷德爾小傳

二、歷史景點

1.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2. 來頓（Leiden）

3. 烏特勒支

（Utrecht）

4. 維爾福德

（Vilvoorde）

5. 海牙

6. 鹿特丹

三、討論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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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爾文與亞米

紐斯之爭

2. 荷蘭在改革運

動中的地位

歷史概述

1. 荷蘭改教運動簡史

荷蘭由17個隸屬西班牙統治的行省組成，範圍包括了今

日的比利時與荷蘭。路德的思想很早就進入了荷蘭，瓦

勒度派、門諾派、共同生活弟兄會、神秘主義、人文主

義、和加爾文等新教各派，都在這裡得到發展。1555年

查理五世退位，將西班牙、荷蘭及義大利境內西班牙屬

地的統治權，授與其子腓力二世。腓力二世為了要使荷

蘭與西班牙在政治與宗教上齊一，不僅將實權交給以紅

衣主教格蘭維拉（Granvella）為首的樞密院，並且令西

班牙宗教裁判所，在荷蘭執行消滅異端的任務。此舉引

起貴族與中產階級大為不滿，武裝起義由此爆發。率領

起義的是奧蘭治親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又被稱為

沉默的威廉（William the Silent）。1572年，起義軍奪得

布利爾省（Brill），荷蘭主要的大城如西蘭

（Zealand），弗立斯蘭（Friesland）以及烏特勒支

（Utrecht）紛紛響應。經過了長期的交戰，荷蘭北部七

省終於在1581年成立了省會聯邦（United Provinces）。

1609年，戰事結束，荷蘭邦聯獲得自主權，並於1648年，

獲得西班牙承認其獨立。

在此革命期間，加爾文派的教會亦逐漸在荷蘭成形。他

們採用長老制度，海德堡教義問答（Heidelberg），和比

利時信條（Belgic Confession）。1571年，全國總議會在

荷蘭境外的艾姆頓（Emden）舉行。1573年，奧蘭治的威

廉接受了加爾文主義。因著通商貿易的精神，以及在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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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過程中對鄰國援助之需要，荷蘭的抗議宗對於各種不

同的新教信仰極為寬容。他們允許天主教徒自由居住與

謀生，允許重浸派信徒公開聚集，使得荷蘭成宗教逼迫

之人的避難之處。

2. 門諾會簡述（Mennonites）

門諾西門（Menno Simon）生於1492年，原本是一位天主

教的神父。門諾自述，他24歲在北荷蘭的鄉村中當天主

教的神父時，從未碰過聖經，對餅杯也沒有認識。當他

開始研讀聖經後，便發現天主教的許多積習，都不符合

聖經教訓。因此，他在1530年脫離了羅馬天主教，成為

自由的福音派傳道人。之後，門諾聽見了重浸派遭逼迫

一事，深感稀奇。他殷勤查考聖經，發現聖經從未提及

嬰兒洗禮。1536年，門諾遇見了一些重浸派信徒，他們

敬畏神，過清潔的生活，將閔斯特的暴力事件視為畏

途，厭惡世人的宗派紛爭，只單純的傳揚福音，並背負

十字架。在他們的請求下，門諾加入了他們，堅負起牧

養群羊的責任。1537年開始，門諾四處探望並加強這些

分散各地的信徒，將他們再度召聚起來，建立教會。門

諾自述：「我將身體和靈魂，都交在主的手中⋯照著神

的聖言，給人施浸，盡自己的一點點恩賜，為主作工，

建造祂的聖城和聖殿，把失落了的石頭搬回原來該擺放

的位置。」門諾反對以暴力對抗逼迫，他認為信徒應在

這些沉重的試煉與苦難中，藉著基督的恩典，彰顯神的

性情；使那些自稱是基督徒的神學家，以及那些流人血

的暴君蒙羞退後，站立不住。門諾在荷蘭勞苦作工，

1543年，門諾被人誣告為不法之徒，迫使他離開荷蘭四

處漂泊。幾年後，他獲得了阿福德（Count Alefeld）伯爵

的庇護，得以在和勒斯坦（Holstein）的弗瑞森堡

（Fresenburg）居住，並在那裡為重浸派信仰出版辯護文

字。這些出版品使得當權者對重浸派信仰稍有認識，因

而緩和了對其的逼迫，使信徒獲得一些聚集的自由。

1559年，門諾在弗瑞森堡平安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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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爾文派與亞米紐斯派的神學之爭

十五世紀中，荷蘭獨立運動結束，神學之爭立即在更正

教會中展開。主要的分歧在於神學家們在選召和救恩的

真理上意見分歧。一派以加爾文為首，主張無條件的選

召和有限的救贖基督（基督只為選召者死）。另一派以

來頓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的神學教授亞米紐斯

（Jacobus Arminius）為首，反對加爾文的觀點，這一派

又被稱為「抗辯派」（Remonstrants）。

亞米紐斯於1576年至1582年在黎頓大學受教，後被送至日

內瓦深造。1588年，他回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任

牧師一職，不久後便進入來頓大學教授神學。身為一位

神學教授，亞米紐斯必須回答許多關於神的定旨與選召

方面的神學問題。因此他開始質疑加爾文神學中的無條

件選召，以及人對救恩的責任。這樣的爭論首先是在黎

頓大學校內，隨即蔓延至整個荷蘭更正教。加爾文派認

為，人是全然墮落敗壞的，全然受罪的轄制，在得救的

事上毫無用處。神在人墮落之前，已經豫定好那些人蒙

揀選。在人墮落之後，神就將得救的恩典僅賜給那些蒙

揀選的人。亞米紐斯則是認為，人因著亞當犯罪而軟

弱，但人有自由的意志揀選屬靈的事。神並沒有在人墮

落以先，就豫定揀選某些人。人的墮落乃是自由意志選

擇的結果，在人墮落之後，神才進行揀選。

亞米紐斯死後，艾頓波加特（Johan Wtenbogaert）接續他

的工作，繼續發展其觀點。1610年，在官員阿爾頓巴內

威（Johan van Olden-barneveldt）的支持下，艾頓波加特

發表了宣告其信仰的「抗辯宣言」。抗辯宣言有五條：

一，相信耶穌的救恩者可以得救；二，基督為所有的人

死；三，聖靈幫助人行真正的善；四，人可以抗拒神的

救恩；五，基督徒有可能失去其救恩。因著這個宣言，

他們得了「抗辯派」之名。抗辯派有荷蘭省長阿爾頓巴

內威的支持；人數居優勢的加爾文派，則有阿爾頓的政

敵─莫理斯（Stadholder Maurice，1588-1625）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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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神學上的爭執，很快就演變成了政治之爭。莫理斯

主張召開國家會議，解決加爾文與亞米紐斯派的爭執。

但是省長阿爾頓卻以各省獨自處理宗教事務為由，拒絕

莫理斯的提議。1618年，莫理斯成功發動政變，逮捕了

阿爾頓巴內威，並且隔年將他處決。政治上的勝利，使

得加爾文派隨即召開「多特會議」（The Synod of 

Dort）。該會議是改革宗教會有史以來最大的會議，來

自荷蘭、英國、德國、瑞士等地的改革宗教會均出席參

加。會議中一致通過拒絕亞米紐斯的決案，並《比利時

信條》和《海德堡教理問答》，做為荷蘭改革宗教會共

用的教義準則。

　

荷蘭改教運動
（本文摘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ChristianClassics/history/big5/main.htm）

在改革宗（Reformed Church）方面，不同地區的教會在

神學上原是非常統一的。不同的地區雖然有自己採用的

信條，但這些信條都是大同小異的。然而在十六世紀後

期，改革宗內的神學爭論首先在荷蘭出現。荷蘭教會所

採用的是主後一五六一年草擬的《比利時信條》及主後

一五六三年草成的《海德堡信條》。這兩個信條經過裏

敦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教授容力斯修訂後，被荷

蘭教會正式在安特威（Antwerp）議會、伊頓（Emden）

議會、多特（Dort）議會通過接納為荷蘭教會的信仰依

據。然而當教牧人員廣泛地討論這些信條內容的時候，

問題便開始出現了。當時裏敦大學的一位教授高馬勒斯

（Gomarus）與一些教牧人員在解釋神永恆的旨意及諭令

上發生爭執，高馬勒斯認為神揀選及救贖的計劃在瓷創

造及人墮落以先，已經定下。而與他爭辯的一些教牧人

員卻認為神的揀選及救贖計劃是在人墮落後才定出的。

兩派在各持己見中，邀請新任神學教授的亞米念（Jacob 

Arminius, 1560-1609 A.D.）主持公道。經過一番研究，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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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念不單否定高馬勒斯的看法，就是連那些教牧人員的

看法，他也不能支援，他根本便否定無條件的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這樣一來，整個荷蘭的教會

便像經歷地震一樣，一場激烈的神學爭辯便告展開。一

方面，根據加爾文派的傳統信仰，神揀選這人，不揀選

那人完全是出於神的美意，與人本身的態度、決志無

關，就是在某人出生以先，神已經揀選了他。另一方

面，按亞米念的看法，人之所以得救，被神揀選，是因

為他願意承認自己的過犯，接納神的恩典。

漸漸的，跟隨亞米念的人也不少，在荷蘭形成一種勢

力。荷蘭王企圖以政治的權力確立純正的加爾文主義，

而亞米念派卻極力相抗。當荷蘭王要求境內信徒接受國

家所採用的信條，亞米念派便立刻草擬《抗辯信約》

（Remonstrance），內容有五大點：（一）有條件的揀

選﹔（二）無限的贖罪，亦即是說，神的救贖本來是要

給每一個人，只要人肯接納瓷的救贖，他便能得救。

（三）人性部分敗壞，就是說人的墮落沒有完全破壞在

人裏頭的神的形象，人雖然敗壞，仍保留對神感應的能

力﹔（四）神恩典可能被抗拒，即是說，當神的恩典臨

到人時，人可以拒絕接受神的恩典。神不會用瓷的大能

使人對瓷的恩典無可抗拒﹔（五）聖徒可能從恩典中失

落，亦即是說重生之後，不保証他絕不會再失落。

面對這五點抗辯，荷蘭政府立刻召開多特會議，這會議

不單召集荷蘭教會的領袖，也召集了所有改革宗的教會

領袖，為要對應亞米念主義。會議的結果當然是亞米念

主義被完全否定，不少亞米念主義者被逐出教會，議會

重新確立《比利時信條》及《海德堡信條》的信仰。而

著名的加爾文主義五特點（Five-points of Calvinism）便是

這時開始盛行於改革宗教會的，這五點針對亞米念主義

的五點抗辯的：（一）神的無條件揀選﹔（二）有效救

贖﹔（三）人性完全敗壞﹔（四）神的恩典無可抗拒﹔

（五）聖徒確保不在恩典中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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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及改革宗內部的神學爭論使他們的信仰表達趨於

嚴謹精細，看重推理，因而漸漸變得僵化，缺乏活力，

與路德及加爾文時代那種充滿生命體驗及活力的神學真

是大不相同了。基督教的神學於是便進入一種經院式的

形態中，而十七、十八世紀的所謂"正統主義"在當時很多

人的心目中是一種了無生氣的神學思想，使本來親切而

切實的信仰變成客觀、抽象的體系：這體系在日後也造

成相當嚴重的後果。

　

加爾文主義與亞米紐斯主義之比較
（本文摘自http://cool.ccim.org/htdocs/Ccool.

nsf/0/21EE39483C657EB485256C0C007F2367?OpenDocument）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基督教在改革宗信仰裏已表現得最

為完美透徹。改革宗最大的特點是加爾文主義五特點的

範圍內，此五點清楚的闡明聖經內救贖方式的教導。只

有當我們把這些真理看為一密不可分的整體時，我們才

會真正的明白並欣賞基督教系統內所有它本身的力與

美。

由於許多基督徒沒有堅固的信仰，且許多教會所呈現的

只是基督教表面的型態，以致於他們無法真正看見在基

督教裏面邏輯而始終一貫的系統。一般只承認自己是基

督徒的人，僅知道神愛他並知道他的罪已得赦免是不夠

的，他應該瞭解，他是"如何"及"為什麼"被救贖的？又神

的救贖是如何地在他身上成就？而這問題在加爾文主義

的五特點中有系統的說明。

在歷史方面來說：加爾文五特點為長老會、改革宗教

會，及許多的浸禮派教會所支援，而亞米紐斯派的五要

點為循道會、路德宗，及許多浸禮派教會所支援。

亞米紐斯派的五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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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意志或人的能力

人的本性雖然因亞當的墮落而受到嚴重的影響，但是人

類並沒有墮落到靈性上完全無望的光景。神固然施恩幫

助罪人悔改與相信；然而他如此行，並沒有干涉到人的

自由。每一個罪人都有自由意志，所以他永恒的命運，

乃是要看他自己如何運用他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也包

括他怎樣在屬靈的事上，選擇善而撇棄惡，他的意志並

不受他有罪的本性所轄制。罪人自己能夠與神的靈合作

而得以重生，或是拒絕神的恩惠，以至滅亡。失喪的罪

人需要聖靈的扶助，然而他必須先相信然後才能得永

生，因為信心是人自發的行動，是在新生之先。信心是

人給神的禮物；是人對自己救恩的貢獻。

（二）有條件的揀選

神在創世以前揀選某些人來獲得救恩。是基於他預先看

到這些人會對他的呼召發生反應。他只揀選那些預先曉

得他們會自己自由地來相信福音的人。揀選因之是按照

人將要行的而決定，或是按照人的動作為揀選的條件。

神所預見的人的信心，為神所揀選的根由；這信心不是

神所賜給罪人的（不是聖靈重生人的能力所創造的），

卻完全是從人的自由意志而來。因之，誰會誰不會相信

以致于蒙揀選而得救，完全是在於人自己。神只揀選那

些他知道會出於他們自由意志來揀選基督的人。因此，

救恩的首要因由乃是罪人揀選基督，非真神揀選罪人。

（三）普世的救贖或普泛的贖罪

基督贖罪的工作使人人都有得救的可能，然而並沒有為

任何人取得了救恩。基督雖曾為眾人，為人人死了，但

只有那些相信他的人，才真的得救。他的死使神可以赦

免罪人，條件是他們必須相信，但是他的死並沒有在實

際上除去任何人的罪孽。基督的救贖，只在人接受時，

才會發生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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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可以成功地拒絕聖靈

凡在耳中聽見福音的人，聖靈也在他們的心中呼召他

們；他也盡可能使每一個罪人來得救恩。然而人既然是

自由的。他能夠成功地拒絕聖靈的呼召。人若不相信，

聖靈就不能叫人重生；信心（即人自己的貢獻）是先于

新生，也是因為信心而使他的新生變為可能。因此，人

的自由意志，限制了聖靈將基督拯救的功效加給人。"聖

靈只能吸引那些讓他吸引的人，來到基督面前。罪人若

不響應，聖靈就不能賜生命。神的恩惠因之並不是無法

抗拒的；卻是時常被人拒絕或阻止的。

（五）信徒能從恩惠中墮落

已經相信真正得救的人，若不自己守住信心，是會失去

他們的救恩。

某些亞米紐斯派的人並不同意這一點。他們相信信徒在

基督裏是永遠安全的--即罪人若已重生，就不會失喪。

亞米紐斯派的論點：救恩是由於神（他主動）及人（他

必須響應）合起來努力而作成）--但人的反應為決定性

的要素。神為所有的人安排了救恩，但他所安排的，只

有在人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揀選"與神合作，並接受神

所賜的恩惠，才為有效。在決定性的一刻，人的意志卻

是最重要的角色；因此，是人而不是神來決定誰將是接

受救贖恩賜的人。

多特大會所拒斥的教條：以上即所謂"抗義書"中所包含的

思想系統（雖然五條並沒有按次序列出），為亞米紐斯

派於一六一○年呈於荷蘭教會當局，並要求教會所採取

接納此教條，但於一六一九年被多特大會所拒斥，理由

是：這些教條並不合於聖經的教訓。

加爾文主義的五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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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全然敗壞或不能自救

由於亞當的墮落，全人類都不能靠自己而發生得救的信

心來相信福音。罪人對神的事情是死的，是盲的，是聾

的；他的內心充滿了虛妄，而且已經絕對腐敗。他的意

志並不自由，卻是受著邪惡本性的束縛。因之，他不

會--也不能--在屬靈的方面選擇善而撇棄惡。結果，罪人

必須有聖靈的扶助才會來到基督面前--乃是聖靈使罪人

重生之後，他才會活轉過來，也是聖靈自己賜他有新的

本性。信心並不是人自己對於救恩的貢獻，卻是神所賜

予人的救恩之一部分--是神給罪人的恩賜，非罪人給神

的禮物。

（二）無條件的揀選

神在創世以前揀選某些人來得救恩，完全是出於他自己

至尊無上的旨意。他特別揀選某些罪人，不是基於預見

他們的反應或順服，如信心、悔改等。反之，乃是神將

信心與悔改賜給那些他已選上的人。信心與悔改乃神揀

選的效果，非因由。因之，揀選並不是由於神預見人本

有的品德或善行而決定的，品德與善行也不是神揀選的

條件。凡神按他自己至尊無上的主權所揀選的人，他又

藉著聖靈的能力而使他們來衷心接受基督。因此，救恩

首要的因由乃是神揀選了罪人，非罪人揀選基督。

（三）特選的救贖或有限度的贖罪

基督救贖的工作只為了要拯救已蒙選上的人，而且在實

際上已為他們取得了救恩。他的死乃是為某些特別蒙選

的罪人代受罪的刑罰。基督的救贖不單是除去了他百姓

的罪，而且也為他們獲取了全部的救恩，其中包括那些

使他們與他聯合的信仰。信仰的恩賜已由聖靈牢靠地加

給那些基督已為他們死了的人，因此也就是說保證他們

的救恩永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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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靈有效的恩召或不可抗拒的恩惠

聖靈不但是對於那些聽見福音的人給予外在的呼召，而

且對於那些已經蒙選的人，給予內在的特別呼召，由於

這個特殊的恩召而使他們終于而必然獲得救恩。外在的

呼召（乃是向人人而發，並沒有分別）是能夠被拒絕

的，且時常被拒絕；然而內在的呼召（乃是向蒙揀選的

人所發）是不能被拒絕的，因之終於會使他們悔改。由

於這個特殊的不能抗拒的恩召，聖靈吸引罪人來到基督

面前。當聖靈將救恩加給人時，他並不受人的意志所限

制；他工作的功效也不靠人的合作。聖靈特別施恩扶助

蒙選的罪人，並使他們合作、相信、悔改、並衷心願意

來到基督面前。因之神的恩惠是無法抗拒的；凡蒙神恩

寵的人，結果一定會得著救恩，且絕不失效。

（五）聖徒永遠得蒙保守或聖徒的恒忍

凡蒙神所揀選、被基督救贖，並由聖靈賜與信心的人，

要永遠得救。他們蒙全能神的大能所保守，因此他們所

得的救恩永遠不會失去。

加爾文主義的論點：救恩是由於全能的三一真神的主權

所成就的。聖父揀選的一班人，聖子為他們而死，聖靈

使基督的替死在他們身上發生功效，又叫他們相信悔

改，因之而使他們衷心願意來順服福音。整個救恩的過

程（揀選、救贖、重生）都是神的工作，而且完全是出

於神的恩惠。因此，是神而不是人決定誰將是接受救贖

恩賜的人。

多特大會所堅忍的信仰：以上是多特大會於一六一九年

所肯定的，認為是合乎聖經中救恩教訓的思想系統，這

系統於當時即形成了"五要點"（即以此來駁斥亞米紐斯派

所提出的五條）從那時起，這個神學系統一直被稱為"加

爾文主義五基要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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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信條
（本文轉載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ReformationTheology/refaith/big5/CHAP12.html）

一、 論神的主權

第一條：因眾人在亞當裏都犯了罪，受咒詛，當受永

死，所以神若令眾人滅亡，因罪的緣故而被定罪，他也

不算不公義。根據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三19說："好塞住各

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又在23節

說："因為世人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又羅馬書六23

節說："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

第二條：但"差遣他的獨生子到世間來，神的愛在此就顯

明瞭，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壹四

9；約三16。

第三條：為了使人相信，神便在他自己所定的時刻，本

著他的恩慈，將傳這大喜資訊的使者，差派到世界各

地；借著他們的傳講，使預先所定下的人悔改並相信釘

十字架的基督。羅馬書十14-15："然而人未曾信他，怎樣

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

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

第四條：神的忿怒常在那些不信此福音的人身上。但那

些憑真實活潑的信心接受福音，並相信救主耶穌的人，

卻蒙他拯救，脫離神的忿怒，脫離死亡，並得到加在他

們身上的永生恩賜。

第五條：這不信以及其他眾罪的原因（或罪孽），並不

在於神，乃在於人自己；然而那些相信耶穌基督，並因

他而得救的人，乃是神白白的恩賜，因為經上記著

說："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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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乃是神所賜的。"（弗二8）"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

以信服基督"（腓一29）等等。

第六條：有些人從神領受了相信的恩賜，有些人則否，

這都是出於神永遠的定旨，"這話是從創世以來，顯明這

事的主說的"（徒十五8）。"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

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弗一11）。神按著這定旨，

本著慈愛軟化選民的心，不拘他們如何固執，也使他們

相信；而任憑那些未蒙揀選者，為他們自己的邪惡與硬

心受神公義的審判。在此特別顯示，那共同陷入滅亡中

的人所有深奧的真理，即慈愛與公義的區分，或說揀選

與遺棄的定旨，這定旨乃啟示在神的話語中，雖然那些

謬妄、不潔與不堅固的人對神的定旨加以強解，就自取

敗壞，可是對聖潔與敬虔的人，卻給予不可言喻的安

慰。

第七條：揀選是神不變的旨意，借此神在創立世界以

前，只是出於他的慈愛，按著他主權的美意，從全人類

中，就是由於自己的錯謬而墮落的人中，即那些從他們

原始無邪的狀態，而墮入罪惡與敗壞中的全人類中，他

揀選一定的人數而得基督的救贖，這位基督就是從永恒

神所派定的選民的中保與元首，並為選民得救的根基。

此被選的人數，雖然在本性上比別人沒有強到那裏，也

不配，反陷於共同悲慘的命運中，可是神卻定意將他們

給予基督，被他救贖，有效地呼召他們並吸引他們，借

著聖經和聖靈與神有交通，賜給他們真實的信心、稱義

與成聖，在與他兒子的交通上得蒙全力的保守；最後，

為彰顯他的慈愛，並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贊，就使他們

得榮耀；正如經上記著說："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

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

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預定我們

借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

贊；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弗一4-6）。又

在別處說："預先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7.htm (13 of 49)3/5/2005 6:38:33 PM



荷蘭改教運動

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八30）。

第八條：對那些在舊約和新約之下得救的人予以揀選的

定旨，並非有什麼不同，新舊約只有同一個定旨；因為

聖經宣稱神所喜悅、所預定的旨意只有一個，按此旨

意，他從永遠揀選我們得恩典與榮耀，得拯救並得救之

法，就是他所按排我們要行在其中的。

第九條：此揀選並非根據預先所見之信，以及信心的順

服、聖潔，或在人裏面看見任何其他美好的品格與氣質

作為得救所依靠的先決條件；因此神的揀選才是各種得

救後的美德，即如從此而來的信心、聖潔以及其他得救

的恩賜，最終得著永生作為蒙選的果效，按著使徒保羅

所說："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已經......而

是），使我們在他面

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弗一4）。

第十條：神的美意乃是此恩慈揀選的惟一原因，這並不

在乎神揀選一些人，是出於人行動中一切可能的品格，

作為得救的條件；而是出於他樂意從罪人的群眾中，收

養某些特作自己的子民，如經上記著說："雙子還沒有生

下來，善惡還沒有作出來"等等；又對利百加說："將來大

的要服事小的。"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

是我所惡的"（羅九11-13）。"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

了"（徒十三48）。

第十一條：神既然是全智、不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的，所以他所作的揀選，既不能受挫，也不能改變、收

回或作廢；選民既不能被遺棄，人數也不能被減少。

第十二條：在適當的時候，蒙選召的人，對於他們永遠

與不改變的揀選，會有不同程度與各種大小的確據，這

並不是由於好奇問難地窺探神隱秘和深奧之事而來，乃

是由於他們聖潔、屬靈地觀察到自己裏面有聖經所指出

蒙揀選的確實果子而來，即如在基督裏真實的信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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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般的敬畏，為罪的憂傷，飢渴慕義等。

第十三條：這蒙揀選的意識與確據，會叫神的兒女每日

在神面前更謙卑，更贊美他的深恩厚愛，並潔凈自己，

就是更要報答他首先向他們所彰顯如此的大愛。想到此

揀選的教義，決不會叫人忽視神的命令，或沈緬於肉體

上的安全；反而由神公正的審判看來，這些乃是那些不

行選民之道的人，對揀選之恩存輕率的假設，或存虛妄

的與放肆的輕薄所得的結果。

第十四條：神按其至智旨意揀選的教義，既然由先知、

基督自己與眾使徒所宣佈，並清楚地在舊新約聖經中啟

示出來了，所以仍須在神的教會中，適時適地予以發

表，因為這是特別為教會預備的，不過我們如此行時，

應存敬畏的心，以分辨虔誠的態度，為求神至聖之名的

榮耀，來鼓勵並安慰他的子民，而不要虛妄地企圖去查

考至高者的隱秘作為。徒二十27；羅十一33-34；十二3；

來六17、18。

第十五條：我們之所以特別注意並推舉揀選之永遠與白

白的恩典，乃是因為聖經明明的見證，並不是所有的

人，乃是一些人蒙揀選；而其他的人由於永恒的定旨被

遺棄，這些人都是出於神的主權，極公義、無可指摘與

不變的美意，預定了將他們棄置於他們自願投入的悲慘

境域中，並不將得救的信心與歸正的恩典賜給他們；反

而在他公正的判斷中任憑他們自行己路；最後，為了宣

揚他的公義，永遠定他們的罪又刑罰他們，這不僅是因

為他們的不信，也是因為他們的原罪及由原罪所生的本

罪。這就是遺棄的預旨，這決不使神成為罪惡之源（連

有這種念頭也是褻瀆的），反而宣佈他是可畏的、無可

指摘和公義的審判者與報複者。

第十六條：那些尚未被神有效地造成以及未經歷在基督

裏活潑的信心、內心有確切把握、良心的平安、象兒子

一般誠懇的順服、和借基督榮耀神以神為樂的人，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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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使用神所指定的這些蒙恩之道（法），在我們裏面

生發這些恩賜，不該為了以上所提的遺棄而驚慌，也不

應該把自己列入被棄者之中，乃當殷勤恒常使用這蒙恩

方法，並存著熱望，敬畏謙虛地等候更豐盛恩典的時期

來到。凡誠心願意歸向神，惟願討神喜悅，並願身體脫

離死亡，還沒有到達所盼望聖潔與信心程度的人，更不

必因遺棄的教義而驚懼；因為慈愛的神已經應許，將殘

的燈火他不吹滅，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但是這教義對

那些忽視神與耶穌基督，沈緬於世界和肉體快樂，尚未

誠懇歸向神的人，才真是可怕的。

第十七條：既然我們是從神的話語來辨明神的旨意，而

神的話證明信徒的兒女是聖潔的，不是由於他們的本

性，乃是由於他們同父母所承受的恩典之約，所以愛神

的父母，當神按其美意將他們的子女於嬰孩時期召去

時，決無理由懷疑他們的蒙選與得救。

第十八條：對那些因揀選白白的恩典，與遺棄公正的嚴

厲而抱不平的人，我們要象使徒保羅回答說："你這個人

哪!你是誰，竟敢向神強嘴呢?"（羅九30）又引證我們救

主的話說："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太二

十15）因此，對這些神秘要存聖潔景仰的心，我們要用

使徒保羅的話驚嘆說："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

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

他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

是本於他，依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

遠。阿們!"（羅十一33-36）。

關於揀選與遺棄的真實教義已經解說了；總的來說是反

對以下的錯謬：

一、有人教導說：神的旨意是拯救那些要相信並在信上

堅持而順服的人，這是揀選人得救的整個與完全的預

旨，關於此預旨在神的話語中並未啟示其他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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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些欺騙的話明明與聖經相反，聖經說神不但拯救

那些要相信的人，他也從永遠揀選某些特定的人，超過

別人，到了時候要賜給他們在基督裏的信心與恒忍；正

如經上記著說："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

明與他們"（約十七6）。"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徒

十三48）。又說："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

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弗一

4）。

二、有人教導說：神揀選人得永生的種類不同：有一般

的與不確定的，有特殊的與確定的；而後者照樣是不完

全的，可反悔的，不確定的與有條件的，或是完全的不

可反悔的，確定的與決定的。同樣，有一揀選得信心，

另外是揀選得救，所以揀選可以得到稱義的信心，未必

是確定的而得救。

以上這些都是人心的幻想，是不照聖經而有的發明，以

此來敗壞揀選的道理，並破壞了我們救恩的金鎖鏈："預

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八30）。

三、有些人教導說：神的美意與目的（論此聖經在揀選

的教義中提到）並不包括在揀選中，說神揀選某些人而

遺棄某些人，乃是說他從可能的條件下揀選人（在其中

也有律法的行為），或從事物的次序中揀選，從信心的

作為上揀選；同時因其不完全的順服作為得救的條件，

而神要恩慈地考慮這些，作為完全的順服，並且認為值

得永生的賞賜。

這種錯謬的說法破壞了神的美意與基督的功勞，使之失

去效力；而人從恩慈的因信稱義，並從聖經的單純性，

被無用的問題而奪去，而使徒保羅的宣稱被認為是不真

實的："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

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

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提後一9）。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7.htm (17 of 49)3/5/2005 6:38:33 PM



荷蘭改教運動

四、有些人教導說：因信蒙選的條件事先已經要求了，

即是說人應當正確用此自然之光而敬虔、謙卑、溫柔而

配得永生，正如這些事才是揀選所靠賴的。

因為這正是伯拉糾所教導的，與使徒的教義正相反，保

羅寫著說："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

欲，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

別人一樣。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

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

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

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

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

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

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

誇"（弗二3-9）。

五、有些人教導說：並不是每一被選得救之人是不變

的，乃是有些被選之人，雖有神的預旨還是滅亡，而且

真的滅亡。

由於這種大錯，而使神成為可改變的，並破壞了敬虔之

人從他們蒙選的可靠中所得的安慰，而且與聖經相衝

突：聖經教導說，蒙揀選之人永不能隨流失去（太廿四

24）；基督永不能失落父所賜給他的人（約六39）；而

神也榮耀他所預定、所召、所稱為義的人（羅八30）。

六、有些人教導說：神並沒有僅憑他公義的旨意，決定

任憑人留在亞當的墮落中，與被定罪的共同情況中；或

遺棄什麼人，以致得不到信心與歸正所必需的恩典上的

交通。這種說法是錯謬的，因為有神確定的預旨："神要

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羅九

18）。耶穌又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

道，不叫別人知道"（太十三11）。同樣："耶穌說，父

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

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啊，是的，因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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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意本是如此"（太十一25-26）。

七、有些人教導說：神為什麼把福音傳給一個人，而不

給另外一個人，並不僅是出於神的美意，乃是由於一個

人比另外一個人更好，並更值得接受福音的事實。

這種說法也是錯謬的，有摩西對以色列所說以下的話所

反對："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屬耶和

華你的神。耶和華但喜悅你的列祖，愛他們，從萬民中

揀選他們的後裔，就是你們，象今日一樣"（申十14-

15）。基督說："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啊，你有禍

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羅、西頓，他

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太十一21）。

二、 論基督死和人借此所得救贖

第一條:神不僅極其慈愛，他也極其公義。他的公義要求

（正如在他的話語中所啟示的），凡是敵擋他無限尊嚴

的罪應受刑罰；不但身體靈魂應受今生的，而且要受永

遠的刑罰；這刑罰除非神的公義得到滿足，是不能逃脫

的。

第二條:既因我們自己不能補償，也不能救自己脫離神的

忿怒，所以他由於無限的慈愛，樂意賜下他的獨生子作

我們的保人，成為罪，為我們受了咒詛，並替我們補償

了神的公義。

第三條:神兒子的死是為罪所獻唯一的和最完全的祭與補

償；它有無限的價值，足以補償全世界的罪。

第四條:由此可見基督之死的無限價值與尊嚴的理由，乃

因受死者不僅是一真實的人與一完全的聖潔者，而且是

神的獨生子，與聖父和聖靈有同一永遠與無限的本質，

這本質使他有資格作我們的救主；又因為他是本著為我

們的罪、擔當我們的罪，而受神的忿怒與咒詛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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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此外，福音的應許乃是：凡相信釘在十字架上的

基督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此應許以及吩咐人悔

改相信的命令，應當毫無區分地向萬國萬民宣揚公佈；

因神出於他的美意，樂意把福音賜給他們。

第六條:許多蒙福音呼召而不悔改，也不相信基督，反倒

在不信中滅亡；這並不是由於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獻的祭

有任何缺失或不足，乃要完全歸罪於他們自己。

第七條:但凡真實相信，並借基督之死從罪惡與滅亡中得

蒙拯救的人，只是由於神在基督裏從永遠賜給他們的恩

典才得此救恩，並非由於他們自己的任何功德。

第八條:因為這是父神主權的旨意，與極恩惠的意願與目

的，叫他兒子極寶貴之死的複蘇與拯救的效能臨到所有

選民，將稱義信心的恩典唯獨賜給他們，借此使他們確

實得救；那就是，神的旨意乃是叫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

的血，堅固了新約，並有效地從各民、各族、各國中拯

救那些（唯獨那些）從永遠蒙選召的人得救，就是聖父

所賜給他的那些人；他又賜給他們信心，這信心連同聖

靈所有其他的恩賜，都是他借他的死所買來的；又除掉

他們的原罪與本罪，不拘是他們相信耶穌以前還是以後

所犯的罪，都一併清除；並且既然信實地保守他們到

底，就至終無瑕無疵，把他們帶到神面前，得享永遠的

榮耀。

第九條:這一個對選民的旨意是從永遠的愛所發出的，從

世界的起頭直到今日已經具有權能地完成了，以後要繼

續完成；雖然有陰間權柄所有無效的反抗，但選民在預

定的時候就被集合成為一體，成為信者所組成的教會，

這教會的根基就是基督的血。這教會要以堅貞的愛來愛

他，並忠實地服事他們的救主，他如新郎為新婦在十字

架上捨命，並在今世直到永遠贊頌他。

此真實的教義已解釋清楚，總會反對以下錯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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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些人教導說：父神曾預定他的兒子死在十字架

上，並沒有確定的預旨去拯救任何人，所以基督由他的

死所賺來的必須性、恩益與價值已經存在，並在其各部

分中保持完整，甚至所賺來的救贖向來未用在任何人身

上也是這樣。

這說法是藐視父神的智慧與耶穌的功勞，並與聖經相衝

突。救主耶穌曾說過："我為羊捨命，我也認識他們"（約

十15-27）。關于救主，先知以賽亞說："耶和華以他為贖

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

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賽五十三10）。最後，這也與我

們的信條相衝突：根據這信條，我們相信聖而公之基督

教會。

二、有些人教導說：基督之死的目的，並不是藉著他的

血堅固了新約，只不過是為父神獲得了與人立此約的權

利，或藉恩典或憑行為，討神的喜悅。

此與聖經矛盾，因為聖經教導說，基督已成為更美之約

的中保，那就是新約，就是由基督的死所立的約。（來

七22；九15，17）

三、有些人教導說：基督藉著他的補贖，既未為任何人

獲得救恩，也未獲得信心，藉此基督的補贖而有效地得

救；乃是為父神獲得了權柄或對待人的完全旨意，並附

帶新條件願意順服，全在乎人的自由意志，並因此或許

無人，或許所有的人能履行這條件。

以上這些說法乃是太輕視基督的死，毫未承認基督之死

所獲得極其重要的果實與恩益，這乃是死灰復燃的伯拉

糾派之錯謬。

四、有些人教導說：神藉基督之死的和解，與人立了恩

典的新約，並不包括我們藉信心接受基督的功勞，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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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稱義而得救，乃是事實上，神取消了完全順服律法

的要求，認為信心本身以及信心的順服（雖然不完全）

作為律法的完全順服，並視為藉著恩典得永生的賞賜。

這與聖經相反："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

贖，就白白地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

的血，藉著人的信"（羅三24-25）。以上所說的那些，乃

是可惡的索西奴派的人在神面前稱義的新奇方法，是與

全教會的一致意見相左。

五、有些人教導說：所有的人都在和好的狀況中被接

納，並得到恩約之恩，所以無一人為原罪之故而被定

罪，既然無一人因此而被定罪，所以一切的人都脫離原

罪。

這種意見與聖經衝突，聖經教導說："我們本為可怒之

子"（弗二3）。

六、有些人教導說：基督不能，也不需要，也並未為那

些神所愛並揀選得永生之人而死，因為這些人不需要基

督的死。

這些人所說的與使徒保羅相反，保羅說："基督愛我，為

我舍己"（加二20）；又說："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

有神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

死了"（羅八33-34），也就是為他們死了，救主說："我

為羊捨命"（約十15）。又說："你們要彼此相愛，象我愛

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

沒有比這個大的"（約十五12-13）。

三和四、論人敗壞及歸向神

第一條:人原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他對於他的創造主和聖

靈的事上具有真正與拯救的知識。他的心與意志是正直

的，他的一切情感是純潔的，全人是聖潔的；但他因受

魔鬼的煽動就背判了神，又誤用了自己意志的自由，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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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了這些優美的恩賜，而把自己陷入內心的盲目、可

怕的黑暗、虛空和判斷的謬妄中，在內心與意志上變為

邪惡、背判、頑固、情感不潔。

第二條:人墮落後按照自己的形象生兒育女，一敗壞的族

類產生了敗壞的子孫。從此亞當所有的後裔，除了基督

之外，都從他們的始祖承受了敗壞，這並不是由於模

效，如古時伯拉糾派所說的，乃是由於邪惡本性的傳

殖。

第三條:因此所有的人都生在罪中，本為可怒之子，不能

行任何拯救自己的善事，傾向邪惡，死在罪及其捆綁

中，若沒有聖靈的重生之恩，他們既不能，也不願歸向

神，既不能改革本性的敗壞，也不能傾向於改革。

第四條:然而，人墮落之後，在他裏面還保留自然之光的

餘輝，借此他對神，對自然之物，和善惡之分還擁有些

知識；對德行、社會的治安，仍能維持外部的善良行

為。但這自然之光不足以領人對神有得救上的知識（不

能認識神），不能領人得到真正的改變，而且在自然和

民事上他們也不能正確使用這個知識。尤有甚者，人在

各方面把這光完全弄暗了，在不義中把它給壓住了；如

此他在神面前情不可原，無法推諉。

第五條:我們要同樣去看神借摩西之手交給他的選民猶太

人十條誡命的律法。雖然借著律法顯明罪惡之重大，並

使人更加知道罪，但是它不能指出救法，也不能賦予力

量，解救他脫離悲苦，並且既因肉體上的軟弱，而把犯

罪者置於咒詛之下。人不能靠此律法而得救恩。

第六條:因此，為那自然之光和律法所不能行的事，神便

借著聖靈的工作，並借著使人和好之聖道的服事完成

了；這道就是有關彌賽亞的佳音，借此神樂意拯救在舊

新約之下相信的人。

第七條:神旨意的奧秘只對舊約之下少數的人顯明，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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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中（不論人與人之間的區分）卻將他自己啟示給許多

人。這種安排的原因，不在於一個民族比另一個民族更

優越，也不在於他們更善於利用自然之光，乃完全由於

神出於主權的美意和白白賜予的愛。因此那些雖然不

配，反有缺欠，卻領受了如此偉大，如此恩慈的祝福的

人，應當用謙虛與感恩的心承認這福分，要同使徒去贊

美，不要存著好奇心去窺探神對別人審判的嚴厲和公

義，說神未有施恩給他們。

第八條:凡蒙福音所召的人，都是真實被召的；因為神在

他的話語中，極誠懇地真實宣佈了什麼是他所悅納的，

即一切蒙召者，都接受邀請。此外，他誠懇地應許，將

永生和安息賜給凡到他面前而相信他的人

第九條:那些凡蒙福音所召的人，若拒絕前來悔改歸主，

錯處不在福音，也不在於福音中所提供的基督，也不在

於那用福音召人並賜各種恩給他們的神。錯處乃在於他

們自己，其中某些人蒙召時，不顧他們的危險，拒絕生

命之道；其他的人，雖然接受，卻不容這道在他們的心

中留下永久的印象；因此他們的喜樂既從暫時的信心而

生，不久即消失，他們便跌倒了；還有些人因憂慮和今

世的快樂把這道的種子給擠住了，不能結實--我們的救

主在撒種的比喻中已經教導了。太十三章。

第十條:但其他被福音所召的人，順服此召，悔改歸主，

這並非在於人自由意志的適當運用，借此使他們比別人

出人頭地，使他們有足以相信歸主的同樣恩典，如伯拉

糾派驕傲的異端所主張的；乃完全在於神，他既從永遠

在基督裏揀選了屬他的人，就使他們相信並悔改，把他

們從黑暗權勢中拯救出來，又把他們遷到他愛子的國

裏，使他們可以贊美那召他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並不以自己誇口，乃指著主誇口，這是照著使徒在

各方面所作的見證。

第十一條:但當神在選民裏面成就他的美意，或在他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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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就真正的改變時，他不僅使福音在外表上傳給他

們，並用聖靈大大光照他們的心，使他們正確瞭解並分

辨屬靈的事，而且用聖靈使人重生的效能，滲透那人的

心底，打開並軟化已經關閉而剛硬的心扉，並使那未受

割禮的心受割禮，把新性情注入他已死的意志，他使之

複蘇，使之從邪惡的、悖逆的、倔強的，變為善良的、

順服的、溫柔的，使之活潑強健，好象一棵樹，結出善

行的果子。

第十二條:這就是聖經極其稱贊的重生，並名之為新創

造，從死人中復活，也就是神在我們裏面，不借著我們

的幫助而產生的生命。但這新生命並不僅由福音外部的

宣傳，及道德的勸勉所產生，也不是在神成就了他的一

部分以後所產生，因為這樣人是否重生歸主，還是以人

的能力來決定；顯然，這新生命的產生乃是超自然之

工，是極有能力，同時也是極其可喜悅的、驚人的、神

秘的、不可言喻的；其功效並不次於創造與復活，正如

那受此工之主的靈所感動聖經的著者所宣佈的；所以凡

在心中有神這樣奇妙運行的人，是確實、無誤、有效地

重生了，並且實在相信。因此，這被更新了的意志，不

僅被神所激動、影響，而且因這影響成為自動的了。由

此，也可以說人由於所接受的恩典，自己才能相信悔

改。

第十三條:這種運行的方式，信徒在今生是不能完全領悟

的。雖然如此，他們只要知道並經驗靠神的這種恩典，

能以心裏相信並愛他們的救主，便覺得心中安息與滿意

了。

第十四條:因此，信心被認為是神的恩賜，並不是因為它

是由神向人提出的，而任憑人取捨；乃是實在由神所賜

給、所呼出、所注入給人的；這也不是神將相信的能力

賜給人，然後期望人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同意得救

的條件，並實際相信基督；乃是因為那使人立志行事

的，甚至在眾人裏面行作萬事的主，產生相信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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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產生相信的行動。

第十五條:神沒有義務要將這恩典賜給任何人；因為人沒

有先給他作為償還的根基，怎能叫神償還呢?不是的，人

除了罪惡和虛偽之外，別無所有。因此，領受神恩典的

人應當永遠感謝神。凡未領受者，或是完全不顧這些屬

靈的恩賜，而對自己的情況感到滿足；或是未想到自己

的危險，只會空誇自己所沒有的，卻不知道感謝神。對

於那些在外表上承認信仰的，而又過正常生活的人，我

們必要按照使徒的榜樣，盡最大的善意去談論他們，判

斷他們，因為我們不知道人心底中的隱秘。對于尚未蒙

召的人，我們就應當為他們向神禱告，因為他是使無變

有的。我們萬不可以高傲的態度對待他們，就好象那使

我們與人不同的，是我們自己一樣。

第十六條:但人由於墮落並未停止為受造者，他有悟性有

意志，使全人類墮落的罪並未剝奪他的人性，乃是把墮

落與屬靈的死亡帶給了他；所以這重生之恩並未把人看

作毫無知覺的木石，也未將他們的意志與屬性奪去，也

未對之施以強迫；乃在屬靈方面蘇醒之、醫治之、改正

之，同時用甜蜜的、大有能力的方法使之折服；從前在

哪里有肉體的悖逆橫行，如今在那裏有甘願誠懇的心靈

順服開始掌權，這順服使我們的意志得到真正屬靈的恢

復與自由。因此，除非那可佩服的，行作各樣善事的

主，在我們裏面動了工，人不能憑自己的自由意志希望

從墮落中復原，他因妄用自由意志，已從無辜的境況自

陷於毀滅中了。

第十七條:正如神借其全能的運行（工作）延續並支援我

們的自然生命，並不排除，而反需用方法，這方法是神

本著他無限恩慈與善良來規定的，藉以發揮他影響的工

具，照樣神用以使我們重生的超自然方法也如上所說，

也不排除，或推翻福音的用途，這福音就是全智的神命

定作為重生的種子與靈糧。因此，眾使徒以及繼承他們

的眾教師，將神預定與揀選的這項恩典虔誠地教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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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榮耀神，抑制一切驕傲，同時卻並不忽略用福音的

聖潔教訓，叫人來遵行聖道、聖禮與管教；所以，直至

今日，無論是施教的，或是受教的，決不可在教會中試

探上帝，將他樂意密切配合的神的揀選與福音的呼召分

開。因為恩典是借勸勉所賜的；我們越甘願履行本分，

神的這福分往往就越顯著地在我們裏面運行，而他的工

作就更直接地被推進了；各樣的方法，以及拯救的效果

的一切榮耀，惟獨永遠屬於神。阿們。

我們既已解說此真實的教義，總是會拒絕以下的錯謬：

一、有些人教導說：不可說原罪本身足以令全人類被定

罪，或應受暫時的與永遠的刑罰。

因這與使徒保羅相反，他說："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

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

犯了罪"（羅五12）。又說："原來審判是由一人而定

罪"（羅五16）。又說："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23）。

二、有些人教導說：屬靈的恩賜，或如善良、聖潔、公

義、美德等，這些在人最初受造時並不屬於人的意志，

因此當墮落時這些不能與人分離。

這說法與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四章24節所描述的神之形

象相衝突：那裏說，神的形象包括真理、仁義和聖潔，

這當然是屬於意志的。

三、有些人教導說：在屬靈的死上，屬靈的恩賜並未與

人的意志分離，因為意志的本身向來未敗壞，只不過是

受到悟性的昏暗與情感不協調的影響而已；這些影響既

除，意志就可以按其自然能力而活動，那就是說，意志

本身可以意願與揀選，或不意願與不揀選，我們可以介

紹給他各樣為善的方式。

這是一種新說法與錯謬，企圖高?自由意志的能力，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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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聲稱相反："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耶十七

9）；也與保羅的話相衝突："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

間，放縱肉體的私欲，隨從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

行"（弗二3）。

四、有人教導說：未重生之人並未真正地或完全地死在

罪中，也並非完全沒有行屬靈之善的能力，但他仍能飢

渴慕義而生活，並能獻上令神喜悅的憂傷痛悔與祭。

這明明與聖經的見證相衝突。"你們已經死在過犯罪惡之

中"（弗二1-5）；"人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創六5；

八21）。此外，又飢又渴想脫離愁苦而求生活得勝，並

向神獻上痛悔之心的祭物，乃是特別屬於重生蒙召得福

之人（詩五十一10，19；太五6）。

五、有些人教導說：敗壞屬血氣的人，能運用普通的恩

典（藉此他們瞭解自然之光），雖然這恩賜在墮落後離

開，他們能逐漸地藉善於運用更大的恩賜，即福音的或

拯救之恩而得救。如此在神那方面表明他願意將基督啟

示給萬人，因為他將充分地、有效地使人歸正的方法賜

給人。

由於歷世代的經驗以及聖經證明以上所說為不真實，"他

將他的道指示雅各，將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別國

他都沒有這樣待過；至於他的典章，他們向來沒有知

道"（詩一四七19-20）。"他在從前的世代，任憑萬國各

行其道"（徒十四16）。又說："聖靈既然禁止他們（保羅

和他的同工）在亞西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

太一帶地方。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

去，耶穌的靈卻不許"（徒十六6-7）。

六、有些人教導說：在人真正歸主上，並沒有神新的、

有能力的或恩賜注入在人的意志裏，因此，我們首先藉

以改宗的信心，並因此我們稱為信徒的，並不是由神而

來的特性或恩賜，乃只是人的作為，不可以稱之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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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除了得此信的能力這方面。

這與聖經相反，因為聖經說，神將信心的新性，順服以

及愛心注入在我們的心中："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

面，寫在他們心上"（耶三十一33）。又說："我要將水澆

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

的後裔，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賽四十四3）。又

說："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

裏"（羅五5）。他們的說法也與教會向來所施行的相

反：先知如此祈禱說："求你使我回轉，我便回轉"（耶三

十一18）。

七、有些人教導說：我們藉此歸向神的恩只不過是一種

溫和的勸勉，或（如別人所說的）說這是在人的轉變上

非常的運行方式，此種運作的方式包括勸勉，與人的性

情非常吻合。為什麼這種勸勉之恩不能單獨使屬血氣的

人變為屬靈的人；誠然，若沒有這勸勉的方法，就是神

也不能叫人生出意志上的同意；神藉以勝過撒旦工作的

能力乃在於此，神所應許的乃是永遠福氣，而撒旦所應

許的只不過是暫時的。

這乃是伯拉糾派的思想，與全部聖經相衝突，此外，聖

經在以西結書中還教導聖靈在轉變之人的心中用更有

力、更屬神的方法作工："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

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

你們肉心"（結三十六26）。

八、有些人教導說：神在重生人上，並不用他無所不能

的力量去用力地、無誤地折服人的意志而相信並歸正；

但是神用以改變人所用一切恩典之工，人還是可以抵擋

神與聖靈，當神想要人重生時，而那人往往抵抗而完全

拒絕重生，因此一個人得重生與否，還在乎人。這種說

法不是別的，簡直就是否認神的恩典在我們的悔改歸正

上的有效性，以及叫全能神的工作服從於人的意志，是

與使徒保羅的教訓相反的，他說："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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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弗一19）。又說："又用大

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帖後一11）。彼得

說："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

們"（彼後一3）。

九、有些人教導說：恩典與自由意志都是一部分的原

因，二者加起來開始了人的悔改歸正，在次序上說恩典

不能在意志工作之前；那意思是說，神不能有效地幫助

人的意志去歸向神，除非人的意志開始行動決定如此

作。

古代教會很早以前就定伯拉糾派此教訓的罪，按照使徒

保羅的話："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

奔跑的，只在乎發憫的神"（羅九16）。照樣他又說："使

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林前四

7）。又說："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

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二13）。

五、聖徒的恒忍（永遠蒙保守）

第一條:按神旨意蒙召與他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有

相交，並蒙聖靈重生的人，他也使他們從今世罪惡的統

治與奴役中拯救出來；雖然當他們還在世上的時候，他

並未救他們完全脫離罪身和肉體的軟弱。

第二條:因此就生出每天所犯的軟弱之罪，就是在聖徒最

好的善行上仍附帶著污點；為要使他們時常在神面前謙

卑，並飛奔到被釘十字架的基督那裏避難；用祈禱的心

以及聖潔敬虔的操練多多治死身體的惡行；並向著完全

的標竿努力前進，直到至終脫離肉身的死亡，他們就在

天上與神的羔羊一同作王。

第三條:由於住在裏面殘餘的罪，以及罪惡與世界的引

誘，那些悔改歸主的人，如果要靠自己的力量，就不能

在恩典的境況中恒忍。但是神是信實的，他既賜恩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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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以恩慈堅固他們，並以大能保守他們，直到末了。

第四條:雖然說肉體的軟弱不能勝過神的大能，他能堅固

並保守真信徒在恩典的境況中；可是，悔改歸主者並不

時時刻刻受神的靈感動，而是有時在特殊情況下犯罪，

離開神恩典的引導，受肉體私欲引誘而順從肉體，因

此，他們必須時常儆醒祈禱，免得入了迷惑。當他們忽

略這些事的時候，不僅有被撒旦、世界與肉體誘入大而

且惡之危險中，而且有時因神公義的許可而實際陷入這

些邪惡之中。這由大衛、彼得可悲的墮落，以及聖經所

描述的其他聖徒所顯示出來了。

第五條:雖然他們因此類的罪，大大地干犯了神，負擔致

死的罪債，叫聖靈擔憂，不能再發揮信心，嚴重地傷害

自己的良心，有時失去了神的恩寵，可是一旦他們以嚴

肅悔改的心歸回正道，神仍然如慈父的面光再照耀著他

們。

第六條:但是滿有憐憫的神，按照他不變的揀選旨意，甚

至當他自己的子民陷於悲慘的墮落中，他也沒有完全收

回聖靈；也不讓他們落到喪失兒子名分之恩，以及稱義

的地位，或犯以至於死的罪；也不把他們完全被棄，自

陷於永遠的滅亡中。

第七條:因為首先在這些墮落中，他在他們裏面保守那不

能朽壞的重生種子不致敗壞，或完全喪失；再者，用他

的道和靈重新使他們真正悔改，誠懇為罪憂傷，使他們

靠中保之血尋求並得到罪的赦免，可以再經歷到和好之

神的眷愛，借著信心贊美他的憐憫，並從此以後懷著恐

懼戰兢，更殷勤地作成自己得救的工夫。

第八條:這樣，他們之所以不至完全從信仰與恩典中墮

落，也不至繼續退後，終至滅亡的原因，不在於他們自

己的功德或力量，乃在於神白白的憐憫。論到他們自

己，不僅有滅亡的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但在神那方面

說，滅亡是決不可能的，因為他的旨意不能改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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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不能落空，按他旨意的選召不能撤回，基督的功

德、代求與保守不能失效，聖靈的印證也不能受挫或作

廢。

第九條:論到選民這種終必得救的恒忍，以及他們在信上

的堅忍不撥，真信徒按照他們信心的程度，能夠而的確

得到確據；借此他們確實知道，自己要繼續在教會中作

一真實而活潑的肢體，經歷罪得赦免，並至終承受永

生。

第十條:然而，這確知並非與聖經相衝突，或在聖經以外

的特殊啟示所產生，乃是出於相信神，在他話語中為了

安慰我們用極豐富啟示出來的應許而來的；是出於聖靈

和我們的心同作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羅八16）；最後

是出自一個要保守無虧的良心，並行各種善事真摯和聖

潔的願望。假若神的選民缺乏這種至終得勝的堅定安

慰，以及永遠得榮的這種確切憑據，他們就算比眾人更

可憐。

第十一條:聖經更證明信徒在今生要與各種屬肉體的疑惑

爭鬥，並且在極惡劣的試探之下，他們並不常常感覺到

這種信仰的完全確知，與堅忍的把握。但那慈愛的父神

不叫他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

給他們開一條出路，叫他們能忍受的住（林前十13）；

並且借聖靈感動他們，使他們再有堅忍的確據。

第十二條:然而，此堅守的確實性決不刺激信徒驕傲的態

度，或使他們有屬肉體的安全感；相反地，卻使信徒謙

卑，如兒女般尊敬，真正虔誠，在患難中忍耐，熱心祈

禱，在苦難中恒忍，見證真理，並以神為堅實喜樂的根

源。所以，人一想到這恩惠，就應當激起嚴肅的、立即

的感恩行動並行善，正如經上的見證和眾聖徒的榜樣所

表現的。

第十三條:那些從退後而轉回，重新得到堅守確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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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至於生出放縱，或不虔，反倒使他們更留心並更渴

望謹守主道，這道就是主已命定，叫行在其中的人可以

持守堅忍的憑據，免得有人濫用神慈父般的仁慈，神便

收回他的慈容；瞻仰這慈容對敬虔信徒來說，就比生命

更寶貴，若被收回就比死亡更痛苦，結果他們便陷入良

心更愁苦的折磨中。

第十四條:神既已樂意用福音的傳講，在我們裏面開始了

這恩典之工，他就用聽道、讀經、默想其中的道，並借

著勸勉、警告與應許，以及聖禮的運用，在我們裏面保

守、繼續並完成此工。

第十五條:此聖徒蒙保守和確據的教義，是屬血肉之心所

不能理解的，就是神為他名的榮耀，並安慰敬虔之人的

心，而在聖經中極其豐富地啟示了，又印在信徒的心

上。為撒旦所痛恨，為世界所嘲笑，為無知和假冒為善

者所妄用，為異端分子所反對；但基督的新婦總是最喜

愛它，保衛它，以之為無價之寶；而那位勝過一切計謀

和權能的神要使她繼續如此行，一直到底。願尊貴、榮

耀歸給獨一的神，聖父、聖子與聖靈，直到永遠。阿

們。

真實教議既經解釋，總是會就反對以下的錯謬：

一、有人教導說：真信徒的恒忍並非揀選的果實，或因

基督之死所得到神的恩賜，乃是新約的條件，就是人在

決定他蒙選與稱義前，所必須藉自由意志所履行的。

因為聖經證明此恒忍乃是出自揀選，因基督的死、復活

與代求所賜給選民的："惟有蒙揀選的人得著了，其餘的

就成了頑梗不化的"（羅十一7）。照樣："神既不愛惜自

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舍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

白賜給我們嗎?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

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

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誰能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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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的愛隔絕呢?"（羅八32-35）

二、有些人教導說：神的確賜給信徒充分的能力去恒

忍，如果他要履行此本分，就能在他裏面恒忍這些；但

雖然一切在信心上必須恒忍的，就是神用以保守信心

的，也必須看人的意志願意不願意去恒忍。

此觀念含有伯拉糾主義，雖然是使人得到自由，但卻剝

奪了神的尊榮，與福音派一致的意見相衝突；福音派除

去一切人為的誇口，而將一切的頌贊惟獨歸給神的憐憫

和恩典。這也與使徒保羅相反，他說："他也必堅固你們

到底，叫你們在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林前

一8）。

三、有人教導說：真正重生的信徒，不但能從稱義的信

心中墮落，同樣也能完全從恩典與救恩中墮落，而永遠

滅亡。

這種觀念使恩典、稱義、重生並繼續蒙基督保守毫無能

力，明明與使徒保羅的話相衝突："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

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我們既靠他的血稱義，就更要

藉著他免去神的忿怒"（羅五8-9）。也與使徒約翰的話相

違："凡從神生的，就不能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裏，

他也不能犯罪，因他是由神生的"（約壹三9）。也與耶

穌基督的話相衝突："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

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我父把羊賜給我，

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約十

28-29）。

四、有人教導說：得蒙重生的真信徒能犯以至於死的

罪，甚或抵擋聖靈。

使徒約翰既在約翰壹書第五章第十六節與十七節說到那

些犯了至於死的罪的，不當為他們祈求之後，他立刻在

十八節說："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即上面所

說的那種罪），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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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害他"（約壹五18）。

五、有人教導說：在今生若沒有特殊的啟示，我們就不

會有將來蒙保守的把握。

因為這種教訓，真信徒在今生的真正安慰就給剝奪無遺

了，而且天主教的懷疑又被介紹到教會中來了，而聖經

時常確論此種確據，並非從特殊的啟示，乃是從神兒女

的一般表顯，並從神的應許中得此確論。所以使徒保羅

特別說："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

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羅八39）。使徒約翰

說："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

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裏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

靈"（約壹三24）。

六、有人教導說：恒忍與得救把握的教義，就其本身性

質來說，乃是使人怠惰之主因，也是對敬虔、良好道

德、祈禱，以及其他聖潔行為是有害的，相對的也是值

得懷疑的。

這表明他們不知道神恩典的大能，以及聖靈在聖徒裏面

的工作。並且他們與使徒約翰相反，約翰在他的第一書

信中明明教導與以上相反的事："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

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要

顯現，我們必要象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凡向他有

這指望的，就潔凈自己，象他潔凈一樣"（約壹三2-3）。

此外，這與新約聖徒的榜樣不符，他們雖然確實知道他

們的蒙保守並得救，但他們仍時常祈禱並有其他聖潔的

操練。

七、有人教導說：那些暫時相信之人的信心與稱義和得

救的信心，除了時間之外，並無分別。

說這話是不對的，因為基督自己在馬太福音十三章20

節，路加福音八章13節與別處，在此時間之外，又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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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說到，在那些暫時相信的人與真信徒之間有三種不

同，他說前者種子落在土淺石頭地上，但後者落在好土

或心裏，前者無根，但後者有穩固的根；前者無果子，

但後者必然結出不同數量的果子。

八、有人教導說：一個人失掉了頭一次重生之後，往往

再能重生一次，這並沒有什麼荒唐之處。

這教訓與神不能朽壞藉以重生的種子是相衝突的，與使

徒彼得的見證相反："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

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彼前一23）。

九、有人教導說：基督未曾禱告說信徒要在信上一直堅

固。

他們說這話是與基督相反，他說："我已經為你（西門）

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路二十二32）；使徒約翰

說，基督不但為使徒們祈求，也為那些因使徒的話而相

信的人祈求："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

們"又說："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

離那惡者"（約十七11，15，20）。

為了更清楚簡明地闡釋我們的信仰，總以上所述，歸納

出以下五要點來表明：

一、 人全然敗壞（或不能自救）

由於亞當的墮落，全人類都不能靠自己而發生得救的信

心來相信福音。罪人對神的事情是死的，是盲的，是聾

的；他的內心充滿了虛妄，而且已經絕對腐敗。他的意

志並不自由，卻是受著邪惡本性的束縛。因之，他不

會--也不能--在屬靈的方面選擇善而撇棄惡。結果，罪人

必須有聖靈的扶助才會來到基督面前--乃是聖靈使罪人

重生之後，他才會活轉過來，也是聖靈自己賜他有新的

本性。信心並不是人自己對於救恩的貢獻，卻是神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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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人的救恩之一部分--是神給罪人的恩賜，非罪人給神

的禮物。

二、無條件的揀選

神在創世以前揀選某些人來得救恩，完全是出於他自己

至尊無上的旨意。他特別揀選某些罪人，不是基於預見

他們的反應或順服，如信心、悔改等。反之，乃是神將

信心與悔改賜給那些他已選上的人。信心與悔改乃神揀

選的效果，非因由。因之，揀選並不是由於神預見人本

有的品德或善行而決定的，品德與善行也不是神揀選的

條件。凡神按他自己至尊無上的主權所揀選的人，他又

藉著聖靈的能力而使他們來衷心接受基督。因此，救恩

首要的因由乃是神揀選了罪人，非罪人揀選基督。

三、特選的救贖（或限定的贖罪）

基督救贖的工作只為了要拯救已蒙選上的人，而且在實

際上已為他們取得了救恩。他的死乃是為某些特別蒙選

的罪人代受罪的刑罰。基督的救贖不單是除去了他百姓

的罪，而且也為他們獲取了全部的救恩，其中包括那些

使他們與他聯合的信仰。信仰的恩賜已由聖靈牢靠地加

給那些基督已為他們死了的人，因此也就是說保證他們

的救恩永遠有效。

四、聖靈有效的恩召（或不可抗拒的恩惠）

聖靈不但是對於那些聽見福音的人給予外在的呼召，而

且對於那些已經蒙選的人，給予內在的特別呼召，由於

這個特殊的恩召而使他們終于而必然獲得救恩。外在的

呼召（乃是向人人而發，並沒有分別）是能夠被拒絕

的，且時常被拒絕；然而內在的呼召（乃是向蒙揀選的

人所發）是不能被拒絕的，因之終於會使他們悔改。由

於這個特殊的不能抗拒的恩召，聖靈吸引罪人來到基督

面前。當聖靈將救恩加給人時，他並不受人的意志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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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他工作的功效也不靠人的合作。聖靈特別施恩扶助

蒙選的罪人，並使他們合作、相信、悔改、並衷心願意

來到基督面前。因之神的恩惠是無法抗拒的；凡蒙神恩

寵的人，結果一定會得著救恩，且絕不失效。

五、聖徒永遠得蒙保守（或聖徒的恒忍）

凡蒙神所揀選、被基督救贖，並由聖靈賜與信心的人，

要永遠得救。他們蒙全能神的大能所保守，因此他們所

得的救恩永遠不會失去。

我們信仰的論點：救恩是由於全能的三一真神的主權所

成就的。聖父揀選的一班人，聖子為他們而死，聖靈使

基督的替死在他們身上發生功效，又叫他們相信悔改，

因之而使他們衷心願意來順服福音。整個救恩的過程

（揀選、救贖、重生）都是神的工作，而且完全是出於

神的恩惠。因此，是神而不是人決定誰將是接受救贖恩

賜的人。

真實的信仰已經解釋清楚，我們就堅決抵制，並反對以

下與我們的信仰相違背的虛假錯謬的理論，這些謬論也

由以下五點來概括。

一、自由意志（或人的能力）

人的本性雖然因亞當的墮落而受到嚴重的影響，但是人

類並沒有墮落到靈性上完全無望的光景。神固然施恩幫

助罪人悔改與相信；然而他如此行，並沒有干涉到人的

自由。每一個罪人都有自由意志，所以他永恒的命運，

乃是要看他自己如何運用他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也包

括他怎樣在屬靈的事上，選擇善而撇棄惡，他的意志並

不受他有罪的本性所轄制。罪人自己能夠與神的靈合作

而得以重生，或是拒絕神的恩惠，以至滅亡。失喪的罪

人需要聖靈的扶助，然而他必須先相信然後才能得永

生，因為信心是人自發的行動，是在新生之先。信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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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給神的禮物；是人對自己救恩的貢獻。

二、有條件的揀選

神在創世以前揀選某些人來獲得救恩。是基於他預先看

到這些人會對他的呼召發生反應。他只揀選那些預先曉

得他們會自己自由地來相信福音的人。揀選因之是按照

人將要行的而決定，或是按照人的動作為揀選的條件。

神所預見的人的信心，為神所揀選的根由；這信心不是

神所賜給罪人的（不是聖靈重生人的能力所創造的），

卻完全是從人的自由意志而來。因之，誰會誰不會相信

以致于蒙揀選而得救，完全是在於人自己。神只揀選那

些他知道會出於他們自由意志來揀選基督的人。因此，

救恩的首要因由乃是罪人揀選基督，非真神揀選罪人。

三、普世的救贖（或普泛的贖罪）

基督贖罪的工作使人人都有得救的可能，然而並沒有為

任何人取得了救恩。基督雖曾為眾人，為人人死了，但

只有那些相信他的人，才真的得救。他的死使神可以赦

免罪人，條件是他們必須相信，但是他的死並沒有在實

際上除去任何人的罪孽。基督的救贖，只在人接受時，

才會發生果效。

四、人可以成功地拒絕聖靈

凡在耳中聽見福音的人，聖靈也在他們的心中呼召他

們；他也盡可能使每一個罪人來得救恩。然而人既然是

自由的。他能夠成功地拒絕聖靈的呼召。人若不相信，

聖靈就不能叫人重生；信心（即人自己的貢獻）是先于

新生，也是因為信心而使他的新生變為可能。因此，人

的自由意志，限制了聖靈將基督拯救的功效加給人。"聖

靈只能吸引那些讓他吸引的人，來到基督面前。罪人若

不響應，聖靈就不能賜生命。神的恩惠因之並不是無法

抗拒的；卻是時常被人拒絕或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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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徒能從恩惠中墮落

已經相信真正得救的人，若不自己守住信心，是會失去

他們的救恩。

這些謬論的論點：救恩是由於神（他主動）及人（他必

須響應）合起來努力而作成--但人的反應為決定性的要

素。神為所有的人安排了救恩，但他所安排的，只有在

人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揀選"與神合作，並接受神所賜

的恩惠，才為有效。在決定性的一刻，人的意志卻是最

重要的角色；因此，是人而不是神來決定誰將是接受救

贖恩賜的人。

這虛假錯誤的信仰於一六一九年被多特大會所拒斥，因

為這些謬論雖然合乎人的理性，卻不合乎聖經的教訓，

所以，也為一切正統信仰所反對。

　

廷德爾小傳
（本文摘自http://www.twbm.com/chinese5/history/history_27.

htm）

法國文學家雨果（Victor-Marie Hugo, 1802-1885）說："英

國有兩本書：聖經和莎士比亞；英國產生了莎士比亞，

但聖經產生了英國。”

英國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卻有

另外的看法。他說，在所有的作家中，他最鄙視莎士比

亞；因其人是個"文盲”：僅略懂些拉丁文，全不通希臘

文。這絕不代表多數人意見，但所說的卻不違背事實。

但有一個英國人，有不少反對他的；但沒有英國人會看

不起廷德爾。

以上兩個矛盾的斷語，怎可能統一在莎士比亞身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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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廷德爾（William Tyndale, c.1494-1536）。

在十六世紀的歐洲，只有拉丁文，用於學術和官方文

件；不精於通行的拉丁文，是不光彩的事情，算是"文

盲”。是廷德爾，把聖經從原文譯成現代英文方言

（vernacular）的聖經，就是"日內瓦聖經”，英國人民才

得以普遍了解神的話。莎士比亞所用的，正是這聖經。

他用大眾化的語文，成功的以戲劇和詩，寓教訓於娛

樂，把真理傳播於人間。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1517年，興起宗

教改革運動，提倡把聖經翻譯成各族方言。宗教改革的

文字，很快就傳到英國。1522年，德文新約聖經出版。

1512年，廷德爾在牛津大學畢業（B.A.）；在1515年，完

成碩士（M.A., Oxford University）。不過，他並沒有受任

教職。而於1519年，進入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修讀博士學位，但中途輟學。於1521-1523

年，他成了華勒士爵士（Sir John Walsh）家的教師兼牧

師，住在Little Sodbury Manor.英國受尊敬的學者，宗教改

革家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 1330-1384），曾在牛津任

教，雖逝世已一百多年，但他的思想仍然影響著英國；

他批判羅馬教會的改革意見，他從拉丁文譯的中古英文

聖經，也還有人知道。而劍橋大學，正是宗教改革和早

期清教徒運動的溫床。

在1450年，谷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1395?-1468）製造

歐洲第一部商業用印刷機成功。從此，聖經和宣道文

字，可以有效的複製流傳，而不必倚賴手抄。不久，在

各地，都有這種新興事業。Pubulish這個字的意義，由傳

講延到印刷。

荷蘭學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mus, 1466-1536），修

訂的希臘文本新約聖經，在1516年出版。華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君士坦丁讓國”論（Treatise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tine）的論文，揭穿教廷偽造文書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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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雖早於1440年寫成，在1517年才得出版問世，動搖教

皇俗世政權的根基。

廷德爾所住的華勒士家，是一個好客的家庭，座上常有

貴族和教職人員。在與他們的交談中，發現那些教職人

員對聖經的無知和不重視，到了可恥與可驚的程度。有

一次，他對這樣一位宗教人宣告說："如果神假我以年，

不用多久，我將使扶犁而耕的孩子，比閣下更明白聖

經！”這豪語，是伊拉謨斯希臘文新約聖經"序言”的迴

聲："我願神使扶犁的耕者唱誦經文，織布的人在梭聲交

織中低吟詩篇。”

在這段時間，廷德爾對譯經的呼召，越來越感到負擔，

可能也作了些新約的初譯。

約在1524年初， 廷德爾去到倫敦，見當時的主教談思陶

勒（Cuthbert Tunstall）； 因為那主教是個學者，又是伊

拉斯謨的朋友，希望從而得到支持翻譯聖經，是很合理

的事。但失望了。因為自從威克里夫以後，英國恐怕涉

及異端的爭論，而在1408年禁止翻譯聖經。 廷德爾不久

就知道："不僅在倫敦的主教府邸沒有譯經的地方，全英

國也不能容許翻譯聖經。”

稍後，在同年，廷德爾得倫敦一個布商蒙茂慈

（Humphrey Monmouth）和華勒士夫婦經濟上的幫助，

去到歐洲大陸。

當時，英國還是屬羅馬天主教的，對於廷德爾譯經，自

然反對。

起初，他在威登堡大學 （University of Wittenburg）注

冊，因為那裏是抗羅宗的基地，從馬丁路德領受教益；

直接從希伯來和希臘原文翻譯聖經。1525年，他在科隆

（Cologne）開始準備排印英文新約聖經。不幸，有一名

助手因酒口風不嚴，被反對者發覺了；廷德爾雖得逃

脫，但印好未裝訂的經文章頁全部被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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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德爾只好移到沃木斯（Worms）。在那裏，初版英文

新約聖經六千本出版了。不久，就暗運過海峽，普及全

英國。

廷德爾是個曠世奇才。他在譯經外，還寫了些論辯的書

及小冊。其中有基督徒的順服（Obedience of the Christian 

Man）一書，當時是禁書，落在英王亨利八世手中。亨

利大為讚賞，認為可以收為己用，以達成為離婚辯護的

目的；於是差人往歐洲大陸找到廷德爾，應許給他特赦

並保護，加上豐厚的薪水，只要為他效力。廷德爾自然

敬謝。他說：只有在英王准許英文聖經譯本在英國流通

的情形下，他才會返回祖國。

中國的專制皇帝秦始皇，以為"焚書坑儒”的手段，可以

統制思想的愚民政策。一千七百多年後的英國，坎特伯

里大主教烏爾罕（William Warham），也採取焚經殺譯

者的方法，以禁止人民領受聖經真理。因為在聖經真理

的光中，羅馬教職人員的無知和腐敗，就無所遁形。在

1527年，他差人從市場上收購廷德爾譯印的新約聖經，

然後焚毀！自稱為主的教會，而焚毀神的話，真是奇

聞。但他想不到，他所付出的書價，含有相當的利潤，

可以使廷德爾印刷更多的聖經。收購焚毀聖經後來停止

了；但收購敗類，追殺譯者的行動，卻不曾停止。

廷德爾在歐洲居於定所，為了躲避追捕，不停的遷移；

不過，他譯經的心志不移，隨走隨寫。他一面修訂新

約，一面繼續翻譯舊約。同時，他還要應付那忠於羅馬

教的英國首相茅爾（Thomas More），二人持久筆戰。 

1531年，廷德爾譯印的舊約摩西五經，在英國流行了。

到了1534年，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 在位

1509-1547）與羅馬決裂，宣布自己是英國教會的元首。

不過，他仍然自以為是忠實的天主教徒，羅馬也還未開

除亨利的教籍；因此，並未停止追捕行動。同年，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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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到了荷蘭安俄埠（Antwerp），有一名英國僑商派恩滋

（Thoms Poyntz），是華勒士夫人（Lady Anne Walsh）親

戚，收容保護廷德爾的安全。

當派恩斯外出的候，一名英國青年腓利浦（Henry 

Phillips）來同廷德爾結交。其人外貌良善，對人有禮，

巧言令色，奉承他的工作，得到廷德爾的信任。其實，

腓利浦是英國的特務，誘騙廷德爾外出， 在1535年五月

二十一日，綁架了他，囚禁在威武得堡（Vilvoorde）。 

雖然失去了自由，在困苦的環境中，廷德爾依然在昏暗

的燈光下，繼續翻譯未完成的舊約聖經。

十七個月之後，經過草草的形式審判，於1536年十月六

日，英國譯經者廷德爾，被絞死後再焚燒。他愛慕主的

道，也為所愛的主殉道。在就刑以前，廷德爾禱告

說："主啊，開英王的眼睛！”

主果然開了亨利的眼睛，他准許英文譯本聖經出版；但

他的眼睛未全開，不知道那仍是廷德爾的作品。

廷德爾的朋友和助手克華德（Miles Coverdale, 1488- 

l569）繼續完成了舊約翻譯，於1535年末，出版了英譯全

本聖經。雖然隱去勒廷德爾的名字，但幾乎全是他辛勞

的成績。英國的政情改變，坎特伯里大主教換了克蘭麥 

（Thomas Cranmer），總理教務是克倫維勒（Thomas 

Cromwell），都是支持宗教改革的人，勸說英王亨利，

得到了他的首肯，英文聖經得以在英國自由印製並發

行。 到了1539年，稍經克華德修訂的聖經，稱為"大聖

經”，更有英王的諭令，每所教堂，均應預備一冊，供

會眾自由閱讀。這是何等大的轉變。

廷德爾的譯經，不為當局所容的原因，顯然是時間問

題；而他明顯的採取馬丁路德的信仰立場，語句，注釋

中有時翻譯路德的部分作品，也不會有幫助。但在殉道

以後，廷德爾到底是勝利了。他不愧稱為"英文聖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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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1553至1558年，英國"血腥瑪麗”（Mary Tudor, 1516-

1558）統治期間，恢復天主教，迫害宗教改革，禁英文

聖經。克華德逃往日內瓦，主持修譯；在參與其事的人

中，包括約翰諾克司（John Knox）， 亦受加爾文 

（John Calvin） 的影響。修訂本新約於1557年出版， 新

舊約全書於1560年出版，稱為日內瓦聖經，運到英國

後，深受歡迎，超越以前的譯本，莎士比亞和彌爾敦

（John Milton），都使用日內瓦聖經。

英王雅各一世（James I, 1566-1625），不喜歡日內瓦聖經

所附注釋中含有清教徒思想， 在1604年，所召開翰浦屯

宮邸（Hampton Court）會議中，決定另譯英文聖經，不

附注釋。 成果是1611年出版的欽定本聖經；其中仍然約

百分之九十是廷德爾的譯作；標準修訂本裏，也至少保

留了百分七十五他原來的譯文。如果查考英文成語，常

會發現，不知不覺是廷德爾在說話。這真是"他雖然死

了，卻因信仍然說話”。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為現今荷蘭的首都，也是十七世紀荷蘭低地

之國（Netherland）的重要城市。因著荷蘭對於不同新教

的寬容態度，阿姆斯特丹成了許多受逼迫者的避難所。

被歐洲其他國家視為異端而飽受逼迫的重浸派信徒，得

允許在此建立教會，並公開聚集。此處也是荷蘭更正教

活動的中心，和宗教辯論之所。

過去，阿姆斯特爾河流入薩奧達澤海灣。13世紀，河口

附近的平地上開始有人居住，並築起了堤壩，後來就發

展為現在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人口71.5418萬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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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是作為一個港口城市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

它是一個自由的城市，接受著各地被迫害和排斥的人

們。由於注入了新的血液，城市也充滿了活力。在反抗

西班牙的獨立戰爭後，17世紀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

最初的股份公司－東印度公司，達到了繁榮的頂峰。

當時阿姆斯特丹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這裏薈萃

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物資。而人們在全球遊歷中獲得的見

識也把阿姆斯特丹培育成一個具有自由、寬容和理性精

神的城市。人們厭惡不合理的權力，所以即使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該城被德國佔領時，也有人冒著危險掩護像安

妮.弗蘭克這樣的猶太同胞。

阿姆斯特丹擁有波瀾壯闊的歷史，她是向大海挑戰的勇

士們的母親港，是備受迫害的人們安身的地方。胸襟寬

廣的阿姆斯特丹，總是洋溢著一種異國情調，同時又讓

初來此處的人們也能?生回家的感覺。這真是一個奇妙的

城市。（本文摘自http://www.cheeredu.com.cn/chinese/cities/

adam.html）

來頓（Leiden）

來頓位於海牙市郊，以其中古老的來頓大學聞名，城中

地人文萃薈，有「博物館城」之美譽。來頓大學建於十

六世紀，是荷蘭皇室奧蘭治家族為紀念來頓居民英勇抵

抗西班牙人所建，著名的荷蘭神學家亞米紐斯曾在此任

教。十七世紀，在英國遭受逼迫的清教徒約翰羅賓森

（John Robinson）曾逃難來此，並在這裡建立教會。

萊頓城是一個中型城市，位於荷蘭政治，文化，和經濟

的中心區域，也就是說她坐落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

和海牙的中間。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坐火車只需要半

個小時，去荷蘭政府所在地海牙則只需要10分鐘。萊頓

沒有那些大型城市的交通堵塞，擁擠喧鬧等煩惱，但是

對於那些國際學生，旅遊者和11.5萬居民的生活和娛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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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她已經足夠大了。

萊頓城是荷蘭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也是荷蘭第一個擁

有大學的城市，荷蘭政府遠在16世紀就決定在她的文

化，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區域修建一所世界一流的高等學

府。17世紀，世界上已有為數不少的學者被這所新興的

大學所吸引，並來到這個城市工作，研究，和學習。在

那段時間裏，萊頓也培養出一批世界聞名的科學家和藝

術家，世界著名畫家Rembrandt van Rijn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摘自http://www.cheeredu.com.cn/chinese/cities/adam.

html）

烏特勒支（Utrecht）

烏特勒支是荷蘭（低地之國）北部的重要大城，也是十

六世紀荷蘭獨立戰爭時，更正教的大本營。荷蘭北部七

省，曾在此簽定烏特勒支條約（Treaty of Utrecht），相互

結盟，以反抗西班牙對新教徒的鎮壓。

烏特列支位於荷蘭中部，是同省名的首府，人口233951

（1997年1月），是荷蘭第七大城市。它既是交通要衝，

商業也很繁榮，人口?多，富有生機活力。同一個荷蘭，

地方不同，人的性格也不同，烏特列支人據說很有風

度，而且重視古老的傳統習俗。

在16世紀後半葉的獨立戰爭中，烏特列支是荷蘭獨立運

動的中心。為了反抗西班牙對新教徙的鎮壓，荷蘭北部7

個省團結一致，組成了烏特列支同盟，在這期間烏特列

支依然是獨立的象徵。在城中漫步，可感受到歷史之厚

重。本市有建於1636年的大學，因此她還是個大學城。

荷蘭學生質樸剛建的品格，令人驚歎。（本文摘自http://

www.nbrc.com.cn/overseas/tuijian/helan_chengshi.htm）

維爾福德（Vilvoo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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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福德位於現今的比利時中部，在首都布魯塞爾的東

北方。當年低地之國的國家監獄即設於此。十六世紀

初，一位名為威廉廷德爾（William Tyndale）的聖經譯

者，曾被監禁於此。當時英國全面禁止聖經的翻譯，廷

德爾深受中世紀改革者約翰威克里夫的影響，對聖經的

翻譯與普及極有負擔。他前往威登堡大學，從馬丁路德

學習從希伯來和希臘原文翻譯聖經。他在1535年被逮捕

並囚禁於維爾福德，當時其新約翰和摩西五經以翻譯完

成並在市面流通。17個月後，廷德爾在維爾福德被定罪

並處決，由其助手繼續完成剩餘的舊約翻譯工作。廷德

爾被譽為「英文聖經之父」，1611年出版的英文欽定本

聖經，有百分之九十的部分，都仍保留了廷德爾的翻

譯。

海牙

北海邊上的海牙是荷蘭第三大城市，也是荷蘭的政治中

心，議會大廈等政府機關以及各國使館都集中於此。這

裏還有貝婭特麗克絲女王的王宮，故有一個別名曰："王

城"。海牙在英語中叫"海格"，其實正式的名稱是格拉芬

哈赫，意思是"伯爵的籬笆"，因為13世紀荷蘭伯爵曾在此

地建過打獵時住的臨時住所。以後，16世紀尼德蘭聯省

共和國成立後，聯省議會就設在海牙，海牙由此就成為

荷蘭的政治中心。位於市中心稱為賓嫩霍夫的議會大

廈，原為荷蘭伯爵的宮殿。在這一帶，13世紀以來的各

種建築物與廣場和林陰道相映生輝，令人不禁對700年漫

長的歷史浮想聯翩。整個城市處處綠樹成蔭，彷彿是座

處身於公園中的城市。綠色中點綴著一座座像宮殿一樣

的房子，難怪這裏被稱為「王家之城」

荷蘭政府的各職能部門均設在該市，所有外國駐荷使館

亦設於此，足見該市在荷蘭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跨國

公司因此也在海牙市內或近郊設立總部。該市人口30

萬，是荷蘭第三大城市。該市在荷蘭文中有兩個名字，

分別為DenHaag和Schravenshage。（本文摘自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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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rc.com.cn/overseas/tuijian/helan_chengshi.htm）

鹿特丹

鹿特丹位於荷蘭西部，鹿特丹是荷蘭第2大城市，它是在

萊茵河及其兩條支流--馬斯河和斯海爾特河的北海入海

口處的三角洲上發展起來的，也是荷蘭最大的工業城

市。人口589987人（1997年1月）鹿特丹的現代建築與荷

蘭其他城市相比要多，據說為復興在二戰中徹底遭到破

壞的城市，鹿特丹市政府與市民通力合作，推進城市建

設。於是一座新的鹿特丹誕生了--有像代爾夫斯港區這

樣完全按「過去的美好時代」的市容重建，保留了中世

紀風貌的地區，也有作為現代都市的一面。鹿特丹人之

所以自豪地說：「一個城市，兩個世界」，原因正在於

此。總之，由於市民們嘔心瀝血的勞動，才造就了今天

鹿特丹在荷蘭首屈一指的繁榮昌盛，而其他城市的人也

經常拿鹿特丹人的辛勤開玩笑，比如：「在鹿特丹買襯

衫，發現他們已經替你把袖子卷起來了」。還有：「跟

鹿特丹人握手感覺如同跟發動機握手一樣」。可見鹿特

丹人以其工作狂著稱。（本文摘自http://www.nbrc.com.cn/

overseas/tuijian/ helan_chengshi.htm）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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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地理巡禮─英國

　

 

 英國 

 倫敦
    十八　英國改革運動

 牛津與劍橋
    十九　約翰衛斯理與循道運動 

    二十　海外宣教運動 

 都柏林與普利茅斯
    二一　英國弟兄會

    二二　內裏生命派 

│義大利│法國│瑞士│捷克│德國│荷蘭│中國│

│回首頁│歷史之旅│聯絡我們│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geography/07_uk.htm3/6/2005 7:06:00 AM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0.htm
mailto:admin@lsmchinese.org


英國改革運動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十八篇　英國改革運動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概述
2. 《基督教發展史新譯》英國
的改教運動與清教徒
3. 英國聖公會公禱書摘錄
（英）
4. 《韋斯敏斯德信條》摘錄
5. 清教徒運動
6. 本仁約翰《天路歷程》摘錄

二、歷史景點

1. 英國概況
2. 國會觀光區（西敏寺、大本
鐘等）
3. 漢普頓宮（Hampton Court）
4. 倫敦市及塔橋區
5. 史密斯菲德（Smithfield）
6. 聖巴多羅買大教堂（St. 

Bartholomew the Great）
7. 白金漢宮區
8. 肯辛頓與海德公園區
9. 攝政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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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改革運動

10. 大英博物館區
11. 古羅馬城鎮－巴斯
（Bath）

三、討論題綱

1. 英國改教的經過
2. 清教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歷史概述

1. 英國改教的先聲

早在英國改革前的一百年（十四世紀），出身於牛津大
學的神學家約翰威克里夫（見第七、十一篇），已對天
主教提出種種的批判。威克里夫的改革運動比馬丁路德
早將近了一百年，但他的改革要點，卻與路德不謀而
合。在他的論文中，威氏明確的指出：「耶穌基督的福
音，才是真正的信仰」，並且「只有聖經是真理」。他
認為一切的權柄都是出於神，掌權者必須在運用權利的
事上，向神負責。這等觀點不僅否定了教皇的絕對權
威，也否決了神職人員的中保地位。威克里夫將聖經翻
譯成英文版，方便平民閱讀。此舉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許多人接受聖經作為信仰與行為的準則。他們接受聖經
的權柄，痛斥教會墮落與拜偶像。據說當時每兩個人
中，就有一個是威克里夫派信徒。

威克里夫的改革自然引起羅馬天主教的不滿，然而因著
英國貴族的保護，威氏生前並未受到審判。然而，在威
氏過世後的幾個宗教會議中，教廷不僅以異端之名，將
威氏掘出焚化，且下令燒毀其著作，並逼迫跟從他之人
所組成的福音團體「羅拉德」（Lollards）。然而，羅拉
德並未因此在英國消失，反而深得中下階層的喜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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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改革運動

聖品的思想深入民心，加上當時的人文主義、民族主
義、以及大量湧入的路德著作，形成了英國改革的幾個
主要的原因。

2. 英國改革之經過

英國對羅馬教廷的厭煩，其實是有跡可循的。早在1215

年英國制定大憲章（Magna Carta）時，就已經保障貴族
在教廷權威下的基本自由。之後在教皇遷居亞威農的時
期，國會更是立法通過禁止向羅馬教廷申訴的法令，宣
佈國王才是處理國內宗教案件的最高權柄。然而，十六
至十七世紀，英國改革的真正導火線，還是英王亨利八
世的婚姻問題。

亨利八世的妻子凱瑟琳（Catherine）為西班牙公主，結
婚十多年，卻未能為亨利生一個兒子。亨利擔心王位無
子繼承將引發英國內戰，因此要求教皇准許他休妻另
娶。然而，凱瑟琳是德皇查理五世的姑媽，教皇因著懼
怕查理五世，遲遲不敢答覆。此時亨利與宮內女官波麗
安（Anne Boleyn）發生熱戀，更急欲解決休妻一事。此
時一位名為克藍麥（Thomas Cranmer）的劍橋大學教授
向亨利建議，可就此事向各大學的神學家徵求意見。亨
利一面尋求學者們的支持，一面強迫神職人員承認國王
是英國教會的元首，停止納稅給教皇，並禁止向教皇申
訴。1533年，亨利迎娶波麗安，並立克藍麥為大主教，
承認其婚姻。隔年，英國國會通過《最高權威法》
（Supremacy Act），宣佈英國教會國王為是上唯一元
首，任何人稱英王為異端者，將屬叛國死罪。教皇革利
免宣佈開除亨利的教籍，亨利則是宣佈在英國教會祈禱
冊中，刪除教皇的名字，英國與羅馬完全分離。

1535年，亨利處決了幾個不肯承認國王權威的知名人
士，一位是前劍橋大學校長，同時也是紅衣主教的斐設
爾（John Fisher），另一位則是亨利昔日好友摩珥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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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5年，亨利委派多馬高威爾（Thomas Cromwell）出任
英國教會代理人，沒收各地修道院土地、財產，「供國
王按其意旨動用」，多達376處的修道院因此解散，修道
主義在英國完全絕跡。儘管亨利與羅馬天主教決裂，但
在信仰上，他仍以天主教的教義與禮儀為正統，並打擊
一切包括路德派在內的復原派信徒。然而，在亨利混雜
的婚姻關係上，始終支持亨利的大主教克藍麥，卻傾向
復原派觀點。他們受威克里夫思想，盼望國家負起改教
之責，並以推行聖經為首要。1536年，在克藍麥的協助
下，亨利頒布了《十項條文》（Ten Articles），對復原
派作出最大讓步。文中以聖經，和使徒、尼西亞、亞他
那修三信經，作為信仰的準則，僅保留洗禮、告解禮、
晚餐禮作為必要聖禮。然而，亨利依然堅持聖餐變質、
亡者彌撒和偶像崇拜等傳統。此外，在克藍麥與高威爾
的准許下，各教堂需購置一本科威德勒（Miles 

Coverdale）翻譯（以廷德爾譯文為主幹）的英文版聖
經，供民眾閱讀；並以英文教授主禱文與十誡，然而聖
禮儀式仍以拉丁文為主。1539年，亨利為了在政治上討
好信奉天主教的法、西兩國，通過了《六項條文》（Six 

Articles Act），重新持守天主教教義，並處決一切對變
質論持異議者。

亨利於1547年逝世，由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兒子愛德華繼
承王位。愛德華登基時只有九歲，由舅父西蒙爾
（Edward Seymour）攝政。西蒙爾對於佃農階級十分友
善，也保護宗教上的自由，使得復原派勢力漸長。國會
不僅推翻了之前的《六項條文》，也廢止其對印製聖經
的禁令。在克藍麥的歡迎之下，歐洲改教家紛紛來到英
國，加強復原派工作，並訓練教士。1549年，國會實施
「合一條例」（Act of Uniformity），傳令各地教會使用
「公禱書」，該書由克藍麥編纂，今日英國教會仍大致
沿用此書。1553年，克藍麥與六名神學家，完成了《四
十二條信經》（Forty-two articles of Religon），為英國教
會提供了教義規範。同年，愛德華過世，由其姊瑪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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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第一任妻子凱瑟琳之女）繼位為英國女王。

瑪麗登基後，推翻愛德華任內所有的宗教法令，企圖將
英國重回天主教懷抱。在1554年的聖安德烈日中，女王
率領國會閣員下跪，羅馬天主教撤除英國異教的罪名，
讓其重返大公教會。在表兄查理五世的安排下，瑪麗嫁
給查理之子─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此事令英國人民大
感不安，深恐外國勢力介入。瑪麗無視於各地的騷動，
盲目的力促英國重返天主教，處決了克藍麥等三百多名
復原派領袖，也因此得了「血腥瑪麗」（Bloody Mary）
一名。在五年的努力後，瑪麗於1558年患病身亡，由其
妹（亨利第二任妻子波麗安之女）伊莉莎白繼承王位。

伊莉莎白繼位後，以兩面討好的溫和政策尋求人民的支
持。1559年，國會通過了一個新版的《最高權威法》
（Supremacy Act），廢棄了教皇的權威，以英王為教會
的最高管理者（Supreme Governor）。瑪麗任內的主教，
因拒絕承認國王權威，幾乎全遭撤換。1563年，國會將
之前的《四十二條信經》重新修訂成為《三十九條信
經》（Thirty-nine Articles），成為英國國教的信仰宣
言，並通過《立誓法》（The Test Act）要求官員立誓效
忠女王。伊利莎白的改革引起天主教徒的暴亂，羅馬亦
差遣耶穌會士秘密潛入英國，陰謀以武力推翻伊利莎白
政權。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為了要將英國重返天主教，組
成了一支「無敵艦隊」，企圖以武力征服英國。然而，
這支無敵艦隊卻嚴重挫敗，全軍覆沒。從此，伊利莎白
聲名大噪，英國進入了黃金的「伊利莎白時期」，英國
改教至此也大致成型。

3. 清教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隨著英國的改教，一批提倡教會改革，「清洗」天主教
遺毒的復原派人士興起，他們被通稱為清教徒。在瑪麗
女王的統治期間，清教徒多流亡海外；當伊利莎白執政
後，這些人紛紛帶著強烈加爾文的思想回到了英國，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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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改革教會。然而，伊利莎白實行緩和政策，將天主教
的儀文與改革宗神學相互摻雜，使得改革的呼聲日漸提
高。大部分的清教徒主張留在聖公會內，以漸進的方式
改革教會；但另有一派較為激進，要求政教分離，這般
人又被稱為分離主義者。力求改革的清教徒與聖公會之
間最大的爭議，乃是聖禮儀式和司祭禮服的問題。1563

年，伊利莎白下令教士平日需穿著特定服裝，引起了清
教徒的反對。他們認為信徒皆為祭司，不應有袍服的分
別，同時他們也反對信徒跪領聖餐，以及洗禮中的十架
手勢。儘管他們在教會總會議中以一票之差落敗，但是
卻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1572年代，劍橋大學教授卡特
賴特（Thomas Cartwright）更是進一步的在清教徒會議
中，提出信徒平等的論點，要求放棄主教制度，由信徒
自行推選長老。這無疑對聖經會的主教權威發出挑戰，
卡特賴特因此被開除教職。然而，卻因此開始了英國長
老會。在此同時，另一班主張政教分離的清教徒（分離
主義者），開啟了公理主義（Congregationalism）。1581

年，畢業於劍橋布朗尼（Robert Browne）在挪瑞奇
（Norwich）成立了第一個自由教會，主張教會應由真基
督徒組成，並由信徒自行治理。面對分離主義的擴大，
伊利莎白於1577年委派強硬派的惠吉夫（John Whitgift）
任大主教一職。他與伊利莎白合作，以統一教會為由，
鎮壓清教徒。1593年，國會通過法令，信徒不得私自聚
集，一經查出，立即驅除出境。流亡的清教徒在歐洲建
立起重要的據點（特別是荷蘭），並且發展迅速。

伊利沙白女王死後，蘇格蘭王詹姆斯一世即位為英國國
王。清教徒聯名向新皇帝上書，盼望修改聖公會禮儀條
例。詹姆斯允諾與清教徒開會討論，於是1604年，在漢
普頓宮（Hampton）召開了宗教會議。會議唯一的結論，
就是翻譯一本新的聖經。這個新的譯本就是最廣為流傳
的「英皇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Version）。詹姆斯
不僅無心修改聖公會條例，甚至進而要求各教會要在主
日講壇後宣佈體育動態。清教徒越來越無法容忍這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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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君王，於是他們紛紛開始離開英國。1607年，一批清
教徒乘著「五月花號」，在約翰羅賓森（John 

Robinson）和史密斯（John Smyth）的帶領下，前往新大
陸尋找宗教自由。他們首先到了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羅
賓森和其跟隨者後轉往來頓（Leiden）。史密斯認為，
聖公會的嬰兒洗禮並沒有聖經根據，唯有真信徒才能受
洗；因此，他在1609年成立了第一個浸信會。不久，史
密斯遇見了重浸派的門諾會信徒，肯定他們是真正的教
會，便願意與他們聯合。然而，其跟從者赫爾維
（Thomas Helwys）強烈反對，1611年，赫爾維帶著其他
浸信會成員回到了英國，成立了英國浸信會。

1620年，101位移居荷蘭的清教徒，在伯烈佛（William 

Bradford）與布斯特（William Brewster）的帶領下，再
度搭乘五月花號前往美洲新大陸。這些清教徒大多是勤
奮的加爾文主義者，他們到了美洲之後，以民主的方式
管理教會，奠定了美國的民主政體，並對其日後的發
展，有深遠的影響。

　

《基督教發展史新譯》英國的改教運動與清教徒
（本文摘自http://godoor.myrice.com/text/history/fzsxs/gb/

lesson13.htm）

英國教會改革之起因

亨利八世（Henry Ⅷ, 1491-1547 A.D.）本來是教皇的支
持者，當路德發動改教，將七項聖禮簡化為兩項時，亨
利八世便寫了一篇攻擊路德的文章，名為《為七項聖禮
辯護》（The Seven Sacraments）。不過他支援教皇，似
乎是有很重要的政治目標；英國與法國長久處於敵對狀
態中，亨利八世要利用教皇的屬靈勢力及西班牙的軍力
來支援他，起碼使法國孤立。為了使英國的勢力擴張，
他更企圖使他的秘書長吳爾斯 （Thomas Wolsey）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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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皇位，吳爾斯當時是英國的紅衣主教。但他這一
切的部署都不大成功，其中一個很大的阻力是由西班牙
的查理五世來的。這些事雖然與英國的改教沒有直接關
係，卻是很重要的背景。

使亨利八世決定改教的導火線，是亨利要求教皇准許他
休妻，而教皇竟拒絕了。亨利八世的妻子凱撒琳
（Catherine）是西班牙的公主，是查理五世的姑媽。她

本來許配了亨利的哥哥亞瑟（Arthur），但亞瑟不久便逝
世。亨利隨後要求教皇准他與新寡的嫂嫂成親。在教皇
的批准下，他們於主後一五Ｏ九年結婚。婚後十多年凱
撒琳卻一直未能為亨利生下男兒。亨利擔心沒有兒子繼
承他的王位，可能如過往一樣引發內戰。因此主後一五
二七年，他要求教皇准許他休棄凱撒琳，並以利未記十
八章十六節（"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體"）及二十章二
十一節（"人若娶弟兄之妻，這本是污穢的事，羞辱了他
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為理由，並派吳爾斯去說服教
皇。但教皇不許，於是他便要求吳爾斯以英國教會領袖
的身分，開庭聆詢這離婚的要求。然而進展非常緩慢。
此時他已經與凱撒琳的侍女安波林（Anne Boleyn）熱
戀，因此更急於休妻。為了使事情有所進展，他將吳爾
斯撤職，起用摩爾（Sir Thomas More）為秘書長，克藍
麥（Thomas Cranmer 1489-1556 A.D.）及克倫威爾
（Thomas Cromwell）為他的助手。他們一方面將這件休
妻案交給牛津、康橋的學者辯論，另一方面提交國會，
請國會通過，雙管齊下。大多數學者贊同亨利休妻，而
國會則猛烈抨擊英國教會的弊端，企圖迫使教會中的聖
品人員支援休妻。主後一五二九年，克藍麥及克倫威爾
提議亨利索性自稱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而利用他的
領袖地位，自行解決休妻一事。如此，事情便急速發
展。亨利稱自己為英國教會的元首，要求英國教會的總
議會通過所有聖品人員必須順服英王，並與教廷斷絕關
係，停止納稅給教皇，禁止向教皇作任何申訴。提到這
一項摩爾憤然辭職以作抗議。亨利提升克倫威爾為秘書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8.htm (8 of 49)3/5/2005 6:38:44 PM



英國改革運動

長，克藍麥為大主教。克藍麥於主後一五三二年宣佈亨
利與凱撒琳的婚姻無效，但他們依然希望教皇正式承認
這事。同時，英國教會修改任何法制，要得英王許可。
主後一五三三年，凱撒琳的侍女安波林身孕已重，他們
便匆匆成親，亨利正式冊立她為皇后。至此，教皇不得
不宣佈他們的婚姻不合法，並將他們逐出教會。英國的
改教便由此展開。

總結以上的敘述，我們大致可以瞭解，英國改教的重點
完全放在組織及權力架構，神學及教會生活方面的改革
幾乎完全沒有。

主後一五三四年，亨利要求國會通過三項法令，第一項
是承認英王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第二項是認可繼承
王位的法令，肯定由安波林王后所生的子女，有權繼承
王位；安波林於主後一五三四年生得一女，亦即以後的
伊利沙白一世。第三項法令是叛國法令，凡任何人稱英
王為異端者，便是叛國，應處死刑。

主後一五三六年，在克倫威爾的領導下，英國教會廣泛
搜集修道院內種種罪證，然後頒佈一項解散法令，將很
多修道院解散，土地歸為國家所有。

此時，越來越多的人要求亨利實行真正的改革。亨利便
制訂了《十條信仰原則》，這十條信仰原則基本上仍是
肯定天主教的傳統信仰，只在一些地方上作了修改，例
如有關聖餐的變質說便完全不提，雖然肯定功德的重
要，卻高舉因信稱義的道理，同時以聖經以及三條初期
教會的信條為信仰最高的權威，否定煉獄的存在，否定
敬拜圖像、聖經遺物的迷信。這原本是了一非常好的開
始，假若改教派不是操之過急，相信改教運動會穩步進
展。但他們催促亨利作更多的讓步，亨利憤然抗拒，於
主後一五三九年定下《六條信仰原則》，肯定聖餐的餅
和酒變質，不准平信徒在守聖餐時自己執杯，聖品人員
要嚴守獨身，不得反悔修道的誓約，教會可為信徒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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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彌撒，並且肯定告解的重要性。凡否定此六條的第
一條，即否定變質說，便會被定死罪，否定其他五條
的，財產充公和監禁。幸好他頒佈此諭令後不久便去
世，改革派才不致受太大的打擊。

亨利去世後，他的兒子愛德華六世於主後一五四七年登
位，年僅十歲，由他的舅父作攝政輔助他。他的舅父索
美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是一位力主改革的人，
因此掌權後便大事改革，請求國會將亨利的叛國法令
《六條信仰原則》撤消，並准許平信徒在領聖餐時持杯
而飲，他又要求國會准許聖品人員結婚，並制定新的崇
拜儀式，要全國教會遵守。又由克藍麥編訂《公禱
書》，給所有教會使用。

索美塞特公爵的改教本很順利，可惜他不單要改革教
會，也要改革當時的政治情況，他支援農民起來爭取更
多的權利，這真是貴族的大忌。在一次農民騷亂的事件
中，貴族乘機將一切責任推在索美塞特公爵身上，他因
此而失勢。幸好繼承他的人在改革教會的意願上比他更
積極。他從歐洲招攬一群重要的改教家到英國，為英國
建立改教的基礎。他們修改《公禱書》，並將基本信仰
寫成《四十二條信仰原則》。加爾文派的影響便由此時
滲入英國的教會。可惜愛德華六世不久後逝世，整個情
勢因此改觀。

愛德華死後，凱撒琳的女兒瑪利登位，她沒有忘記母親
和自己所受的屈辱，於是在登位後，便極力破壞改教運
動，迫害改革派，並恢復天主教。她首先透過國會撤消
愛德華改教的諭令，將改革派的主教全部撤職，代之以
支援天主教的人。然而，此時改革派的勢力已相當穩
固，一時不容易對付。瑪利復辟心切，便使用暴力，不
少人在她的手下慘死，也有不少要逃到日內瓦和法蘭福
特。單在英國南部，便有三百位教牧人員殉道。克藍麥
和其他領袖也免不了殺身之禍，他們一行六人在牛津大
學活生生被燒死。在此以前，克藍麥曾被迫簽署一份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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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放棄信仰、自承是異端的悔過書。但就在行刑時他表
現出無比的勇氣，要求先燒這只曾簽署出賣基督的犯罪
之手，最後在火焰中被焚燒至死。現在牛津市中心的一
座殉道紀念碑便是紀念他們的。瑪利的高壓政策為她帶
來一稱號，就是"血腥瑪利"（Bloody Mary）。幸好她在
位不到六年便逝世，英國的改教事業才得以繼續。

瑪利去世，伊利沙白一世繼位。她採取一種兩面討好的
政策，既不想得罪改革派，也不想引起天主教的激烈反
對。於是她雖然將愛德華的改革恢復，但卻步步小心，
並將一些比較激進的傾向除掉，她只強調兩點，第一點
是英王是英國教會的首領，第二點是全國教會崇拜時要
用統一儀式，就是用公禱書。雖然她採取平穩的路線，
但這時候另一新的因素出現了，就是瑪利時代逃到歐洲
的牧者重回英國，他們帶著比較激進的改教思想，特別
反對英王是英國教會的領袖，也強調個人的宗教自由。
希望英國的教會也能夠像歐洲的教會改革一樣，清除一
切天主教的傳統。因此覺得保留天主教的傳統儀式不倫
不類，是不能接受的。他們提倡"改革改教運動"，同時
也要求聖職人員生活嚴謹聖潔，並提高信徒的屬靈素
質，這些人使伊利沙白非常頭痛，而英國教會也因此幾
乎分裂。我們時常聽到的清教徒或分離主義，便是這時
候出現的。

英國的清教徒

清教徒這名字我相信我們都聽得不少，但誰是清教徒？
什麼是清教徒主義？我們必須要瞭解，清教徒主義並不
是一種派別，而是一種態度，一種傾向。清教徒是一個
統稱，是指那些不滿伊利沙白走中間路線的人。他們一
致覺得伊利沙白為了討好天主教派而不惜將天主教的一
些傳統、儀文摻雜在純正的信仰中，伊利沙白保留了改
革派的神學，卻又保留天主教的儀文，結果是不倫不
類。於是他們提倡"改革改教運動"，要求改得更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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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地與天主教劃清界線。另外，他們還覺得英國的
信徒的信仰生活不夠聖潔，特別是聖職人員對自己的要
求還不夠嚴謹。於是他們提倡簡化崇拜儀式，提高信徒
的屬靈素質。

前面提過在瑪利女王統治的時期，有很多牧師及信徒為
了逃避她的逼迫，流亡到歐洲去。瑪利女王去世後，他
們便重返家園帶著歐洲加爾文派的思想回到英國。他們
希望英國教會也能夠和歐洲的改革教會一樣，將天主教
傳統的一切痕眾，完全清除。無奈伊利沙白為了討好天
主教派而保留了很多他們認為要不得的東西。但他們當
中大部分的人都主張留在教會，以漸進的方式改革教
會，他們也不反對以英王為教會的首領，不反對國家和
教會有密切的關係。不過他們當中一部分比較激進，他
們要求政教完全分離，英王不應插手教會的治理。這群
少數的人被稱為"分離主義者"，因為他們主張政教分
離。

主後一五六三年出現了一次衝突。因為伊利沙白規定教
牧人平日一定要穿著她指定的袍服和帽，星期日則穿短
白袍服。清教徒反對這種規定，認為不應太注重形式。
於是便在教會的總議會中提議取消這袍服的規定，並同
時提議在聖餐時信徒無需跪著領聖餐。在洗禮時取消畫
十字的儀式；有些比較激進的更提議將教會中的風琴拆
掉，在結婚儀式中不用戒指作信物等。雖然這次議會中
清教徒的要求沒能通過，但他們已得到極大的鼓舞，因
為投票結果，只是一票之差，可見他們的勢力是多麼強
大。經過這次精神上的勝利，他們便更大膽，主後一五
七二年一個清教徒的會議上，竟有人提出驚人的言論，
就是教會不需要主教，地方教會的牧者也不應由主教指
派，而應該由平信徒選出來。這群人的領導是卡特賴特
（Thomas Cartwright），他在歐洲流亡時，深受長老會
教會體制的影響；他提議教會援用長老會體制，更在主
後一五七二年創立了一個這樣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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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白和她的主教們當然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
於是大舉鎮壓，卡特賴特又得流亡歐洲了。然而卡特賴
特去後不到幾年，另一位清教徒布朗尼（Robert 

Browne）又創立了一間由會眾治理的教會，這便是公理
會的開始。雖然布朗尼日後反悔，重回聖公會，但他所
創立的教會卻日益壯大，使女王極為頭痛。布朗尼不單
認為教會應該用公理制，即會眾治理教會，更宣揚完全
分離的理論；他認為每一地方的堂會都應該是獨立的，
不受外來勢力的干預。還有，每個教會的崇拜應該用最
簡單的儀式，而按立傳道人，教會不應太注重他的學
歷，卻應注重是不是有聖靈能力的人。

面對分離主義的勢力擴大，伊利沙白女王立刻向他們施
壓力。她為人惠特吉夫（John Whitgift）為坎特伯裏大主
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惠特吉夫對於清教徒主
義，特別是分離主義，非常憎惡，因此不用女王催促，
他也不遺餘力地壓迫清教徒。他設立了一個近乎是異端
裁判所的特委法庭，檢查聖公會內牧師及信徒的信仰，
結果很多支援清教徒主義的人受到嚴重的處分，而二百
多名牧師被他停職查辦。對於清教徒的領袖，他的壓迫
及厲害，卡特賴特與幾位分離主義的領袖如巴魯
（Barrow），格林伍德（Greenwood）等便是死於他手中
的。到一五九三年，形勢更加惡劣，女王頒下禦令，凡
那些不出席國家教會的崇拜而到一些私自聚集的地方崇
拜，一經查出，便要被趕出英國，假若他們潛返而被
捕，則可判處死刑。為了使全國教會統一于她的領導
下，伊利沙白不惜用最嚴厲的手法。然而，奇怪的是，
壓迫越大，清教徒卻越發增加；不單如此，清教徒主義
的支持者在國會的數目也越來越多，造成日後清教徒主
義與國會有很密切的關係。同時，流亡海外的清教徒在
歐洲建立起重要的據點（特別是荷蘭），在那裏發展得
非常快。主後一六Ｏ七年一批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
在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的領導下從英國的一個
港口出發，到新大陸去尋找他們的宗教自由。跟著，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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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清教徒到新大陸去，美國的建國與這批移民有
很大的關係。

清教徒被迫離開英國，因為伊利沙白女王死後，情況變
得更壞。伊利沙白的王位由蘇格蘭王雅各六世繼任，他
到英國即位時，改王號為雅各一世。雅各一世在蘇格蘭
時受盡蘇格蘭長老會中的教牧師領袖的氣，故此一到英
國，一變而成為教會的首領，便得意忘形。為了表現他
的威風，便向那些不肯俯首順服的清教徒施下馬威。英
國的清教徒也估計錯誤，他們以為雅各一世既受長老會
傳統的熏陶，便一定會體諒他們，於是便大膽地在主後
一六Ｏ四年的一個議會中，聯名上書，這便是著名的"千
人奏書"（Millenary petition），請求雅各王簡化崇拜儀
式，並修改公禱書的某部分。誰知雅各一世不但不允許
他們的請求，反而嚴厲地斥責他們，要他們順服于英王
及主教的領導之下，並下令將三百名教牧人員革職，任
何完全依循國教的規定舉行崇拜的人，便受到嚴重的處
分。至此，和解的希望似乎幻滅，而那些本來願意留在
聖公會以內作內部改革的人，也被迫投入分離主義者的
陣營。當中不能忍受逼迫的人便紛紛移民到北美洲。

這些清教徒到了北美洲之後，在自由的空氣中建立他們
的教會及家園。他們大多是極其敬虔、勤奮的加爾文主
義者。他們以民主的形式管理教會。日後美國的民主政
制，便是由此奠下基礎的。除了民主政制外，他們生活
的各方面都帶著濃厚的信仰色彩。他們的信仰對於日後
美國文化的孕育與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在英國，雅各一世去世後，清教徒與英王之間的鬥爭，
由宗教的鬥爭演變成政治的鬥爭。在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A.D.）的領導下，清教徒在國會的
勢力越來越大，日後英王與國會的對立越來越尖銳，不
久內戰爆發，英王查理一世戰敗，被國會判處死刑。克
倫威爾掌握大權，英國成為清教徒的天下。但克倫威爾
死後，他們便又失勢。此時，他們已經成為非常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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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英國不得不容忍他們的存在，於是，不久即頒下
容忍的諭令，結束對清教徒的迫害。

　

英國聖公會公禱書摘錄（英）
（本文摘自http://www.eskimo.com/~lhowell/bcp1662/intro/

contents.html）

目錄
1. The Preface.

2. Concerning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3. Of Ceremonies.

4. Rules to Order the Service.

5. The Order how the Psalter is appointed to be read.

6. The Order how the rest of the holy Scripture is appointed 

to be read.

7. A Table of Proper Lessons and Psalms.

8. The Calendar, with the Table of Lessons.

9. The Revised Tables of Lessons （1922）.

10. Tables and Rules for the Feasts and Fasts through the 

whole Year.

11. The Order for Morning Prayer.

12. The Order for Evening Prayer.

13. At Morning Prayer.

14. The Litany.

15. Prayers and Thanksgivings.

16. Collects, Epistles, and Gospels.

17. Holy Communion.

18. Publick Baptism of Infants.

19. Private Baptism of Children.

20. Baptism of those of Riper Years.

21. A Catechism.

22. The Order of Confirmation.

23. The Solemnization of Matr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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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he Visitation of the Sick.

25. The Communion of the Sick.

26. The Burial of the Dead.

27. The Churching of Women.

28. A Commination.

29. The Psalter.

30. Forms of Prayer to be used at Sea.

31. The Form and Manner of Making, Ordaining, and 

Consecrating of Bishops, Priests, and Deacons.

32. Forms of Prayer for the Anniversary of the day of the 

Accession of the Reigning Sovereign.

33. Articles of Religion.

34. A Table of Kindred and Affinity.

序
The Preface.

T hath been the wisdom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ever 

since the first compiling of her publick Liturgy, to keep the 

mean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of too much stiffness in 

refusing, and of too much easiness in admitting any variation 

from it. For, as on the one side common experience sheweth, 

that where a change hath been made of things advisedly 

established （no evident necessity so requiring） sundry 

inconveniences have thereupon ensued; and those many 

times more and greater than the evils, that were intended to 

be remedied by such change: So on the other side, the 

particular Forms of Divine worship, and the Rites and 

Ceremonies appointed to be used therein, being things in 

their own nature indifferent, and alterable, and so 

acknowledged; it is but reasonable, that upon weighty and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exigency 

of times and occasions, such changes and alterations should 

be made therein, as to those that are in place of Authority 

should from time to time seem either necessary or expe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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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ly we find, that in the Reigns of several Princes of 

blessed memory since the Reformation, the Church, upon 

just and weighty considerations her thereunto moving, hath 

yielded to make such alterations in some particulars, as in 

their responsive times were thought convenient: Yet so, as 

that the main Body and Essentials of it （as well in the 

chiefest materials, as in the frame and order thereof） have 

still continued the same unto this day, and do yet stand firm 

and unshaken, notwithstanding all the vain attempts and 

impetuous assaults made against it, by such men as are given 

to change, and have always discovered a greater regard to 

their own private fancies and interests, than to that duty they 

owe to the publick.

By what undue means, and for what mischievous purposes 

the use of the Liturgy （though enjoined by the Laws of the 

Land, and those Laws never yet repealed） came, during the 

late unhappy confusions, to be discontinued, is too well 

known to the world, and we are not willing here to 

remember. But when, upon His Majesty's happy Restoration, 

it seemed probable, that, amongst other things, the use of the 

Liturgy also would return of course （the same having never 

been legally abolished） unless some timely means were 

used to prevent it; those men who under the late usurped 

powers had made it a great part of their business to render 

the people disaffected thereunto, saw themselves in poin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est concerned （unless they would freely 

acknowledge themselves to have erred, which such men are 

very hardly brought to do） with their utmost endeavours to 

hinder the restitution thereof. In order whereunto divers 

Pamphlets were published against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the old Objections mustered up, with the addition of 

some new ones, more than formerly had been made, to make 

the number swell. In fine, great importunities were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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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Sacred Majesty, that the said Book might be revised, and 

such Alterations therein, and Additions thereunto made, as 

should be thought requisite for the ease of tender 

Consciences: whereunto His Majesty, out of his pious 

inclination to give satisfaction （so far as could be 

reasonably expected） to all his subjects of what persuasion 

soever, did graciously condescend.

In which review we have endeavoured to observe the like 

moderation, as we find to have been used in the like case in 

former times. And therefore of the sundry alterations 

proposed unto us, we have rejected all such as were either of 

dangerous consequence （as secretly striking at some 

established doctrine, or laudable practic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or indeed of the whole Catholick Church of 

Christ） or else of no consequence at all, but utterly 

frivolous and vain. But such alterations as were tendered to 

us, （by what persons, under what pretences, or to what 

purpose soever tendered） as seemed to us in any degree 

requisite or expedient, we have willingly, and of our own 

accord assented unto: not enforced so to do by any strength 

of Argument, convincing us of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the 

said Alterations: For we are fully persuaded in our 

judgements （and we here profess it to the world） that the 

Book, as it stood before established by Law, doth not 

contain in it any thing contrary to the Word of God, or to 

sound Doctrine, or which a godly man may not with a good 

Conscience use and submit unto, or which is not fairly 

defensible against any that shall oppose the same; if it shall 

be allowed such just and favourable construction as in 

common equity ought to be allowed to all human Writings, 

especially such as are set forth by Authority, and even to the 

very best translations of the holy Scripture itself.

Our general aim therefore in this undertaking was, no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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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ify this or that party in any their unreasonable demands; 

but to do that, which to our best understandings we 

conceived might most ten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and 

Unity in the Church; the procuring of Reverence, and 

exciting of Piety and Devotion in the publick Worship of 

God; and the cutting off occasion from them that seek 

occasion of cavil or quarrel against the Liturgy of the 

Church. And as to the several variations from the former 

Book, whether by Alteration, Addition, or otherwise, it shall 

suffice to give this general account. That most of the 

Alterations were made, either first, for the better direction of 

them that are to officiate in any part of Divine Service; 

which is chiefly done in the Calendars and Rubricks: Or 

secondly, for the more proper expressing of some words or 

phrases of ancient usage in terms more suitable to the 

language of the present times, and the clearer explanation of 

some other words and phrases, that were either of doubtful 

signification, or otherwise liable to misconstruction: Or 

thirdly, for a more perfect rendering of such portions of holy 

Scripture, as are inserted into the Liturgy; which, in the 

Epistles and Gospels especially, and in sundry other places, 

are now ordered to be read according to the last Translation: 

and that it was thought convenient, that some Prayers and 

Thanksgivings, fitted to special occasions, should be added 

in their due places; particularly for those at Sea, together 

with an Office for the Baptism of such as are of Riper Years: 

which, although not so necessary when the former Book was 

compiled, yet by the growth of Anabaptism, through the 

licentiousness of the late times crept in amongst us, is now 

become necessary, and may be always useful for the 

baptizing of Natives in our Plantations, and others converted 

to the Faith. If any man, who shall desire a more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several Alterations in any part of the Liturgy, 

shall take the pains to compare the present Book with the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8.htm (19 of 49)3/5/2005 6:38:45 PM



英國改革運動

former; we doubt not but the reason of the change may 

easily appear.

And having thus endeavoured to discharge our duties in this 

weighty affair, as in the sight of God, and to approve our 

sincerity therein （so far as lay in us） to the consciences of 

all men; although we know it impossible （in such variety 

of apprehensions, burnouts and interests, as are in the 

world） to please all; nor can expect that men of factious, 

peevish, and perverse spirits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any 

thing that can be done in this kind by any other than 

themselves: Yet we have good hope, that what is here 

presented, and hath been by the Convocations of both 

Provinces with great diligence examined and approved, will 

be also well accepted and approved by all sober, peaceable, 

and truly conscientious Son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韋斯敏斯德信條》摘錄
（本文摘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CreedsConfessions/westminster/index_b5.htm）

自伊利沙白女王一世以來，英國聖公會成為主教製，就
是由女王直接委任主教治理地方教會，並在公共崇拜中
遺傳許多天主教的禮儀，此舉引起許多改革的新教徒的
不滿，這群忠于改革的人就是當時的清教徒。在1643

年，查理士（Charles）當政之時（1625-1649），當時議
院的議員以清教徒居多，他們期盼以清教徒改革原則重
整英國教會，于是在韋斯敏斯德大教堂召開了一個大型
的議會，與會人士有121位牧師，30位議院的議員，及8

位列席的蘇格蘭代表。對于教會應采取的體製，人人看
法不同，而以贊成長老製者居多；在神學的立場上，大
家則一致認同加爾文的觀點，否定阿民念派及羅馬天主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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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年的討論，議會于1646年12月完成了《韋斯敏斯
德信條》，供日后議院及議會之用。信條的內容完整、
精確、簡潔、平衡，每一個句子都經過小組的討論及公
開的辯論，參與者陣容之堅強也屬罕見。信條于數個月
后加入聖經的章節引証，是年六月得到議院的批準。

雖然在英國此信條所獲得的公認只到1660年，但它深受
清教徒的愛戴，在蘇格蘭也為議會及議院所接納；后來
隨著新大陸的移民而傳入北美洲，是在英、美的長老派
及北美的公理會與浸信會中最具影響力之信條。

此信條是加爾文神學，清教徒及聖經融合的結晶，共有
三十三章，其特色有下列幾點‥
1. 文中論述的次序為聖經、上帝、世人、基督、拯救、
教會及末世，成為現代教義神學分段的先驅。
2. 開宗第一章的聖經論，華腓德（B.B. Warfield）稱之為
基督教中最完美的聖經論告白。
3. 預定論在此信條中展現成熟的風貌，平衡地教導了神
的主權與人的自由。
4. 著重聖約神學，以此解釋在歷史中神與人的關系。
5. 確認清教徒所強調的得救的確知。

第一章　論聖經

一、本性之光與創造護理之工，雖彰顯神的善良、智慧
和權能，叫人無可推諉1；但都不足以將得救所必須的，
有關神及其旨意的知識賜予人2。所以神願意多次多方將
自己啟示給他的教會，並向教會宣佈痘的旨意3；以後，
為了更加保守並傳揚真理的緣故，而且為了更堅立教
會，安慰教會，抵擋肉體的敗壞，並撒但與世界的惡意
起見，遂將全部啟示筆之於書4。於是，神先前向他百姓
啟示自己旨意的方法已經停止5，故聖經成為我們最必要
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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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聖經，或筆之於書的神言的名義下，包括舊新約
全書，即舊約三十九卷，新約二十七卷（書名於此從
略）。這些書都是出於神的默示7，為信仰與生活的準
則。

三、一般稱為偽經（Apocrypha）的各卷，既非出於神的
默感，所以不屬聖經正典，因此（偽經）在神的教會中
沒有權威，只能當作其他屬人的著作看待或使用之8。

四、應受信服的聖經權威，不在乎任何人或教會的見
証，乃完全在乎神（他是真理的本身）是聖經的著者。
因為聖經是神的話，所以當為我們接受9。

五、我們可能受教會所作之見証的感動與影響，因而對
聖經有高度敬畏的尊重10。聖經主題屬天的性質，教義
的效力，文體的莊嚴，各部的符合，全體的目的（將一
切的榮耀都歸給神），人類唯一得救之道充分的顯示，
和其他許多無比的優秀點，以及全體的完整，都足以証
明聖經本身為神言的証據。雖然如此，我們所以十分接
納並確實相信聖經之無謬的真理性與屬神的權威，乃是
由於聖靈內在之工，借著並同著神的話在我們心中所作
的見証11。

六、凡神關於他自己的榮耀，人的得救，信仰與生活一
切所必須之事的全備旨意，都明明記載在聖經內，或從
聖經中推出正當的與必然的結論；所以無論何時，不可
借著聖靈的新啟示，或憑人的遺傳，給聖經再加上什麼
12。雖然如此，但我們承認為了明瞭聖經中所啟示的得
救知識，聖靈的內在光照是必須的13；並且承認有些關
於敬拜神，和教會行政的某些詳情，因與人類行為和人
類社會是相關的，故亦可憑人的經驗和基督徒的智慧來
規定，但必須時常遵照聖經的一般規則14。

七、聖經中所有的事本不都一樣清楚，對各人也不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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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明瞭15；但為得救所必須知道，必須相信，必須遵守
的那些事，在聖經的各處都有清楚的提示與論列，不但
是學者，就是不學無術的人，只要正當使用普通方法，
都能得到適當的理解16。

八、用希伯來文（是古時神選民的國語）所寫的舊約，
和用希利尼文（是新約時代各國最通行的文字）所寫的
新約，都是受神直接的靈感，並且由於神特別的照顧與
護理，歷經世代，保守純正，所以是可靠的17；因此一
切有關宗教的爭辯，教會終當以聖經為最高裁判者18。
但因神的眾百姓並不都通曉這些聖經原文，而且他們對
聖經有權利與興味，並以敬畏神的心，聽神吩咐去誦讀
和考查聖經19；所以凡聖經所到之地，都應譯成各國的
通行語20，使神的話豐豐富富地存在各人心裡，令他們
可以用討神喜悅的方式去敬拜21，並借著聖經的忍耐和
安慰可以得著盼望22。

九、解釋聖經的無謬規則就是聖經本身（以經解經）。
所以對聖經哪一部分的真正和圓滿意義發生疑問時（該
意義不能有多種，只有一個），就當用他處較為更明瞭
的經文，藉以查究和明瞭其真義23。

十、決定宗教上的一切爭論，審查教會會議的一切決
議，古代著者的意見，世人的教訓和私人的靈感，都當
以在聖經中說話的聖靈為最高裁判者，而且對其判決全
權服膺24。

1. 羅二14-15，一19-20，一32，二1，詩十九1-3。
2. 林前一21，二13-14。
3. 來一1。
4. 箴廿二19-21；路一3-4；羅十五4；太四4、7、10；賽
八19-20。
5. 來一1-2。
6. 提後三15；彼後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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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路十六29、31；弗二20；啟廿二18-19；提後三16。
8. 路廿四27、44；羅三2；彼後一21。
9. 彼後一 19、21；提後三16；約壹五9；帖前二13。
10. 提前三15。
11. 約壹二20、27；約十六13-14；林前二10-12；賽五十
九21。
12. 提後三15-17；加一8-9；帖後二2。
13. 約六45；林前二9-12。
14. 林前十一13-14，十四26、40。
15. 彼後三16。
16. 詩一一九105、130。
17. 太五18。
18. 賽八20；徒十五15；約五39、46。
19. 約五39。
20. 林前十四6、9、11-12、24、27-28。
21. 西三16。
22. 羅十五4。
23. 彼後一20-21；徒十五15-16。
24. 太廿二29、31；弗二20；徒廿八25

　

清教徒運動
（本文摘自http://www.cclw.net/other/jhgrpx/10/chapter7.html）

上一章我們談了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一些變化，我但要
再次強調宗教改革基本上是教義的改革，而非生活方式
的改革。在宗教改革的兩側，出現四個運動實際影響宗
教改革之落實。十六世紀末的亞仁特（Johann Arndt）是
德國敬虔主義的先驅，其後繼人乃施本爾（Phi- lipp 

Jakob Spener）和法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敬
虔主義把宗教改革帶到德國的草根階層，所以，這個運
動亦可說是神子民的改革運動。與此同時，英國出現了
清教徒運動，進一步擴大落實改革的教義。英國人中有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8.htm (24 of 49)3/5/2005 6:38:45 PM



英國改革運動

不少信徒開始追求過聖潔的生活。英國在十八世紀還有
一個注重靈命更新的循道主義運動。十八世紀末和十九
世紀初的福音派運動，可算是第四個更新的運動。以上
四個更新運動的基礎都在於宗教改革的教義。但在這本
書，我只會談英國清教徒運動的興起，它的重要性和傳
奇性，以及對我們的影響。

清教徒運動的興起

按照福音派的傳統，清教徒運動常被描述為福音派的修
院主義運動。但所指的不是這些人在過修院制度式的生
活，而是說他們比任何其他傳統的改革派信徒更認真地
過聖潔的生活。這種態度是今天我們福音派的人所缺乏
的。我們若想在今日的世代有屬靈的更新，可以從清教
徒學習很多寶貴的功課。德國的敬虔主義運動亦有相似
的地方。事實上，德國的敬虔運動與英國的清教徒運動
有很強的內在互動的關係。著名的清教徒教牧神學家波
金斯（William Perkins）被譽為十六世紀的魯益斯（C．
S．Lewis），其著作在英國與歐陸流傳很廣。先是波金
斯影響了德國敬虔運動的領導人，後來在十八世紀中是
德國的敬虔主義影響英國的更新運動，如循道衛斯理運
動和後期的福音派運動。由此可見，這些運動間有很強
的內在關連。這四者中，最特別的可算是循道衛斯理運
動，因為請教徒主義，敬虔主義和福音派運動三者的教
義一致，而循道主義則有些不同。

清教徒主義的特色

首先談談情教徒主義的特色。約翰吉爾（John Geree）在
一六四六年寫了一篇文章介紹請教徒的特色，他說：
「在古英國，清教徒是一個尊神于萬有之上的人，神則
按各人所當得的賜與人。這個人的大前題是事奉神，不
為自己的好處，只為神認為美好的；他按著神的話語敬
拜，重視神家裏的次序。他按著良知遵行神的教訓。他
重視祈禱，以此開始和結束每天的生活，他在密室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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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這是他們對馬太福音六章的瞭解：『你禱告的時候
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他們亦有
家庭與公眾的祈禱，他們認為禱告是義務，亦是一種恩
賜，但他們比較強調禱告是聖靈的恩賜，幫助我們運用
這個特權。清教徒重視閱讀神的話語，認為這是神給個
人與大眾的一條誡命，但卻強調宣揚神的道比閱讀神的
道重要。」可見，清教徒的一個特點是重視講道。十七
世紀英國的法律規定人人都要在主日到教會守禮拜。在
聖公會與請教徒的制度下，人若不上教會，就會受處
罰，輕的罰款，重的坐監。此外，講道在當時是最壯觀
的一種場面，就如今日的足球、羽毛球等賽事一樣。

一個典型的虔誠的基督徒家庭是怎麼開始一個星期的生
活呢？星期六晚餐後，全家聚在一起禱告，作家庭禮
拜，預備心迎接主日的來臨：星期日全家一起到教會，
主日崇拜的講道通常長達兩小時，散會後回家。吃過午
飯後，整個下午全家一起討論講道的內容；晚上再回教
會守晚禮拜，這個聚會的講道約一小時。所以說，傳道
人每主日要講三小時的道。通常他們都把講章印刷出
版。如果你查一下這個時代傳道人的講題，你就會發現
有一位出版了一部五冊的講道集談詩篇一一九篇。約翰
董那門（John Downame）在一六○九至一六一二年開創
下了記錄，他專門講解以弗所書六章十至廿節，「穿戴
神所賜全副的軍裝」的講道集一共四冊，長達四千多
頁，為了體貼大眾的需要，二十三年後威廉古諾
（William Gurnall）出版了他講解同段聖經的講道集，篇
幅減至一千四百頁。鍾馬田醫生（Martin Lloyd Jones）
與其妻用了三年晨更的時間才算讀完古諾的這套講道
集。由此可見，清教徒對於講道的重視勝於讀經。

此外，清教徒在講道與寫作中將內容系統化的程度，就
是今天的邏輯學家和電腦學家都會為他們感到驕傲。他
們講道通常有四大點，每大點有四個分題，每分題有小
題，每小題可能還會再分下去，好像一棵樹有無數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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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這種將真理系統化的方法是從十六世紀末的荷蘭哲
學家瑞木斯（Remus）學來的，他的治學法，給清教徒
帶來了一個綽號—精密人士（Precisians）。清教徒這個
名稱在英國通行之前，人稱他們為精密人士。他們為何
如此精密細緻呢？有一位清教徒說：「我們事奉的是一
位精密細緻的神，他所表達的一切都是很清楚的。」自
然所有的傳道人都盡力效法神，可是會眾或讀者往往都
跟不上。

清教徒相當重視安息日，他們稱主日為靈魂的市集日。
他們亦重視聖餐和洗禮，他們把宗教上的參與當作責任
來看，他們過的基督徒生活是責任性的。十七世紀末，
英國最流行的書是《人當盡的本份》（The Whole Duty 

of Man），這種書在今天是沒有人買的，因為現代人幾
乎不考慮責任感這回事。湯姆潘恩（Tom Paine）可以說
難辭其咎，他在十八世紀間提出人的權利，因而人就把
責任放在一邊。

清教徒對責任的重視使他們建立了一套既有紀律又服從
的制度，這就是他們所謂的經濟。十六世紀對家庭經濟
的定義，乃家庭在神面前的責任。因此，最好的基督徒
亦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妻子，最好的父母，最好的子
女，最好的主、仆，和最好的官民。吉爾說人若這樣
行，論神的教會就會被高舉而不會被褻瀆。其實基督徒
的家庭就像一個小型的教會，清教徒重視家庭的崇拜。
其實，從清教徒運動開始到福音派運動，各個更新運動
的特點都是始於家庭而非教會；但是由於教會的更新，
將祭壇從家庭挪移到教會。當他們把重點放在教會的祭
壇，私人的敬拜就逐漸不再受人重視，家庭祭壇跟著也
就消失了。然而，當祭壇完全限於教會時，教會反而失
去她的生命力。所以清教徒對英國屬靈生活的一大貢獻
是他們教導兩個世紀的英國信徒養成在家裏敬拜、讀
經、禱告的習慣。可惜廿世紀的英國人已經失去了這種
敬虔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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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吉爾描述清教徒的文章還說：「清教徒是內心溫柔
的人，他們注重良知的分辨力。」他們遺留下來的許多
書，內容都是談及內省（Examination of Conscience）的
問題。清教徒對人的分辨力比我們高明的多。但以理戴
克（Daniel Dyke）在一六四二年出版了一本四百多頁的
書《自欺的奧秘》（The Mystery of Self-Deceiving）。清
教徒是偉大的靈魂心理學家，我們可以從他們學到神學
即心理學，二者在本質上是分不開的。可惜今天的心理
學與信仰卻相距甚遠。

十七世紀時流行培養憂鬱之情，可能是義大利的文藝復
興流傳過來的。人若想成為受人尊重的學者或思想家的
前鋒，就必須要有極大的自製力和憂鬱之情，頗似今日
有一些教授覺得，要留鬍子才會受人尊敬，也許他們是
用鬍子遮蓋不雅的下巴。十七世紀的人流行面帶愁容，
慢慢地我們會談到導致這種潮流的其他原因。

根據吉爾的描述，清教徒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他們把人
生視為一場戰爭。基督是他的領導，是他的武器，十字
架是他的旗幟，主的道是他的劍。前面我們談過基督徒
生活的一些不同的記號，清教徒的記號是戰士朝聖者
（Soldier Pilgrim），他們蒙召作十架精兵，他們參與的
是一場道德的戰爭。所以以弗所書六章十至廿節是清教
徒最重要的一段經文。清教徒的文學著作中，以本仁約
翰的《天路歷程》最能表達清教徒對生命價值之看法。

對清教徒的誤解

然而輿論對清教徒卻不利，他們經常被人誤解，人們以
為他們是反樂趣的人，認為他們的表現過份拘謹和嚴
肅。許多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作家，對清教徒都有看
法。他們筆下的清教徒是愁眉不展的，別人開心作樂
時，他們就走到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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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近代學術界的研究對清教徒亦有些誤解。美國早期
社會的根基，是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所建立。認真研
究清教徒的，都是出身哈佛、耶魯的非基督徒學者，可
惜福音派的信徒，反而很少在這方面下功夫。由於這些
非基督徒學者對清教徒的神學背景完全沒有認識，所以
他們的研究有偏差，今天福音派學者面對的一個挑戰，
就是如何為清教徒重建正面的形象。

清教徒的根源與發展

到底何謂清教徒？他們是怎麼產生的？清教徒這個名稱
在一五六七年首次出現，原是個綽號，用於過份謹慎、
無可指摘的人，他們的良知不容許他們作任何的妥協；
但我相信清教徒運動在這個名稱出現前，早已存在人的
思想中。如果一定要尋根究底，我們就要回到一五二四
年，那年丁道爾（William Tyndale）把新約聖經翻譯成
英文，丁氏可以說是英國的第一位清教徒。清教徒的基
本特色即希望完全按照聖經的原則生活，順服聖經的教
導可說是他們的首要任務。早期改教者如丁道爾的目標
即是如此。他們希望英國每位識字的人都擁有一本聖
經。

清教徒面對的挑戰，是在專制政權下與世妥協的神職人
員。英國的改革運動由英王亨利八世正式開始，但是終
其一生，他都忠於羅馬天主教的傳統儀式。亨利是為了
個人的方便而脫離教皇對英國教會的控制，他的目的是
希望在教會的認可下與第六任妻子結婚，故對教義的改
革他毫不關心。亨利的繼承人為其子愛德華六世，由於
年幼體弱，在攝政王輔助下在位五年；其後由其姊妹瑪
利繼位。瑪利是天主教徒，她因大力鎮壓新教徒及宗教
改革者，因而有血腥瑪利之稱。一五五八年其妹伊利莎
白繼位，改革人士以為終於有了盼望，他們希望身為新
教徒的伊利莎白女王是位尊重聖經的女性，豈知她登基
後不久，在一五五九年即宣稱自己是英國教會的最高行
政首領，於是教會不得不服在她的權下。從政治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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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她剝奪了改教人士的主動權。不久她開始懷疑清
教徒，因為他們開始講道，而伊利莎白是以政治家的角
度來看這件事，認為講道是一種有力的政治武器，很可
能促成群眾運動對其政權造成威脅。事實上在十六世紀
末，倫敦及其四周的城鎮，已經設立一百多個講師的席
位。通常在大教會除了有講道的傳道人外，還有講學
的。你可以想像這些職位對宣揚請教徒的教義是何等的
重要。與此同時，印刷術逐漸通行，印了不少書籍。伊
利莎白女王也在聖公會設立不少講席以抗衡清教徒的講
壇。一五六○年她在國會提出教會統一條例（Act of 

Uniformity），進一步控制教會：根據此條例，英國只能
有一個教會，即聖公會，清教徒亦只能在此教會內活
動。一五六三年聖公會對神職人員的服飾有所爭論，令
清教徒大為不悅，因為這些服飾帶著濃厚的羅馬天主教
的味道。二百多人投票決定，清教徒以一票之差敗了。
從此事件之後，一直到一六四二年英聯邦成立，清教徒
的政治生涯不斷受挫，任何抗議都被否決，所以他們只
能講道和寫作。

一五六○至一五七○年間，約翰範士（John Foxe）出版
兩集殉道見證集，第一集是記載一五五○年代瑪利女王
統治期間殉道者的見證。第二集則介紹早期教會的殉道
事蹟。藉著早期信徒對神至死不渝的信心激勵鼓舞清教
徒。此書對清教徒影響極深。

一六○三年伊利莎白女王逝世，清教徒就把希望轉到平
信徒神學家蘇格蘭王雅各六世的身上，希望他能改變清
教徒的命運。於是有些清教徒到蘇格蘭，把年輕的雅各
凱旋式的迎接到倫敦，擁戴他為英王雅各一世；但是他
與伊利莎白女王一樣，不完全聽信清教徒。他在政治上
對清教徒的態度，導致一六一年英王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Version）的發行，這本英文聖經的出版並不代表
雅各一世對傳教事業的熱心，乃是由於他對清教徒感到
不勝其煩，認為他們當與聖公會內比較開放的學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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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因而下令請他們共同翻譯聖經，以緩和清教徒的精
神與態度。所以我很慚愧的說，英王欽定本聖經原是一
個政治產品，這使得清教徒更加感到挫敗。

瞭解這個背景，你就可以明白為何清教徒在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的領導下起來反叛，引起內戰並俘
擄英王查理一世。他們把幾代以來的積怨發泄出來，最
後更將英王斬首。於是英國出現了短暫的聯邦制。在克
倫威爾的統治下，清教徒的夢想終於在一六五○年實現
了。

清教徒的沒落

克倫威爾的好友約翰歐文（John Owen）乃牛津大學校
長，可說是英國的加爾文，是英國最出色的神學家，寫
了十五本神學著作，每一本都很嚴謹。巴刻（J．I．
Packer）熱心研究毆文的著作，至今尚未完全徹底瞭解歐
文的思想，因而無法作全面的評估。歐文是克倫威爾的
牧師，有一天克氏問歐文他是否應當作王；歐文勇敢的
說：「不可能，你若想作王，你就不再是我的朋友
了。」後來他們果真因此反目。一五六七年底克倫威爾
逝世，當時英國國會一片混亂，大家都為誰為首爭個不
停。國會議員中有些是屬神的人。一五六八年底，歐文
出賣當時的政權，與其他一些人合力通過協調，在一六
六○年擁立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為王。查理二世為羅
馬天主教徒，對歐文等人的政治立場不感興趣。他在一
六六○年頒佈第二項統一條例，規定不是聖公會的傳道
人不得站講臺；於是二千多名英國人失去牧師的職位。
歐文是其中一位，他成了逃犯，四處躲藏數年之久。這
些經歷讓歐文學了一個基本的功課—人心的自我欺騙。
人就算信仰純正，又是清教徒，仍然可能非常自私，有
世俗的野心。四年後，歐文寫了一本震撼力很強的書
《信徒內在的罪》（Indwelling Sin in the Life of 

Believer）（此書已由本書作者譯成現代英文）。此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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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了不少的人，歐文是以個人的經歷去探討人心是何等
的詭詐，為了個人的利益而不惜犯罪。

到十七世紀清教徒運動已經不存在，甚至可以說完全消
失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清教徒遺留下來的影響，只剩
下個別清教徒的見證，十八世紀美國的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十九世紀中期的萊爾主教
（Bishop J．C． Ryle），以及英國的司布真和鍾馬田亦
是清教徒。此外還有一些神的兒女，他們比同時代的人
高出一頭，乃因他們的生命受了清教徒的影響。

十九世紀末期的司布真，講道大有能力，令人震驚，他
與神同行的秘訣乃他擁有十萬多冊的清教徒著作。近代
的鍾路斯雖然從未受過正式的神學訓練，但卻放下醫生
的工作，到威爾斯的一間教會傳道，他受的神學教育來
自閱讀清教徒的著作。這個現象似乎有些矛盾，就是清
教徒運動在十七世紀從英國本土消失，然而他們的著作
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影響後代的偉人，導致一些復興運
動，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有些人批評宗教改革運動反應過份。清教徒在某些方面
也反應過份，他們對默觀一事尤其反對。歐文曾經著書
否定默觀的價值，聲稱這是教皇引進教會的迷信；他強
調的禱告基本上是開口出聲的禱告。然而另外有些清教
徒的著作卻顯示了很強的默想傳統，如巴克斯特就勇敢
地談及默觀祈禱的重要性。

此外，清教徒很怕幻想或運用想像力。本仁約翰在《天
路歷程》的前言說，他深知自己被弟兄攻擊，故此要為
所寫所為辯護，向攻擊他的人提出抗議。因為這些人認
為教義只能是事實，何需創作一本小說，用喻意和象徵
的方式描述基督徒在靈命上的進展。他們為本仁的創作
極為戰驚，認為他寫書的目的不可能達到。本仁在出版
《天路歷程》之前，先向大眾道歉，同時亦為自己採用
象徵法而辯護。我個人在這門課強調人類是記號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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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們的生活滿了象徵性的記號。這些記號往往抓住
我們，甚至控制我們的想像力，佔據我們整個人，給予
我們一個全面的信仰。本仁他瞭解這一點。然而與他同
期的人卻看不見這一點，他們以許多仔細而繁複的方法
表達教義，用大題、分題和小分題這種既詳盡又系統的
方法解經，豈知卻因此扼殺了教義的真義，清教徒的沒
落與此有很大關係。

十八世紀初的以撒華茲，可以說是最後期的清教徒，他
寫了很多優美的聖詩，然而他所著論祈禱的書卻令人失
望。書中完全沒有談到神人之間關係性的素質，反而用
整章描述祈禱時的人體姿勢，何時站立，何時坐下，如
何使用雙手等，完全忽略如何在祈禱上運用神賦與人的
豐富想像力，操練自己。

十八世紀出版的靈修著作很少有份量。而我相信清教徒
運動的沒落，並非因他們深受逼迫之苦，雖然不少人如
此認為。事實上，殉道者的血的確是教會的種子，很多
時候逼迫卻能成為教會增長的一個因素。清教徒的經驗
警戒我們，當將整個人的每一部份都投入信仰和生活，
因為教義若不是活的，就會埋沒我們。

清教徒信仰的特徵

清教徒堅持加爾文主義的信仰，強調揀選的教義，此教
義因一群在瑪利女王的逼迫下，逃至日內瓦的人而得以
加強。他們在約翰諾克斯（John Knox）的影響下由日內
瓦重返英國後，他們教導的揀選論變的更加強硬，沒有
彈性。針對這個教義，他們畫了一些圖表，最典型的是
波金斯所畫的。圖的上方是神的頭，頭的一邊有一條黑
色的線，這條線上的人沒有選擇的餘地，死路一條，最
終的結局是滅亡：頭的另一邊有一條白色的線，線上列
出許多的教義，就像火車線上不同的站名，終點是永恒
的祝福。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8.htm (33 of 49)3/5/2005 6:38:45 PM



英國改革運動

那個時代聽福音的人有個困難，因為一般人傳福音的重
點就是揀選的教義，此教義似乎被人當作恐嚇的工具，
目的是將人從險境中喚醒，引他們走上正路，但對那些
比較敏感或神經質的人，此教義反而令他們更神經質。

在本仁約翰年輕的時候，寫了一本小書《罪魁蒙恩記》
（Grace Abundj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這是他個人的
屬靈自傳。其中有這麼一個故事。人蒙神揀選的證據，
就是有信心，但人怎麼知道自己有信心呢？有一個下雨
天，本仁正好在田裏，他看見水流過一條條犁過的痕
溝，最後集成一潭水。他自言自語說，我們若有信心可
以移山，就表明我們是有信心的人。但我不想移山，只
想這潭水消失，但再想一想，又不敢對潭水說消失吧！
因為這潭水若不消失，我豈不永遠受咒詛，因為這就證
明我沒有信心啊。

十七世紀教牧輔導的一個難題，就是揀選的教義帶來的
後遺症。換言之，清教徒為自己製造神經質，這也說明
當時的人何以那麼重視教牧輔導。以上這一點是他們的
教導中負面的地方。

對我們來說還有一點是很特別的，十七世紀的人常談地
獄這個觀念，聽見的人都甚為戰驚。這方面的教導對傳
福音來說非常有功效。而今天我們完全不這麼想，至今
我還沒有看見研究人類思想在這個課題上轉變的過程的
報導。

十七世紀的清教徒運動亦是一奮興運動，其特質有三。
首先，有一群傳道人，他們在神面前有共同的信念，為
清教徒的信仰作了美好的見證。學者和講道的人層出不
窮，再三強調同一的真理，承先啟後。十六世紀末到十
七世紀中出現很多優秀的傳道人，代代都有人材，所傳
的都是一致的資訊，這是我們福音派所缺乏的。

其次，個別信徒通過讀經、家庭的祈禱和聽道，個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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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復興，後期的清教徒如沈美恩（Charles Simeon），一
代之後的萊爾主教，幾代之後的司布真都是如此。

講道和寫作

最後，清教徒的講道和寫作的一個特點，即發掘聖靈的
工作。歐文的聖靈論在英語世界可說是最好的，他們深
信聖經的權威。清教徒的教師一個接一個的都強調同一
點，即原文聖經是聖靈所默示的，同一位聖靈亦向我們
啟示，使我們明白聖經。今天雖然有靈恩運動，但熱愛
聖經的運動都還沒有開始。我們每一位都面臨一個挑
戰，在我們到審判台前與基督見面之先，我們都當捫心
自問，我們既享受擁有聖經的特權，是否好好利用此特
權，讀經默想呢？當然，為了自己靈魂的好處，我們理
當如此行。

在我去世前，我求神兩件事：其一，求神使我更加明白
操練祈禱的可貴。其二，但願神的話語在我敬虔默想時
越發在我心中活躍。很多聖經學者破壞了聖經式的默
想，很多人讀經是為了預備講章，所以得不到聖經的餵

養。教導人藉著聖靈的光照讀聖經，可說是清教徒運動
的一大特色。

解經特點

清教徒運動基本上是一個聖經的運動，他們相信聖經是
神口裏所出的話。如果我們有一知友，但卻不看他寫給
我們的信，這樣的友誼算什麼呢？同樣，我們為何忽視
學習和默想聖經呢？清教徒不單相信聖經是神口裏所出
的話，他們也相信聖經是神的啟示。我們今天要尋求的
真理都已經啟示在聖經裏了。此外，他們深信讀聖經是
人的一大責任。是的，勤讀聖經，並明白其中的真理是
我們的責任。

清教徒的解經有六個特點。一、字面的解經，接受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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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的意思。二、不斷地、持之以恒地讀經，以經解
經。有些人專門愛找聖經不一致的地方，然後就在那裏
跌倒。清教徒認為人可以這樣作，但最根本的乃是讓聖
經解釋聖經，這樣人就可發現聖經的一致性。三、從教
義的角度解經。聖經是所有教義的基礎，所以，我們可
以根據聖經的教導查驗教義的正誤。四、以基督為聖經
的中心。這一點他們採納了馬丁路德的解經法，認為聖
經到處都是宣講基督。五、實用地解經。聖經乃基督徒
的生活指南，其道德性很高。六、當忠心地解經。我們
的生活當與聖經的教導相稱，因神要求我們忠於他的話
語。

清教徒的敬虔

清教徒非常注重察驗個人的良知。修院主義提到心靈的
花園是封閉、寧靜的，是反省和安靜的好地方。同樣
地，清教徒所說的良知即靈魂的花園，需要不斷地培
育，剷除雜草；所以，察驗良知發出的動機和態度是相
當重要的，因而清教徒的良知幾乎完美，對其運作極其
敏感。他們深信聖靈的工作多半通過良知來進行。

至於清教徒的敬虔，他們在著作中最常用的比喻，可由
羅勃布敦（Robert Bolton）在十七世紀初寫的書為代表，
他說：「基督的生活乃舒舒服服的與神同行。」你若與
好友舒舒服服地一同行路，你們不需要多談，因你們的
心靈有默契，彼此享受對方的同在。清教徒在靈修方面
經常提到這個課題，亞伯拉罕與神同行，以諾與神同
行，所以我們也當與神同行。而操練與神同行的最高境
界，莫若默想式的祈禱生活。

我很榮幸有一位敬虔的父親，雖然他在一九六○年代去
世，但是就在他去世之後，我仍多次感到他與我同行；
特別是面臨困境、危機和在作重大決定時，我深深體會
他與我同行。我們若有同樣的醒覺，體會神與我們同
行，豈不更為寶貴？這種體會很真實，但卻難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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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就是這樣與神同行。與神同行與良知有密切的關
係，因此，內省的功夫就成了倫理的核心，內省使神人
之間的友誼毫無隔膜。

清教徒敬虔的第二個特點是他們注重培育屬天的心志。
巴克斯特在卅六歲時寫了《聖徒永恒的安息》（Saints 

of Lasting Rest），當時他胃裏生瘤，隨時可能過世。他
為了預備自己上天堂，所以寫了這本長這一千多頁的
書，默想天上的生活，神的恩典使他又活了三十多年。
這本書是一部經典之作，現在市面流傳的新譯本全是原
書之縮本，即使是簡化的版本亦相當能啟發人操練過默
想的生活。今日的基督徒有時會諷刺那些持屬天心態的
人說，這些基督徒過份向往天上的事，留在地上反而一
無所用。其實，基督徒若不注重天上的事，他在地上根
本無用，好像鹽失去了味道一樣。是什麼在基督徒身上
起了鹽的作用，是什麼在道德上保守他的品格呢？豈不
是默想的生活，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嗎？我們若不在生活
中保持永恒的層面，就容易迷失於感性中，受自己的態
度左右，過有前景無背景的生活，懸在空中，無足之
地。因此，永恒的層面乃基督徒生活的骨架，它給與我
們一個方向度。引導我們走生命之旅。它亦能加強我們
的動機，在壓力和逆境中給與我們毅力和勇氣。

清教徒敬虔的第三個特點是他們是顧家的人。他們把祭
壇建立在自己的家裏，他們的家就是一個小型的教會，
他們把在家中作道德的好管家為己任。巴克斯特寫的
《基督徒指南》有一系列的指引，勸勉人如何在各種人
際關係中活出基督徒的樣式。

第四個特點是清教徒是一群敬拜的人。他們重視祈禱和
敬拜，從神那裏得到眾發，因為他們很容易頹喪和憤世
嫉俗。從一五五九年後，清教徒期望在教會內的改革受
到許多的挫折和攔阻。其實挫折乃神通過天使在我們身
上的作為，並非感性上的損失，因神會賜給我們超越的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8.htm (37 of 49)3/5/2005 6:38:45 PM



英國改革運動

力量勝過一切的困難。

清教徒運動是最認真過敬虔生活的一個運動，遠超過修
院制度之外所有的運動。今日基督徒最大的需要，乃是
以同樣認真的態度過敬虔的生活，思想如何建立這種生
活方式的架構，以致我們不再向往其他的生活方式：換
句話說，清教徒對我們的挑戰，是要求我們認真地過敬
虔的生活，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們已經為我們走出
了一條路。那些跟隨他們腳蹤的人都結出了美好的果
子，如美國最出色的思想家愛德華滋，英國最出色的佈

道家司布真，和近代最出色的平信徒鍾馬田醫生。

　

本仁約翰《天路歷程》摘錄
（本文摘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ChristianClassics/pilgrim/gb/pilg-06.htm）

第六章　十字架

這時我在夢裏看見他繼續這樣走著，後來走到一塊窪地
上，在那裏，也就是在這條路的近旁，有三個人睡得正
香，他們的腳踝上全上著腳鐐。他們一個叫做愚蠢，一
個叫做懶惰，第三個叫做傲慢。

基督徒看見他們那樣躺著，就走過去，心想也許能把他
們喊醒，他喊道，你們就像在桅杆頂上睡覺的人，因為
你們下面就是死海——一個無底的深淵。醒來，走開
吧，要是你自己願意走開，那麼我就幫你們除下腳鐐。
他還對他們說，要是那個“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
行”的魔鬼從這裏走過，你們一定會成為他的口中物。他
們被喊醒聽他說完這話，就望著他，開始作如下的回
答：愚蠢說，“我看不出有什麼危險；”懶惰說，“再睡一
會吧；”傲慢說，“每個人得靠自己。”說完他們又躺下去
睡覺，基督徒也就繼續走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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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一想到這幫人身處險境，他如此仗義要幫助他
們，喚醒他們，勸告他們，自願幫他們解除腳鐐，而他
們卻一點不把他的好意當一回事，他不免覺得很懊惱。
他正在煩悶的時候，看見兩個人從他走著的窄路的左邊
牆上滾了下來；他們急急忙忙向他走來。其中一個叫做
形式主義者，另一個叫做虛偽。就像我剛才說過的，他
們來到他跟前，他就同他們攀談起來。

基督徒說：先生，你們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
形式主義者和虛偽說：我們生長在高傲之地，現在為了
要得嘉獎準備到錫安山去。

虛偽

基督徒說：你們為什麼不從這條路開頭的那扇門進來？
你難道不知道《聖經》裏寫著“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
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形式主義者和虛偽說，
他們的鄉鄰都認為從那扇門進去路太遠；因此他們總是
像他們兩人剛才那樣抄近路越牆而來的。
基督徒說：不過這樣做是違背了我們要去的那地方主人
彰明昭著的告誡；這樣，豈不是要被認為有意違反他
嗎？

形式主義者和虛偽說，至於這一點，他大可不必擔心；
因為他們是按照慣例行事；並且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
拿出證據來證明這習俗已經存在一千多年之久了。
但是，基督徒說，你們的行為經得起法律的考驗嗎？

形式主義者和虛偽說，既然這習俗已經有一千年以上的
歷史，毫無疑問，任何公正的法官都會認為它是合法
的；況且，他們說，如果我們已經走到這路上來了，當
初究竟怎麼來的又有什麼關係？我們要是已經來到這條
路上，不就得啦；你也不過是走在這條路上，雖然據我
們曉得，你是從那扇小門進來的；而我們這兩個越牆過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8.htm (39 of 49)3/5/2005 6:38:45 PM



英國改革運動

來的，豈不是也在這條路上走著；那麼，請問你有什麼
比我們強呢？
基督徒說：我是按照主人的規則行事的；你們卻是依從
你們自己不可靠的想法行事。你們已經被這條路的主人
認為是賊了；所以即使你們走到這條路的終點，恐怕也
不能算數。你們沒得到他的指示自己走來，也就會得不
到他的憐憫自己離去。

他們對這番話不作什麼答復；只是對他說，請他還是少
管閒事吧。然後我看見他們自顧自地走路，不再交談，
那兩個人只對基督徒說，對於律法和儀式，他們敢說他
們跟他同樣謹慎地遵守。所以，他們說，除了你身上穿
的那件衣服以外，我們看不出你和我們有什麼區別，那
衣服，據我們猜想，是你的鄰居給你遮身體用的。

形式主義者

基督徒說：依靠律法和儀式你們是不會得救的，因為你
們沒有從那扇門進來。至於我身上穿的這件衣服，是我
要去的那地方的主人給我的，就像你們說的，給我遮身
體用的。我把它看做他對我的恩典，因為過去我除了破
衣衫，什麼都沒有。並且，一路上我還可以這樣安慰自
己。我想，我到達城門口的時候，那兒的主人一定會永
遠認識我，因為我身上穿的是那天他把我身上的破衣衫
脫下來時，白白地賜給我的一件衣服。此外，我前額上
還有一個記號，你們也許沒有注意到，它是我主人最親
信的心腹侍從在我的負擔從肩上脫落的那天打在我額上
的。我還要告訴你們，當時我還拿到一卷打了印的冊
子，讓我在路上看了可以得到安慰；他還吩咐我到達天
門的時候，就把它交出來，作為准可以放我進去的證
據；我恐怕這些東西你們都沒有，因為你們不是從那扇
門進來的。

他們對這番話都不作答；只是相視而笑。然後我看見他
們都往前走去，可是基督徒走在前面，他不再和他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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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只顧自言自語著，有時候帶著歎息的口吻，有時候
露著自慰的語氣；他還常常翻閱那發亮的人給他的那本
小冊子，讀過以後，他頓時精神百倍。

英國概況

英國全名為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全境由
靠近歐洲大陸西北部海岸的不列顛群島的大部分島所組
成，隔北海、多佛爾海峽和英吉利海峽同歐洲大陸相
望，是一個島國，面積有244,100平方公里，人口5,693萬
（1987年中）。由不同部落融合的四個民族，即英格蘭
人、威爾士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組成，其中英格蘭
人占總人口的80%。居民多信基督教新教，北愛爾蘭地
區部分居民信天主教。

英國隨歷史性和地理性劃分為英格蘭、蘇格蘭、威爾
士、北愛爾蘭四個行政區。1974年地方行政制度改革
後，英格蘭劃分為39個普通郡及7個大都會區；威爾士劃
分為8個普通郡；蘇格蘭地區仍沿用舊制， 有12個郡，
北愛爾蘭劃分為26個自治郡。 英國屬海洋性溫帶氣候。
一般冬溫夏涼。英國所有的主要城市皆擁有世界知名、
令人羡慕的歌劇院、博物館，以及藝術館，例如，愛丁
堡的蘇格蘭皇家博物館、貝爾法斯特的北愛爾蘭博物
館、卡的夫國際露天劇場等等。

對於外國遊客而言，英國是一個安全好客的國度。與其
他國家相比，英國治安狀況較好，警察值勤甚至不需要
攜帶槍支。生病的遊客可以得到免費醫療。根據國民保
健制度，註冊修讀六個月以上課程的留學生可以享受免
費醫療。況且患病的可能性不大。宗教信仰受到尊重，
宗教要求得到滿足。在各大小城鎮，您都能夠找到與自
己具有相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以及進行宗教儀式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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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本文摘自http://www.517edu.com/abroad/uk.htm）

國會觀光區

1、國會（House of Parliament）
1860年的歌德式建築，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最傑出的作
品。佔地約32000平方公里，有三公里的走道，一千多間
房屋，11個中庭和 274公尺濱臨泰晤士河的陽台，旅客
可由維多利亞塔（Victoria Tower） 入內參觀。

2、維多利亞塔（Victoria Tower）
位於國會的南側，是倫敦現存最高的塔樓，Royal 

Entrance是女王進入會堂的入口，普通人則走Royal 

Staircase ，入內後可依次參觀 Queen's Robing Room、
Royal Gallery、Prince's Chamber、House of Lords 等廳
堂。

3、西敏廳（Westminster Hall） 建於1099年，1397年重
修，此廳曾歷經英國歷史上最戲劇化和最重要的時刻。

4、大笨鐘（Big Ben）
以它巨大的鐘面聞名，分針的長度和雙層巴士一樣高，
大笨鐘是用人工發條，國會開會期間，鐘面會發出光
芒，每隔一小時報時一次。

5、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
西敏寺是英國的聖地。它既是英國君主的陵墓所在，也
是倫敦最傑出的哥德式建築。在十一世紀時，寺址原是
一片沼澤荒地，只住著麻瘋病患，後來迭經改建，直到
十八世紀西側兩塔完成之後才成今貌。西敏寺是依拉丁
風格建造的十字形教堂，主祭壇向東，旅客須由西側進
入，參觀時可從華麗的正殿天花板開始。

（1）亨利七世禮拜堂（Henry VII Chapel）：是西敏寺最
珍貴的寶藏，扇形圓拱屋頂以純白石材建造，裝飾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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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期巴斯勳位的騎士大十字勳章（Knights Grand 

Cross）的彩色旗幟。
（2）皇家空軍禮拜堂（Royal Air Force Chapel）：有令
人嘆為觀止的彩色玻璃窗，繪有每一個參加不列顛戰役
的飛行中隊的代表徽章。
（3）詩人隅（Poet's Corner）：擁有喬叟（Geoffery 

Chaucer）、濟慈（John Keats）、米爾頓（John 

Milton）、以及莎士比亞等詩人的紀念碑。
（4）英王加冕寶座（English Coronation Chair）：1300

年愛德華一世所建，至今仍是英王登基的寶座，寶座底
下是著名的蘇格蘭石（Stone of Scone），這塊冰冷的岩
石是蘇格蘭王傳統的加冕寶座，後被英格蘭人偷到倫敦
來。1950年曾被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劫走，後又及時取回
讓伊莉莎白二世登基。

6、白廳（Whitehall） 

此區是英國政府機關所在地，有名的國會會堂也在這條
街上。白廳本是亨利八世時代至1697年間的皇宮，後因
遭火災焚毀而徒留盛名。目前外交部、大英國協總部、
財政部、海軍總部和國防部仍座落於此。

7、騎兵營（Horse Guards）
位於白廳的一側，為全國騎兵的大本營。守衛騎兵分為
兩種：一穿藍色夾克，頭戴紅色裝飾的The Royal Horse 

Guards；另一種穿紅色夾克，頭戴白色裝飾帽的Life 

Guards。 騎兵營的騎兵每小時換班一次，每天早晨11點
在正門（周日10點）內會舉行交接儀式，旅客可以看到
兩種騎兵排列整齊地交換職務，典禮歷時十五分鐘結
束。

8、國宴廳（Banqueting House）
國宴廳隔著白廳前的街道與騎兵營相對，是舊白廳的少
數遺蹟之一，英國巴洛克建築的傑作。1622 年詹姆士一
世命Inigo Jones建造此廳。十年後，盧本斯（Paul 

Rubens）為它添上可愛的「寓言」天花板，廳內有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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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的小推車，可以不必扭著脖子而欣賞盧本斯的傑
作。（本文摘自http://www.tita.org.tw/view/uk2.html#5）

漢普頓宮（Hampton Court）

漢普頓宮位於泰晤士河畔，倫敦市郊，有「英國凡爾
賽」之名。1514年，紅衣主教吳斯理（Cardinal 

Wolsey）向醫療騎士團（Knights Hospitaller）買下此
地，在此興建一座大型的都鐸式（Tudor）建築。1529

年，亨利八世帶著新婚妻子波麗安入主漢普頓宮，這裡
正式成為皇室的居所，長達231年之久。亨利之子愛德華
即生於此，瑪麗女王也曾在此居住。英王詹姆斯一世亦
在此召開漢普敦會議，會議的結果，產生了「英皇欽定
本」聖經。1838年維多利亞女王正式將此宮開放給大眾

參觀，王宮最值得參觀的地方有：1、國寓（State 

Apartment）：是王宮內最華麗的建築，絕不可錯過。
2、大廳（Great Hall）3、花園：典型的英國庭園，優雅
寧靜，園內還有一個英國式迷宮，十分有趣。

倫敦市及塔橋區

1、聖保羅教堂（St. Paul Cathedral）
建於1675－1710年間，是世界第三大教堂，為傑出建築
師Wren的嘔心瀝血之作，教堂融合了巴洛克和古典建築
的風格。英國歷史上重要的儀式都在此舉行，如1897年
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年慶， 1965年邱吉爾的喪禮，及
1981年查理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世紀婚禮等。入口在教
堂的西側，堂內有許多名人之墓，包括威靈頓將軍、納
爾遜將軍、畫家透納（Turner）以及Wren等。努力登上
圓頂的頂端，可以將整個倫敦盡收眼底。

2、倫敦塔（Tower of London）
九百年來曾先後作為王宮、兵工廠、監獄、及城堡的倫
敦塔是倫敦最著名的建築物之一。城堡共由22 個高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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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除中央的白塔外，13個位於內牆，8個位於外牆。
倫敦塔曾經歷許多王室的血腥爭鬥史，16世紀起曾在此
受刑的名人包括：學者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亨
利八世的第二位妻子安寶琳、國王愛德華四世和約克公
爵等，監禁過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倫敦塔由穿著鮮紅服
飾的「食肉者」（Beef Eater）守護著，塔附近聚集有許
多烏鴉，據說只要大烏鴉一離開，倫敦塔就會垮下來！ 

St. Thomas' 塔內有一個拱門，所有的政治犯都會經過這
個門，又稱為「叛國者門」。倫敦塔內最著名的是珠寶
塔（Jewel House），收藏帝國皇冠共由三千多顆寶石鑲
成，並有重達530克拉的非洲之星。對中古武器有興趣的
人則別錯過白塔內的甲冑博物館。

3、塔橋（Tower Bridge）
是倫敦無數橋樑中最壯觀的一座，建於1894年，全長270

公尺，中央有開閉式的裝置，每當大船經過，水壓的變
動可使橋呈八字型打開。內部現已對外開放，裡面有一
個小博物館，並可在玻璃通道上欣賞泰晤士河的美景。
（本文摘自http://www.tita.org.tw/view/uk2.html）

史密斯菲德（Smithfield）

史密斯菲德位於舊城西北方，原有家畜市集，後以肉市
聞名。這裡也是十六世紀英國皇室處決異教徒的火刑
場。瑪麗女王在位時，有數百位的復原派人士在此喪
命。

聖巴多羅買大教堂（St. Bartholomew the Great）

聖巴多羅買教堂是倫敦最古老的教堂，在十二世紀初，
由亨利一世的朝臣瑞爾（Rahere）所建。瑞爾也在附近
蓋造了一所醫院。1244年，坎特布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波尼法修（Boniface）來訪；之後聖巴多
羅買大教堂就成了倫敦最富有、也是最具影響力的教堂
之一。當亨利八世下令解散修道院時，該堂的主教富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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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er）於1539年將此教堂敬呈給國王，因而得以保存
下來作為教區教堂。

白金漢宮區

1、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漢宮是1703年白金漢公爵接受安妮女王賞賜的封邑
所建的官邸，1762年由喬治四世購得，官邸一直空著，
直到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後才將它改為王宮。宮殿上方如
果飄揚著國旗，表示女王正住在宮中。白金漢宮現已開
放民眾參觀，但預約人潮通常都大排長龍。除了皇宮內
部外，值得參觀的地方還有：皇家美術館、皇家馬廄和
知名的禁衛軍交接典禮（四到九月，每天上午11:30，最
好在10:30 以前到達，以免找不到好角度）。

2、聖詹姆士公園（St. James Park）
是倫敦最古老也最令人愉悅的公園。亨利八世時將聖詹
姆士宮與白廳之間的沼澤水排去，建了座鹿園森林；到
了查理一世時，重新整建為皇室專屬地；查理二世雇請
法國庭院設計師重新設計成今天的風貌。從湖上木橋可
清楚看見白金漢宮。

3、翠綠公園（Green Park）
翠綠公園是由查理二世增建的，北邊是皮卡德利路
（Picadilly Road），西側則是窄巷Queen's Walk，在這條
路上有許多倫敦最雄偉而典型的建築。（本文摘自http://

www.tita.org.tw/view/uk2.html）

肯辛頓與海德公園區

1、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
以收藏世界第一流美術工藝作品而與大英博物館齊名。
館內收藏的作品從古基督時代至十九世紀均有，有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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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回教、東洋、哥德式、義大利文藝復興及英國16世
紀的美術、小型肖像畫、及樂器等部門。收藏品中還包
括世界最大的波斯地毯、英國最大的臥床等。別錯過英
國服飾館，裡面收藏了從中世紀至今各時期的典型裝
扮，十分有趣。

2、博物館群
除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之外，南肯辛頓區有全世界
密度最高的博物館群，其中比較著名的有：（1）自然史
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有全球最佳的恐龍
和史前爬蟲類展覽，此外，尚有早期人類、達爾文進化
論、人類生物學、誕生和鯨魚等精彩的展示。（2）科學
博物館（Science Museum）：從第一個火車頭Puffing 

Billy 到登陸月球的阿波羅十一號和月球號，甚至還有維
多利亞時代的廁所。

3、皇家亞伯特廳（Royal Albert Hall）
為維多利亞女王於1867年為紀念亡夫亞伯特親王所建
的，是羅馬式建築，1876年完成以玻璃圓頂構成的巨大
劇場，內部可坐8000人，是倫敦古典音樂的表演殿堂。

4、亞伯特紀念碑（Albert Memorial）
位於皇家亞伯特廳對面，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哥德式建
築。紀念碑龕底鑲有一尊15呎的銅像，刻著親王沉醉地
讀著1851年博覽會目錄的姿態馬克吐溫曾說：「在所有
崇高美麗的土地中，我唯一接觸到的一件充滿天才和和
諧的作品，即亞伯特紀念碑。」

5、海德公園（Hyde Park）
佔地160萬平方公尺，是倫敦最知名的公園。十八世紀前
這裡是英王的狩鹿場。海德公園從東南方進入有三條路
線：左邊是比較寛廣的Rotton Row，許多社交名流喜在
此遊樂騎馬；另一條延伸到東北的Park Lane，高級大飯
店和住宅林立；往北方有著名的演講角（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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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r），經常可見有人在此即興演講。海德公園西邊
即為肯辛頓公園，有一個蛇形湖泊，其旁的同名藝廊
（Serpentine Gallery） 頗受歡迎。（本文摘自http://www.

tita.org.tw/view/uk2.html）

攝政公園區

1、攝政公園（Regent's Park）
位於倫敦北區，是個富有義大利風味的美麗公園。Broad 

Walk是園中的中心大道，兩旁花團錦簇。瑪麗皇后花園
（Queen Mary's Garden）則包含玫瑰園、百合池塘、日
本石造花園、以及露天劇場，劇場夏日夜晚經常上演莎
翁名劇或舉行音樂表演。

2、杜索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
順著攝政公園南端的Marylebone Road即可到達。杜索夫
人原是法國蠟像名家菲力普柯蒂毓的甥女，法國大革命
期間偕其丈夫子女避難英國，並帶著她所塑製的蠟像四
處巡迴展示。蠟像館現共有三百多件作品，分為歷史人
物和當代人物，個個栩栩如生。可以在裡面看到貓王、
阿諾、007、披頭四等電影明星；亦可見到鄧小平、戈巴
契夫和雷根等政治人物，十分有趣。（本文摘自http://

www.tita.org.tw/view/uk2.html）

大英博物館區

1、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地址：Great Russell Street WC1，地鐵站：Holborn。這是
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博物館，收藏有來自埃及，亞述，
波斯，羅馬等具有東方色彩的古物，其中包括世界上最
老的木乃伊，令人嘆為觀止。1985年有七個新的雕像博
物館開放，展出近1500個希臘，羅馬時期的雕像；另外
館內的手稿收集成就也是舉世無雙的，包括英國大憲章
（Magna Carta）及莎士比亞，狄更斯等作家的原稿都在
其列。圖書館中有名的圓頂閱覽室曾是馬克斯潛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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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其著作「資本論」即完成於此。

2、狄更斯之家（Dickens House）
在大英博物館東北方的Doughty Street 48號，1837年狄更
斯居住於此，完成了名著「孤雛淚」等作品。今已改為
小型的博物館，收有其肖像、信件、家具和稿件。（本
文摘自http://www.tita.org.tw/view/uk2.html）

古羅馬城鎮－巴斯（Bath）

巴斯位於倫敦西部約兩百公里處。顧名思義，巴斯就是
沐浴的意思。遠自兩千年前，古羅馬帝國就在此建立了
溫泉澡堂。十八世紀時，英國政府特別將巴斯設計成具
喬治王朝風格的城鎮，溫泉地也逐漸成為高級遊樂區，
社會名流均常來此渡假；如維多利亞女王、名作家狄更
斯都常來此。

1、羅馬浴場（Roman Baths & Pump Room）
現今的羅馬浴場仍保有羅馬時期的原貌，不斷有溫泉湧
出，而且每天出量超過 200萬公升。其中最大的 Great 

Bath 是古羅馬時代最大的浴池。現在因為溫泉的鐵含量
太高，不宜入浴，但其優美的建築及迴廊仍非常值得欣
賞。

2、亞貝教堂（Abbey Church）
在浴場的東邊，以多窗及扇形的天花板聞名。因窗多而
有「西方明燈」（Lantern of the West）的外號。（本文摘
自http://www.tita.org.tw/view/uk2.html）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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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十九篇　約翰衛斯理與循道運動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概述

2. 循道運動

3. 衛斯理兄弟小

傳

4. 約翰衛斯理

《聖經所示的拯

救方法》

5. 查爾斯衛斯理

詩歌介紹

6. 司布真小傳

7. 司布真講章─

《怎樣禱告》

二、歷史景點

1. 牛津大學

（Oxford 

University）

2. 倫敦博物館

（Museum of 

London）

3. 約翰衛斯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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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及故居

4. 首都會幕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三、討論題綱

1. 循道運動的興

起與發展

2. 英國屬靈復興

的經過及影響

歷史概述

1.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生平簡述

十八世紀的英國，道德廢弛，社會黑暗。聖公會的神職

人員靈性普遍低落，酗酒問題嚴重。在這種光景之下，

改革復興的需要與日俱增。1728年，羅威廉（William 

Law）寫了一本《敬虔生活的急切呼聲》（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呼籲教會重新建立屬靈秩

序。各樣鼓勵人禱告、讀經、培靈的「會社」也紛紛成

立。然而福音派真正的復興，還是要到衛斯理兄弟和懷

腓特（George Whitefield）的循道運動，才真正匯集成為

一道洪流。

約翰生於1703年，是家中的第十五個孩子。父親撒母爾

衛斯理（Samuel Wesley）是聖公會愛普渥（Epworth）農

村教區的牧師，為人剛直勤奮。母親蘇珊娜是一位敬虔

出色的女性，嚴謹的教育她的十九個孩子。1720年，約

翰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就讀（Christ Church 

College, Oxford），畢業後繼續進入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深造，廿二歲就被按立為聖公會牧師。其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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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家中排行十八），亦於1726

年進入牛津基督教會學院就讀，並發起了一個以勉勵學

習、追求聖潔為宗旨的同好會。後來約翰回到了牛津，

便做了這個同好會的領袖。他們的生活嚴謹克己，常探

望囚犯、病人，並樂意賙濟窮人。同學們戲稱這個小組

是「聖潔會」，後來索性稱他們為「循道友」

（Methodists），形容他們對理想教會的追求。

1735年，衛斯理兄弟應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聲，前往

喬治亞（Georgia）傳教。當他們的船在大西洋時，遇上

了暴風，約翰對於同船的摩爾維亞信徒，在惡劣的環境

中仍能唱詩讚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們在喬治

亞的傳教工作並不如理想中順利，隔年，查理即因健康

問題返回英國。約翰在喬治亞期間，與摩爾維亞弟兄們

多有接觸，1738年回到倫敦後，便繼續與他們來往。在

摩爾維亞弟兄波勒（Peter Bohler）的幫助下，約翰發現

自己不能憑著聖潔或律法得救。1738年5月24日，約翰不

大情願的走到艾德門街（Aldersgate）聚會。聚會中，約

翰聽見了馬丁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文，恍然大悟，

藉著信入耶穌基督，獲得了新生。這可視為他基督徒生

活的開始。三星期後，約翰動身前往德國，與新生鐸夫

會面，並參觀主護村。

回到英國後，約翰應懷腓特（George Whitefield）之邀，

前往布里斯托（Bristol）傳道。懷腓特是一位極為出色的

傳道人，年幼時家境清貧，在友人的幫助下，進入牛津

大學半工半讀。他在牛津求學期間，認識了衛斯理兄

弟，並加入了「聖潔會」。懷腓特的講道感力極強，引

起守舊派人士不滿，教會向他關閉。1739年2月，懷腓特

開始在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曠野，向礦工傳道，成

千的人流淚相信耶穌。起初，約翰對於在田野講道一事

有些猶豫，但隨後他也放下身段，在野外向上千的信徒

講道。儘管約翰的講道不如懷腓特那樣出色，但是福音

卻帶著聖靈的能力傳遍了全英國，成千上萬的人悔改得

救。衛斯理兄弟和懷腓特勞苦奔波的四處傳道，走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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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各地，帶進了英國福音派的大

復興。

2. 循道運動的興起

約翰衛斯理極富組織及管理的能力，他留意到信徒得救

後，必須進一步的造就。為了要栽培這些復興的信徒，

他在1739年，成立了第一個循道會社。「宗教會社」是

當時普遍流行的制度，將信徒分為若干小組，方便彼此

造就。約翰輪流探訪這些會社，負責監察及紀律的執

行。因著人數的增長，牧養會社的工作日漸加重。1742

年起，約翰開始允許平信徒講道；並隨著會社的發展，

增添了管家（管理財物）、教師（照顧學校）、探訪員

（探訪病人）等非正式的職務。1744年，約翰衛斯理在

倫敦召開了第一次年度會議，之後將全會社劃分成幾個

教區（Circuit），由遊行傳道人（Travelling Preacher）巡

行，並設立教區長（Superintendent），管理教區事務。

儘管循道會社蓬勃發展，約翰衛斯理卻無意使其脫離聖

公會，而將會社視為國家教會的一部份。然而，循道運

動已逐漸發展出獨立的體系，又與聖公會神學觀點不

一，終究走上分手一途。此外，約翰與懷腓特在關於揀

選與救恩的真理上，亦持不同看法。懷腓特贊成加爾文

派的觀點，認為人的得救是神預先的揀選與施恩。約翰

衛斯理則受聖公會的影響，傾向亞米紐斯觀點，認為基

督為眾人死，凡相信者都能得救。雖然雙方時有辯論，

卻未損及友誼，也未影響兩人傳講因信稱義之道的負

擔；然而，在教義與組織方面，確走向了不同的發展。

1748年，懷腓特得到了漢廷頓伯爵夫人的支持，這位有

錢的伯爵夫人自創了許多會社，發展出循道會中的「漢

廷頓夫人系」，演變成為循道會中的加爾文派。1770

年，循道會的年度議會上，約翰衛斯理堅決為亞米紐斯

派辯護，獲得了瑞士神學家傅勒徹爾（John William 

Fletchler）的支持，傅勒徹爾也逐漸成為循道運動的重要

神學家之一。1779年，漢廷頓夫人系從英國聖公會中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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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出來，成為威爾斯循道會。1784年，約翰衛斯理制訂

宣言書（Deed of Declaration），選出百人的議會，在衛

氏死後繼續接掌會社事宜。同年，因著北美宣教的需

要，衛斯理和聖公會的若干位長老，一同按立了長老和

美國循道會的監督。然而，循道會一直要到衛斯理死

後，1795年的「和平計畫」（Plan of Pacification）才真正

成為一獨立教會。

約翰衛斯理作工極為勤奮，五十年內旅行佈道超過廿五

萬哩，足跡遍及英、德、荷等地，講道四萬多篇。在他

去世之時，循道會在英國已有八萬會眾，美國也有六萬

之多。今日循道會在全球有超過四千萬的信徒，是英、

美屬一屬二的福音派團體。約翰衛斯理於1791年逝於倫

敦，留下了「一批為數不少的書籍，一件穿舊了的牧師

袍，一個常被咒罵的名字，以及一個循道教會（衛理公

會）。」其弟查理衛斯理雖不如約翰那樣出名，但卻與

以撒華滋（Issac Watts）、芬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同被列教會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查理一生

創作了七千多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其中一些著名的詩歌

也收錄在我們所使用的詩歌本中，如《詩歌》74首「聽

阿，天使讚高聲」，135首「哦！願我有千萬舌頭」，

144首「我們要從哪裡說起」，209首「耶穌你的全勝的

愛」，391首「你這『恬靜』隱密之源」，729首「耶

穌，我人的愛人」等。

十八世紀循道運動所帶來的新鮮與復興，喚醒了當時腐

敗黑暗的英國。他們尋求公義、摒棄惡習，解救困苦，

成了一股社會革新的力量。這股力量影響了日後英國的

司法制度，避免了一場流血的改革，也使得英國各個福

音派公會，得到了普遍的復興，為十八世紀末，十九世

紀初蓬勃發展的海外宣教運動，立定了根基。

3. 屬靈復興

從十八世紀德國敬虔運動開始，福音派便逐漸從死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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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儀文中覺醒；衛斯理的循道運動，將這股復興的流

推上了高峰。不僅英格蘭、蘇格蘭等地的屬靈風氣為之

一振，連其他新開展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

紐西蘭等，也進入了大的復興。在這段時期之中，福音

派普遍看重個人的信心與經歷、十字架與復活等教義、

以及福音的傳揚。

英國福音派的復興

在英國方面，除了循道會之外，聖公會福音派在康威爾

（Cornwall）的帶領下，也尋求教會的更新。其他中層知

識份子，如詹姆斯赫維（James Hervey）、威廉羅曼尼

（William Romaine），也在不同方面致力於福音的傳

揚。其他如創立英行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

亨利韋恩（Henry Venn），對英國文藝界深具影響力的

福音派作家摩爾（Hannah Moore），劍橋三一教會的牧

師查理西面（Charles Simeon），以及聖公會牧師約翰牛

頓（John Newton）等人，都為當時福音派注入新鮮的活

力。

1769年，循道會開始了主日學的工作。1786年，英國教會

主日學（The Church of England）成立，將此種免費的宗

教教育普及化，並於1803年創立了第一個主日學協會

（Sunday School Union）。福音運動也成了社會改革的動

力，1807年，在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推動

下，英國國會立法廢除了境內的奴隸買賣制度。此後舉

凡監獄人權、不良風俗、兒童勞工等問題，亦一一獲得

改善。循道會也積極從事社會救助，以實際的行動關心

貧民、分派衣食、並設置醫療機構。英國福音派的復

興，使許多人悔改相信耶穌，激發出一股鮮活的生命

力。

威爾斯與蘇格蘭的復興

復興的風早在1735年就吹到了威爾斯。在泰加斯

（Talgarth）一地，一位名為哈里斯（Howell Harri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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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長，在偶然閱讀一分刊物後深受感動，在主日聚

會中受了浸。他受浸之後全然火熱，不僅四處向人見證

救恩，還組織信徒小組，該小組就是後來的威爾斯加爾

文循道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哈里斯盼望加入聖公會的事奉行列，但遭到拒絕，他便

以平信徒的身分四處傳揚福音。他的講到復興了整個南

威爾斯，幾乎可媲美衛斯理和懷腓特在英國的工作。同

時，另有一位名叫羅蘭滋（Daniel Rolands）的信徒，在

蘭吉度（Llangeitho）一地講道，並與哈里斯同工，為威

爾斯帶進了大復興。蘇格蘭的復興要歸功於懷腓特。

1741年，他應邀到該地作工，當時蘇格蘭的宗教連姓普

遍低落，懷腓特的到訪使得此地開始了復興，並進而擴

展到加堡斯梁（Cambuslang）和基書（Kilsyth）等地。

美洲的復興

美洲的復興最早可以追溯至1720年。德國的敬虔主義者

富瑞林浩生（Theodore J. Frelinghuysen）在北新澤西開始

傳講內裏更新的信息，並設立福音性的禱告聚會。他的

傳講至終興起了一股復興，產生了美國的荷蘭更正教

會。1734年，麻州諾坦普頓的公理會牧師約翰愛德華滋

（Johnathan Edwards），因著擔心當地信徒的屬靈情形，

開始傳講一系列信息，因而帶進了全鎮人民的悔改。他

將諾坦普頓的經歷寫成了一本《神奇妙作為的忠實報

導》（Faithful Narrative of Surprising Works of God），成

了極為暢銷的作品。他的講道和著作，造成了大的復

興。三年之內，復興的浪潮遠佈新英格蘭、紐約、新澤

西、賓州、維吉尼亞和馬里蘭等地。浸信會與長老會都

在這些地區急速擴展。大復興在1740年懷腓特加入後達

到了高潮。他與富瑞林浩生、愛德華滋等人組成聯合團

體巡迴佈道，功效卓著。美洲的大復興不僅改善了信徒

的宗教生活，也為本土的宗派紮下根基。各教會紛紛開

辦大學，提高教育素質，加強對印地安人和黑人的傳教

工作，並萌發了日後民主政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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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運動
（本文摘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

ChristianClassics/history/big5/main.htm）

正如前面提到，教會在十八世紀面對內外的壓力﹔在教

會內部，新派神學嚴重地損害信徒的屬靈生命﹔而在外

面的世界，政治的紛亂以及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社會問

題，使人有一種迷惘無助的感覺。就在這時候神借著一

些忠心的僕人將教會的局勢扭轉過來。

神興起了約翰﹒衛斯理及懷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A.D.）為教會展開新的一頁。約翰﹒衛斯理生

於主後一七Ｏ三年，而懷特菲德則生於一七一四年。他

們先後在牛津進修，也就是在牛津，神將兩個完全不同

性格、傾向的人結合起來，一同服事瓷。

約翰﹒衛斯理在主後一七二Ｏ年進入牛津，六年後被選

為牛津林肯學院的院士。他的弟弟查理﹒衛斯理

（Charles Wesley, 1707-1788 A.D.）此時也進入牛津。不久

他們兄弟二人與一些主內的弟兄聚在一起，組成"聖潔

會"（The Holy Club）按時查考聖經及禱告。不久他們更

從內省的屬靈追求推進到福音工作上去。他們開始監獄

的佈道工作。由於他們嚴謹的屬靈操練，牛津的同學們

便譏諷地為他們起了"循道派"（Methodists）的綽號。

懷特菲德於主後一七三三年進入牛津求學，不久便加入

了以衛斯理為首的"聖潔會"。

主後一七三五年，衛斯理兄弟二人感到神的呼召，毅然

離開牛津安逸穩定的生活，遠赴美洲作宣教士。他們在

喬治亞州努力工作，不見什麼果效。查理在灰心之余，

於主後一七三六年返回英國，留下約翰繼續工作。到了

主後一七三八年，連約翰也心灰意冷，不能不懷著挫敗

的心情回到英國。但神卻借著這些挫折叫他認識到自己

的軟弱和無能，這便成為他自己復興的起點。回到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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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認識了一些莫拉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

的人。在一次弟兄會的聚會中，約翰﹒衛斯理聽到有人

誦讀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言。他深受震撼，神的靈

在他心中工作，叫他真實地體會基督救贖的恩典。

這次經歷之後不久，他便前往德國，與弟兄會的人生活

一段時候，體驗操練敬虔的生活。從這時起，他整個人

生命的方向都改變過來。

與此同時，神也呼召懷特菲德到美國喬治亞州宣教。懷

特菲德的遭遇卻很不同。他所到之處都引起很大的復

興。在新英格蘭，他的講道與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A.D.）的講道產生的影響匯成一起，

成為一股巨大的復興力量。美國的人復蘇（the Great 

Awakening）便在此時開始。自主後一七三八年開始，懷

特菲德多次在美國巡迴講道。我們可以說，他主要的工

場在美國而不在英國，因此由他帶動的復興主要在美

國。英國的復興卻主要由約翰﹒衛斯理帶動。

衛斯理兄弟二人得到了復興之後，便奮不顧身地為主工

作。他們四處宣講神的的道，但很多的教會卻將他們拒

之門外，對他們充滿感情的講道，不太歡迎。於是他們

只好到一些教會以外的小組那裏講道。主後一七三九

年，懷特菲德從美國回英國工作，這便是衛斯理兄弟二

人事奉方向的轉折點。原來懷特菲德將他在美國慣用的

露天佈道在英國如法炮製，結果非常成功。他更邀請衛

斯理兄弟二人與他同工。於是，約翰﹒衛斯理的巡迴露

天佈道生涯便告開始。而他所到之處，信徒便大得復

興，很多人深切認罪，並且重新向神委身。

約翰﹒衛斯理不但有佈道的恩賜，更有組織的恩賜。他

不像懷特菲德，講道復興信徒後便往別處去，不太注重

跟進工作。約翰﹒衛斯理卻很著重跟進工作。他的講道

復興了信徒，但復興之後又如何？假若不給他們適當的

栽培，恐怕復興的熱潮過後，便什麼也沒有留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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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衛斯理把復興的信徒組織起來，將每一區的信徒分

成若干班，每班十二人，其中一人作班長。每一班的人

互相扶持激勵，班長更有責任督促班員操練敬虔。對於

那些因一時感情激動而加入團契，而並不渴求真正屬靈

操練的人，約翰﹒衛斯理非常嚴厲地對待他們，甚至將

他們逐出團契。因此，團契中的人都非常認真，所以能

保持團契的屬靈素質。

因約翰﹒衛斯理的復興工作，本來冷漠的知識分子及那

些迷惘失意、對神也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突然間掌握到

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對象，他們乾涸的生命便又

活潑起來。他們開始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

的人，一些在社會的變動中失落的人。傳福音的托負也

越來越重，因而成為另一個運動的基礎。這一個運動便

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展開的宣教運動。假若沒有

大復興，宣教運動也不可能會展開。

在普遍關注傳福音的氣氛下，不少人自然關心到歐洲以

外那些未曾聽聞福音的人的命運。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 1761-1834 A.D.）宣教的心志便在這種氣候中孕育

出來的。克理威廉十八歲開始在浸信會作傳道人，因為

事奉的教會弱小，不能供養傳道人，克理威廉得作鞋匠

糊口。但他在事奉與謀生中卻不斷為宣教工作禱告，為

失喪的靈魂禱告。在不斷的等候中，主後一七九二年五

月三十一日，他將心中的負擔，透過講解以賽亞書五十

四章二至三節宣告出來。他的講道有力地震撼一些傳道

人。不久，他們組成了英國浸禮會差會，而克理威廉便

是他們第一個宣教士，遠赴印度將福音傳給那些信奉異

教的印度人。

由於克理威廉的熱切負擔，感染了其他的人。主後一七

九五年，著名的倫敦會成立。不久，其他的差會，如聖

公會的教會宣教會，也相繼成立。

這種對宣教的熱忱從英國蔓延到美國。首先在康州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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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威廉大學，在米爾斯（Samuel John Mills, 1783-1818 A.

D.）的領導下，一小群大學生聚一起為宣教異象禱告。

不久，著名的"草堆禱告運動"（haystack meeting）便告展

開，而美國的宣教運動也便這樣開始了。

這些宣教的運動將福音帶到亞洲。馬禮遜（Rokert 

Morrison, 1782-1834 A.D.）便是這運動中的一份子。因此

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其實與這時期的宣教運動很有關系。

然而，除了福音擴展及在世界各地建立教會之外，這宣

教運動對西方教會本身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著宣教的

熱忱，人對神的委身便越真實。於是在十九世紀初，特

別在美國，另一次的大復興再出現在不同的地方。這大

復興加強了教會內部的生命力，也間接地加強了宣教的

實力。

我們可以說，十八世紀末開始到十九世紀末，這一百年

是教會有史以來擴展最快的時期。從社會學家的分析來

看，這真是令人費解。因為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根本

對教會極其不利。然而，當神要興起瓷的工作時，任何

環境的因素，也不能阻礙。

　

衛斯理兄弟小傳
（本文摘自http://www.twbm.com/chinese5/history/history_25.

htm）

十八世紀的英國，是最沒有希望的國家；早期的"工業革

命”帶來社會轉化的產痛，貧富不均，道德敗壞，教會

腐敗，像法國那樣的暴亂，似已成熟。神及時興起了衛

斯理兄弟領導的循道運動，把英國挽救過來。

有個旅人，經過一座許久熟識的酒館，發現已經停業

了。他問是怎麼回事。主人脫下帽子，指著牆上的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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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像，恭敬的說："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

約翰。”他引用約翰福音第一章6節介紹施洗約翰的話，

見證神藉著約翰衛斯理改變了他的生命。這樣的見證有

許多。

約翰（John Wesley, 1703-1791）和查理 （Charles Wesley, 

1707-1788）的父親撒母耳衛斯理（Samuel Wesley）， 是

英國聖公會的牧師，母親蘇散拿（Susanna Wesley），有

十個兒女。他們都自幼受母親的熏陶，敬虔愛主。

1720年，約翰衛斯理進了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1727年，獲碩士學位，受選為院士，任講

師，並被按立為聖公會執事。

1726年，查理衛斯理入學牛津。1729年，他組織了幾名同

學，經常在一起讀經禱告，並互相勉勵，照聖經規範生

活。戲笑他們的人，稱之為"聖社”（The Holy Club），

或稱"循道派”（Methodists），還有"經蛀蟲”等名，他

們都歡喜接受。約翰年長，成為當然的領袖，被稱"聖社

神父”或"牧者”。他們的會員，還注意探訪醫院，監獄

傳福音，並孤兒的工作。

1735年，撒母耳衛斯理牧師逝世。約翰邀同查理，要往

美洲作宣教士，但因父親新喪，難以決定成行。他們的

母親蘇散拿說："如果我有二十個孩子，我也願意他們作

宣教士，即使不再見他們的面也無妨。”但她很快就再

見到他們回來了。

在航行途中，船遇見大風浪，甚為危險。英國乘客們，

懼怕死亡，不知所措；卻見同船有一組德國莫拉維

（Moravians）弟兄們，甘心服侍別人，作低賤的工作，

在風浪中安然唱詩，全然不懼怕死亡，給他們很深的印

象。

1736年的喬治亞州（Georgia），是新闢的地方，一切沒

有秩序；查理與當地官員不和，半年後即返回英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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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繼續留在薩凡那（Savannah）的小教會事奉。那裏有

一名婦女，與他有感情的糾纏，遭受牧師責備並禁止聖

餐；她的家族不服，控告衛斯理牧師，有被監禁的可

能。他不得已，在1737年底，潛離返英。

1738年二月一日， 約翰衛斯理離開祖國二年四個月後，

再踏上英國的土地。他說："我到美洲去，是為了改變印

地安人歸向神；噢，但誰來改變我呢？誰能拯救我脫離

這不信的惡心？”他想，如果自己沒有得救的把握，不

能夠勝過死亡的恐懼，豈不是為了一個夢，而愚蠢的付

上那重大的代價？

衛斯理兄弟有一段時間，同莫拉維弟兄會一起聚會。約

翰一有機會，就出去講道；但不能解決得救確據的問

題。他同莫拉維的弟兄保勒爾（Peter Bohler）討論過聖

經與經驗的問題，一直縈迴在他心裏。五月十九日，五

旬節前的星期五，查理經歷了內心完全的平安，疾病也

痊愈了。

1738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晚上，約翰勉強去參加在

倫敦愛德門街（Aldersgate Street）的一個聚會。他的日記

寫著這著名的經歷：

會中有人宣讀馬丁路德所寫的"羅馬書信序文”。約在八

時四十五分，當他描述神藉著人對基督的信，在人裏面

所施行的改變，我覺得心中奇異的溫暖。我覺得自己確

已信靠基督，惟靠基督得著了救恩；並且祂給我保證除

去我的罪，救我脫離了罪和死的律。

同年六月底，約翰衛斯理去到德國，見到莫拉維弟兄會

的領袖岑森道夫伯爵（Count Nich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他在他們中間約一個月，然後

回到倫敦。有一段時間，他仍然與莫拉維弟兄會交往，

但發現他們過於高舉岑森道夫，並傾向敬虔派，而且有

神秘的色彩。 到了1740年，宣佈不能進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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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年， 威特腓開始露天佈道。 三月二十九日，威特腓

同約翰衛斯理談起這新的佈道方式。約翰起初持保留的

態度，因為習慣於禮儀和規範，認為救人的靈魂，必須

在教堂舉行。但威特腓提醒他，主耶穌自己是在野外講

道的，要從大路上和籬笆外請人來聽福音。約翰自己也

接受了這種佈道方式：一則聖公會的教堂，常拒絕給他

們使用；再則聚會的人數太多，由一千人增加到五千

人，不久就有上萬的人聚集，沒有足夠的地方可以容

納。此後衛斯理一生騎馬乘船旅行了約二十五萬哩，講

道四萬多次，大部分是在戶外舉行。衛斯理從四堵牆中

間解放出來，形成了"世界是我工場”的事奉觀念。

神的能力與約翰衛斯理同在，聖靈在聚會中彰顯，有人

哭喊倒地，也有神蹟奇事隨著，鬼被趕出去，疾病得治

癒。衛斯理勉勵會眾安靜，守秩序，嚴格禁止造成混

亂，注重紀律，要人認罪，對付罪。

1739年，威特腓到美國旅行講道。1741年，威特腓與約翰

衛斯理辯論加爾文派信仰和阿民念信仰問題，二人的意

見不同，決定該分開。不過，以後彼此尊敬；威特腓常

記念約翰在信仰上的引導。 1770年，威特腓在第七次到

美洲殖民地佈道時去世。有人問約翰衛斯理，將來在天

堂的時候，會不會見到威特腓。衛斯理回答說："當然不

能！因為他遠在我的前頭，比我更接近寶座。”十一月

十日，約翰衛斯理在威特腓的葬禮上講道。

衛斯理兄弟都善音樂，注重聖詩在敬拜和教導上的功

能。查理一生寫了約七千五百首聖詩，發表的有四千五

百首；其中有部分是韓德爾（George Friderie Handel, 

1685-1759）為他作曲。約翰寫的較少，但他決定編校出

版。但兩兄弟的曲譜都是由別人作的。他們的聖詩，在

推廣循道運動上有很大的貢獻。現在所有歸正教會使用

的詩集，無不選載他們的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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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早年的不愉快經驗，威特腓到美洲殖民地佈道時，

約翰衛斯理認為沒有希望而阻止他。 但到1776年，美國

獨立的時候，循道派信徒約五千人；十八世紀初，已有

五萬人，且曾成為會眾最多的歸正教宗派，現在更遠超

過了在英國衛理宗信徒的數目。約翰衛斯理本不願從聖

公會分離出來；他的目的是復興，潔凈，成為像使徒的

教會。 從1739年，在倫敦舊鑄造廠，建立第一座教堂，

到1791年約翰逝世， 在英國的會友超過了七萬人。

查理於1949年與賽莉 （Sally Gwynne） 結婚，新娘比他小

了近二十歲，婚禮由約翰衛斯理主持；婚後生活美滿，

育有子女三人，其中查理（Charles II）和（Samuel）是有

成就的音樂家。他於1788年逝世。

約翰遲至1751年與一寡婦瑪麗 （Mary Vazeille）結婚，多

疑善妒，使約翰非常痛苦。1755年，即曾分離；至1771年

一月二十三日，更離去不再返回； 到她於 l781年十月十

二日去世時候，她丈夫竟不知道。

約翰衛斯理到八十五歲時候，仍能騎馬出去講道。 1790

年十月七日，他講了最後一次露天佈道。次年，二月二

十三日最後一次傳福音，經文是以賽亞書第五十五章6

節："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

祂！”

約翰衛斯理於1791年三月二日離世。他一生不為自己積

蓄錢財，都濟助了窮人人；自己只為了主而過簡樸生

活。

　

約翰衛斯理《聖經所示的拯救方法》摘錄
（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com/article/list.asp?id=761）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與其弟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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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B8）同為基督教新教衛

斯理宗的創始人。衛斯理在牛津大學求學時與一批志同

道合者組織"聖社（HolyClub），在虔誠研讀聖經的同

時，主張循規蹈矩地立身為人故得名"循道

者"（Methodist）。1737年在北美傳教失敗後返回英國，

從路德宗因信得救教義和莫拉維亞兄弟會社團生活處得

到啟發，開始改變正統教會人士只重儀式的做法，深入

社會下層人士中宣傳其以倫理思想為主的宗教主張，號

召在現實生活中貫徹基督教的道德原則，聞道皈依者越

來越多。從19世紀下半葉起，衛斯理宗便躋身於新教主

要教派之中，其成員遍佈世界各地。選文摘自《約翰·

衛斯理日記》，許碧端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杜1986

年第4版。

（一）按照人的描寫，宗教比任何事物都要混亂、複

雜、難懂。⋯⋯然而，按照聖經所記載的，耶酥基督的

宗教，若就原來的形式說，是如何的簡單、明白、易懂;

這個宗教，由於世界的造物主和統治者的智慧，對這在

現在理解薄弱、能力有限的人，可說是極端合適的。這

從它的目的，和它達到該目的的手段中，都可以看出

來。以一句話說，它的目的就是拯救;達到這目的的手段

就是信仰。

（三）讓我們慎重地探討:甲、什麼是拯救？乙、什麼是

那使我們得救的信仰？丙、我們如何藉著信仰得救？

（甲）什麼是拯救？

一、這裏聽講的拯救並不是普通認為的上天堂，永遠的

樂土，或靈魂之進入樂園，即主所稱的"亞伯拉罕的懷

裏"。不是一種死後或在另一世界裏的福樂。按聖經的說

法"你是得救"，這話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這不是屬於遙

遠的事，而是目前的事;是一個藉上帝白白的恩典如今已

得到的福氣。"......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9.htm (16 of 44)3/5/2005 6:38:56 PM



約翰衛斯理與循道運動

二、如果我們從廣義的方面說，拯救包括那常被稱為固

有的良心在聖靈裏的各種工作;其實那良心的工作無非是

最初的恩賜;無非是天父的吸引，使我們能夠（只要我們

願意）對他生髮與日俱增的渴慕之心;無非是那"照亮一切

生在世上之人"的光，使每個人知道“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無非是上帝的靈不時在每個人

心裏激起的悔悟之心，雖然人往往盡可能試行抵制它，

而且迅速地否認或忘掉了它的存在。

三、但是我們眼前所注意的只是使徒直接講論的那種拯

救。這包括兩部分:稱義和成聖。稱義就是寬恕的另一名

稱，是我們一切罪惡的赦免;其含義即我們在上帝面前蒙

接納。那替我們獲得這赦罪的代價（一般稱為我們稱義

的功德）就是基督的血和義。

四、而且當我們稱義時，成聖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就

在那傾刻間，我們重生了，從上帝而生，為聖靈所生;這

裏有一個根本的，而不只是相對的改變。我們由於上帝

的權力有了內在的更新。⋯⋯

五、凡經驗過這種改變的人，必很自然地想象自己一切

的罪都被擦掉，從他們的心裏根除淨盡，毫不存留了！

六、但是不久他們將覺悟，發現罪不過是暫停活動而

已，並未毀滅。試探回來時，罪惡就復活了，這說明罪

只是昏厥而已，並沒有死。現在他們覺得有兩種互相抵

觸的原則在他們裏面，即"情欲和聖靈相爭"，自己的本性

和上帝的恩典相抗。

九、於是我們期待著完全的成聖，完全脫離一切罪惡的

拯救棗脫離驕傲、自足、憤怒、不信，或如使徒所說

的"進到完全的地步"。

（乙）但什麼是我們可藉以得救的信仰呢？這是要考慮

的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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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照使徒所下的定義，信是"末見之事的確據”（有確

據和確信兩種含義）;"未見之事"是不能感覺的，非肉眼

或任問外在器官所能看見所能感受的事。這個"確據"包含

著兩個意義，一面是對上帝和屬乎上帝的事物，有一種

超自然的證據，一種心靈上的光，從靈魂表現出來;另一

面有一種自然的眼光或感官能夠接受它。所以聖經有時

說上帝賜人光明，有時說他賜人辨識的能力。

二、從較特殊的方面來解釋，信這個字是一種屬神的證

據和覺悟，叫我們知道不但“上帝在基督裏面和自己和

好”，而且基督愛我，為我舍己。就是因為這個信（不

論是信的本性，或信的屬性），我們才能接受基督，我

們才能在一切的職務上，接受他做我們的先知、祭同和

君王。也就是因為這個信，"上帝才使他成為我們的智

慧、公義、聖潔、和救贖"。

四、從最高的意義說，這信就是那可使我們得救、稱義

與成聖的信仰。但我們如何藉著信仰稱義和成聖呢？這

是我們所要研究的第三要點。⋯⋯

（丙）

一、我們如何因信稱義呢？要怎樣才能瞭解這個意義

呢？我的答案是，信仰是條件，是稱義的唯一條件。它

是條件:唯有信仰的才能稱義，沒有信仰的就不得稱義。

而且這是唯一的條件:信仰本身即夠使人稱義。每個相信

的人都被稱義，不管他有沒有具備其他的條件。

二、無疑地，上帝命令我們悔改，並須結果實與悔改的

心相稱;如果我們有意忽略這命令，我們必不能夠合理地

盼望稱義。樣，悔改與悔改的心相稱的果實，在某方面

看來乃是稱義所需要的條件。但從另一方面說，為稱義

而需要這兩點，和需要信仰這二者並不是有同樣意義

的，也沒有同樣的程度。程度之所以不同乃因那些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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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某種條件之下才有需要;若時間機會許可才需要。

否則一個人即使沒有這些，仍然可稱義，正如十字架的

強盜如果我們可以稱他為強盜的話，因為後來的人發現

這人並非強盜，而是個很忠實很可尊敬的人）;但是他不

能沒有信而被稱義;這是不可能的。同樣地，一個人儘管

悔改，儘管有多少果實可與悔改的心相稱，這些都沒有

益處，若他不信，他仍然不能夠被稱義。可是當他相信

的時候，無論他有沒有結出果實，他的悔改是多是少，

他仍然可被稱義。其"不同意義"是因為悔改與悔改的果實

只是間接的需要，其所以需要是為著信仰;而信仰是稱義

之直接的需要。因此信仰仍舊是稱義的唯一條件。

十一、因此，認為信的人就沒有罪，認為一個人當稱義

時，他一切的罪連恨帶枝都毀滅了的意見，表面上看似

乎天真幼稚，實則十分可惡。這種看法既然完全放棄悔

改，必將閉成聖的路。一個人若相信他在心思或生活上

都沒有罪，那麼他就再沒有悔改的餘地了；結果他必不

能在愛裏得到完全，因為在這方面悔改是必要的。

　

查理衛斯理詩歌介紹
（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net/text/music/srysg1/srysg1-09.

htm）

查理一生中雖然有極多的工作，但對教會最大的幫助，

仍是詩歌。他實在是個最偉大的詩人。在他所有詩歌

中，我們選其中四首為代表：

—、〈耶穌，你的全勝的愛〉

“Jesus，Thine All Victorious Love”

（《詩歌》第209首）

（一）耶穌，你的全勝的愛，已經澆灌我心；

我心就不再會搖擺，就能生根於神。

（二）但願聖火今在我心，就已發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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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掉所有卑情下品，並使高山鎔流。

（三）你曾賜下祭壇火炭，求你燒掉我罪；

我向焚燒的靈呼喊，聖靈滿我心內。

（四）我心要接鍛煉的火，照亮我魂光耀；

散佈生命在每角落，並使全人聖潔。

（五）搖動的心求你扶掖，使它變成堅崖；

基督成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成愛。

這首詩歌，實在代表他個人聖靈的經歷。不僅有聖靈充

滿的經歷，更是對聖靈在人心中如何深入的工作，一層

又一層的往深處寫。從這首詩歌中，我們可以看見查理

對聖靈的認識及經歷的深入。

二、〈哦，願我有千萬舌頭〉

“Oh，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

（《詩歌》第135首）

（一）哦，願我有千萬舌頭，前來讚美救主；

說他恩典何等深厚，榮耀何等豐富。

（二）耶穌這名，慰我心情，驅盡我的驚怯；

是我安息，是我生命，成為我的喜樂。

（三）他因愛我，竟願經歷人世所有苦楚；

打破罪的捆綁能力，釋放罪的囚徒。

（四）我每靜念救我的愛，立即感覺不配；

不知他為什麼恩待，我這人中罪魁。

（五）我今作他愛的俘虜，甘心作到永久；

因他為我受死受辱，使我得以自由。

（六）我既從你可愛的名，知你待我美意；

假若我有千萬的心，也當—一歸你。

有人說這首詩歌是來自一個故事。有一天他看完英國很

大的一個足球比賽之後，當球員們列隊經過街上的時

候，不知有多少人從門口、窗口伸出手來，向他們喝

彩。他在房間裏，心中忽然有極深的感觸，這些人的喝

彩是世界上的虛空和榮華，救主卻缺少人讚美，“哦，

願我有千萬舌頭，前來讚美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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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穌，靈魂的愛人〉

“Jesus，Lover Of My Soul”

（《詩歌》第729首）

（一）耶穌，靈魂的愛人，求你許我來藏身；

正當波浪滾滾近，正當風雨陣陣緊。

藏我，哦，主，求藏我，直到今生風波過；

引我平安進天門，至終求接我靈魂！

（二）我無別的逃避所，無助靈魂向你托；

求主莫將我丟棄，安慰保守無時已。

所有倚靠寄你身，所有救助在你恩；

我頭無遮，身無蔽，求你聖翼來覆庇。

（三）主啊，你是我所需，夠我一切還有餘；

軟弱、跌倒你扶持，疾病、瞎眼你醫治。

你名至義、至聖潔，我全不義滿罪孽；

我是邪惡沒良善，真理、恩典你充滿。

（四）你前我遇浩大恩，恩足赦免我罪深；

醫治活水望湧流，使我清潔蒙保守。

你是永遠生命源，望在我心成活泉；

從我裏面來湧流，一直湧流到永久。

這首詩歌也有極多的傳說，其中有三個傳說是較普遍

的：第一個是說到當他和他哥哥約翰在外面傳福音的時

候，有許多流氓要追著打他們，殺害他們。他們整夜在

逃跑，躲避那些兇惡的人，他們實在走投無路，就在一

棵樹下跪著禱告。多少次那些兇暴的人，從他們旁邊經

過，神使那些兇暴的人眼睛迷糊，好像看不見他們。天

亮了他們就安然脫險，所以寫這首詩歌“耶穌，靈魂的

愛人，讓我來藏身”。第二個傳說說到，有一日暴風雨

來襲，突然一隻小鳥沖入他房間。他就把這只小鳥隱藏

起來，保護它，使它傷得痊愈，再放它走。他覺得我們

在這世上也是這樣，若不是救主作我們的避難所隱藏我

們，我們在這世界仇敵、罪惡的暴風雨之下，其結局是

十分悲慘的。第三個傳說說到在一七四○年，查理第一

次從美國講道回來，經過大西洋時遇到暴風雨。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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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暴風雨像我們跟隨主的路上所遇到的一切艱難，以

及在主裏所得的隱蔽。在這一次經歷中，他寫著：“求

主給我能力和信心來禱告。哦，耶穌基督，我不斷呼求

神的名，一直到我感動你是何等親近。我知道我藏在全

能者的蔭下，⋯⋯到清晨四點，船已進水甚多，船長覺

得沒有希望，船隻能放棄了。在這可怕的時刻中，我心

中找到從神而來的平安和喜樂。這平安喜樂是世人不能

給我的，也是無法被奪去的。神的能力充滿我，我不再

害怕，神使我上升遠超過天然一切的危險恐懼。”

四、〈你是平靜秘密之源〉

“Thou Hidden Source of Calm Repose”

（《詩歌》第391首）

（一）你是“平靜”秘密之源，你是神聖全足的愛；

我們靠你，所以安全，我的幫助，我的山寨；

耶穌，我們是藉你名，能脫犯罪、憂愁、震驚。

（二）你名乃是我們救恩，賞賜喜樂入我心懷；

你名帶來平安、興奮、能力，並加永遠的愛；

你名已經賜給我們赦免、聖潔，並加天門。

（三）耶穌，你是我們一切：痛時，安舒；苦時，安

息；

傷心之時，你是喜樂；亂時，平安；失時，利益；

怒目冷眼，你是笑臉；羞辱，你是榮耀冠冕。

（四）缺乏，你是我們富有；軟弱，你是我們能力；

束縛，你是完全自由；試探，你是可靠逃避；

失望、憂愁，你是喜悅；死亡，生命；我主，一切。

查理和約翰一直是兩人同工，配合得那樣和諧有效，一

直走到路終。查理一生寫了五千五百首詩歌。他一生雖

不如約翰那樣受人注意，受人吸引，多彩多姿的生活。

但查理實在是“衛斯理運動”中不可缺少的一股力量。

約翰也受到他極大的影響。在他們兩人的配搭中，約翰

是首領向外衝鋒，向外開路，顯在眾人的面前。而查理

是一個背後的影響力量，並且他的詩歌使整個的復興力

量得加倍的發揮，並且使這復興變成一個十分美麗，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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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的見證。在一七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平安中被主

接去。當他離世之前，他仍舊身體十分軟弱，但是裏面

主的榮耀和同在是愈來愈加增，生命愈來愈豐盛。最後

他寫了一首短歌。現在他已歇了他的工，我們相信他不

需用他這種天分來寫詩，他要在寶座前與眾聖徒一同唱

更美之詩。

　

司布真小傳
（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net/text/history/zhuanji21-36.

htm）

一八五零年，在一個風雪交加的禮拜日早晨，因交通受

阻，牧師未能趕到，鄉村的一座小教會裏的公眾聚會推

選一位平信徒講道，他既沒有受過訓練，又沒有準備，

臨時推舉上臺，心裏求神賜他資訊，講到“地極的人都

當仰望我（神），就必得救。”（賽四十五：22），似

乎特別針對著一個好奇的青年，在講道之中，忽指著他

說：“青年人啊！我知你如今在困難中，請朝耶穌望

去、望他、望他、望他。”這位青年大受感動，顯然改

變了他的一生，他不但從此得救，並獻身服事主，這就

是英國的名牧司布真。

司氏的先祖是反對國教的荷蘭人，祖父是英國獨立教會

的牧師，他自己重生不久，十七歲的時候就受聘為鄉村

的牧師，人們稱他為“可愛的少年宣道者”。雖薪金甚

低，但農民時以土產相贈。二十歲被請去倫敦浸信會任

牧職，雖無上大學讀書，卻因他極有講道恩賜，所以教

堂滿座，乃於五年後興建“都城會幕教會”。他在倫敦

三十八年的工作，使教會增加將近一萬五千人。在他講

道時，常是人山人海，其至可以聽到一些馬夫喊

道：“要去聽司布真講道嗎？請坐我的車子。”論傳道

效果，牧師之中沒有人能出其右。聽道者各種各色，有

如維多利亞女皇，格蘭斯頓首相、文豪、市長、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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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但也有妓女、盜竊者及平民，司氏一樣歡迎他們，

所以他有“近代的以利亞”之稱。

他雖然時常生病而不能上臺講道，卻重訓練傳道人，他

在結婚那年創立“牧師學院”，現在改稱為“司布真學

院”，他獨立負擔經費十五年，以後才由會幕教會分

擔。他也是倫敦浸信聯會的創辦人之一，他又創立孤兒

院，和宗教慈善機構數間，包括養老院，開荒佈道差

會，售買聖經會，節食贈衣協會等。司氏自己的生活卻

極簡樸，反對鋪張浪費，信徒送給他的款項，全用在慈

善事業，不為自己留下分毫。美國曾有人以十萬美元的

代價請他去講道一百次，他的回答說：“不成，我以佈

道為事，從不知道出賣我的講壇。”這是他對金錢的態

度。

司布真的父親是一煤棧的雇員，使司氏不能上大學，但

他自修極為用功，有關神學、歷史、科學、傳記、文學

等書，他都虛心研讀，既是勤讀者，又是勤筆者，作為

日後的參考，因精神上的豐富，資料新奇，層出不窮，

雖然他剛從農村到倫敦做牧師時，模樣像個鄉下人，但

他講道的靈力，卻是大大吸引了聽眾。司氏曾出版他的

講章達三千餘篇，共七十五冊，如每天讀一篇，至少需

時十年。其一生曾出版書籍一百三十五部，其中最著名

的是“大衛三寶藏”（即詩篇的注釋），和“早晚靈

修”這兩書。司氏講道的重要特點是尋找合乎神旨的題

材，最重要“以經解經”的方法。由於他平日喜作閱讀

筆記，講道準備，卻能收到豐富內容之效果，他是一個

福音性的加爾文派，在他傳道的初期，既反對過偏激的

加爾文派（神的預定論），又敵擋亞米流主義（與加爾

文派相反），他批評英國聖公會的洗禮方式，主張必須

因信而受洗，反對使用禱告書之?善，但他始終沒有另創

一個宗派。

司氏和妻子蘇散拿，是一對模範夫妻，當他在預備講章

時，妻子常在旁邊幫他搜集材料，繕寫文稿，互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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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使他興致濃郁，不覺疲乏。難怪司氏不止一次地對

蘇散拿說：“我愛你比初婚時增多倍。”不幸得很，十

年的圓滿生活，由於蘇散拿操勞過度，身體漸弱，臥病

在床達十六年，但他倆從不怨天尤人。司氏最大缺點是

嗜吸雪茄，煙癖其重，有一次他出外散步，看到一間商

店的櫥窗陳列著一罐煙草，標簽寫著：“司布真的煙

草” ，使他想及離世歸天後所留給人們的紀念，究竟是

所吸的司布真煙草呢？還是傳揚主耶穌的司布真呢？為

了神的榮耀，回家將一切煙具都燒了，從此再沒有吸過

煙。“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什麼，都要為主榮耀

而行。”（林前十：31）

司布真的兒子多馬，和孫子都步其後塵，自青年時代就

獻身為傳道工作，司氏逝世於一八九二年，其棺上置一

聖經，是他生平最喜歡讀的書，享年五十八歲。

　

司布真講章─《怎樣禱告》
（本文摘自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Sermons/

articles/gb/pray.htm）

“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神，能到他的台前，我

就在他面前將我的案件陳明，滿口辯白。”

約伯在極度痛苦中這樣呼求神。像其他在苦難中的神的

兒女一樣，他所渴望的，是見到父神的面。雖然經過極

度痛苦的煎熬，但他在開始禱告的時候，並沒有求神治

好他一身的惡疾，使他的兒女從墳墓裏復活過來，或希

望從那破壞者的手中得回他的產業，他最先，又是最迫

切的呼求是——“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我的

神，能到他的台前！”

在暴風雨來臨時，神的兒女都會趕快跑回家去，因為他

們特有的天賦本能，使他在遇到任何危難時，尋求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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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亦只有那些以神為陰庇的人，才配稱為真正的信

徒。一個?善的人受到神的管教時，他會動怒，並像一個

奴僕逃避主人責打一樣地逃避神。但一個真正屬神的兒

女便不同了，他會親吻那掌摑他的手，神惱怒責打他的

時候，他會在神的懷裏，尋求陰庇。

一個苦難無告的人往往更渴望與神有交通。當約伯遠遠

地看見他的朋友走近時，他可能希望他們對他善意的忠

告和同情，能減輕他的悲痛，但他們才說話不久，約伯

便沈痛地對他們說：“你們安慰人，反叫人愁煩。”因

為他們說的話，就像把鹽撒在他的傷口上，那些無情的

責?更加深了他尖銳的痛苦，他們以前曾沐浴在他溫馨的

友誼中，但曾幾何時，現在他們竟使他的名譽蒙上了陰

影，這是反面無情，十分不當的事。於是約伯離開了他

的朋友，仰望天上大能者的寶座，就像一個饑渴的旅

人，丟棄了乾涸的水袋，去找尋一口水井一樣。這時

候，他不再對人存什麼希望了，他呼求說：“惟願我能

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神。”只有我們瞭解到一切都是空

虛時，才會知道創造萬物的神的可貴，當你深切地領悟

到：“那信任人的和以肉身作武器的人有禍了。”你才

能體會到：“信神的人和以神為盼望的人有福了。”這

話的甜美，你若因從人那裏得不到什麼而愁煩，那麼你

就會因神的信實而喜悅。

有時候一個在患難中的義人，因受不了別人的冷酷無

情，趕快去親就神，但這時候神好像也離棄了他，使他

得不到慰藉，這是最慘痛的事。“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

可以尋見神。”——約伯的呼求是沈痛的，甚至在他失

去了兒女和產業的一霎那，他的呼求也沒有這樣的深

沈，還有什麼損失比失去神慈愛的笑容更大呢？在此他

先嘗到了救主在呼叫：“主啊！主啊！你為什麼離棄

我？”時的哀痛，雖然神是時時刻刻和他的兒女同在，

在暗中看顧著他們，但他的兒女卻不一定能察驗到他的

存在，就像雅歌中所說的新婦找尋新郎一樣，她們在夜

間躺臥在床上，找尋他卻尋不見，她們雖然起來遊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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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卻尋不著，神的兒女也同樣會哀傷地一再追

問：“你們看見我心所愛的沒有？”雖然神可能很愛

你，像他愛基督一樣，但在某一刻他可能離棄你，他發

怒的時候也可能把自己隱藏起來。

這時，你的內心會因為得不到神的亮光而更感迫切，你

不會埋怨神說：“若神他離棄了我，我便可以任意而

為，沒有他的同在和安慰，我可以靠自己掙扎前

進。”不，你不會這樣說，你心裏想：“這是關乎我生

命的事，我不能沒有神，因為我已在滅亡的邊緣和陷於

無底的深淵中，只有神能把我拯救出來。”在這樣的情

形下，一個崇高的靈魂會更熱切地尋找神，它會虔誠地

一再向上天呼求、哀哭、歎息——“惟願我能知道在那

裏可以尋見神！”你的靈魂會不辭勞苦跋涉，經歷千山

萬水，也發誓要走到神的寶座前，在饑渴中我的靈能推

倒銅牆鐵壁，甚至攀上天國的城樓，只為見父神一面，

若我與神之間隔著七個地獄，我也毫不猶豫地投身於地

獄烘烘的火焰中；若我知道我終能來到他的面前，嘗受

到他的愛的喜悅，那麼又有什麼能使我畏懼，有什麼能

使我裹足不前呢？約伯在呼求神的時候，他心中一定這

樣在想。

但約伯的最終目的，不單是見父神的面，他尋找神，是

為了向神禱告，他原先已向神禱告，現在他來到神的面

前，希望神聽他的禱告，並伸出他憐恤的手。他向那大

公無私的審判者和智慧的神，把他的案件陳明，因他不

滿他的朋友不公平的審判，所以要向神——那天上最高

的執法者上訴，他說：“我就在他面前將我的案件陳

明，滿口辯白。”

在以上的一節經文裏，約伯教導我們怎樣向神祈求。他

把他禱告的技巧和秘密展示給我們看。我們若聽從他的

指引和神的教導，我們同樣會懂得怎樣運用這些技巧，

向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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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神面前將我們的案件陳明

很多人以為禱告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可以漫不經心，

毫不費力地隨意而為；有人以為只要你找到一本書，翻

開裏面一頁，讀出一連串辭藻華美的字句，然後把書本

合上，便是作了一次禱告；另一些人則批評這樣的方式

是近於迷信，他們主張用“即興”之法，就是隨意想到

什麼便說什麼，就像萬獸奔騰，而把這些如流水行雲的

思想變為言語的時候，只要稍微留意裏面的內容便可。

但初期的聖徒不是這樣禱告的，他們禱告的態度，比較

今日很多的信徒嚴肅認真得多，首先他們是十分重視禱

告，並加以恒久的練習，而他們有很多是以善於禱告著

稱的，神也特別賜福他們，所以他們在禱告中得到很大

的收穫，在那施恩寶座上發現了無盡的寶藏。

初期的聖徒，包括約伯在內，都得到神的恩賜，懂得怎

樣在神的面前，將他們的案件陳明。當一個人來到法官

面前請願的時候，他一定不會張徨失措，必定預先準備

好要提出的理由，及怎樣向法官陳述。同樣地當我們來

到萬王之王的寶座前時，也應預先準備一切，認清自己

的目的、立場、希望，當我們突然遇到危難或憂傷時，

我們可以立刻來到神的面前，但在平時，我們卻不應毫

無準備地去見主。

一個祭司在獻祭的時候，他不會謬然走進聖殿，隨便拿

起一柄斧頭去宰殺公牛犢，他會站起來，在銅洗濯盆中

洗淨他的雙足，並穿上聖衣和其他祭司的衣飾，然後小

心翼翼地遵照耶和華的命令，將祭物分開，甚至連如何

安置公牛的脂油、肝臟、腰子這樣細微的事，也不忽

略。他把血盛在碗中，灑在祭壇周圍適當的地方，而不

是任意而行。他並用壇外的聖火生火，雖然這種祭祀的

儀式現在已經完全被廢棄不用了，但它所包含的真理至

今仍然是適用的——就是我們在屬靈的祭祀上也應採取

同樣小心的態度，神是不喜歡我們一清早在被窩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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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跪在地上，隨便想什麼便說什麼的。我們在禱告時

的態度，應該是恭敬和虔誠的。

讓我們看看大衛在蒙神賜福後，是怎樣禱告感謝神的

——首先，他進入神的殿，來到主面前，因他知道他不

應在外面，與神隔得遠遠的，他進入殿裏，到主面前坐

下來——雖然有人反對坐著禱告，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

對的。他安靜地坐下來，面對著主，思想神的完美，以

培養禱告的精神，然後在聖靈帶領下，他才開口禱告，

但願我們也學大衛一樣禱告。

於是大衛開始禱告：“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意，並

要儆醒。”這裏我們看到他怎樣安排他的思想，把禱告

當作弓箭一樣，他是不會無故放矢的，首先他把箭搭在

弓上，瞄準箭靶的紅心，然後盡力拉弓，把箭射出去，

並?首注視這箭前進，因為他希望神會垂聽他的禱告，但

很多信徒在禱告完畢後，便把一切都忘得一乾二淨了。

大衛知道在禱告時，他必須集中自己的心思意念，於是

他把自己的力量都運用出來，他相信禱告是有功效的，

並相信神會答允他的請求。我們無論對於工作或禱告，

都應同樣地用心，越是值得我們做的工作，也越須要我

們小心去做，若我們在工作時專心一致，但禱告卻溫不

經心，這便是褻瀆神了，若我們以為對神馬馬虎虎便可

以，但對世俗的事卻非認真不可，這不是一種很大的諷

刺嗎？

若有人問我禱告應循什麼秩序進行，我不會像一些人一

樣，給你一個模式，要你順著讚美、認罪、懇求、代

禱、歌頌的先後次序去安排你的禱告，神也沒有規定我

們必須依照這樣的形式。我所指的秩序，不是一些如上

所述的機械式的秩序，因為在舊約中便有各種形式的禱

告，而任何形式的禱告，同樣都是正確，都是神所悅納

的。

我以為禱告的屬靈的秩序，不單是次序的安排，我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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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感到我們所做的是實在的，我們要向一位看不見，但

實在與我們同在的神說話，雖然我們觸摸不到他，也聽

不見他說話，但他就像一個有血有肉的朋友，在與我們

談話。當我們感覺到神的同在時，他就會施恩使我們謙

卑下來，就像亞伯拉罕一樣，當他說：“我雖然是灰

塵，還敢對主說話。”只有這樣，我們的禱告才不會像

學生背誦課文般的呆板，我們也不會用老師教導學生一

樣自大的口吻，或強盜攔途截劫時的粗暴語氣，我們會

變得謙虛卻不畏縮，並藉著救主的寶血求神憐憫，我們

不會像一個奴隸一樣訥于言辭，也不會像一個輕率鹵莽

的頑童，而是像一個順服的孩子一樣去懇求神，對他的

旨意，完全順服。當我向神禱告時，我必須先站在自己

的地位上，並明白我所想所求的，原是我不配領受的，

只有靠著神的恩典和藉著他的兒子耶穌基督，我才能得

到這恩惠，所以我要以救主為陰庇，當我開口的時候，

我要說基督要我說的話，當我懇求神的時候，他身上的

釘痕、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寶血和他自己，乃為

我的憑藉。這才是禱告真正的秩序。

然後，我們應知道自己想求什麼，在禱告的時候，我們

必須把我們所要祈求的說得清楚明白。有些人在聚會中

禱告，往往令人摸不著他們究竟向神求些什麼，我常常

害怕自己也會犯上同樣的毛病，在他們的禱告裏，有關

教義的理論和涉及個人經驗的話說了一大堆，真正懇求

神的話只是聊聊數語，而這些話又是含糊不清和雜亂無

章的。我以為我們的禱告必須清楚明白，當我們心目中

很明顯地有某種需要時，我們才會向神祈求，所以在祈

求時，應該十分肯定和清楚，也不要轉彎抹角和兜圈

子，要直接入題，開門見山，我很喜歡亞伯拉罕採取的

態度。他這樣對神說：“但願以實馬利活在你面

前。”他說明他要為他禱告的人的名字，及所想求的恩

典，只是聊聊數語——“但願以實馬利活在你面

前。”很多人就會兜圈子說：“但願我們所愛的子女，

能得蒙神的寵愛，就如你對⋯⋯”等等，其實你要

說“以實馬利”，你就只要對神說“以實馬利”，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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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甚至為牧師禱告，也用這種隱晦的言辭，令人不知他

指的是誰。

因此，我們的禱告必須清楚，把你內心要說的話，坦白

誠實地說出來，當我們把自己的事向主陳明時，我們的

思想就會清晰。你不須求神賜給你一般人都“以為是好

的東西”，也不用列出一大堆你或會得到，曾經得到，

可能得到或將會得到的東西。你只要向神表明你現在的

需要，就如日用的飲食等。你祈求的時候，要用簡單的

言語，因神不會看重美麗的詞藻，在他的眼中，巧言令

色是無意義的，只會暴露你的膚淺喜愛自我炫耀的性格

而已。在主面前，你的話要簡短，但你的心卻要火熱。

當你奉耶穌基督的名，把自己的需要向神陳明後，還應

該想一想你所求的，是否適當，我們若細心思想，就會

發現我們所求的一些東西，原是不當求的，我們深藏在

心裏的動機，可能是自私，違背基督的旨意，我們可能

只知為自己的方便和舒適設想，而忘記了神的榮耀。雖

然我們可以為自己的利益祈求神，但卻不能因自己的利

益而損害神的榮耀，我們在禱告中必須順服神的旨意，

我很喜歡路德的禱文，他說：“主啊！我願你成就我的

旨意。”在此你也許會驚訝我為會什麼會喜歡這樣的禱

文，但且聽他說下去，他繼續說：“我要堅持我的旨

意，因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禱文的前半部看來是

狂妄自大，但加上了後面的話，就變成了很出色的禱文

了。若我們清楚知道自己祈求的是為了神的榮耀，而我

們又有這樣的能力的話，我們可以這樣說：“你不給我

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們甚至可以像雅各與天使摔

跤一樣，不得到祝福不罷休，但我們必須十分清楚我們

所尋求的，是為主的榮耀，我們方能如此。

現在把上面所說的三點歸納起來，你便明白何謂在主面

前將你的案件陳明——先是把要說的清楚明白地說出

來，使你的禱告有真實感，知道自己需要什麼就求什

麼；然後是虔敬的心志，相信你所求的是你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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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決定在禱告中求神的恩賜，還有最重要的是完全的順

服，把一切都交托給神。

但仍然只有聖靈能教導我們怎樣禱告，他是禱告的賜予

者，為禱告去禱告——你要一直祈求直至你懂得怎樣祈

求，祈求他幫助你禱告。不要因你不懂得禱告而放棄禱

告，因為當你感到自己不懂得禱告時，你的禱告實在是

最迫切的。有時你在禱告中得不到安慰，而就在你的心

破碎失望的時候，你便開始與至高者摔跤和掙扎。

二、 我們要滿口辯白

這裏要求我們的，不是滿口花言巧語，而是效法古聖徒

一樣，滿口辯白，因為這是開啟恩典之門的鑰匙。

我們為什麼要辯白呢？這不是因為神吝嗇他的恩典，不

是我們能改變他的旨意，也不是神不明白我們的境況或

因由，須要我們向他言明。我們辯白原是對我們有益處

的，他要我們懇求他，並提出充分的理由，因為就如以

賽亞書所說的，這樣做能表明我們珍惜神的憐憫，重視

神的恩典。

我們在禱告中“辯白”，便會明白怎樣才能得到神的恩

典，一個人若以自己的優點作理由去辯白，他是一定不

會成功的，只當我們以神的恩典作理由，同時心裏真正

明白到一個罪人只能循恩典的途徑去獲得神的賜予時，

才能得到神的俯允；此時，辯白也能喚起我們對神虔敬

的心，一個人在辯白中提出的理由越多，他便越有力

量。在我們的祈禱會中，最好的禱告是那些理由充足

的，有時候當一位元弟兄覺得實在需要神的恩典，於是

來到主面前懇求，首先他提出一個理由，跟著第二、第

三、第四、第五個，直至激起所有參加聚會的人的熱

心。

雖然神不需要禱告，但禱告對我們卻是十分重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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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勉力禱告，我真懷疑我們能否生活得像基督徒，若

神不須要我們祈求，便把恩典給我們，這恩典就沒有現

在須要尋求的恩典可貴了，因為“尋求”與“獲得”，

同樣都是福氣。禱告本身是一種福樂，禱告使我們離開

暴日當空的大地，沐浴於清澈涼快的溪流中；禱告，就

是乘著蒼鷹的翅膀，飛越雲中深處，直達睛空之上神的

居所；禱告，就是進到神的寶庫，支取其中無盡的財

寶；禱告，是抓天國於手中，以靈擁抱神，並感到聖靈

已居於身體的殿中；禱告，?開所得的答復不說，本身就

是天賜的福分；禱告，是卸下背負的重擔，撕去一身的

破爛，除去疾病，靈力充沛，靈體安康。神把禱告的技

巧，豐盛地賜予我們，使我們知道怎樣與他辯白。

然後，我們談到這題目最有趣的部分，就是下面列出的

一些與神辯白時可採用的有效理由，由於篇幅的關係，

這裏只能指出一個大概而已。

一、神的屬性：

當亞伯拉罕禱告求神赦免所多瑪時，他緊緊的抓著神的

公義，他求告神說：“假如那城裏有五十個義人，你還

剿滅那地方嗎？不為城裏這五十個義人，饒恕其中的人

嗎？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

不是你所行的。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嗎？”於是

摔跤開始了，這是一場激烈的理論，亞伯拉罕抓著神的

左手，而當雷電要打下來的時候，他更牢牢地緊握著

它。但他終於得到一個答復了，就是神不能因此而赦免

這個城，當這個義人被迫時，他是一寸一寸地慢慢退後

的，最後，當他知道不能再靠公義去達到目的時，他再

握著神恩慈的右手，當他問神若那城裏有十個義人，他

是否會寬恕這城時，奇妙的結果便產生了。因之，我們

可以隨時隨地握著神的公義、恩慈、信實、智慧、他曾

經歷長久的苦難、溫柔，我們便會發現上列每一種神的

屬性，都能為我們開啟天國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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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的應許：

當雅各在雅博河對岸的時候，他的哥哥以掃正帶著人，

迎著他來，他便懇求神不要讓以掃殺害他的妻子兒女，

他很懂得用充足的理由去懇求神，他說：“你曾說，我

必厚待你。”——這話包含著何等的力量啊！他抓緊神

的話——“你曾說”神的屬性是我們的在辯白時可以掌

握之點，但神的應許，除包含了神的屬性之外，還有其

他的意思，所以是我們更好的憑藉。“你曾說過”——

我們還記得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嗎？當先知拿單對大衛

說出了神的應許，大衛便向神禱告，他在最後說：“照

你所說的而行。”這是理由充足的，因為神已說了這些

話，難道他會反悔嗎？就算所有的人都說謊，神也要照

他的話而行，他口中所說的每一句話，他都必須履行。

所羅門在建好耶和華的殿之後，他也用同樣的方法祈求

神，他求神記著他對他父親大衛所說的話，祝福那殿。

當一個人答應做一件事的時候，就等於他已用他的名譽

作保證，他若簽了字，他就必須履行他的諾言，否則他

便是失信了。神的應許是永遠能兌現的，他的信用，也

是絕對可靠，他履行他的應許是極其準確的，不遲，也

不早，你若翻查聖經，就會發覺神應許他選民的，他都

履行了，當約書亞年紀老邁的時候，他說：“耶和華你

們上帝所應許賜福與你們的話，沒有一句落空，都應驗

在你們身上了。”若神答應你一件事，那麼你在祈求的

時候，是不須猶豫，你可以很堅定的懇求神，若你現在

求的恩典，神原先已鄭重答應，那麼你也不須顧慮這會

違背他的旨意，因你已明白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就包含

在他對你的應許之內，你可以繼續懇求他履行這應許，

直至他實行為止，他一定會實行的，否則他就不會應允

你，神的應許，不是用來敷衍我們，他說的話，他都有

誠意履行的。

三、神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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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摩西用神的名與神辯白時，他的話是何等的有力“你

為你的名作什麼呢？埃及人曾說，耶和華因為不能把這

百姓領進他向他們起誓應許之地，所以在曠野把他們殺

了。”在很多情形下，神的名與他的選民的歷史是緊緊

地連在一起的，有時，當一個信徒信靠神的應許時，他

會採取一定的行動，若神不遵守他的諾言，那麼不單只

信徒受騙了，同時，在冷眼旁觀的邪惡世人會說：“哈

哈，你的神在哪里呢？”讓我們看看穆勒的例子，多年

以來他一直都對人說神聽人的禱告，他對此並深信不

疑，由於這信念，他繼續不斷地建造孤兒院收容一些孤

兒，我可以想像到假若他陷於困境中，無法去維持這一

班為數一千或兩千的孤兒時，他可能會這樣祈求

神：“你為你的大名作什麼呢？”而你若曾得到神的應

許，你在遇到大苦難時也可以說：“主啊，你曾

說：‘你在患難中我必與你同在，並必不離棄你’，我

已告訴我的朋友和鄰舍說我完全信靠神，若你不拯救我

脫離這些苦難，你的名譽會變得怎樣呢？神啊！求你拯

救我，否則你的信譽會蕩然無存。”

此外，我們同時可以把誹謗者所說的詆毀之言，作為辯

白的理由，且看希西家如何巧妙地拿了拉伯沙基的信，

展示在主的面前，你也許會懷疑這一封滿紙褻瀆的信是

否會有任何作用——“亞珥拔、西法瓦的神在哪里呢？

我所攻克之城的神在哪里呢？希西家說耶和華必拯救你

們，你們不要受他所騙。”這些話有什麼作用嗎？有

的，就是拉伯沙基寫了這封信，因它激怒了神，使他去

救助他的百姓。有時當神的兒女看到他的敵人氣焰沖

天，肆無忌憚地誹謗神，他可以高興一下，說：“現在

他們誹謗主自己，他們不單只攻擊我，更攻擊那至高的

神。”現在，與拉伯沙基對抗的，不再是微不足道的希

西家和他的一隊兵卒，而是作天使之王的耶和華。如

今，驕傲的戰士拉伯沙基，你能作什麼呢？耶和華已加

入了戰圈裏，你能逃避被徹底毀滅的命運嗎？基督徒應

用羅馬教會所作的事和虛無的無神論者所說的壞話作與

神辯白的理由，使神為福音出力——主啊！你看他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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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詆毀基督的福音！請你從懷裏伸出你的右手！神啊，

他們向你挑戰！敵基督已霸佔了你的兒子先前所處榮耀

的地位，並站於以前傳講福音的講壇上，傳揚羅馬教

義。神啊！請你起來，求你發起熱心，讓聖潔的怒火重

燃！你舊日之敵又再橫行了，看啊！巴比倫的大淫婦再

一次在凱旋中騎著她的朱紅色獸！耶和華，前來啊！來

再一次顯出你的臂膀的大能！我們可以為了神的大名，

用這樣的方式向神祈求。

四、神之民的哀傷：

在聖經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種例子，耶利米是很懂得使

用這方法的，他說：“錫安的貴胄，素來比雪純淨，比

奶更白，他們的身體，比紅寶玉更紅，像光潤的藍寶石

一樣。現在他們的面貌比煤炭更黑。”“錫安寶貴的?

子，好比精金，現在何竟算為窯匠手所作的瓦瓶。”他

說出他們在被圍困時的哀傷困苦，他叫主看一看他那些

在苦難中錫安的民，不久，神垂聽他那痛苦的哀哭，面

對一個父親來說，沒有什麼比他的兒子的哀哭更能感動

他的，而比這哀哭更有力的是一種呻吟——就是當他的

兒子病得十分沈重，躺在那裏，在極端痛苦與軟弱中所

發出的呻吟，有誰能忍心充耳不聞呢？而當屬神的以色

列在卑下的境況中痛苦呻吟時，主拯救我們的時候，便

來臨了；他一定會表明他是愛他的民的，所以當你處於

同樣的困境中時，你可以在呻吟中祈求神，當你看見一

間教會陷於低沈的光景中，你也可以化悲哀為言語，求

神再來拯救餘下的民。

五、過往之事：

曾親自經歷過神恩典的人，他會知道怎樣去懇求神。以

下是大衛的例子：“你曾幫助我，現在求你不要舍我而

去，也不要離棄我。”他求神憐憫時，指出他自幼及長

都蒙神的扶持，他自出生時起便已倚靠神，然後他懇求

神說：“上帝啊，我到年老發白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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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摩西見神的時候，他說：“你曾將你的民從埃

及地領出來。”他好像在說：“不要放下你未完成的工

作；你所開始建造的，完成它；你已打了第一仗，主

啊！求你繼續打下去，直至獲得最後的勝利為止。”我

們在困苦中有沒有祈求神：“主啊！當我在大試煉中面

臨絕境的時候，你曾拯救我，你亦從未離棄我，我已以

你的名，建立了我的以便以謝（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

們）若你決意離開我，為何你要我看到這些事呢？這是

否把你的僕人安放在這位置上，為要羞辱他呢？”我們

所面對的是一個不變的神，他過去所行的，將來也如此

行，因他不會捨棄他最終的目的，也沒有人能阻礙他的

計劃，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過去的事，來求取他的賜福。

我們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卑微和不配去懇求神——“在

吃者得了肉，強者得甜美”時，大衛曾求告神說：“耶

和華啊！你為何只是作一些微小的事呢？你是一位偉大

的神，而這裏有一個罪大惡極的罪人，在我的身上是最

適宜表現你的恩慈，我深重的罪孽正好使你顯明你的憐

憫，讓別人在我身上看到你偉大的愛吧。”當摩西求神

赦免他犯了罪的百姓時，他也似乎有同樣的想法，而神

的自製力真是十分大的，我們可以匍匐在寶座下，呼求

說：“神啊！我是一根壓傷的蘆葦，求你不要折斷，不

要踐踏我這弱小的生命，請不要捕獵我。不要追趕‘一

隻死的狗，一隻蚤’，如大衛所說的，不要追趕我，因

我如在暴風雨中飽受吹打的棄葉，不要監視我，就如約

伯所說的，像我是茫茫的大海或一條巨鯨一樣。我是如

此弱小，你的憐憫既能在一個像我一樣卑賤和微不足道

的人的身上顯明，因之，神啊，求你憐憫我吧！”

有一次神自己曾幫助先知以利亞去贏取?民，在這一次赫

赫的事件中，以利亞向他的仇敵挑戰，讓他們各自求告

自己的神，以利亞的心中是如何的激動，且看他如何嬉

笑他們說：“大聲求告神，因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

走到一邊，或行路、或睡覺，你們當叫醒他。”而當他

們用刀槍自割，自刺、跳到壇上的時候，這神的僕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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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很輕賤地冷眼看著他們這些枉費心機的努力和狂呼亂

叫，但若他的信心薄弱的話，那麼當他重修已經毀壞耶

和華的壇，又在壇上擺好了柴，把牛犢切成塊子的時

候，他的內心一定會十分驚悸不安的。之後，他對眾人

說：“把水倒在上面，以免你們懷疑我在裏面藏著火，

把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吧。”當他們把水倒在上面後，他

又說：“倒第二次。”他們倒了第二次後，他說：“倒

第三次。”水便流在壇的四圍，溝裏也滿了水，他便近

前來呼喊神說：“耶和華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只有你

是神。”這是一個全面的考驗，這一個勇敢的先知在眾

人面前把耶和華的存在顯示給他們看，神聽了他的禱

告，降下火來，燒燔祭、木柴、石頭、塵土，又燒幹溝

裏的水，因耶和華答允了他僕人的禱告。有時候，我們

也可以同樣地對神說：“神啊，我奉你的神性和存在求

你，若你是神，就求你幫助你的百姓，以顯明你是

神。”

六、耶穌基督的受苦、死亡、應得的賞賜、代禱：

我恐怕我們還未明白我們可以奉主的名向神祈求的真正

意思。通常當我們奉基督的名向神祈求，我們的意思

是：“神啊！你的兒子是應得到這些的，就求你因他的

緣故為我作這事吧。”但其實我們可以作更大的要求，

例如，你在本地擁有一所百貨商店，你對我說：“到我

的店裏，對店員說我叫你去取些東西。”那麼我便到你

店裏，運用我的權利去取我需要的東西，而實際上，耶

穌基督也是同樣地對我們說：“你若希望父神給你什麼

東西，他所有的都屬於我的，你可以用我的名向神支

取。”當基督說：“你若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賜給你

們。”就等於你給一個人一張署名但未填上銀碼的支

票，任他填上他所要的數目，若我得到一張這樣的支

票，而簽署的人又是一個可靠的人的話，那麼我知道我

一定可以到銀行去，要經理為我把支票兌現，同樣地當

我們有基督的名時，我們禱告時是不用恐懼、畏縮、猶

豫、或表現得毫無信心的樣子，因為在神的公義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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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基督負了債，而基督所作的也使他有權向神作出要

求，所以當你奉基督的名懇求時，基督的名便可使你的

懇求有震撼地獄之門之力，也能使天上的主服從，而神

自己也會感到這禱告的神聖的力量。

你若在禱告中多想到基督的哀傷和呻吟，你一定要懂得

如何禱告，把基督的創傷、呼求、在客西馬尼的呼求和

在加略山所流的血帶到神的面前，並對神說，你既是靠

著這些傷痛，呼求和呻吟去祈求，他是不能拒絕你的。

三、 頌贊與感恩

若聖靈教導我們怎樣將我們的事向主陳明，怎樣去與主

辯白，那麼結果我們就會說出很多讚美的話。一個原先

滿口辯白的人，他很快便會因神答允他的禱告，而說出

很多讚美神的話，你今天早上的禱告是充滿怨言嗎？若

是的話，你就應求主潔淨你的口舌，因為這些污穢之物

是於你無益的，它遲早會在你裏面產生毒恨，所以讓你

的口充滿禱告，充滿辯白，使你的口不再留有其他的餘

地，這樣，你很快就會得到你向神所祈求的——“你要

在主裏常常喜樂，如此，他便會賜給你心中所想所求

的。”

以前在東方某一些國度裏，國王在召見一些寵臣時，往

往叫他把口張開，然後把珍珠寶石裝滿他的口，作為對

他們一種賞賜，這正好作為一經節的注釋——“張開你

的咀，讓我裝滿他。”神說：“你張開口，要滿口辯

白。”然後他會把珍寶的慈愛和其他無價之寶裝滿，對

於神這樣的要求，大概一個最愚蠢的人也不會提出異議

吧？那麼，我們便張開咀向神祈求吧，我們的需要是大

的，而我們亦將大有所獲，在他裏面我們是沒有限制

的，只有在我們裏面才有限制，在禱告中神將他的恩典

豐豐盛盛地加給我們，他又把怎樣和他辯白的大能賜給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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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上所說的雖然是針對基督徒，但在大體上亦適用那

些未信主的人，對於這些人，神會把他的力量顯明給你

們看，他會帶領你們隨著謙卑的禱告到主耶穌基督那

裏，並在他裏面，找到永生。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早在八世紀時，牛津曾是英國的宗教據點之一，後因人

和牛都可在此平安渡河，故稱為牛津。牛津與當時歐洲

其他大學一樣，是為神職人員而設，主要科目是神學、

法律、數學、自然科學和修辭學。今日牛津已成為英國

政壇的培育之所，包括柴契爾夫人在內的諸多首相都是

畢業於此。牛津至今仍充滿濃厚的中古風情，城內有九

百多座古蹟建築，十三萬人口中有一萬五千名學生，雖

然同時身為工業重鎮，但因傳統已在牛津根深蒂固，因

此活潑的學術氣息依然彌漫全城。

1.卡費克斯（Carfax）：這裡是牛津的舊中心，四條主要

的道路於此交會，即：穀市街（Cornmarket St.）、高街

（High St.）、皇后街（Queen St.） 和聖阿爾代街（St. 

Aldates）。西北角的塔樓是聖馬丁教堂的遺蹟，從塔頂

可俯眺市景。

2.基督教堂學院（Christ Church Cathedral）：這是牛津最

大、最宏偉的學院。早在西元八世紀就以女修道院之面

貌出現於此，1525年渥西主教創立了這座學院，他的尖

帽正是該學院的校徽。學院的湯姆塔（Tom Tower） 是

由Wren所設計，裡面掛著七噸重的大湯姆鐘（Great 

Tom），每晚21:05會連續敲鐘一百零一下，以紀念最初

的101名學院人員。學院內有牛津最大的方庭 Tom 

Quad，極為壯觀威嚴。學院內的主座教堂是英格蘭境內

最小的主座堂，堂內的彩繪玻璃風格殊異。還有一座小

美術館（Picture Gallery），裡面藏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9.htm (40 of 44)3/5/2005 6:38:57 PM



約翰衛斯理與循道運動

期的一流繪畫與素描，包括達文西、魯本斯等人的作

品。

3、摩頓學院（Merton College）：摩頓學院創立於1264

年，是牛津最古老的建築物之一，位於民眾方庭（Mob 

Quad）的圖書館建於1370年，是英格蘭首棟文藝復興時

期的圖書館。摩頓學院對面是基督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和奧萊爾學院（Oriel），這是牛津最小的兩個學

院，但景致卻毫不遜色。

4、馬德蓮學院（Megdalen College）：位於高街的東端，

是牛津財力最雄厚的一所學院。馬德蓮塔 （Magdalen 

Tower） 建於1458年，比基督學院尖塔高半呎，該禮拜堂

是典型的垂直式建築，迴廊也很壯觀。學院後面有著名

的鹿園（Grove），迷人水道（Water Walk），花園迷宮

和河濱步道（Addison's Walk）。

5、聖艾德盟學院（St. Edmund Hall）：沿大街往西走，

在左邊可看到考試學院（Examination Schoools），是十

九世紀末英國文藝復興風格的行政大樓，右邊即St. 

Edmund Hall、也可稱作Teddy Hall，1957年才成為學院，

在此之前，它一直是中古時代碩果僅存的宿舍。

6、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由摩頓學院走到市中

心，在高街往東北方看，就可以看到一棟古色古香的建

築物，此即萬靈學院。該學院創立於1438年，校園和庭

園都保存著建校之初的景象，是牛津眾多大學城中，唯

一沒有大學生的學院，該學院只有研究生。

7、新學院（New College）：位於皇后街，其禮拜堂和迴

廊最令人讚歎。沿著皇后巷（Queen Lane） 再轉個彎，

就可看見連接Hertford新舊建築物的威尼斯橋下，此橋建

於1903年。

8、包德連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是牛津最大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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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包德連是英國的外交官，摩頓學院的院士，他在

原先的圖書館因貧困而關閉之後，將之重新創建。今圖

書館內藏有六百萬冊藏書，分別存於Radcliffe Camera、

New & Old Bodleian Libraries三個圖書館內，三館間有隧道

相通。

9、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沿著聖吉爾斯街向

北走即可到達，該校創於1555年，其花園由才子布朗設

計，與Wadham和三一的花園並稱牛津三美。

10、艾希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是英國最

古老的公立博物館，館藏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法國現

代繪畫作品，及荷蘭靜物畫，此外還有16－17世紀珍貴

的繡帷、銅器和銀器，希臘、羅馬與埃及的雕像等。
（本文摘自http://www.tita.org.tw/view/uk.html）

倫敦博物館（Museum of London）

倫敦博物館內收藏了倫敦歷年來的重要史蹟，依年代展

示，從倫敦的早期歷史，一直記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博物館外的入口處，安置著一個約翰衛斯理日記的銅製

複本。日記的時間為1738年5月24日，是衛斯理記錄自己

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參加一個在艾德門街（Aldersgate）

的聚會後的心得。日記上寫著：「我覺得自己的心異常

的火熱。我感到自己因著祂的救恩，以及救恩的確據，

確定的信入基督。我相信祂除去了我的罪，拯救我脫離

了罪與死的律。」

約翰衛斯理的教堂及故居

1739年，約翰衛斯理在倫敦一個廢棄的鑄造廠講道，吸

引了八千人前往聽道，使他興起了購建教堂的需要。後

來他買下了這座因爆炸而廢棄的鑄造廠，將其整建為一

個可以容納1700人的大教堂。教堂的樓上有寡婦收容

所、藥房、出售衛斯理著作的書房、以及收容兒童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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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學校。整建工作於1740年完成，這裡便成了倫敦循道

會的總部（1740-1778）。1777年，衛斯理在城市路

（City Road）租下了一塊地，蓋建了一座新的教堂，總

部也由原教堂改遷於此。新教堂位於倫敦市郊，原是聖

保羅大教堂興建時，用來倒置廢棄物的廢土堆。教堂對

面的山上，是座有名的公墓，專門埋葬著許多不依從英

國國教的新教徒。天路歷史作者本仁約翰，以及衛斯理

之母蘇珊娜均葬於此。1899年教堂曾因大火而重建，但

大多依原有樣式重整。教堂前院中有約翰衛斯理的紀念

像，他的故居就在教堂旁，建於1779年，仍保留著十八

世紀的樣式，約翰不在外旅行時，多居於此。故居中保

有許多約翰衛斯理的遺物，他的禱告室，以及其他許多

家具設施。約翰衛斯理的墓地，即是在教堂後方的小墓

園中。

首都會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

司布真十九歲時即以展現驚人的講到恩賜。當時他應倫

敦一處可容一千二百人的會所之邀請，前往講道。第一

天赴會人數只有寥寥八十人，但幾天後，會所裏擠滿了

人，甚至有許多人在門外留連不去。不久，將會所修

建，使增加至一千五百個座位。修建期間另租用一個可

容四千五百人的大廳聚會，每次均滿座；會前一小時，

街道上人山人海，交通完全阻塞。新會所修建後，頭一

次即不敷應用，必需另建大會所。後租用倫敦最大的音

樂廳，可容約一萬二千人，首次即告滿座，另有萬餘人

無法入內。後來，另建的大會所名「首都會幕」

(Metropolitan Tabernacle)，於一八六一年三月落成，連續

三十一年，每逢主日早晚均有五千人在內聚集。司布真

在倫敦的「都市會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任牧師

多年，每個星期天早上和晚上參加聚會的人數都達五六

千人。一八六七年首都會幕修理之時，租用農業大廈，

到會人數竟達二萬人。某日下午，司布真在農業大廈試

音，廳內空無一人，他提起他的金嗓子，喊道：「看

哪！神的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有一個工匠正在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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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工作，驟聞此言，大大感動，放下工具，回家經過一

個時期的掙紮，終於接受救主，他因仰望神的羔羊而找

到了生命平安。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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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宣教運動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二十篇　海外宣教運動

一、 輔讀文獻

1. 歷史概述

2. 二十世紀海外宣教運動

3. 克里威廉小傳 

4. 馬禮遜小傳

5. 戴德生小傳

6. 劍橋七傑（震憾時代的七位

宣教士）

二、歷史景點

1. 英國國家海事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 內地會倫敦辦事處

3.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4. 馬禮遜紀念館（Robert 

Morrison Memorial）

三、討論題綱

1. 海外宣教運動的興起與發展

2. 宣教運動對中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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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二十一篇　英國弟兄會

一、 輔讀文獻

1. 歷史概述

2. 十九世紀弟兄

會的復興

3. 達秘與弟兄會

4. 倪柝聲弟兄關

於公開弟兄會的

回覆

5. 達秘詩選

6. 喬治穆勒的信

心生活

7. 喬治穆勒信心

事奉的日記

8. 關於被提的真

理

二、歷史景點

1. 普利茅斯

(Plymouth)

2. 布里斯托

（Bristol）

3. 弟兄會二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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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Chapter Two 

bookstore）

三、討論題綱

1. 十九世紀弟兄

會運動

2. 弟兄會分裂的

原因與結果

3. 國度真理的恢

復

歷史概述

1. 英國弟兄會概述

十九世紀衛斯理的循道運動，為原本冷沉、形式化的宗

教，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在歐洲，拿破崙戰爭帶來

了歐洲的版圖重組，使得人們開始對聖經中的預言產生

興趣，特別是關於主再臨的真理。英國境內有越來越多

的人無法滿足於聖公會的死沉光景，紛紛組成了一些自

由團體。他們強調研讀聖經的重要，熱衷海外傳教，並

且在各地成立聖經公會。

1827年，克羅寧（Edward Cronin）和一班弟兄，在愛爾

蘭（Ireland）都柏林（Dublin）開始了擘餅與禱告，這便

是英國弟兄會的起始。克羅寧原本是一位天主教徒，因

著健康問題，搬到了愛爾蘭的都柏林。他對當時紛亂的

宗派情形深感困惑，便專心研讀神的話，想要明白此

事。他從聖經中看見，教會只有一個，所有信徒都是基

督身體上的肢體，並且主賜下有恩賜的人，執行祂的職

事。儘管他們的聚集遭到了當時基督教界的批評與攻

擊，但是人數卻不斷的擴增。關於這段創始時期，克羅

寧曾言：「主一直將虛心的弟兄加給我們。我們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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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費茲威里（Fitzwilliam）的房舍已經不敷使用。

我們必須將主日的聚集改在奧吉爾街（Aungier）的會議

廳舉行。每當我和帕內爾（John Parnell）、史多克

（William Stocks）以及其他弟兄，在週六晚上佈置會

場，將餅杯置於簡樸的桌子上時，我的心是多麼的快

樂，這種喜悅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這個的聚集的開始，

不僅有主的同在，更是有主的笑臉。」

漸漸地，這個聚集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都柏林，其中

包括了格羅夫（Anthony Norris Groves）與達秘（John 

Nelson Darby）。格羅夫原是一名牙醫，對主非常有心，

願意撇下職業事奉主。他常常只留下一小部份的生活

費，將其餘的錢全數捐給需要的人。他曾寫過一篇名為

「基督徒的奉獻」（Christian Devotedness）的文章，對

喬治穆勒（George Mueller）影響甚大。他於1825年進入

都柏林三一學院就讀，在那裡遇見了弟兄們，並加入他

們的聚集。達秘生於1800年，十五歲進入都柏林的三一

學院就讀，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學生。就讀法律的他，很

快就進入愛爾蘭法院工作。然而達秘卻選擇成為聖公會

的教士。達秘自述：「我尋找教會⋯然而在某種印象的

誤導下，我想到了羅馬天主教，以及其所承繼的聖禮、

傳統和普世觀。⋯我繼承了完全的使徒職分，成為神施

恩的唯一管道。」達秘當時認為，只有天主教才得神的

恩惠，因為他們承繼了使徒的職分。所以他將馬丁路

德、加爾文和其跟從者，都摒除在「教會」之外。1827

年冬天，達秘開始加入弟兄們的聚集，但是卻仍在國家

教會任職。儘管當時他還在腳踏兩條船，但是卻漸漸看

見關於教會的真理。1828年，他寫下一篇文章，名為

「思索基督教會的本質與合一」（Considerations of the 

Natur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該文成了弟兄

會第一份出版的文件。1830年，他正式離開了聖公會。

在達秘的帶領下，弟兄們的聚集擴展到英格蘭等地，成

了一股「弟兄會運動」，甚至影響到歐洲和美洲各地。

在布里斯托（Bristol），弟兄會運動得著了喬治穆勒和亨

利凱克（Henry Craik）。在英格蘭的普利茅斯，達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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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了牛頓（Benjamin Wills Newton）。牛頓的父母為貴格

會信徒，他在牛津求學期間遇見了達秘。牛頓加入達秘

的弟兄會運動後，他在普利茅斯（Plymouth）家，便成

了弟兄會在英格蘭第一個據點，後人也因此將他們稱為

「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

在普利茅斯的弟兄聚集，不久便擴展到千人之多。牛頓

形容這段初期的弟兄會生活，是「在地如同在天」。一

位信徒見證當時的光景，說：「這裡充滿了愛，如同在

家裏般自在。他們的教訓啟迪我，他們的喜樂鼓勵我，

他們的交通安慰我，他們的扶持加強我，他們的單純使

我感到甜美。這裡處處流露出聖靈的果子（加五

22）。」儘管普利茅斯的聚會是由達秘與牛頓共同主

持，但是因著達秘常要到倫敦主持聚會、釋放信息，因

此大部分的領導之責，還是在牛頓身上。達秘在倫敦的

工作很有果效，鄰近的城市都紛紛來此聽他講解聖經中

的預言。其中一位就是後來加入弟兄會，並協助發行

「聖經希臘文彙編」與「聖經希伯來文彙編」的魏格倫

（G. V. Wigram）。

因著達秘所帶領的聚集強調無階級制度，信徒彼此以

「弟兄」互稱，因此又被稱作弟兄會。弟兄會有幾個主

要的觀點和特色：一，主的桌子的設立，並不需要神職

人員的批准；弟兄姊妹在無神職人員在場的情況下，仍

可聚集。二，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在主的名裏聚

集，主就在他們中間。三，所有信徒皆有祭司職分，聖

品階級完全不合聖經。四，作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信

徒有彼此交通的必要。五，他們考察聖經中的預言，特

別是尚未應驗的部分。六，他們接納一切主所接納的

人，與他們一同擘餅、聚集。七，他們並不排斥到其他

團體講道。

然而，因著關於真理上的歧見，弟兄之間出現了分裂。

這個分裂主要是來自於對聖經預言的不同解釋。達秘認

為，信徒會在大災難之前全體被提；牛頓卻認為，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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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經過大災難，並在大災難結束前全體被提。而格羅

夫則相信，唯有得勝的信徒才能有份千年國，作為其獎

賞。此外，他們對於教會的本質、蒙召、以及治理上也

有不同的意見。達秘認為一地教會的責罰，應由全體教

會決定。格羅夫則認為教會應直接受神的管理，不應彼

此干涉。牛頓則主張各地教會應自行指派長老，各自處

理行政事務。1846年，達秘發表了一本「真相的來龍去

脈」（A Narration of Facts），內含許多對牛頓的指責。

隔年二月，英格蘭各地的弟兄們在倫敦聚集，同聲譴責

「從普利茅斯所出的邪惡教訓」，並且絕對與之分離。

此時，由穆勒和凱克帶領的伯賽大（Bethesda）弟兄會卻

認為，除非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普利茅斯的教訓有異端之

嫌，否則仍應一視同仁的接待他們，不可因任何道理上

的分歧而將他們隔絕。然而達秘卻認為，在伯賽大的弟

兄們應立即斷絕與牛頓等人的交通，不然，也將被隔

絕。在達秘的堅持下，弟兄會分裂成以達秘為首的「排

外弟兄會」（Closed Brethren），以及以穆勒和格羅夫為

首的「兼容弟兄會」（Open Brethren）。分裂後的弟兄

會，仍然繼續的發展，兼容弟兄會致力於福音行動，範

圍遍及中國、印度、非洲、紐西蘭等地，建立許多分送

單張的文字機構。排外弟兄會雖然也有少數有能力的傳

道人，如「救、知、樂」的作者喬治克丁（George 

Cutting），但大部分的重點還是在解經工作。他們中間

出了幾位著名的解經教師，如開雷（William Kelley）、馬

金多（Mackintosh）等。

2. 國度真理的恢復

因著弟兄們對聖經預言的解釋，引起了此時期人們對於

國度預言的普遍重視，出現了許多有名的解經家，其中

一位就是郭維德（Robert Govett）。郭維德生於1813年，

1830年進入牛津大學就讀，畢業後被按立為英格蘭諾里

奇的教牧。1844年，他因著無法迫使自己的良心接受嬰

兒洗禮，離開了聖公會，建立了索立郡教會（Su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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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el）。然而因著會眾人數眾多，不得不以維多利亞

大會堂（Victoria Hall）作為聚集之所。1854年，索立郡

教會重新啟用，郭維德便在此處執牧直到離世。郭維德

有極佳的思維能力，對於真理總是追根究底。他查考末

日審判與千年國的關係，看見千年國是神給忠信信徒的

獎賞。人雖然因信得救，但必須藉著信心所活出的生

活，在神面前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

活的問題。他告訴人兩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

裡被革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

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

的、忠心的信徒才有分。郭維德有一位助手名叫潘湯

（David M. Panton），潘湯生於牙買加一個聖公會的家

庭中，來到英國求學，在劍橋修得了律師學位。潘湯也

是一位極出色的聖經教師，他所領導的禱告、研經和主

日學，均吸引大批的群眾參加。他也是「黎明」

（Dawn）雜誌的編者之一，在雜誌上發表許多關於解經

的文章。

弟兄會的著名教師彭伯（G. H. Pember）與郭維德同時

期，寫下了許多關於聖經預言的著作，是百年來最偉大

的解經家之一。他與郭維德、潘湯等人的被提觀點一

致，認為只有小部份得勝的信徒，可以在大災難前被提

到空中與主相會。另一位解經家喬治蘭（George H. 

Lang）早年曾加入排外弟兄會，後來轉入了兼容弟兄

會，受彭伯、司布真、喬治穆勒等人影響甚多。喬治蘭

遊行英格蘭、蘇格蘭、挪威、德國、波蘭、烏克蘭、羅

馬尼亞、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印度等地傳講神的

話語。

　

十九世紀弟兄會的復興
（本文摘自http://www.churchinhongkong.org/recover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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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來看十九世紀，十九世紀乃是一個完全的復興。首

先我們來看達祕弟兄和他所代表的復興。

一八二七年在愛爾蘭（Ireland）都柏林（Dublin）地方有

一班人，其中有Cronin、Grove等，看見教會中有許多事

是死的，沒有生命，只有儀文，就開始求主指示他們，

聖經所啟示神所要的教會應是如何？經過了禱告與交

通，他們感覺到應起來照著哥林多前書十四章的原則聚

會，於是就開始在一位弟兄的家中擘餅。不久後，一位

前聖公會的牧師達祕（J. N. Darby）就開始參加他們的聚

會，在他們中間解經。以後從他們中間，又漸漸出了許

多解經的人來，如開雷（William Kelly）、馬金多

（Mackintosh）、牛頓（Newton）、柏勒（Bellett）等

等。我因為讀了他們的書，就看見亮光，認識宗派組織

的錯誤，認識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教會不應由人意組

織而成，只應直接由聖靈帶領。我們看今日之教會組

織，多有人的遺傳與意見，而少有聖靈直接的引導，這

不是神的心意。在神的旨意裡，教會不應受人的控制，

只應由聖靈來支配。凡是屬主的人，都該學習讓聖靈引

導，而不跟隨人的支配。這些都是以上弟兄們所發現的

亮光。

除此之外，弟兄們對千年國度、被提的問題，以及但以

理書、啟示錄等的預言解釋，都有許多的發現。他們是

解釋舊約各種預表最有力的一班人，馬金多所著的《摩

西五經註解》，為同類之權威，佈道家慕迪對之極為推

崇。他們又把聖經中對猶太人的預言與對教會的預言分

別清楚。因為一百年前，許多人將對教會與對猶太人的

預言混在一起，以為對猶太人的預言都已應驗在教會身

上。除此之外，這班弟兄們還寫了許許多多的著作。

這個時期，在英國有許多屬靈的弟兄們被興起來，除了

以上所提的數位外，又有Charles Stanley、George Cutting

等弟兄們。後者曾寫了一本小冊子名《救知樂》，告訴

人得救是可以知道的，這本書現在中文已有譯本。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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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從這些弟兄們身上得著了全面的恢復。

此外，又有郭維德（Govett）弟兄，看見基督徒得獎賞的

問題，他發現人固然是因信得救，但在神面前卻是按著

所行的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活的問

題。司布真（Spurgeon先生曾說，郭維德弟兄生得比他

的時代早一百年，因為所講的道太過深奧。他告訴人兩

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裡被革出的可能，故此

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

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的、忠心的信徒才有分。

這個時期的解經家層出不窮，另一個極有名的屬靈弟兄

是彭伯（G. H. Pember），他有許多解經著作。此外，還

有潘湯（Panton）、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等，後

者曾著《聯合與交通》（Union and Communion）一書。

對基督有極深之經歷。以上這些是極好的發現，將神不

同的真現恢復回來，只是它們皆不能算是神最中心的真

理。

此後，在英國還有慕勒（George Muller）弟兄被神興起，

他在禱告的事上和對神話語的信心之事上，都有很好的

學習。他主張人可以藉著禱告取用神的應許，又見證他

如何在經濟上憑信心生活。

　

達秘與弟兄會
（本文摘自http://www.twbm.com/chinese5/history/history_29.

htm）

他不是弟兄會的創始人，卻對弟兄會的發展有極大影

響，並且影響了福音派教會；不僅在當時，直到今天仍

然如此。他的神學思想，影響了著名聖經教師， 包括慕

迪(D.L. Moody)，麥欽韜(C.H. MaCkintosh)， 和司可福

(C.I. Scofield)等，形成十九世紀末對抗自由派神學的主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1.htm (8 of 48)3/5/2005 6:39:27 PM



英國弟兄會

力。

約翰達秘(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生於1800年十一月

十八日， 父親亨利達秘(Sir Admiral Henry Darby)是海軍

將領，為英國著名海軍英雄耐爾遜 (Viscount Horatio 

Nelson)的得力部將，所以他的幼子約翰受洗時，以耐爾

遜為教父。

達秘幼年在倫敦西敏學校受教育。在十五歲時，隨家移

住愛爾蘭，入都柏林的三一學院；1819年畢業，獲得古

典文學金獎章。繼續攻讀法律，於1822年成為愛爾蘭的

律師。

達秘著心研讀聖經，約在1821年， 悔改歸正重生，覺得

應該放棄律師業務，全心事奉神。父親見他聰穎過人，

對他抱有很大期望，對他如此的決定甚為不滿，竟然剝

奪其繼承權。1825年八月七日，接受英國國教會(聖公會)

按立為執事；他並積極參與國內宣道及聖經公會的事

工。 次年，成為Calary山地教會的牧師。他盡力服事教

區會眾，特別關心貧窮家庭，刻苦自己，幫助需要的

人，勤於探訪，常工作至半夜才就寢。

1827年十月的一天， 他在乘馬時，猛然被摔下撞在門柱

上，受傷甚重，送都柏林就醫。 他姊丈Edward 

Pennefather是愛爾蘭的首席法官，夫婦和全家都是敬虔的

基督徒。在那裏休養了三個多月，在這期間，達秘認識

了新任家庭教師法蘭西斯紐曼(Francis W. Newman)，紐曼

大主教(John H. Newman)的弟弟。

長時間的療養，不僅達秘的身體健康恢復，也使他的心

靈健進。他經歷基督所說："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

裏面”(約一四：20)，這寶貴的真理，在他成為真實

的， 使他得從律法的杖下得以自由釋放，並領悟五項有

關的重要真理：聖徒在基督裏面的新位分，神權能的話

語，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主的再來，和建立地上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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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那時，達秘的腳蹤還沒踏出英國和愛爾蘭之外，可能是

基於一時一地的觀察，他用以解釋歷史的規律，歸納

出"邪惡的進展”，仿佛是教會退化史觀。 關鍵字

是："敗壞”(Ruin)和"分別”(Separation)。他以為在每一

時期， 人敗壞了神的計畫，神就不再作恢復的工作，而

是要開始新的時代；因此，忠心的信徒，應該照神的心

意分別出來。這也稱為"非復原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restoration)。 因此，達秘被稱為時代主義之父。這

看法顯然跟約翰衛斯理不同：衛斯理認為教會是可能恢

復的。其餘多數人則是接受現狀，不想作任何事。

1934年，達秘的父親亨利去世了。 雖然父子關係已經恢

復了，雖然他的哥哥是英國國教會的牧師，達秘卻拒絕

參加喪禮；理由是喪禮由國教會主持，他必須持守分別

的原則。

健康復元以後，達秘有短時期回去任教區的牧師。不

過，從聖經真理中，他了解教會的元首不應該是地上的

王，而是復活在天的基督；教會是祂的身體，必須與天

上榮耀的頭相配，表現主的聖潔合一，各肢體由聖靈安

排，而不是像今天地上教會的分爭，成為社團的形象。

他更以為傳統的"按立”和"聖職”的分別，於聖經真理不

合，認為必須消除教階制度：全教會只包括有新生命的

聖徒，"都是弟兄”(太二三：8)而凡是重生的信徒，都可

以參與事奉，而沒有甚麼教階制度；"聖禮”也不必聖品

人員來主持。這就是"弟兄會”觀念的由來。這樣的觀

念，使他不能繼續在英國國教(聖公會)中任職， 也不適

於在獨立或非國教教會中事奉，只有回到使徒行傳第二

和四章的初期教會。

在那時，有幾個同樣心志的青年人：柏樂特 (J.G. Bellett)

戈洛弗(A.N. Groves)，克路寧(Edward Cronin)， 還有賀欽

生(Francis Huchinson)。他們在一起談論屬靈的事，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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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感動。他們在各人家中，開始奉主的名聚會，讀

經，禱告，並且擘餅記念主。但他們並沒有立即脫離國

教會，有時也會到獨立教會聚會。達秘則自由傳講，教

導，有時也接受國教會講台的邀請，傳講信息。這

樣，"弟兄會運動”，有了雛型。

約在1828年二月間， 達秘離開了英國聖公會，與弟兄們

一同奉主的名聚會，禱告，擘餅。起初，有二三年的時

間，達秘受到邀請就去傳遞信息；後來，他覺得不能

儘"吹無定的號聲”，應該有一定的見證，就開始建立弟

兄的聚會。由於人數的增加，沒有一個家庭可以容納這

樣的聚集，都柏林的聚會就租了一個拍賣場，作主日聚

會之用；到禮拜六，弟兄們到那裏動手移開家具，主日

則在那裏讀經，禱告，擘餅記念主。這是愛爾蘭聚會的

開始。

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當達秘到英格蘭去的時候，法

蘭西斯紐曼介紹他與牛敦(Bemjamin Wills Newton)會晤。

時間是在1830年五月。 牛敦住在浦里茂茨(Plymouth)，離

牛津不甚遠；那時，牛敦二十三歲，是Exeter College的院

士。他們一見投契。達秘也結識了魏格潤 (George 

Vicesimus Wigram)，正在預備進入教會事奉。還有賀爾

(Percy Francis Hall)， 二十六歲，從海軍的艦長退役，在

村鎮游行佈道。這幾個青年人同心合意，開始了浦里茂

茨的聚會。不久，人數即急劇增加。在1831年十二月二

日，家資富有的魏格潤以750英鎊， 買下了洛里街的聚會

所，直到1840年需要另建更大的新堂。 同年，開始發行

基督徒見證(The Christian Witness)期刊， 以文字傳播所信

的，達秘是主要撰述人之一。

初起一代的弟兄會領袖，都是年輕人，多數二十幾歲，

少數過三十歲；其中有國教會的教職人員，有不少律

師。他們滿有理想，誠心愛主，尋求祂的旨意，完全投

入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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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里茂茨的工作非常興旺，以至當地的住民，每家至少

有一人參加聚會；據達秘估計，一時達七百人。信徒都

渴求分別為聖的屬靈生活。當地的戲院沒有了生意，財

務虧損，關門了三年。戲院老板並沒有惱怒，反參加了

聚會，熱心事奉主。他們的聚會，本來以沒有名字而著

名；後來人問起，回答："浦里茂茨的弟兄們”，因此而

得"弟兄會”之名。

在英國其他地區，弟兄會運動發展甚速。單在倫敦，就

有五千信徒，分別在不同的地方聚會。 布銳斯陶(Bristol)

的弟兄會，人數也很多；柯瑞克(Henry Craik)和後來以信

心辦孤兒院的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為領袖。他們聚會

的地方稱為畢士大(Bethesda)會堂。

1830年，達秘到法國去， 幫助莫諾德(E.P. Monod)的工

作；那是他初次踏上歐洲大陸。 以後，從1836至1879

年，他多次到瑞士，德國，歐洲各地，並北美洲，澳大

利亞，紐西蘭；腳蹤所到的地方，弟兄會運動就隨著展

開。

當1845年，他再到浦里茂茨，聽說那裏在牛敦領導下，

有分裂的傾向，在預言的教訓和教會真理，與弟兄們共

同的立場不同。經過數方面的疏導無效，達秘與他們分

離，並指斥牛敦為異端。牛敦承認了在基督的人性方面

教訓錯誤，並發表聲明，改正了幾項觀點；但達秘認為

其缺乏實際的悔改行動，終於開除了他們。

有幾名從浦里茂茨來的信徒，到了布銳斯陶，參加畢士

大的聚會。他們沒有隨從牛敦的錯誤教導，畢士大就接

納他們到主的桌子。達秘認為必須公開聲明反對牛敦，

才可以接納。畢士大未採取任何行動；達秘指他們對真

理沒有立場，以後他也不接納畢士大的弟兄。因此，弟

兄會同情畢士大的，稱為"開明”(Open)派；反對的，稱

為"嚴格”(Exclusive)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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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秘認為信徒都該有屬靈的恩賜，因為聖靈裝備信徒，

在教會事奉。現代教會最重要的恩賜是傳福音的，牧師

和教師。他自認沒有特殊傳福音的恩賜，但切願傳福

音。不過，他的恩賜在牧師和教師。他不僅登台說教，

也注重探訪：不是熱衷於往有財有勢的大門裏跑，而是

去探訪貧窮需要的人家，常是在城市中極悲慘的貧民

區，那些人都缺乏知識，或酗酒，品德敗壞。一次，有

個老婦人向人說起，先前有兩位年輕人來探訪，很有知

識，但她不能明白他們說些甚麼；以後，來了個“單純

的長者”，他所說的她都能夠懂而領受：那是達秘。他

能用簡單的話說明真理，而且衣著也簡單到破舊的地

步。有一次，朋友看到他的衣服過分陳舊，乘他睡覺

時，為他換了一件新的衣服，他醒來穿上，也渾然不

覺。他的不修邊幅以至於此。

有一次，他應邀去教堂講道。他們要他穿上日內瓦長

袍，因為那是學位袍，他照作了；因他並未正式退出國

教會，他們要他也束上教品的帶子，他就說："不，

不！”

達秘性喜簡單，對於裝模作樣自然厭惡，特別不喜重看

財富外表的勢利小人。在早年時，有一次，他去訪問一

位教職人員，交談屬靈的事，那人以為他不過是鄉下牧

師，全不在意。到後來，看到了他父親派來的馬車，有

車夫和穿著繡有勳銜的制服，才改容相向，恭敬有加。

達秘對那人甚為鄙薄，認為其人升任了主教以後，仍沒

有進步。

他極為厭惡稱讚。有一位婦女，在他講道後，向他說了

許多恭維的話。達秘大聲說："這些話，魔鬼早就告訴我

了！”

但他很能俯就卑微貧窮的人。有時在貧民區講道，去聽

道的人，以為是搞錯了地址。下去，下，下到卑矮的地

下室；但聽了激揚心靈的講道後，他以為"升到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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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有一天，人發現他在理髮店裏幫忙。原來有位弟兄病

了，達秘來義務相助。

在美國講道的時候，有次住在貧窮的農家。那家孩子

們，養有幾隻兔子。在餐桌上，他看見有個孩子很不快

樂，就問他為何不歡。雖然家人吩咐過，小孩子還是講

了實話：他的寵物被宰了在桌上饗客。達秘那餐沒有吃

盤中的肉。餐後，他帶那孩子到外面，溫言安慰他，從

袋中摸出玩具來送他，二人在池塘邊盤桓了一個小時。

不過，有時達秘也會言語尖刻，甚至不必要的強烈。在

美國的一次查經會中，有許多教牧在座，聚精會神的

聽。中間潘特可(Rev. G.F. Pentecost) 提出一個問題，達秘

簡要的回答。潘沒有抓住要點，請求再說一次，達秘照

作了。潘仍不清楚，要他再稍詳細說明。達秘不曾趁機

加以發揮，竟不耐煩的說："我是來幫助釋經，不是‘補

腦’！”

在芝加哥，慕迪邀請他主持一系列查經聚會，有很多愛

慕神的話的人參加。達秘講人意志的敗壞："不是從人意

生的...是從神生的”；"不在乎那定意的...只在乎發憐憫

的神。”(約一：13 羅九：16)斷言人甚至不能決意得

救。 慕迪以為那是極端加爾文主義，指出主耶穌說那些

不信祂的人："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約五：

40)； 證明人必須為他意志的決定負責任。達秘遽然闔起

聖經，不肯再講下去。不僅使聚會不歡而散，也失去很

多工作機會。此後，達秘指慕迪的教導，會有使人世俗

化的可能。

布仁敦(Rev. Sir Charles Brenton)說， 兩個"亞當”在達秘

的裏面都極強壯，似是不太過分。其實，有些別的領袖

也是如此，更可惜的是他們恩賜遠不及達秘。達秘的時

代，啟明運動並沒有帶來人民的福樂；工業革命所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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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人的是痛苦；稍晚的馬克思，其所應許沒有神的"天

國”，並不能滿足人的心靈。那時，人心嚮往衛斯理的

神，再一次賜下教會的覺醒和復興。達秘的國度真理，

具新的亮光和盼望，自然對人有極大的吸引力。

早期教會對國度真理的教導，認為在主耶穌降世後的一

千年，就會再臨；結果失望了。又有人從君士坦丁宣布

基督教為國教開始算起，天國仍未實現。到宗教改革時

期，歸正教會多對啟示錄和千年國度採寓意的解釋，以

教皇為"敵基督者”，稱為"非千禧年主

義”(Amillennialism)，認為基督不是在地上建立有形的國

度統治，而是以教會為祂的國度，而末後必將再臨。達

秘的建構，則是聖經應許的雙軌制：猶太人有屬地的應

許，教會有屬天的應許。他對預言的處理，有的作寓意

解釋，有的按字面解釋，以避免某些困難。他以為主基

督是："從死人中”復活，信徒也同主一樣不是"從死裏復

活”，而是"從死人中復活” ("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 

啟二O：5,6)，因此，信徒與榮耀的元首相同；還存留的

信徒將要被提，然後同主再臨，一同作王統治一千年；

最後是審判並進入永世。

弟兄會運動的成功，在於其注重聖經。當時的英國教

會，多屬於禮儀，缺乏屬靈的實質。真正神的兒女，渴

慕合一，追求神的話。弟兄會在這方面能滿足他們的需

要。

達秘有多方面的學問和恩賜，在奔走講道外，著述甚

多，其文集達四十餘卷；但一般認為甚晦澀難懂。但他

的講道則淺白而有感力。其詩歌則涵義深遠。弟兄會出

版基督徒詩歌(The Christian Hymn Book) 和小群詩選 

(Hymns & Spiritual Songs for the Little Flock)，中國的聚會

所，初期名為"小群”，來源於此。達秘精通希伯來文和

希臘文，並拉丁文，現代語文中，精通法文，德文，意

大利文；在著作之外，還從原文翻譯了英文，法文，德

文的聖經，影響深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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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弟兄會的觀念，由來遠久；即使不說是初期教會

的原型，在歐洲大陸，也可遠溯到宗教改革時期。不

過，達秘所領導的，是時代派的弟兄會，或英國弟兄

會。其信仰特點，是從宗派出來，加上時代主義

(Dispensationalism)。 在教會體制上，則主張教會的獨

立。由於其注重重生得救的真理，強調信徒皆為祭司，

鼓勵普遍的事奉，對於發揚福音頗有貢獻；惟由於地方

性教會的分散，不能集合發展較大規模的事工；復因不

注重教育，自然不能有系統的延續。

雖然其從宗派分別出來的立場，不曾被普遍採行，但關

於預言和國度的教訓，為更多人所接受。在美國的福音

派和基要派教會，不少贊成其大災難前教會被提和千禧

年觀點，特別是司可福注釋聖經出版後，傳播更廣；內

地會大多贊成弟兄會的國度觀。 約在1920年前後，弟兄

會的信仰由宣教士介紹到中國。 有兩位福州海軍退役軍

官王載，王連俊(約翰)，開始了類似弟兄會的聚會；倪

柝聲稍後也參加了；後來二王轉移其他的事奉，由倪繼

續領導，發展成全國性的聚會所地方教會體制。神學家

賈玉銘，放棄原來的長老會改革宗信仰，而接受達秘的

國度教訓，惟未接受其教會體制，影響華人教會甚大；

加以成寄歸的司可福聖經函授課程推廣，蔚成為華人教

會的主流神學思想。

在政治上， 1948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宣布復國，世人

對預言熱達到最高峰。英美等國一向支持以色列，以為

是遵行主的旨意，是聖經的應許。只是近年世界局勢的

發展，使預言的解釋發生某些困難，而巴勒斯坦人中的

基督徒，遠比猶太人多，非千禧年信仰者，以為教會才

是心靈受割禮的"真以色列人”；對於教會和猶太人之間

的選擇支持，人權的問題，使信仰在政治上的衡量，不

容易平衡。保守信仰的猶太人，則不承認現政府，仍在

等候彌賽亞國度。因此，不少人對弟兄會的預言觀點，

也在調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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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1835年，達秘與迪道霞夫人 (Lady Theodosia Anne 

Powerscourt) 相愛而訂婚。她是一位勛爵的遺孀，與達秘

年齡相同，敬虔愛主。但弟兄們認為並不適合，加以勸

阻，二人為了主的事工，各自同意解除婚約；迪道霞夫

人未曾再言婚嫁，於1836年逝世。 此後，達秘即終身未

娶。他除了藏書甚豐之外，並未為自己積蓄財產。

從1858年起， 達秘住在倫敦的Lonsdale Square寓所，他不

出外旅行的時候，有二十四年，那裏是他地上的家，直

到1882年，在那裏離世。

　

倪柝聲弟兄關於公開弟兄會的回覆

開森弟兄：

敬覆者，承詢關乎公開弟兄會到底是否一個宗派問題，

茲特將所知事實列下，以便貴處弟兄們自行定奪：

(一) 他們有名稱

他們有一差會，英文名字叫Christian Mission to Many 

Lands，縮寫作C. M. M. L.，譯作中文即「基督徒各地的

差會」。無論他們是真為著組織，或者不過是為著便

利，但是一個特別的名稱，已是宗派的行為了。

(二) 他們有中央

他們有一個中央機關在英國巴特(Bath)地方。各地聚會所

有捐項都寄到巴特，在那裏有二位弟兄將其支配，送到

世界各國，給他們中間為主作工者。這愫就叫工人與巴

特有好感者就多得供給，不然就少得供給。並且叫工人

空口說是靠信心過日子，其實心中總知道巴特是有錢要

來的。並且這樣叫巴特變作小羅馬，因為工人若非經過

巴特無形中的承認，就有絕糧之虞。工人並非直接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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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或聚會手中得著供給。他們所有在國外購置的財產，

並非奉獻給主，交在工人手裏隨主的引導去支配，他們

所有的財產都是歸英國執事會(Steward's Co.)管的，並且

契約上也都是用這名字的。這不是中央而何？

(三) 他們有雇工

他們中間的西籍工人是從巴特得著供給的，自然就叫他

們中間華籍的工人從西人手中接受薪水。他們中間的傳

道者，和其他的公會是一樣的受一定的薪水，因為他們

以為非如此，工作就不能進行。

(四) 他們有階級

祭司的階級是猶太教中的東西，基督教中是沒有的。新

約和舊約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新約信徒都是祭司，沒

有一班特等的人為祭司。古教會中的尼哥拉党、羅馬教

的神甫、更正教中的牧師，都是變相的祭司階級。

他們中間的西人很普通的接受牧師的尊稱，同時在聚會

中也站在太上的地位。最近熱河有一位他們的同工起來

反對，卻受了很厲害的反對。他們也跟著他們四圍的宗

派，有了祭司的階級。

(五) 他們的行徑

我們在上海有了聚會之後，他們單獨的又設立了一個筵

席。我們冬天在牯嶺有了聚會之後，他們夏季來了，又

設立一張桌子。

弟兄，以上所述都是事實。你們與他們應否有交通，應

否在他們中間，但願你們在主前好好的禱告定規。所有

的問題，不光是外面的問題，乃是與住在我們裏面的基

督到底相合與否？但願我們忠心。祝你

平安！

倪柝聲上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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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秘詩選

—、〈聽哪！千萬聲音雷鳴〉

“Hark！Ten Thousand Voices Crying”

(一)聽哪！千萬聲音雷鳴，同聲高舉神羔羊；

萬萬千千立即回應，和聲爆發勢無量。

(二)"讚美羔羊！”聲音四合，全天會集來歌誦；

萬口承認，響亮協和，宇宙滿益無窮頌。

(三)這樣感激心香如縷，永向父的寶座去；

萬膝莫不向子屈曲，天上心意真一律。

(四)子所有的一切光輝，使父榮耀得發輝；

父所有的一切智慧，宣明子是同尊貴。

(五)藉著聖靈無往不透，天人無數都無求；

圍著羔羊，喜樂深厚，稱頌他作“自永有”。

(六)現今新造何等滿足，安息、穩固並喜樂；

因著他的救恩受福，不再受苦，不受縛。

(七)聽哪！天上又發歌聲，讚美聲音又四震；

穹蒼之中滿了“阿們！”“阿們！”因是同蒙恩。

二、〈父啊，兒女稱頌你名〉

“Father，Thy Name Our Souls Would Bless”

(一)父啊，兒女稱頌你名，是受恩典的教訓；

我們歡樂因你生命，已使我們歸羊群。

(二)你所給的得救證實，遠超我們的讚美；

我們的心現在直指你在天上的座位。

(三)因在那裏，他為我們，預備永遠的居所；

你將生命分給罪人，他為罪人謀解脫。

(四)永世雖久，不過就是：顯明你恩的豐富；

好叫那些因你兒子?兒女者，來稱祝。

(五)我們現雖未見早晨，卻仍安心曆世途；

等候他來提接我們，脫離死亡和墳墓。

(六)我們歡樂因你自己，就是我們的“永分”，

像你兒子，同他一起，享受光明的早晨！

(七)哦，求聖父因他慈名，保守我們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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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憂、無慮，隨他而行，直到同樂在那地。

　

喬治穆勒的信心生活
（本文摘自http://members.fortunecity.com/mschiang/muller.

htm）

穆勒喬治 ( George Muller 1805 - 1898 ) 生於法國，幼年遷

居英國，青年時代活在不信及罪惡之中，悔改後因獻身

孤兒院工作，聞名於世。

在英國不列斯多的阿斯列山頂，聳立著一些巨大建築

物，那是兩千多孤兒的家，建築及維持這所孤兒院的經

費，高達一百五十多萬英磅，完全靠賴信心的禱告而

得。穆勒喬治論到這項神蹟時說：〝上帝答允我的禱告

所賜下的金錢已有七百五十萬元美金，我們一年需用二

十萬美金，這些錢都在需要時來到。沒有任何人能說，

我向他要過一分錢。我們沒有委員會，沒有勸募員，沒

有議案，沒有生息的資本，全是藉信心的禱告而得。〞

（Charles R. Parsons著：[ 與穆勒喬治相聚一小時] [ 七

面 ]）

他的孤兒院前後收容了一萬多名孤兒，訓練及教育他們

之後，才送他們到世界中去從事有用的工作。除此之

外，他還從事其他的慈善工作，需要金錢，關於這方

面，他寫道：

" 我已將我自己置於一個沒有錢財剩下的景況之中，而在

此景況中，不僅要供給兩千一百人的膳食，還要供給他

們其他一切需要，還有一百八十九個國外佈道士需要幫

助,但手中無金錢，又有一百所九千學生受教育的學校要

全部維持，而毫無分文．每年還要分送出去四百萬單

張，及幾萬本聖經。(同上二一,二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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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喬治如何獲得金錢，已是西方基督教界所熟知的

事。可用他的兩次經驗說明他的信心及他禱告生活的單

純及深邃：

" 一八四四年九月四日----今天早上，我手中只剩下一分

錢。親愛的讀者，請想一想，一天開始時只剩下一分

錢。試想，有一干四百人要吃飯，請你這位薪水微簿，

有六個或八個孩子的可憐的弟兄想一想，還有不是工人

階級的，但是錢財也是有限的弟兄也想一想這事！在這

樣的試煉中，你豈不也是要行我們所行的麼？主難道愛

你們較少麼？祂愛祂所有的兒女豈不是像祂在約翰福音

十七章二十至二三節中所說的，像愛祂的獨生愛子一樣

多麼！或是我們會優於你們呢？〞（同上十九面）

〝四月十三日----這是自從一八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迄今

第二次為這些事情的錢財完全用盡。在這種情況下，只

有再靠賴信心及禱告。我有任何需要時的救助辦法是，

將我的要求告訴上帝，然後相信上帝因為祂愛子的緣

故，已經垂聽了我的禱告，並留意上帝對我禱告的回

答，並完全期待這些回答。我也特別請求四位弟兄幫助

我禱告，就是四個學校的校長，因為除非上帝賜下金

錢，下一週就不能發薪水給他們。〞（穆勒自傳二二三

面）以後穆勒喬治講到金錢如何按照需要，大量地或少

量地，在不向人籌募的方式下，自動地進來。他決心絕

不向人要求捐錢，免得感到他在依靠人，而未依靠上

帝。他說：〝只要還有一些自然而有的盼望，就不會像

一切希望都無之時那樣生發出信心，困難越大，信心越

容易。〞

Parson的書中記載了穆勒喬治如何恒切禱告，及他花費在

禱告中的時間；〝他告訴我，他為他的講題禱告，比任

何別的事多，並且他說他雖然整週祈禱，他常常在走上

講台的階梯時，上帝才將他要講的經文給他。“

〝我問他花在禱告上的時間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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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幾小時，但我是活在祈禱中，我走路時祈禱，躺

下時祈禱，起身時祈禱，上帝總是聽見我的禱告，祂答

應我的禱告何止千萬次！我一旦確知一件事是對的之

後，我就永不放棄。*

〝這些話都是在喜樂的聲調中講出來，其中含有得勝的

歡快，他的容貌煥發著神聖的喜樂，他講的時侯從椅子

上站起來，走到桌邊追。〞

“ *由於上帝垂聽了我的禱告，數以千計的生靈獲得拯

救。*他繼續說：*我會在天國遇見這些成千上萬得救的

人。* 〝他停了下來，我也不作聲，然後他繼續說： *重

點是，未見到上帝應允之前決不罷休。我已為兩個人禱

告了五十二年，這兩個人是我青年時代一個朋友的兒子o

他們現在還沒有悔改，但他們必會悔改！他們如何會不

悔改呢？ 有耶和華不變的應許，我信靠它。上帝兒女最

大的缺點是，他們不繼續禱告，

他們未曾不停地禱告；禱告不恒切。他假若在任何事情

上尋求上帝的榮耀，就應該不停地祈禱，直到獲得答

允。*〞

穆勒喬治如此完全信靠上帝，他甚至將他祈禱蒙垂聽的

經驗，比為一條屬靈規律的建立，正如科學家建立一個

物理及化學的定律一樣。他講到這條屬靈規律的觀念時

說：

〝假設二十五年天天作物理及化學實驗所得的結果都一

樣，而這項結果又不能用過去所已經證明的定律去解

釋，我們要得到何種結論呢？只能有一個結論，而那是

科學家都會同意的。他們都會宣稱，一條新規律已經發

現，並會依照這條新規律修改他們的理論。對我說，現

在這件事，依照所有的健全哲學原則，我們必會獲得相

同的結論。這些事實的規律就是救主必垂聽出於信心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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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應許。沒有甚麼理由，可讓我們假設，穆勒喬治及

他的同工的情形有甚麼特別或例外。我們不能懷疑，在

同樣情況下，上帝不會為其他有信心的基督徒行同樣的

事。〞（穆勒喬治著〝信靠的生活〞英國版二七面）

雖然，穆勒喬治以靠禱告維持孤兒院出名，但是他也是

一個敬虔的聖經學者及講道人。他看重聖經超乎一切別

的書。他說：〝我第一晚上將自己關在房間，默想聖經

及禱告時，短短幾小時中，我學到的，比我過去幾個月

中學到的還多，但是那特別的不同處是，如此，我的心

靈真正獲得了力量。〞（穆勒喬治自傳三三面）

一八九七年，穆勒喬治被邀請在英國及國家聖經公會大

會中證道，但卻不能參加。他在回答中說：他愛聖經，

並且，他已讀過聖經一百多遍，並說，藉著他分送出去

的聖經，已有成干上萬的人認識耶穌。他的聖經研究經

驗，使他少於研讀聖經註釋：〝我發現讀聖經註釋會使

頭腦裝滿許多觀念，常常也可裝進上帝的真理，但是，

當聖靈教導時，藉著禱告與默想，心靈就獲得了幫助。

前一種知識常使人自高自大，並且，當另一本註釋有不

同的意見時又常被丟棄，而且在付諸實行時，又毫無功

效。但後一種知識，則通常會使人謙卑，帶給人快樂，

領人更接近上帝，並且，這樣進入心靈之後，就成為我

們自己的，通常也會實行出來。〞（穆勒喬治自傳二

二，二三面）

在穆勒喬治一生中有一個時候，他的生活重心從禱告移

轉到上帝聖言中所能獲得的資源上。這是他靈修生活上

一種重要的改變，雖然如此，他的禱告並未減少。他的

禱告多是接受聖經所啟示的上帝的應許，教訓及力量。

他的經驗在他靈修生活中如此重要，他曾在下面的話語

中美麗地，詳細地描寫出來：

〝我現在比任何時候更清楚地看出，我每天第一個要做

的偉大的主要的工作是讓我的心靈在主裏快樂。我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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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關心的不是我能為主做多少，如何能榮耀主，而是如

何使我的心靈快樂，如何使我裏面的人得看滋潤。因為

我或要設法將真理放在末悔改之人面前，我或要設法使

信徒得益處，我或要設法安慰憂傷的人，我或要在這世

界中用其他方式表現出是上帝兒女的作為，但是我若未

在主內獲得快樂，沒有天天讓我裏面的人得著滋潤，得

著力量，我從事這一切服務時，就可能在不對的心靈狀

態壟之中，在這之前，至少十年，我靈修的方式是習慣

式地早晨起身穿衣之後就禱告。但現在我看明，我必須

做的最重要的是研讀上帝的聖言，默想祂的話，好使我

的心靈得安慰，鼓勵，警告，責備，教導，並且因此，

籍看上帝的話，當我默想它們的時侯，我的心靈就可被

帶入與主的實際交通之中。

〝因此，我開始在清晨默想新約聖經。在我簡短祈求祂

賜福祂寶貴的話語之後，我就先開始默想上帝的話，到

每一節經文中去尋求，要從其中得著福分，但不是為了

公眾佈道，不是為了要用這些我默想的經文講道，而是

為了我自己的心靈得著糧食。我得到的結果總是這樣，

不到幾分鐘，找的心靈就被引導或認罪，或感恩，或代

求，或禱告，故此，我雖然只是默想，不是禱告，但是

不久就會自然進入禱告之中。

〝當我這樣經過了一段或認罪，或代求，或懇求，或獻

上感恩之後，我再繼續讀下一句或下一節，這樣繼續下

去，我就將所有的經文依經文的領導化為為自己或為他

人所獻上的禱告，但是那一直擺在我面前的默想的目標

是為了滋養自己的心靈，結果總是有許多認罪，感恩，

懇求與代求，攙雜在我的默想之中，並且我裏面的人幾

乎必然，甚至可感知的得著滋養，得著力量。到了早餐

之時，除了極少例外，我的心靈即或不是處在快樂狀

態，也是在完全的平安之中。這樣，主也喜歡在不久或

在以後告訴我分給其他信徒的靈糧。因此雖然我默想聖

經不是為了公眾佈道，只是為了我自己的心靈，但是實

際上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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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種方式，我又將到露天散步結合在一起，散步一

小時，一小時半，或兩小時，在早餐之前，在田野裏，

在夏日，若覺得走路太乏，就在階梯上小坐一會兒。我

發現這樣在早餐之前去一面散步，一面默想，對我的健

康十分有益，我現在已養成這種習慣，當我到露天散步

時，通常都帶一本字體清晰的新約，那是我除了全本聖

經之外專為這項目的而預備的。我發現我這樣在露天消

渡，於我有益，但以前卻不是這樣，因為沒有這種習

慣。我從前認為花時間散步是一種損失，但是現在我發

現非常有益，不僅對我的心靈，也對我的身體有益。當

然，這靈修的事不一定要與早餐之前的散步連結在一

起，各人必須依照自己的力量及其他景況而作決定。

〝因此，我從前與現在的不同點是，從前我起床時，我

立即禱告，通常將早餐之前的時間全用在禱告上。我總

是以禱告開始，除非我感到我的心靈特別荒涼，在那種

情況下，我就讀經先滋潤心靈，或奮興我裏面的人，然

後我才禱告，但是結果如何呢？我常用一刻鐘，或半小

時，甚或一小時跪著禱告之後才會感知自己獲得了安

慰，鼓勵，心靈的自卑等，並且常常在前十分鐘或十五

分鐘，甚或半小時，心思游移不定，不能真正禱告，但

現在這種方式，我就很少再有這種心思游移不定的痛苦

了。因為我的心靈為真理所滋潤，與上帝有了實際的交

通，我與父談話，與我的朋友談話（雖然我有罪不配）

談論祂在祂寶貴聖言中所講論的事。

〝現在我常感奇怪，為何我不早些明白這一點。我從未

在任何書上讀過。沒有任何人在公眾的證道中將這事故

在我跟前，也沒有在與弟兄私下談話中，討論過這件

事。但是現在，上帝既然在這方面教導我，它已對我十

分清楚，上帝兒女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為他裏面的人

獲得靈糧。正像外面的人，需要進食，才可繼續工作，

並且我們是在早上先進食，因此，裏面的人也該一樣。

正像人人都必須，我們也該進食，可是裏面的人的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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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甚麼呢？不是禱告，而是上帝的話，並且不是簡單地

讀上帝的話，只讓它們從腦海經過，像從水管流過一

樣，而是要思想我們所讀的，默想它們，將它們應用在

我們的心靈上。

〝我們禱告時，向上帝說話，但是禱告若要繼續一段時

間，不止於形式，就需要一股力量，或虔敬的熱誠，及

適當的時機，故此，這種心靈的操練最有效的時候，乃

是在裏面的人已經藉看默想上帝的話，感到上帝正對我

們說話，鼓勵我們，安慰我們，教導我們，使我們謙

卑，或責備我們之後。故此，我們雖然在靈性上總是這

樣軟軟弱，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福分而獲益，而且，我

們愈軟弱，我們越需要這種默想，以加添我們內心的力

量，這樣我們就不會害怕心思瘓散，不會像不先作默想

就作祈禱時的情形一樣。

〝我如此詳細地講到這事，乃是因為我已感知我從其中

獲得了極大的靈性的滋潤與益處。我要親熱地，鄭重地

懇求同道們思想這件事。我要說，這種方式的靈修，藉

看上帝的賜福，乃是我平安度過各種更深試煉時的幫助

與力量的根源。現在經過了十四年的實驗，我可以用敬

畏上帝的心，全心地推介。除此之外，我通常會在家庭

禮拜之後讀一大段上帝的聖言，同時我仍然有經常讀經

的日課，有時讀新約，有時讀舊約，而如今已超過二十

六年，我已證明其福無窮。我也在那時或在一天其他時

候，分出另外的時間專為祈禱而用。

〝當人們心靈在早晨獲得了滋潤，快樂，與毫無心靈準

備就去應付工作，試煉，及這一天的試探，其間有看何

等的不同啊！〞

穆勒喬治偉大的信心及單純的信靠，在他辦理孤兒院的

工作上十分出名，但是-他為講道禱告，超乎一切其他工

作。因為他是一個聖經學者，也是一個傳道人。他發

現，他為了祈禱，必須天天集中心思，他更發現天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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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到田野讀經散步一兩小時，專心默想每一節經文以獲

得最大福分，正可以給他如此的領導。他的默想不久就

化為祈禱。他如此獲得力量之後，就預備好，可以從事

這一天的服務，這一天稍後，他才專為他獻身服務的孤

兒院的需要而禱告。

　

喬治穆勒信心事奉的日記
（本文摘自http://www.cbible.net/testi/wf/wf-11.htm）

七月二十八日。前幾個星期我們沒錢給舍監和女導師的

上期月薪，結果惟有每周支發。我和C弟兄近來曾經幾番

為入款而禱告，但這時我們窘極了，以至，若今天不蒙

主奇妙的幫助，我們連每周的薪水也支不出。今夜，除

了有人給我們一鎊銀外，另有一位弟兄帶來八鎊，是他

的幾個工人每星期自願積一便士總合而成的。這筆錢已

積了好幾個月，現在，正當我們需要的時候，這位元弟

兄受感動就把它帶了來。我的信心因這件事更大大地越

加了堅固。今日以前，雖然我從未懷疑過主的信實，但

我總不明白他近來所賜的僅足所需，究竟有什麼用意；

我有時想，也許因我不夠忠誠，他的旨意是把我工作範

圍縮小；可是我如今明白了，雖然我確是無用，他之所

以要我們多多懇切祈禱不外是叫我得著幫助時更加特別

感謝。

十月一日。上星期六我們又窘極了，要早一星期付清薪

金，卻不夠錢，少了一鎊；但是，有一位姊妹因父親死

了，沒有來領錢，第二天我們收到的錢便已多於需要付

她的。為了近來接二連三的幫助，我們就毫不遲疑擴大

我們的工作範圍；我們需要多設一間男校，這幾月來收

到了許多要入學的申請書。

威爾遜街第二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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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九日。經過多番禱告之後，我今天終於雇用了一

位姊妹擔任嬰兒孤兒院褓姆之職。很久以來已有足夠錢

開始這件工作，也收過好幾個申請書要求收容嬰兒的，

但是今天才遇到一個適合的人。

十月二十五日。也未有經過什麼麻煩，單憑神的恩手，

我們今天找到了一間十分適合作嬰兒孤兒院的房子。就

算我們是有一筆鉅款來建房子，也不會建出一所更適當

的房子來了。很明顯的，神的恩手在這些事中都有份。

凡事情大小，真是千萬要放置在神手中──他安排的一

切都是好的！假如我們的工作也是他的工作，那麼在這

工作上是一定興旺的。

十一月三十日。大概因為緊急的事故多的緣故，我好久

以來沒有為我們的進項祈禱。但昨天早上，為了需錢極

急，我懇切地對主求告，主聽了我，使一位弟兄給我十

鎊。他已經幾個月有意給我這數目的錢，但一直都因籌

不出款來，不能給我。剛巧我們最需要錢的時候，主賜

他金錢，我們就此得著幫助。除了這十鎊外，昨晚我又

從一位姊妹接到一封信。附著五鎊；我從未見過這姊

妹，但神曾數次使用她供給我們的需要，她信裏這樣

寫：“我近來這樣念念要送點錢給你。以至我感到你一

定有所需，主藉此恩待我使我作供給你們這需要的幫

助。所以我附寄上五鎊，是我家中目前僅有的；假如你

再有所需，請通知我，我自會再寄同等數目給你。”除

了上述兩個奉獻外，我還收到三鎊三先令。

第三所房子

一八三七年十月，租定第三所房子，豫備收容男孩，可

是鄰居大大反對，不願附近有孤兒院。穆勒謙卑的放棄

這所房子。經上說：“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

睦”（羅十二18）。他相信主必另有安排，不久在一院

二院的同一街上租到了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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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三間孤兒院中目前共有八十一位兒

童，有九位兄弟姊妹看顧他們。那就是說每天吃飯的有

九十人。而學校中所需的更多，尤其是以主日學校?然：

日學中已達三百五十人；主日學也有三百二十人了。主

啊，你的僕人真是窮乏人；但他倚賴𧨎，對萬人因𧨎誇

耀；不要使他蒙羞受辱！不要人說：那都是徒有熱心

的。

一八三八年

七月十二日。從孤兒院的創立，直至一八三八年六月

底，主豐富地供給了約一百個人的需要。然而，如今時

候到了，這“孤兒之父”要用另一方法對孤兒們表示他

的特別看顧。十二個月前所有的現款是七百八十鎊，目

前只有二十鎊左右；但，感謝主，我的信心比起先有多

點錢在手中時，有增無減；自從我開始這工作，他就從

未許可我懷疑他。因為主要人向他求問，又因為真正的

信心要經過祈禱才可以顯出來，我就與男孤兒院中的Ｔ

弟兄誠心祈禱；除了我妻子和克萊克弟兄以外，這位弟

兄，是惟一知道我們經濟狀況的人，他剛好來探望我。

正當我和他祈禱的時候，夫盧姆地方的人送了一個孤兒

來，並且那地方的信徒湊了五鎊錢一起送了來。這樣我

們就在急需中得到了應允。雖然我們的現款已餘不多

了，但我們又通知七個兒童可以入來，並且打算再通知

五個──我們盼望主會垂顧我們的需要。（這裏可見主

多麼善待我們：正有所需之時，他就立即幫助，立即聽

我們的禱告，好使我們增加對他的信心，同時預備我們

承擔更艱辛的試煉。）

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我在小園中散步，思想希伯來書十

三章八節──“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

的。”當我默想到他不變的愛、能力和智慧等，我不期

然對自己說：耶穌滿有愛和能力已經供應了我需要用在

孤兒身上的一切，他將會以同樣不變的愛和能力供給我

將來所需的一切。當我省覺到我們敬愛的主是永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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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我的心裏彷佛有了喜樂的流泉。一分鐘左右以

後，我接到一封信，附著一張二十鎊的支票。內裏寫

著：“請你使用這點錢幫助進行你們聖經知識協會的工

作，或幫助你們的孤兒院事業，或依主的指示用在他自

己的事工上。這款子不大，但大致足夠今日之需；通常

主也是不過供給今日之需的。明天自有明天的需要，但

也自有明天的收入⋯⋯”。

八月十八日。我手中給孤兒的錢一文也沒有了，一兩天

之間又會需要很多鎊的錢。我的眼睛仰望主。（晚上

寫：）一位姊妹送來五鎊。好久以前她開始儲蓄她的首

飾，打算變賣來幫助孤兒。今早禱告的時候她想到自己

有這五鎊現成銀子，又沒欠誰債，還要等好些時日才會

變賣這些首飾，倒不如立即把這錢捐出來罷。因此就把

錢帶了來，也不知道我已不名一文，更不知道一兩日間

會需要許多鎊。我的心靈真為主的信實重新大大得到鼓

勵！

八月二十日。十八日收到的五鎊是作家用的，到今天又

不名一文了。我仍仰望主。今早再懇切祈禱──知道又

需要錢了，這一周內，至少也需要十三鎊。今天的祈禱

有了應允，一位素未謀面的住在克利夫吞的太太寄了十

二鎊來。可親可愛的主啊，願這於我又是一個新的鼓

勵。

九月八日。克萊克弟兄受引導，傳了一篇資訊，述說亞

伯拉罕在創世記十二章裏的行動，特別注意兩個事實，

就是當他因信走在神旨意裏時，一切順利；當他不信而

悖逆主時，全數失敗。穆勒聽到這篇資訊，應用在自己

身上。他得到兩個結論：第一，他不能抄襲小路或偏行

己路，來解救危機。第二，他怎樣蒙恩藉著信榮耀主

名，照樣他也有羞辱主名的可能。原來當孤兒院需款甚

急之時，他在銀行存有二百二十鎊，是人托他作別用途

的。他最少可以暫時動用，解救目前危急。這種試探非

常大，因為他熟識捐款人，知道他們十分關心孤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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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須向他們稍微解釋窘迫情形，他們必會同意隨他移

用。可是他立刻看出，這樣作無異自找出路，而不等候

主的拯救。同時也會養成惡習，倚靠自己的謀略，攔阻

信心的長大。昨天和今天，我在禱告中提出了十一點理

由，求神用?樂於幫助我的理由，我的心靈對此得到了平

安。昨天，這種平安甚至達到聖靈中的喜樂程度。我應

該指出：這幾天的祈禱，主要是求主使我不失信心，我

仰望神，他一定能給我幫助，我確信他必按自己的時

候，用自己的方法，賜我幫助。

我向神請願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我開始這項工作，是專為神的榮耀，就是要給人一

個明證，神既然垂聽禱告，供應孤兒的需要，就證明他

是一位永活的神，在今天，仍然樂意垂聽禱告。既是這

樣，他就必定喜歡賜下供給。

二、神既是“孤兒的父”（詩六十八5），就必定供養他

們。

三、我既然為主耶穌的名接待這些孩子，就是在這些孩

子身上接待主自己，給他吃，給他穿（可九36、37），

因此他必定樂意眷顧。

四、這個工作既為堅固神兒女的信心而有，若神扣住供

應，在信心軟弱的人豈不因此猶豫；相反的，若神繼續

供給，他們的信心豈非因而增強。

五、若神扣住供給，許多仇敵就要嗤笑說，我們豈不早

就豫言這種熱誠終歸無有麼？

六、主若不幫助我，很多不夠明白或屬肉體之神的兒女

會替自己辯護說，可以繼續與世界結盟，照舊用不合聖

經的方法，來獲取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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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知道我是他的孩子，是他所眷憐的；他也知道我

不能供養這些孩子；因此他不會讓我長挑此擔而不來幫

助我。

八、必定記念我的同工們，他們都專心倚靠他。若他扣

住供應，他們會生厭倦。

九、必定知道，若無供給，我只得遣散這些孩子，使他

們從聖經的教訓中退出，重返他們舊時的夥伴中間。

十、要指出人的錯誤說，一件事工新興之時可以得到供

應，一俟陳舊，就無人顧問的錯誤。

十一、若他扣住供應，我真不知將如何解釋他在這工作

上所賜我無數奇妙的禱告答應，這些答應充足的指示

我，是出於神的。

就是這樣，這位謙卑的聖徒，六十餘年之久，向神呼籲

而得到應允。一切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前五

7）。

到了一八三八年秋季，穆勒開始覺得應當讓同工們共負

這個責任。凡參加工作的人，應當有分於禱告，這樣他

們才能得到真正的益處。為著神最高的榮耀，他們應該

曉得需要之切，和拯救之真，使他們能夠將一切尊貴頌

贊歸於他的名。於是他召集了在工作上有分的弟兄姊妹

們，把內幕告訴他們，全無隱藏。他一面告訴他們，目

前所處的窘迫情形；另一面吩咐他們，不用灰心，他深

信幫助就要來到，他叫他們與他一同禱告。同時他也訂

定幾條處理事務的不變原則，時常加以題醒；例如手頭

無款時，決不添購任何物品；然而又有規定說，決不容

讓孩子有任何缺乏，與其叫孩子忍受饑餓，寒凍，倒不

如停止工作，遣散他們。任何需要都不准告訴外人，免

得構成募捐嫌疑；而要單單倚靠永活的神。他懇求他們

每日每時與神維持美好的交通，免得他們的不信和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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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攔阻自己禱告的能力，拆毀他們中間的同心合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從經費來看今天是最困難的一天，但

我今早禱告時，主使我堅定相信必得及時幫助。十二點

鍾時，我依常跟兄弟姊妹一同祈禱，當時的收入只有一

先令，是昨晚一位無名氏留在孤兒院的，但由於急需，

已用剩了不過二便士。我也聽說有願人免費清理嬰兒孤

兒院的鍾，並且願意替所有三院的鍾經常修理。主在這

等事上也給了鼓勵，證明了他仍然看顧我們。查問之

下，又曉得所有三院中都有足夠正餐所需的一切，但男

孤兒院和嬰兒孤兒院都不夠麵包作晚餐，也沒有錢買牛

奶。我們真再窘沒有了。我們同心祈禱，在主面前把我

們的境況都簡單無遺的陳訴了。祈禱時，有人敲門，一

位姊妹就出去。兩位同工兄弟與我一同開聲祈禱後，我

們又繼續靜默禱告了一回。至於我自己，我的心仰望

主，尋找我們可以逃脫的方法，又看看我們除等待他以

外，有沒有別的不違良心的事我們可以做，來得點麵包

給孤兒吃。最後我們從跪處站了起來。我說：“神一定

會救援我們的”。話還未說完，我就看見臺上一封信，

是在我們祈禱時遞進來的。是我太太的信，內中有另一

封信，附著十鎊給孤兒的錢。前晚一位弟兄問我這回清

理賬目時，餘額會不會像前次那末大。我只回答他，主

要它多大就多大。第二天早上，這弟兄受了感動，記起

孤兒，今早就送了十鎊來，在我出門不久就送到我家，

太太因我們的急需立即就轉了來。如此我又能夠支出六

鎊十先令作家用，把三鎊十先令留來作房租。

一八三九年

七月十五日，星期一，今天又沒有錢，孤兒的消費需要

二鎊七先令三便士。我真不知怎樣找到錢來應付正餐和

別的開支。我心靈有絕對的平安，確信會得著幫助，雖

然我不知道會怎樣得著。負責兄弟還未來到，到了下

午，我就接到印度寄來一封信，是五月寫的，附著五十

鎊的匯票，是給孤兒的。我上星期六跟負責兄弟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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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有五十鎊，為了全部同工的薪水都已到期，三個

糖漿桶又都空了，糧食倉也都空了，又需要幾件衣服，

和綿紗來編織。主恰好賜了五十鎊，而且這錢也來得合

時。

同日下午，我在一位弟兄的家會見了幾個信徒，一位姊

妹說，她想到我要為這許多人的需要操心，一定大有憂

慮和重擔；會這樣想的斷不只這姊妹。我想聲明：我憑

藉主恩，從不憂慮。至於這些兒童，我早把他們交托在

神手中。全部工作都是神的，我倒用不著挂心。就算在

別的事上我有所欠缺，在這事上我也能夠把全部重擔交

在天父手中。雖然到如今（一八四五年七月）已經有七

年費用不足了，以致少有可以應付三天的經費；但我靈

性上只曾一次覺得難忍，那就是一八三八年九月十八

日，主似乎不聽我們的禱告。但到了他伸出援助之手

時，我才明白原來他使我們那麼窮窘，不過在試煉我們

的信心，而並不是他放棄這事工── 我的心就大大受激

勵，以致後來我不只不再懷疑主，而且在最窮窘中也不

覺失望。我想我們的信心一定會再受試煉，也許會更甚

於前；假如主不扶持我們，我們就會跌倒。

八月二十二日。早上散步的時候，我再向主提到我們的

需要，深感他今天一定要幫助。這感覺是出於我們的急

需，若沒有幫助，我們就無法渡過這一天了。在我們極

貧窘之中，要收集幾件東西去賣，在我收集一些要賣的

東西之後，一個靠做手工維持生計的姊妹，帶了八十二

鎊來。這位姊妹覺得信徒必須依主耶穌的吩咐而行，主

吩咐“你們要變賣所有的，周濟人。”（路十二33）；

又吩咐“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太六19）。因

此她從銀行裏取款，連同股票淨得二百五十鎊，分為三

次交給我，用以幫助孤兒、聖經與傳道機構、學校，及

貧困的教友。大約兩個月前，她給我一百鎊，是賣了別

的財產得來的；其中一半是給學校、聖經、傳道等基金

的；其他一半是給貧窮的教友的。今天拿來的八十二鎊

是她賣了最後的屬世財產而得的。（即使過了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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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這位姊妹一點也沒有後悔當時這樣做，只靜寂的繼

續勞碌，親手作工以求溫飽。）

一八四○年

一八四○年八月間，這個禱告的內圈再予擴大，使在日

校工作的弟兄姊妹也能參加，然而同樣的原則嚴格的執

行，不准把任何需要告訴外人。

這樣作，帶進了更大的祝福，尤其是幫助了同工的弟兄

姊妹。他們同心獻上懇切信心的禱告，只有神知道有多

少工作的成效是由於他們的信心、代禱和舍己。許多危

急因著他們的奉獻得以解脫；他們所能獻上的縱然不

多，所付的代價卻非常之重。他們所給的，有時如同寡

婦的兩個小錢一樣，投上了他們養生所有的。不只最後

一文已經擺上，甚至首飾珠寶，祖傳珍品，久藏美物，

都如馬利亞的玉瓶一般，打碎在主耶穌腳前，當作甘心

祭獻在神的壇上。他們把一切節省下來的都獻上，而且

時常超過所能節儉的奉獻給主，好叫神的家中有糧，他

的小子不至缺乏。所以這個工作，不但是穆勒的事奉，

也是他們的事奉。因為這樣的施捨，他們都在禱告上找

到新的力量、把握和祝福。正如他們中間的一位所

說：“除非我先獻上所有，我覺得不該有何祈求。”

他們有同一的心靈，同樣的腳蹤。某次有一位紳士偕幾

位貴婦參觀孤兒院，見有這麼多的孩子需要照顧。內中

一位貴婦問男院的褓姆說：“當然他們不能維持這些工

作，除非他們有充足的存款。”那位紳士也接著

說：“你們總有很豐裕的存款罷？”褓姆安祥的回答

說：“我們的款項都存在不能倒閉的銀行內。”這樣的

答覆，引出貴婦的眼淚，也汲出紳士的五鎊。這是一筆

十分需要的捐助，因為當時手內已無分文。

一八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有一段特別又簡單的登載，

如同嬰孩說話一般，但可說是字字非常寶貴：“為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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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的不斷看顧，主替我們興起新的幫手。凡倚靠主的

人，必永不驚惶。有些人幫忙一時，就在主裏睡了；有

些人事奉主的心漸漸冷淡了；有些人縱仍願意幫助，卻

不能繼續了；也有人另有安排，覺得別有呼召。惟有倚

靠神，單靠永活的神，我們就超脫失望，超脫棄絕；任

何死亡缺乏，愛心冷淡，或者另有呼召，都不能影響我

們。何等寶貴，我們能夠有所學習，甘願在這世上獨與

神站立，並且深知我們不致缺乏任何好處，只要我們行

事正直。”

一八四一年秋季，神樂意賜給他們一個信心的最重試

驗，情形較已往任何時期來的艱難。數月前供應還是源

源不息，但是現在每日每餐必須仰望神。禱告縱仍不斷

獻上，幫助卻有時似乎遲延，因此大家感覺這是神特別

的恩典，穆勒和他的同工們竟能相信到底。他和他的同

工的確蒙神托住，他們毫不搖動，安息在神的慈愛裏。

有一次，一個貧窮的婦人奉獻兩個便士，她說：“這是

區區之數，但是我必須給你。”誰知這筆禮物十分應

時，內中一便士適可湊足整數。恒久忍耐，就得了所應

許的（來六15）。

一八四五年十月後，穆勒清楚主有引導，要自建院所。

威爾遜街上的居民抗議孩子們的嗓聲，尤其在遊戲時的

喧嚷。並且空場太窄小，不敷孤兒應用，排水設備太簡

陋，不合衛生條件。最好能有大片空地，可以耕種，使

男孩們有戶外工作的機會。若能找到合式的地點，建築

合用的房子，各方面當大有益處。但是相反的理由也經

過仔細考量！要覓地自建，需要大筆款項；設計和建造

耗費時間和精神；每步工作都需要智慧和監督；永久性

的建築物是否與神旅客的生活相稱？不斷的禱告帶進一

種平靜安穩的信念，反對的理由都一一抵消。神若是為

這項工作供給巨大金額，豈不更顯示祈禱的能力麼？一

塊廣大之地，雖在最初需要數千英鎊，但是神的孩子何

必泄氣，因為天父是非常富裕的。當他和同工們天天等

候在神面前的時候，他們的信心逐漸加強，直到滿心相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1.htm (36 of 48)3/5/2005 6:39:27 PM



英國弟兄會

信幫助即要來到，不久穆勒對這件事有著十分的把握，

那所房子似乎已經豎立在他眼前了，雖然五周之久未曾

收到一分文。

同年十一月，他得著他的老友戚伯門的鼓勵，叫他放心

前進，可是勿忘逐步尋求天上的智慧，使建院的計劃完

全合乎神的心意。為建院特別禱告三十六天後，在一八

四五年十二月十日收到首筆奉獻，計一千英鎊。三日

後，在倫敦一位基督徒建築師自告奮勇，願意負責設計

並監工。豫計全部購地建屋經費，約需一萬至一萬五千

鎊左右，外加每年經常開支數千鎊。穆勒一貧如洗，怎

敢嘗試這種巨大計劃，豈非因他的信心和盼望都在神那

裏麼？他並非為自己圖謀大事，他所以進行，是因為他

深深覺得，神要他這樣去作。工程既然如此浩大，他更

需要清楚看見神自己的手。因此他不發通啟，只偶而向

三位同心的弟兄題起而已。在他每天所查考的聖經上，

他得到許多指示和鼓勵，好像聖經特別是為他所寫似

的。例如，在以斯拉記開始，他看見神怎樣興起古列，

下詔重建聖殿，並且供給需要。神又如何激動他的百

姓，起來幫助那些上耶路撒冷的人。他就對自己說，這

位神當然也能，而且必定照著他自己的方法，激動他的

兒女來幫助建院一切所需用的。

不久他收到兩件禮物，一是外國種子所編成的小口袋，

一是用蚌殼製成的花朵，叫他出售換款。最寶貴的，乃

是附有一節應許：“大山哪，你算什麼呢？在所羅巴伯

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亞四7）。這句話比任何款項所帶

給穆勒的鼓勵都大。

現在他開始仰望主引導他尋找一個合式的地點。找了四

周，毫無結果；然而裏面深深覺得不久主就要賜給那個

地段，因此在一八四六年正月三十一日，周六晚間他這

樣告訴了他的同工們。在兩天之內，他的思想轉到愛希

萊丘原，發現有數段十分合用。他兩次拜訪地主，一次

赴寓所，一次赴辦公處，都未能遇見，只留下字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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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認為其中必有神的旨意，就決定等候明日再說。

翌晨他再訪地主，在寓所遇見他。一進會客室，地主就

說：“哎，穆勒先生，我早知你的來意。你想買我在愛

希萊丘原的地。昨晚我作一個夢，夢見你來買地。那塊

地原價是二百鎊一英畝，但是主吩咐我，不得向你要價

超過一百二十鎊一畝。你若願意出這價，交易就算定規

了。”十分鐘內，合同簽定。穆勒指明說，“因著小心

跟隨主，而不越過他的引導，我得以每畝少付八十金

鎊。”六天後那位在倫敦的建築師正式表示負責一切設

計並監工。周後親自來不列司鐸，看見這塊地，宣稱各

方面都合理想。直到一八四六年六月四日止，收到建院

的奉獻二千七百餘鎊，與所需相差甚遠。但是穆勒覺得

神在自己的時候必有充分的供給。他已經為著建築新院

等候在神面前二百十二天，他決意繼續等候，直到全數

都已到手。六月六日收到奉獻兩千鎊，翌年正月二十五

日又收到兩千鎊。因此在七月五日建築工程就開始進

行。六個月後，等候在神面前已經四百天，因禱告而得

到的款項有九千鎊之多。新院將告落成，可以收容三百

三十名孤兒，一萬一千鎊已經用去，尚差數千鎊。但神

的幫助超過了他的盼望，不只款項無缺，連新院的幫手

也都有了安排。一八四九年六月十八日，孤兒院的工作

開始十二餘年後，孤兒們遷往新院。五周後接受新的申

請，至一八五○年五月二十六日，院內已有二百七十五

名孤兒，連同服務人員，共計三百零八位。

孤兒遷入新院未久，穆勒心裏覺得不只三百名，應該有

一千名孤兒同來享受屬靈和屬地的恩典。一八五一年還

未開始，這種渴望已經長成決心。照著他凡事禱告的一

貫習慣，他尋求印證，確知他並非跟隨己意，乃是遵行

神旨。有幾點特別使他覺得有擴充的必要：許多申請無

法收容，大批孤兒急需照顧，當時的貧民院道德淪落，

要使無家可歸的孩子可得屬靈的幫助，同時他自己的心

對擴充這件事十分平穩。正月四日收到一筆奉獻計三千

英鎊，使他得到激勵。然而他始終未曾向人題起擴充，

甚至他的妻子都不曉得有這個計劃，因為他認為要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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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錯誤，就得先從神直接接受清楚光照，不被人的意

見所迷蒙。到聖經知識社第十二期報告，他才透露擴充

的計劃。可是直到一八五二年五月間，他手頭還只有三

千五百鎊，但是他在忍耐等候上已經學了功課。為著第

一院的興建，他等了二年以上；如果為了第二院須等更

長時間，只要是神的旨意，他也甘心等待。雅各書一章

四節大大幫助了他“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

備，毫無缺欠。”

至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手中已有三萬鎊。於是第

二院興建，可以容納四百人。接著有第三院第四院，和

第五院聳立。至一八七○年整院已能收容二千名孤兒。

神的信實始終可靠，他的供應永無斷絕。某次手中無款

可為孤兒豫備早餐，忽有人在餐前來院，奉獻捐款，足

供目前急需。這件事記在報告上，證明神的信實，及時

供給需要。不久這位奉獻的弟兄前來，親自述說經過情

形。那天早餐前，他有事赴不列司托辦公室，途中忽然

想起，應該赴孤兒院，饋送一些捐款。於是轉身向孤兒

院走了四分之一裏後，又停步自念，何等愚蠢，放棄待

辦公事，奉獻可待他日。遂再轉身向辦公室走去，但是

不久又覺得必須回頭。他就對自己說，孤兒或者現在正

有需要，神若差遣我去幫助，我豈可讓他們缺乏？這種

感覺非常有力，使他再轉身朝孤兒院去，直到把奉獻交

出為止。穆勒說：“正像我慈愛的天父所作的！”先求

神的國和他的義（太六33）。

回顧穆勒一生的工作，他曾親筆寫過一句話，足以代表

他的宗旨：“我樂意獻上我自己，例證禱告和相信能夠

完成許多事。”在五十九期的常年報告內，有這個統

計：迄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止，日校共有七所，在

校學生三百五十四人，自開辦以來，全部入學兒童八萬

一千五百零一人。家庭主日學十二所，當年學生一千三

百四十一人，開辦以來，全部總數三萬二千九百四十四

人。另外幫助英國和威爾斯各地主日學二十五處。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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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支七百餘鎊，創辦以來，全部開支十萬餘鎊。當

年分發全部聖經和新約等，一萬五千四百十一本，分發

以來，全部總數一百九十八萬九千二百六十六本。當年

分發聖經用費四百三十九鎊，分發以來，全部費用四萬

一千零九十餘鎊。當年幫助佈道人員一百十五位，支出

二千零八十二鎊多，創始以來，全部津貼佈道事業款二

十六萬一千八百五十九鎊多。當年奉送書籍和單張三百

十余萬冊，支出一千餘鎊，奉贈以來，全部費用四萬七

千餘鎊。當年孤兒人數一千六百二十人，開辦以來，全

部孤兒人數一萬零二十四名。當年孤兒院開支二萬二千

五百二十三鎊多，創辦以來，全部用費九十八萬八千八

百二十九鎊。總計六十年來全部用費，包括各項開支在

內，高達一百五十萬英鎊。

讀常年報告的人，不時發現有一位隱名的捐款人，數十

年內不斷奉獻，記錄上只稱他為 "一個主耶穌的僕人，因

著基督之愛的激勵，尋求積蓄財寶在天上。”如果把這

些奉獻加起來，迄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止，竟達八萬一千

四百九十鎊十八先令八便士。這位捐款人就是穆勒自

己，他將人送給他或者遺給他個人的款獻上為主所用。

他並不投資在地產銀行或鐵路上，他投資在神的工作

上。他不像許多基督徒只獻上十分之一，他的原則乃是

除了維持極簡單生活必需之外，全部獻上。他自己的話

這樣說：“我的目的從來不是我能夠得到多少，乃是我

能給出多少。”難怪他離世後個人的全部私產，只值一

百六十九鎊九先令四便士，內中一百餘鎊乃書籍家俱等

估價，只有六十多鎊是現金，還在等候分送出去。在他

的遺囑裏有一段極重要的話，作他最後的見證：“我不

得不羡慕神奇妙的恩典，當我是個輕率虛浮的青年之

時，就引領我認識了主耶穌，而且他一直保守我在他的

敬虔和真理中，並給我極大的尊榮，使我能長久事奉

他。”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加二20）。

有人問穆勒，他事奉的秘訣何在？他回答說：“有一日

我死了，完全死了？”當他說這話時，他彎腰幾乎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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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向喬治穆勒，和他的意見，傾向，嗜好，並意

志死了，向世界和它的褒貶死了，甚至向我弟兄和朋友

的贊斥死了，從此我只尋求怎能蒙神悅納。”叫你們察

驗何為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2）。

穆勒生平的事蹟，證明他是近代少有的一個認識神的

人。他不只在信心上，有了豐富的經歷，給人莫大的幫

助，就是在活在神面前，尋求神旨意的事上，也學了深

切的功課，使人每讀他日記中那些尋求神旨意的記載，

就不能不被帶到神面前。他愛神，且敬畏神，活在神面

前，遵行神的旨意。他所以能那樣有信心，乃是因為他

活在神面前；並且他的信心所以能那樣有能力，也是在

於他明白神的旨意，照著神的旨意而信。他不是憑自己

的意思，隨便相信神。他每要作一件事，都是在神面前

查看動機是否單純為著神，神的話如何說，神的手在環

境上怎樣證明，而再三尋求，再三等候，察驗再察驗，

證明再證明，直到清楚是出於神旨意的，方始進行。以

下五點，是他每要定規作一件事之前，必查問清楚的：

一、這是否神所喜悅的？二、這是否神要我作的？三、

這是否神要我在這時作的？四、這是否神要我在這地作

的？五、神在環境上是否有安排？因著這樣尋求神的旨

意，他既未限制神，也未越過神；而作了一個與神同行

的人，為神的信實作了美好的見證。他雖然死了，他為

神所作的見證仍舊說話。

穆勒信心見證的七個特點

(一)穆勒經常經歷金錢上的困境，有時是長期的。

穆勒在個人，成百或上千孤兒，或他的分機構聖經知識

社的經費，時常減少到只剩一英鎊或一分，有時是零。

故此，他們需要恒切地等候神，仰望他直接供應一切的

需用。在事奉的一些期間，有好幾個月或幾年，他們的

供應只能一個月供應到下個月，一周到下一周，一天到

另一天，一小時到下一小時，信心在長期訓練下，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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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生生的操練中。

(二)他經歷父神永不改變的信實

困難雖長及艱苦，但從未一次未得著幫助，飲食雖然簡

單但從未缺一餐，也沒有一次需用或缺乏未得天上來的

供應和支援。穆勒曾說：“不只是一次，五次或五百

次，在這六十多年有幾千次，我們手頭的錢不夠一餐之

用，甚至連食物，金錢都沒有了。但神從未一次令我們

失望過，我們家人或孤兒從未餓過或缺乏衣物。”從一

八三八年到一八四四年是特別困難的期間，但在需要的

時刻，甚至到最後的時刻，供應就來到。

有一天，穆勒在他禱告之中覺得神要他回德國一次。他

對神說：“有三件事，目前不能回去：一、若同師母

去，三個孩子無人照顧；二、缺乏路費；三、需要一人

代替管理孤兒。我不知道𧨎的旨意是否要我回去，如果

是的，在這些事上就求𧨎預備。”在這以後，有一天，

來了一個人，他認為托他管理孤兒院，再合適沒有了；

就對神說，有了一樣，還有兩件怎麼辦呢？不久又有一

位師母要到他家住幾個月，正好看顧他的孩子；第二樣

又有了。末了又有一人送他一筆個人費用（他從來不用

工作的錢）；第三樣也有了。他就問神現在可以不可以

動身。

(三)他經歷到神作工在無數奉獻信徒的心思、心腸及良

心中。

如果我們辛勤地研究他所遺留下來幾千頁的工作記錄手

稿，必定大有收穫。我們可以看到神感動世界各地信

徒，按照神自己的方式，有時是大筆的捐助，按調整好

的數目，在準確的日期或時刻供應他們實際的需要。實

際來說，從地球的這一頭到另一端，有許多人從未與穆

勒見過面，也不可能知道他們當時的需要。他們卻在關

鍵的時刻被神感動，奉獻出一些款項或提供其他急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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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從無數次的例子中，當他正跪著祈求神時，答應

來到是如此的切時配合所祈求的，巧合的解釋幾乎不可

能，使人不得不承認神是一位聽禱告的神。

下面記載一個便士的供應：

一八四一年秋，穆勒和同工們受到一個信心最重的試

驗，情形比較已往任何時期來得艱難。數月以前孤兒院

中接到之供應還是源源不息；但是現在每日每餐必須仰

望神。禱告縱仍不斷的獻上，幫助有時卻似乎是遲延。

因此大家感覺這是神的特別恩典。穆勒和他同工們竟能

相信到底。他們確蒙神的托住，毫不動搖，安息在神的

慈愛裏。有一次，一個貧窮的婦人，奉獻兩個便士，她

說“這是區區之數，但我必須給你。”誰知道這筆禮物

十分應時，內中一便士適可湊足整數，購買急用的麵

包。另有一次，需要八個便士，豫備下一頓飯，可是手

頭只有七個便士。待開奉獻箱，發現只有一個便士，剛

合所需。

(四)他經歷到熟悉於仰望那位看不見的，而不他求。

孤兒院每年的報告，使眾人熟悉工作的歷史與進展，使

得每位奉獻的人得知管家的工作，而非直接呼籲幫助。

有時，因有很大的需要，穆勒覺得要保留不做例常報

告，不讓讀者誤為呼求幫助，免得失去偉大榮耀主的供

應及保守。（例如一八四六──四八年報告中，沒有一

八四七年公開報告），在五月二十五，二十八及三十日

他寫道“幾乎不夠家庭開支”，“ 我們極其貧困等

等”永活的神是這個唯一的保守者，無論是過去或現

在。他不依靠世上最聰明，最有錢，最高貴及最有影響

力的人。

單與神交涉的可能：

一次，穆勒先生剛從德國回來，在主的工作上遭遇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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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窘迫。數日之後，接到一位時常捐助孤兒院的弟

兄來函說：“你所負責的工作有否急需？我知道你從不

求人，單單仰望你所事奉的主；可是答覆人的詢問，似

乎有點不同。這是正當的。我願意曉得你目前工作上的

經濟狀況，請你通知我，目前你需要多少，或者將來盼

望多少？”此時穆勒手中只剩二十七便士，有數百孤兒

需要供應，但他覆信說：“我感激你的愛心，同意你的

意見，向人要款和答覆詢問確有不同。但在我們這一

邊，我覺得沒有自由可以向你報告我們的經濟狀況，因

為在我手裏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乎領導一些信心軟弱的

人看見，單單與神交涉是可能的。 "覆信付郵之後，將禱

告獻給永活的神：“主阿，𧨎知道為著𧨎的緣故，我沒

有把需要告訴這位元弟兄。現在，求𧨎再一次的顯明，

單單向𧨎吐露我們的需要是行得通的。所以求𧨎對這位

弟兄說話，使他會幫助我們。”神感動這位弟兄，送來

一百金鎊。款收到時兩手正已空空。

(五)他經歷到誠實地接受並運用所有的捐贈。

他的工作是所有做神管家的榜樣。當捐贈有任何不適當

的情況，使得接受方面受到影響，不論當時的需要如何

緊迫或不夠，除非捐贈者的情況已被改正總不能接受。

例如：捐贈團體有不合法的債務，欠了別人的債。捐贈

提出一些限制攔阻了自由為神使用的原則。捐贈特別使

用基金，為穆勒個人養老或機構將來使用。捐贈有明顯

貪圖或不情願，必要求他們減少奉獻或退還。有些例子

甚至是大筆款項，有許多團體被要求等候神的帶領，更

多的禱告，直到他們很清楚明白神的帶領，才接受他們

的奉獻。

(六)他經歷到極度謹慎，以免因在極端困難下疏忽，而

使關心的大眾受到傷害。

各種團體的幫助者，容許他們與孤兒院有更親密的交

通。使他們明白孤兒院的工作，不只是一般的服務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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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是讓他們進入一同禱告及舍己的學習。假如捐贈

者缺乏這種認識，他們就無法從事幫助，禱告及有智慧

的犧牲。但這種連系是非常嚴肅，並且經常要求他們絕

不對外公開，不只是在嚴重的危機，連工作的任何需要

都不得對外公開。解決需要的一個，且唯一的方法是那

位聽人呼求的神。在特別重大危機中，特別小心，免得

眼目從神轉到人們身上。

(七)他經歷藉著祈求及信託神做大事，而信心膽量增

長。

信心是因著人的運用而彰顯出它的能力，所以祈求一百

鎊，一千鎊或一萬鎊，是與祈求一鎊或一便士同樣的容

易與自然。他既經過訓練而對神有了信任，神也考驗了

他的忠心（信），所以神要求他把自己交出來，從早

期，為神照顧二十位無家可歸的孤兒，一年開支二百五

十鎊；直到供應二千孤兒，每年至少支出二萬五千鎊經

費的境界。只有藉著運用信心，我們得以持定在實際的

舍己，另一方面來說，運用信心使我們失喪不信，使神

的大能得以自由運行。

總之，穆勒一生信心的見證，是要幫助人相信“神是一

位聽禱告的神”，過去如此，現在更是如此。穆勒孤兒

院的見證，不但見證了神的大能，也造就了當代許多傳

道人及信徒的信心。戴德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也為後來

被神使用的傳道人立下了按聖經原則、信心原則事奉神

的榜樣及模式。

　

關於被提的不同論點
（本文摘自http://www.ccbiblestudy.org/T-Rapture/Rapture-0.

htm）

關乎基督徒於何時被提，可概分為四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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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前被提論(Pretribulation Rapture Theory)：係達祕弟

兄(J. N. Darby)所主張的，認為全教會應在七年災難期未

來以先，也就是敵基督即將出現之前都被提。

二、災中被提論(Midtribulation Rapture Theory)：教會要

被留在災難中遭受敵基督的逼害，直到神最後盛烈怒的

七碗傾倒前才被提。

三、災後被提論(Posttribulation Rapture Theory)：教會要

從頭至尾歷經大災難，直到基督得國降臨時才被提。

四、分批被提論(Partial Rapture Theory)：作者則贊同第四

種的說法，現歸納重點於下：

【分批被提論簡介】在大災難將臨前，教會中得勝的信

徒，即十四萬四千位得勝者，將先被提到神的寶座。他

們就是婦人所生的男孩子，也是先獻給主的初熟果子(啟

二11；三21；十二5；十四1-5)。

在天上，他們藉羔羊的血和所見證的道擊潰了撒但，並

將之摔到地上。接‧大災難降臨，未獲被提的信徒，即

婦人其餘的兒女，要受撒但、敵基督和假先知等的苦害

(啟十二17)。然而「晚期的得勝者」因之而興起，他們為

主站住，甚至殉道，得以在災中被提(啟十五2~4；十四

13)。

至於大體的信徒因歷經苦難的催逼，也逐漸「烤熟」成

為熟透的莊稼(啟十四14~16；利廿三22首句)，就得與歷

代去世的信徒，於天使吹第七號時(已近大災難末期)，

都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帖前四)。世上的國終成了主基

督的國(啟十一15)，基督臺前的審判也展開了(林後五

9~10，林前三12~15)。同時，七位天使出來傾倒末後大

災，「可能」仍有少數被遺下的信徒暫留在這七碗之災

中作儆醒並看守衣服而不赤身的見證，直到災後被提(啟

十六15；利廿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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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見解的一大特點是闡釋了為何得勝者與大體信徒這時

必須被分開的意義。當連天使長米迦勒都無法打勝撒但

時，誰有資格去打敗牠，並將之摔下(啟十二7~11)？誰

又配被召入萬王之王的軍隊，在哈米吉多頓大戰中與羔

羊一同得勝(啟十七14；十九14)，以致撒但被捆基督得國

呢？這定規不是平日愛世界，對主不冷不熱的信徒所能

擔任的。得勝者在災前先一步被提，實在也是為‧全教

會得以早日被提呢！

近代被神使用的僕人贊同「分批被提論」的有：戈懷德

(Robert Govett)、藍格(G. H. Lang)、潘湯(D. M. Panton)、

彭伯(G. H. Pember)、賽斯(J. A. Seiss)、史百克(T. Austin 

Sparks)和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人。── 倪柝聲《被

提和災難》

普利茅斯(Plymouth)

英國英格蘭西南部德文郡(Devon)的普利茅斯，是弟兄會

的發源地，故又被稱作普利茅斯弟兄會。這裡擁有

275,000的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該市遭到嚴重破

壞，但經英國政府積極建設，現擁有全國第一流的商

業，貿易和服務機構的現代化城市。附近興起輕工業衛

星城，該市亦是英國生產精密儀器，注油設備，化工和 

機械的主要城市。（本文摘自http://o3.net/~fyc/weitin/

UniversityofPlymouth.htm）

布里斯托（Bristol）

布里斯托為一座具有千年航運歷史的海港城市，穆勒於

1836年在此創立了第一所孤兒院，房子是租來的。1849

年，他又興辦了一所新的孤兒之家——這次設在布裏斯

托城郊山上自建的樓宇裏。到了1851年，在他照顧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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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兒多達三百名，而工作還在大大地擴展。現在英國布

里斯托城最大的孤兒院，就是他實際由禱告所得之永久

的紀念碑。穆勒一生中，所收得為建築孤兒院，或為維

持孤兒院的費用的捐款，超過了一百二十五萬鎊；但這

種捐款全是由各方自動送來的，莫勒從未向人募捐過一

分錢。

除了穆勒的孤兒院外，布里斯托還有許多世界馳名的觀

光景點，從Clifton吊橋到大不列顛號(SS Great Britain)、布

里斯托動物園、歷史建築、重要遺址，以及教堂和禮拜

堂，這些都一再證明布里斯托的確擁有許多全球知名的

觀光名勝。出布里斯托城不遠處，又呈現不同的風情，

寧靜的鄉村小徑、毗鄰而居的農村房舍、豪華的鄉間別

墅，還有一些英國最令人驚豔的景致。

布里斯托大教堂(Bristol Cathedral)建於1140年，當時僅為

修道院，目前已成為布里斯托歷史、市民生活和文化的

中心。大不列顛號是全世界第一艘大型的遠洋輪船。世

界知名的Clifton吊橋建於維多利亞時代，由當時工程大

師Isambard Kingdon Brunel所設計，座落於Avon谷的懸

崖，氣勢磅礡，象徵布里斯托城的精神，而且每年成千

上萬的遊客，慕名而來一睹吊橋的壯麗氣勢。Bristol渡船

公司安排固定班次布里斯托遊港的渡船，每40分鐘一

班。Harvey原本是建立於13世紀的酒窖，現在也已成為

觀光重點之一。（本文摘自http://hk.promotions.yahoo.

com/priceline/030603/162/s4x3.html）

弟兄會二手書店（Chapter Two bookstore）

該店位於倫敦東區，為一專售弟兄會二手書籍的書店。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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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二十二篇　內裏生命派

一、 輔讀文獻

1. 歷史概述

2. 內裏生命的恢

復

3. 勞威廉《愛與

代求》

4. 賓路易師母小

傳

5. 賓路易師母

《禱告蒙應允的

條件》

6. 慕安德烈《交

通的秘訣》摘錄

7. 史百克信息摘

錄

二、歷史景點

1. 皮森浩

（Peasenhall）

2. 貴橡（Honor 

O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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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裏生命派

三、討論題綱

1. 內裏生命派與

主恢復的關係

2. 開西大會

3. 威爾斯大復興

歷史概述

1. 內裏生命派概述

十七世紀時，在天主教中間，有一班屬靈的人被興起

來，開始注重基督徒內裏的生命。其中一位名叫莫里諾

斯（Molinos），是一位很屬靈的人。他曾寫下了《靈程

導引》（Spiritual Guide）一書，教導人如何捨己，如同

與主同死，成為當時一極有影響力的著作。同時期有一

位蓋恩夫人（Madame Guyon），生於1648年，卒於1717

年；她對於如何與神的旨意聯合、如何捨已等，有更進

一步的認識。她寫了一本傳記，名為《馨香的沒藥》，

是一本生命很深的書。約翰衛斯理受蓋恩夫人幫助很

大，他甚至認為每一位信徒都應該讀讀蓋恩夫人的信

息。與蓋恩夫人同時的，還有一位芬乃倫（Fenelon）主

教。他極肯為主受苦，與蓋恩夫人二人同工，釋放了很

多屬靈的道，是當時最注重內裏生命的一班人。

之後到了十九世紀，另有一班人被興起來，繼續這條內

裏生命的線。1875年，神得著了一個賣磁器的商人，名

叫史密斯（Pearsall Smith）。史密斯看見人乃是因奉獻而

成聖，這種成聖與衛斯理所說的成聖不同。史密斯的成

聖，乃是藉著信心與奉獻；衛斯理的成聖，乃是人在奉

獻之後所要逐步達到的。事實上，兩者都是真理。延續

史密斯的路線，漢娜史密斯（Mrs. Hannah Smith）寫了一

本《基督徒喜樂的祕訣》（Th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同時，霍普金（Evan Hopkins）與慕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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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Andrew Murray）等人，也起來延續蓋恩夫人所傳捨

己的道。他們在德國、英國等地召開年度大會，這些大

會就是後來開西大會（Keswick Convention）的前身。大

會由霍普金主講，他接受史密斯與蓋恩夫人的屬靈幫

助，對當時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儘管蓋恩夫人所釋放的

真理，並未在教會歷史上大放異彩，但卻對許多人有極

深的屬靈影響。藉著這位十七世紀的姊妹，神帶進了十

九世紀的流。

除了霍普金以外，特朗布爾（H. C. Trumbull）也在開西

大會中，釋放得勝生命的信息。這些信息為基督徒對得

勝生命的認識，以及經歷這生命所過的生活，帶進了大

的恢復。之後，神興起了賓路易師母（Mrs. Jesse Penn-

Lewis）。賓路易師母早期身體十分軟弱，常病臥在床，

在病中讀到蓋恩夫人之著作，只是她當時很難相信這種

完全的捨己、信靠和完全的愛是可以付諸實行的。有一

次，在與神的爭執中，她迫切求主帶她進入這些真理的

實際。主聽了她的禱告，從那時開始，她就被神興起，

傳揚十字架的真理。賓路易師母乃是一個真正背十字架

的人。因著她的經歷，許多信徒受吸引開始追求十字架

的真理。藉著這些活的見證，神使更多的人明白，祂工

作的中心乃是十字架。十字架乃是一切屬靈事物的根

基，沒有十字架的工作，人就不如何謂死亡，何謂罪

惡。許多屬靈的人都從賓路易師母得到很大的幫助；神

藉著她所傳揚的信息，叫許多人得著拯救。

1904年，英國威爾斯（Wales）大復興，在這復興中，有

些地方全城的人都得救了，以致再沒有可以傳福音的對

象。除了福音之外，有許多五旬節的外表現象也在他們

中間產生。這復興的領導人是伊凡羅伯斯（Evan 

Roberts），他是一個二十二歲的煤礦工人，沒有什麼學

問。他得救以後，常在廢礦坑中迫切禱告。他的禱告只

有一個，就是：「主阿，折服教會，好叫世人得救。」

（Lord. bend the church to save the world）。周圍的人一面

覺得稀奇，一面深受感動。漸漸地，越來越多的人加入

了他的禱告，不久全礦坑都受了影響，許多採礦工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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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興起禱告。復興也從這裡蔓延到整個英格蘭南部。

2. 開西大會

開西大會開始於1875年，在北英格蘭湖區的開西小鎮，

福音派基督徒每年夏天在此舉行大會。在此之前，史密

斯便在英格蘭各處召開類似的特會，1874至75年間，在

牛津、布賴頓（Brighton）等地也有大型的聚集。1875

年，聖公會主教貝特斯比（Horford Battersby）開始在開

西鎮上舉行為期一週聚會。不同於其他傳輸聖經知識的

解經聚會，開西大會的重點在於幫助信徒屬靈生命的長

進，恢復他們的屬靈情形。大會並不突顯宗派的神學，

只強調「在基督裏都是一」（All One in Jesus Christ）。

因著大會的主題十分明確，因此歷年信息的順序大致如

此：第一天，解釋罪在信徒生命裏所產生的功效

（死）；第二天，神藉著十字架對付了罪與罪的權勢；

第三天，人對神呼召所應有的奉獻；第四天，過一個讓

聖靈充滿的生活；第五天，基督徒應有的事奉，著重海

外傳教的一面。開西大會的主要講員多半來自英國，少

部分也來自其他國家。這些講員中，我們熟之的有慕安

德烈、戴德生、以及倪柝聲弟兄。

3. 和受恩教士（Margret E. Barber）

和受恩教士於1866年生於英國南部蘇福克郡的皮森浩

（Peasenhall）。父親是一名車輪修理匠，家境貧寒。

1890年，和受恩廿四歲那年，在一場更正教中國宣教大

會中，身在遙遠中國的戴德生發出以下的呼召：「在基

督教土地上，更正教的眾教會，我們現在呼籲你們，在

今後五年以內，差遣一千人來到中國，響應這些呼召。

我們乃是為著三億尚未聽見福音的異教徒懇求你們，眼

前廣大的事工和責任遠遠過於我們所能擔當，因此我們

誠摯的發出懇求。」在這呼召發出剛好五年後，1895年

在英行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差遣及資助

下，和受恩來到了中國。她寫信給差會的負責人巴林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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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何等可悅我們能信靠神的話，祂必遮蔽你。當我

們頭一次踏上這塊土地，我們有一種前所未有的體會：

神給我們的是何等的尊榮！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就

是當我真正抵達中國的時候。」不久，和受恩和另外兩

名女傳教士一同被安排前往福州附近的鄉下，她就全人

投入應付周遭的需要。後來因當地環境太差，她被指派

遷回福州市，在陶恕女子中學教書，為時七年。因著她

極富生命，獲得學生們的喜愛，引起了女校校長的妒

忌，以十項不法的罪名，向差會控告她的不是。差會令

和受恩回英國解釋，在冗長的審論中，她總是選擇靜

默，從未表白。在她回英國的期間，遇到了《黎明》雜

誌的編者潘湯，從他得著許多幫助。潘湯對於宗派的看

見十分清楚，也對聖經中有關國度的預言很有研究。在

潘湯的影響下，她開始過一種等候主來的生活。她在倫

敦待了兩年，一面操練信心的功課，一面向主禱告，求

主讓她再回到中國去。1909年，和受恩在與索立郡教會

的潘湯交通後，再次回到了中國。這次她決定不倚靠差

會，單單倚靠主作她的供應。她住在福州附近的一個小

村子裏，繼續學習十字架。曾有人問她：「如何為主作

工？」她回答：「就是先停下自己的工。」她像是一顆

生命的種子，種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表面看來沒有任何

偉大的果效，但卻影響了許多人，其中一位就是倪柝聲

弟兄。和教士於1930年離世，留下許多深刻的詩歌，如

《詩歌》282首：「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如果你是

命定要我歷艱辛，就願你我從茲交通益親摯，時也刻也

無間，彌久彌香甜。如果地樂消減，求你多給天；雖然

心可傷痛，願靈仍讚頌；地的香甜聯結，若因你分裂，

就願你我之間，聯結更香甜。這路雖然孤單，求你作我

伴，用你笑容鼓舞我來盡前途；主，我靠你恩力，盼望

能無己，作一潔淨器皿，流出你生命。」

4. 史百克（Theodore Austin-Sparks）

史百克生於倫敦南部，父親活躍於音樂界，少有時間給

主；母親是一位敬虔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浸信教會聚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2.htm (5 of 40)3/5/2005 6:39:38 PM



內裏生命派

會。十七歲那年，在一次福音聚會中，史百克深深被主

得著，當晚便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主。此後，他常邀請

朋友來家中研讀聖經，並到附近一些小的教會傳講福音

信息。他深知為主作工需要有更完整的裝備，因此開始

廣泛閱讀各種書籍，並且參加摩根（Campbell 

Morgan）、梅爾（F. B. Meyer）等知名聖經教師的解經大

會。史百克廿五歲時，應邀到紐寧頓（Newington）的一

個小教會執牧，他在那裡待了九年，將該會治理的整齊

興旺。1921年，他從紐寧頓調到貴橡（Honor Oak）的浸

信教會。1923至1926年間，他成了賓路易師母的同工。這

段同工的時期十分短暫，不久後，他便離開賓路易師母

自己開始聚會。史百克職事的重點有：那靈是信徒的生

命，神在基督裏永遠的旨意，基督徒屬靈的爭戰，基督

身體的本質與使命等。然而他並未清楚看見召會的立

場，以致他的兩次來台訪問（1955，1957），非但未為召

會帶來祝福，反造成了分裂混亂的局面。

　

內裏生命的恢復
（本文摘自http://www.churchinhongkong.org/recovery.asp）

十九世紀時，有另一班人被興起，他們著重裡頭的生

命。在大約六十多年前，神得著了一個賣磁器的商人，

名叫Pearsall Smith，他看見人乃是因奉獻而成聖，這種成

聖與衛斯理所說的成聖不大相同。他所說的成聖，乃是

因著奉獻，藉著相信得成的；而衛斯理所傳的，乃是在

奉獻之後漸漸進步所達到的一個生活。其實以上兩個說

法都是真理。接著Smith這一條內在生命的線的，有Mrs. 

Hannah Smith，她寫了一本有名的書，叫作《基督徒喜樂

的祕訣》。此外又有Stocknell、Evan Hopkins及慕安得烈

等，他們起來接續了前兩百年天主教中蓋恩夫人等所傳

捨己的真理，並且開始在德國、英國等地每年召集大

會，這些集會就是今天開西大會（Keswick Convention）

的起頭。這個大會的主講人是Hopkins，他既得Smith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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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幫助，又得蓋恩夫人等人的傳講，對當時屬靈世界

產生一種確定的影響力。蓋恩夫人所釋放的真理，雖然

在教會歷史上並不普遍，然而對許多人卻有極深並屬靈

的影響力，甚至‧斯理亦曾得她的幫助。‧斯理曾說，

他恨不得每個信徒都能讀蓋恩夫人的信息；又說他欠了

蓋恩夫人許多的恩典。神在十七世紀得著一個女人，藉

著這個女人（蓋恩夫人）產生了十九世紀中的一些主

流。

除了Hopkins以外，又有Trumbull弟兄，在開西聚會中釋

放得勝生命的真理，由此又產生對得勝之生命的認識，

對信徒如何經歷得勝的生活有很大的恢復。

在Hopkins以後，神又得著一個姊妹，就是賓路易師母

（Mrs. Jesse Penn-Lewis），這位姊妹早期身體十分軟弱，

常病臥在床，因在病中讀到蓋恩夫人之著作，就以之為

枕首；只是她不能相信這些信息中所說完全捨己、完全

相信、完全傾愛等話是能實行的。然後有一天她與神爭

執，與神發生意見，在這些爭執中，她迫切祈求主，叫

她能進入這些真理。主聽了她的禱告。從那時開始，她

就被神興起來，傳揚十字架的真理。

前內地會的一位弟兄Holden，就是因著看了賓路易師母

的書，才認識甚麼是十字架。賓路易師母乃是一個真正

背十字架的人。因著她的經歷，就吸引了許多信徒也開

始追求十字架的真理。神藉著他們叫人認識，神工作的

中心乃是十字架，十字架乃是一切屬靈事物的根基，沒

有十字架的工作，人就不如何謂死亡，何謂罪惡。許多

屬靈的人都從她得到很大的幫助；神藉著她所傳揚的信

息，叫許多人得著拯救。

我們看見神真理的發現，乃是愈來愈進步，愈來愈完全

的；到了十九世紀末，差不多所有的真理都漸漸被恢復

了。現在我們來到二十世紀。二千世紀被發生了兩件大

事，第一件乃是一九○○年中國拳匪之亂。在這暴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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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許多基督徒。第二件就是一九○四年間英國威爾斯

（Wales）的大復興，在這復興中，有些地方全城的人都

得救了，以致再沒有可以傳福音的對象。除了福音之

外，有許多五旬節的外表現象也在他們中間產生。

這復興的領袖是伊凡羅伯斯（Evan Roberts），他是一個

二十二歲的媒礦工人，學問並不好。神從卑微的人中呼

召了這樣的一位，又給他一位配搭Hastwell。他得救以

後，常在廢礦坑中迫切禱告，他的禱告只有一個，就

是：「主阿，折服教會，好叫世人得救。」（Lord. bend 

the church to save the world）周圍的人一面感到奇怪，一

面亦受感動，漸漸就有許多人加入，和他一同禱告；不

久，全礦坑的人都受影響，都起來一同禱告，而復興也

就從這時開始蔓延至全英國南部。我們從他們學到了兩

個大的真理：

第一，聖靈復興的工作乃是藉著一班被壓彎、被折服的

人帶進來的。我們不需要求神在外面賜下復興，只需要

求祂更深、更新地折服打倒我們，結局自然會有生命從

我們身上流出來。

第二，在許多人當中，開始對邪靈的工作有認識。在這

時期之前，雖然有人談論過這件事，但是他們認識不夠

徹底。羅伯斯弟兄認識何謂屬靈的爭戰，以弗所書第六

章的經歷，只有到他的時候才被深刻地領會到。一九○

八年當他病倒床上時，他將他對邪靈與靈爭戰的經歷一

一口述與賓路易先生與師母聽，後者日後根據這些認

識，配合她自己的經歷，就寫成了《聖徒靈戰》（War 

on the saints）一書，幫助了許多受迷惑的信徒得著釋

放。在過去數年中，在屬靈的信徒間所提的信息，都是

賓路易師母的道，就是屬靈的爭戰與十字架的真理等。

　

勞威廉《愛與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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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com/article/list.asp?id=852）

前面我曾談過有關感恩祈禱和屬靈成長的禱告。現在，

我要來談談代禱──為別人禱告。主曾要我們以他的愛

作為我們彼此相愛的榜樣；因為他繼續為我們所有的人

代求，所以我們也應該彼此代求。

基督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

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十三

34）要人彼此相愛確實不是新命令；因為它在摩西的律

法中已有了清楚的教導。它之所以新是限於一個新的榜

樣──我們要彼此相愛像基督愛我們一樣。

在我們裏面沒有比我們去愛人，以及為他人的快樂禱告

這些事更蒙神悅納的了。沒有什?能使我們更像神，唯一

的來源就是愛，而唯有在模仿神對他受造物之愛時，愛

才將我們與神聯合。

神願所有被造之物快樂，顯然沒有任何東西能加增他自

己無限量的快樂。因此，我們必須渴望別人快樂，雖然

它不會為我們帶來任何快樂。神喜悅他的百姓變得更為

完美，因此我們應該在其中喜樂。神樂意赦免每一個

人，因此我們同樣應該樂意赦免他人；並且神已賜給我

們所有人易得到的快樂來源（他自己），所以我們亦沒

有理由去嫉妒或輕視彼此。我們不可能在神的喜樂中彼

此為敵。至於那些世俗與物質的東西，它們與我們真正

的快樂是沒有關係的，故沒有理由去在乎它們。

至於代禱方面，因為我們愛人的外在行為受到時間、金

錢以及精力的限制，我們只可能提供幾個人肉身上的安

慰，而透過禱告我們便有無限的能力。神賜給我們愛人

的行為，因此我們應盡力實行出來。

我們無法關懷所有生病的人，救濟所有貧困者，安慰所

有在苦難中的人；然而我們卻可以為他們禱告，並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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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們作他們的施恩者。我們無法照料每位年長的基督

徒，然而我們若為那些照料年長的人感謝神，將被神悅

納為那項服事的參與者。

一個動淫念的男人是犯了姦淫，即使只是一個意念亦覆

如此。因此為一個切望去幫助卻達不到的人求祝福，這

人亦被認為是一個施恩者，雖然他僅在心中幫助過他們

而已。

正如這世上的罪使神子為所有的人類成了慈悲的祭，所

以沒有一個基督徒的靈可以不憐憫罪人；我們完美的最

大記號莫過於我們愛那些軟弱而有缺陷的人。當然，無

論在那裏，罪都是應當被恨惡的；然而我們對抗罪應如

同對抗疾病一樣：憐憫病人。所有恨惡罪的人應滿心哀

傷，憐憫不幸深陷罪中的人。

某些基督徒常認為如果他們無法忍受待在討厭之人的四

周，便是證明他們愛好美德。但是，如果基督耶穌曾以

這種方式恨惡罪人，世人便不會得到救贖。我們對美德

的感受越深，就會越想要援助那些沒有得著救贖的人。

我們為何愛人？是因為這些被愛的人有智慧、聖潔，並

有德行？不，絕不是，乃是因為他們不具有這些。我們

愛人是為了學像神並順服神。神愛我們是為了要使我們

好，那?，這一點必定是我們愛他人的典範。

也許你會問：「怎?可能同樣的愛好人又去愛壞人？」這

就和對壞人可能誠實是同樣的道理。你不可能因另一人

是否為好人來決定你要有多少誠實，不是嗎？你知道真

理是以神的本性為基礎，而非人的優點。同樣的，愛亦

是如此。

也許你會進一步追問：「我們不是應當尊重和敬重好人

嗎？」那是當然的！但尊重和敬重與愛不同。愛使你想

讓另一個人得到最大的快樂，尊重使你渴望像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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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不斷地思想你應如何用愛你自己的方法去愛別人。你知

道做愚蠢的事或使別人知道你的弱點是令你極不高興的

事，那?，如果你還喜歡談論他人的愚昧或是暴露他人的

弱點，甚至喜愛看到他人的弱點或愚蠢被暴露出來，你

便不是真正在愛著他們。相反的，那些是恨的行為。像

保羅所說的，一個人若沒有愛，便會使得我們最大的美

德都不算數，因此，我們必須常常研讀愛的藝術。並

且，我懇請你在禱告的時候，要常常為求得愛心而禱

告。

　

賓路易師母小傳
（本文摘自http://cclw.net/other/binluyi/szjdsz.html）

賓路易師母于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生在英國威爾斯

的奈司城。自幼就在基督教環境中長大，其父母信仰分

外虔誠，在她未出世之前，她的父母就已經將她奉獻給

神了。這正應驗神對先知耶利米所說的："我未將你造在

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

聖⋯⋯"（耶１：５）。

她自幼聰穎，但身體卻是脆弱，因此她不能進學校，象

其他孩子一樣按部就班地接受教育。她最長久的入學時

期，也不過是六個月，但這並沒有妨礙她日後成為本世

紀初威爾斯大復興中神所重用的器皿，也沒有妨礙她一

生中激揚文字，傳遞"十字架的資訊"。

一、蒙恩得救

因她父母信仰虔誠之故，她的家就成為當時教會領袖薈

集的地方。他們經常談論有關信仰上的事情，使她自小

耳濡目染，正象一般在基督教環境裏養育長大的子女所

常有的現象，她與他們一樣，只在感官上接觸了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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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概念，而無生命上的接受。

十九歲那一年，她結婚了。身體還是那樣的軟弱。婚後

隨同丈夫在不列頓居住。她一直發現，這信仰並未使她

的內心真正的改變，但她不知道如何面對這事實，解決

這事實。在婚後十八個月之際，她開始對於主耶穌的再

來感到十分不安，因她深知自己沒有準備迎見他。自幼

所接觸的信仰使她知曉：主耶穌的再來不會以人的意志

而轉移，他乃是按著神的時候再來。她怕他的再來使她

受損失，於是在內心開始尋求主，並且不斷地自省："我

是否是神的孩子？"

因為內心的渴望，她就拿出以前很少閱讀的《聖經》，

順手一翻，目光就落在這節經文上："耶和華使我們?人的

罪孽都歸在他身上"（賽５３：６）。再一次翻開聖經，

立即看見："信子的人有永生"（約３：３６）。於是，她

對準自己的心問自己："我是否已經相信神將我的罪孽都

歸在十字架上神的羔羊身上？"沈思片刻，她驚喜地醒悟

過來：因為經上實在說，我若相信神的話語，就已經獲

得永生。她馬上向神發出呼聲，說："主啊，我實在相

信！"

一八八二年元旦，神的恩典和代死者之愛，又贏得了一

個靈魂出死入生。神的靈立刻和她的靈同作見證：她是

神的孩子！隨後有極大的平安充滿了她的心。

新生命開始萌芽，她急切想要戰勝那些容易纏累她的罪

惡。這些罪惡都是她從前所不能約束、反而常受壓制

的。可是令她痛心的，就是她努力的結果，還是不能勝

過罪惡。於是，在她生命的日曆裏記載著一連串痛徹肺

腑的悔改和眼淚。

一年之後，他們遷居利趣門。她第一次聆聽霍浦金的屬

靈教訓，深深明白，藉著基督的血可以勝過容易纏累的

罪惡。"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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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

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來９：１４）？難怪她從來就

沒有勝過罪惡的經歷。從此以後，她仗賴基督的寶血，

經歷勝過罪惡的喜樂。

二、奉獻自己

在她二十三歲生辰之日，即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這位年輕人將她自己的一生獻在祭壇上。她莊嚴地寫

下：

"主耶穌，在我二十三歲生辰之日，我願意再一次把我整

個的人獻上，魂和靈、生命、時間、雙手、雙腳、眼

睛、嘴唇、聲音、金錢、智慧、意志、心和愛、健康、

思想和意念。凡我所有、凡我所是、凡我所成，全歸於

你。完全、絕對、毫無保留。我確信你已收納了我，你

要在我裏面運行，立志行事，成就你的美意。主啊，隨

你所認為美好的方式使用我，保守我注目仰望你，準備

隨你目光的示意而行動。你是我的君王，我的救主，並

我的導師。請勿掩蔽你的同在，反能吸引我日日與你更

親，直到那榮耀的日期降臨，我能與你面對面，信心消

失于眼見，阿們。"

神為著自己的榮耀，就這樣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器皿，叫

那強壯的羞愧⋯⋯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

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參林前１：

２７-２９）。

在這個時期，使她屬靈生命轉機的是她閱讀慕安得烈所

著的《基督的靈》。此書引導她的屬靈生命進深，認

識"天然之人"的絕對無能，應該從神那裏得力。在一個二

月雪花紛飛的主日，她整天閱讀《基督的靈》。過了十

日，心靈的竅被神開通。"對於其他的人，這個經歷臨到

之時，帶來一種深刻、寂靜、而更加清晰的眼光，看透

基督之靈的豐滿是屬於他們的，於是?生一種信心，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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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的感覺，他的豐滿足夠應付任何急需。"書中這些話

向她發出亮光，使她深沈地覺悟神的大能，這個實實在

在的認識，是她首次所經歷的。同時，《基督的靈》讓

她認識聖靈是有位元格的。於是，她就接受他，當作基

督賜給她的禮物，正象她當初簡單地接受主耶穌作她的

救主一樣，內心隨之而有的是深切平安、與神的交通、

和聖靈的交往，以及聖靈所結的仁愛、喜樂、和平的果

子。

在長期的身體軟弱中，她仍竭力為主作工。某次，醫生

告訴她，她只能再活幾個月，希望她安靜休息，珍惜自

己。但她卻不顧醫生的勸阻，懇求醫生准她利用這短暫

的日子事奉神。哦！她甘願為事奉神而死，她整個的心

都傾向於神，她清楚自己是屬於神的，神是她的一

切。"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

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１：３０）。

三、遵行神旨意

耶穌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看哪！我

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

弟兄姐妹和母親了"（太１２：４８-５０）。

當她奉獻自己，在事奉的道路上有兩件事她認為是特殊

的，也是必須的，如此方能使人認識神的引導。第一件

事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在她後來得力的事奉中，她看見有"敞開的門"擺在她面

前，沒有一件事，也從沒有一次是她預先計劃或自己尋

找的。因此，她領悟出，在聖靈的水流裏，聖靈必要引

導她進入神為她而安排的一切計劃，而非她自己所安排

所計劃的道路。她唯一的本份就是省察自己是否行在神

的旨意裏，而且謹慎保守自己，使自己可以自由地遵行

神的旨意，即不顧一切、不受任何攔阻地遵行神的旨

意。這樣的生命就給她帶來內心的安息和意志的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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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未來的和明日的挂慮都一筆勾銷。她將所有的問題

只集中在："我現在是否行在神的旨意裏？如果是，他明

日必定會?示他所要導向的路。"

一生的恩典和經歷，使她懂得：一個信徒要明白神的旨

意，是有條件的。這條件乃是：對於任何道路，不管如

何美好（看起來似乎有利於神的國），都不存偏見；心

志專一，無論動機如何良好，也不懷二意；不管目的如

何正當，也不懷私意，決不在揀選事奉主的時候兼顧自

己的好處；所走的路，可能對工作、對自己都有益處，

但是在尋求神的旨意上，不可任其偏斜心靈的指南針。

所以，她揀選道路和事物的準則乃是，只要明白是神的

旨意，她就前往；只要明白是神的旨意，她就揀選；只

要明白是神的旨意，她的心靈就"阿們"！在今生，她所要

的是神和神的旨意，而無他求。

她謙卑在神的旨意裏，她順服在神的旨意裏，她不容許

自己肉體的眼光來判斷神的旨意。因為聖靈和她順服的

生命一起印證：凡是神的旨意，總是盡佳盡美盡善的。

為此，她的一生是那樣地愛慕神的旨意，竭力遵行神的

旨意。她在神旨意上的竭力遠超過她對工作的竭力，因

她深知自己的有限，更深知神的大能。她認定："若不是

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

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１２７：１）。

在事奉的道路上，第二件特殊的事，也是必須的事，就

是：當神開傳道之門的時候，即叫人進入他計劃中的時

候，他同時也供應經濟和其他一切的需要。她認為，神

是供給的源頭，當傳道的門次第開?的時候，供應從無不

濟。她特別強調：使者只負一個責任，必須保守自己，

自由地遵行神的旨意，也只遵行神的旨意。

她從不企求神給她工作的自由或是行事的自由，也不求

神給她定意的自由或是理想的自由，她只求神給她一個

自由--能自由地遵行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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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著能力

在她前段時期的事奉中，她認為她和她的同工們缺乏聖

靈的能力。因此，她渴慕聖靈的充滿。凡是她所發現被

聖靈充滿的人，她都請到她的教會來講道；凡是她所聽

聞懂得一些聖靈之事的人，她也請來聽他們講說。她是

何等盼望自己和全教會都能得著這個祝福。

從這些人身上得不到聖靈充滿的祝福，她就把目光集中

到書籍上，查考神是否應許他的兒女，可以得到聖靈的

內住和能力，如同五旬節的日子一般。結果是越讀越糊

塗，各派的說法使她再度陷入迷惘。最後，她?棄所有書

籍，放下各種理論，在窮途末路之時，她定意直接到神

面前，請神向她證明，這種事奉的能力是否她也有份，

她要親自試驗一下。當她這樣仰望神的時候，逐漸在她

裏面起了一個深切的願望：她願出任何代價來得著這個

事奉的能力。她在神面前呼籲：只要他垂聽這個禱告，

任何東西都可以從她身上拿去。

從那時開始，她的意志已經絕對降服神，無須再打這"意

志降服"之仗了，神有絕對的權柄按自己的意思待她。

她在神面前呼求著："我要得著彼得在五旬節所得到的拯

救。不管別人如何稱呼它，假若'聖靈的浸'這個名稱不恰

當，求你給我正當的字眼。問題不在字句，我要那個東

西。"就這樣，她迫切地抓住神。人和人的說法全部從她

的思念裏退出。有一個極大的平安臨到她的心，使她知

道神必定成就她所求的，她也能安靜地等候他的方法和

日期。

如此她學習了"等候父所應許的"真實意義。她頂安靜地等

候，照常作事，但也經受考驗，一切似乎在每況愈下的

感覺，失敗也是連續的，但內在的信心卻是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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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靈開始在她的深處察問她，把她心中的意念和隱情

全部顯露出來。首先的問題是："我若答應你的呼求，你

願否作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不受歡迎"意味著被人厭棄，縱然她從未面臨這種問題，

但她表示願意，她對主說："好吧！"

第二個問題是："為何你要渴慕聖靈的充滿？是否為著工

作的成功？還是被眾人認為是神大用的工人？假若聖靈

充滿使你在別人眼中成為萬物的渣滓，工作又似失敗，

你還渴慕聖靈充滿否？"

這也是她從未想到的，然而她立刻同意了："憑主喜悅，

安排一切。"

第三個問題乃是："你願否沒有任何偉大的經歷，單憑信

心，完全依靠主的話而活而行？"

她心裏作難了："凡得著聖靈充滿的人都有一種經歷！斐

尼和馬漢（神曾重用的器皿）豈不是都有特別的經歷

嗎？如果沒有一個經歷，我怎曉得呢？"但聖靈繼續問

她："你願否單信我的話而行，永遠沒有什麼奇妙的經

歷？"

某晨，當她睡醒之時，有一個微小的聲音對她說："釘

死！"她不明白這是什?意思。心想自己並未求釘死，乃是

尋求充滿。可是羅馬書六章六至十一節在她身上成了一

種能力，她開始明白"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的意義，她就

安息在神所賜的話語上面。

"各各他先於五旬節，與基督同死先於聖靈的充滿。神的

兒女需要能力，但是神不能把能力賜給舊造，也不能將

能力加給未經釘死的人。或者有人會得到一些能力，然

而距離神所要給的何等遙遠。撒但會把能力交給'老亞

當'，可是神不會這樣作。"這是她從神那裏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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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充滿"，這個讓她渴慕已久的祝福終於從神那裏臨到

她。並非是她在"等候"神的時候，也不是在與人一同尋求

這個祝福的時候，卻是在三月間的一個早晨，當她在吃

早飯之時，主的大榮耀顯示在她的靈裏，猶如當日向走

在大馬色路上的保羅顯現一般。這個榮光能力浩大，使

她急忙逃進內室，雙膝跪下，默然敬拜。

五、唯有十架

"十字架引進聖靈，聖靈領回十字架。"先有己生命的揭

穿，然後樂意接受神的判決，甚至連隱藏在事奉後面

的"己"也必須"釘死"，不然，耶穌的靈無法從人的器皿裏

彰顯出來。當她接受這一"釘死"之後，主自己的靈進來，

充滿了這個虛空的器皿，結果使她立刻得到能力的澆

灌。神的靈將她浸入基督的死（參羅６：３），使她的

靈脫離了"肉體"和"魂生命"的轄制，得以藉著聖靈成為神

的居所，並成為一支暢流的水管，輸送神的生命給乾旱

的人們。

為此，她定意終身傳揚十字架的資訊，正如當年的使徒

保羅所說："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高

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秘。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

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

前２：１-２）。她甘願作十字架的使者，把自己軟弱的

身體和一切的重擔都?棄在十字架上。當神賜給她十字架

的資訊後，從此陰府似乎全部騷動起來，因她心靈的眼

睛看出屬靈生命的根基乃是各各他，所有屬靈的真理都

由十字架放射出來。

受難日是一個祝福的日子，神讓她的生命整天都在各各

他山上，深深地經歷各各他。甚至整個冬天，她是一

再"為耶穌被交於死地"。這既是神的道路，她的心就安

息。於是神給她一個確實的應許：這個從深深經歷十字

架而釋放出來的各各他資訊，必傳至地極，在十字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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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能裏，將"由死而生的生命"帶給一切尋求的人。

在聖靈的帶領下，她寫了一本書：《各各他的十字

架》。她寫道："假若十字架的實在異象會臨到別人，象

臨到我一樣，這本書就能使人得益。對我這是十分神聖

的。我的生命似乎都在裏面，浸透在流淚穀中。⋯⋯好

象這是他在我裏面六年深刻工作的結局。一切似乎都薈

集在這裏面。永遠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這本書印上

了各各他的印記。"

她既如此深沈地經歷十字架的奧秘，就樂意讓這屬天的

生命，告別萬有，進入十字架的中心。每當她舉目十字

架的時候，她明瞭萬有必須聯結十字架，才能發生其功

效，所有的工作、能力、財物都不及與十字架比較。她

常常發出讚歎：惟有基督的十字架，才是萬有所向！

在她的生命中，她別無所誇，只誇基督的十字架。在聖

靈裏，她與使徒保羅的生命之弦共鳴："但我斷不以別的

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

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

釘在十字架上"（加６：１４）。

她在神的面前，不斷地享受安息的甘甜，因為她身上帶

著耶穌的印記（參加６：１７）。

六、結出子粒

在將近四十年事奉主的過程中，她按著山上的樣式呼吸

運轉。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

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

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

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約１２：２４-２５）。

往後的年日，主親自帶領她經過一層又一層更深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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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基督的死，直到她的異象愈過愈明，使她看出各各他

的十字架是萬物的中心，是神的兒女各方面屬靈需要的

偉大供應。她也看出聖靈的浸，並非象她往年所想是基

督徒生命的目標，卻是主所定規的路程起點--引領信徒

進入十字架的交通裏，經過十字架的死與升天的主聯合

在父的懷抱中。於是，她毅然決定：失去她一切的榮耀

經歷，走十字架的路，以致多多結果。就這樣，一切感

覺上的經歷立刻停止，她完全行在黑暗中，就是蓋恩夫

人所描寫的"信心的黑暗"裏，她就單信神的話續繼前進。

她不去回顧以往，也不展望未來。就在這種情形裏，她

前去領會、傳講十字架的資訊時，她看見了果子：聽?好

象浸透在天上的生命潮流裏！這不是一兩個人蒙恩的問

題，乃是全體都沈浸在神的生命潮水裏。會?得著蘇醒，

得著釋放，而且進入新生命裏面，無須她一一與他們談

話，只須傳達神所賜給她的資訊，其餘的事都由聖靈來

負責。從那時起，她明白而且領悟：所有能?生屬靈果子

的，不是"作"，而是"死"。

因此在她的資訊裏，聖靈和她一起講說基督的寶血和基

督的十字架之功用。她說："在新約裏面，基督的血常有

向著神的那方面。我們因著血得以親近神，我們是蒙寶

血所救贖的，我們也是靠著血得進至聖所。基督的血縱

有潔淨的功效，但基督的血從來不是向著地，向著人

的，都是向著天，向著神的。血潔淨人的罪，十字架拯

救人脫離罪的權勢。"

"基督的十字架乃是神的工具，用來對付肉體，舊的天

然，亞當的生命。神並不潔淨肉體，他乃是定之死罪。"

"......"

"今天神的僕人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我們確實相信神的能

力豐豐富富地藏在十字架資訊裏面嗎？還是低估了神，

以為十字架的道需要其他許多話來解釋？這豈不是全智

的創造者用以開?人心的鑰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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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神親自作了十字架的資訊的後盾，也住在十字架

資訊裏面。這能力不只對罪人是如此，對我們這些相信

得救的人尤然。十字架的資訊能供應人生活中各方面的

需要--在每一屬靈長進的過程中，在每一迫近的需求

上，永遠給予適切的幫助，永遠不會枯竭。十字架是神

的能力。"

就是這些"十字架的資訊"，帶出極深且廣的聖靈工作。美

國以及印度等地的屬靈大復興都是深受此資訊的影響。

在神順命的兒女當中，這古舊十架仍要彰顯出他的權能

與榮華！

她的生命揀選了十字架，並因此結果累累！

　

賓路易師母《禱告蒙應允的條件》
（本文摘自http://www.safm.org/books/Epm/ch3-1.htm）

「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詩六十六18）

義的生活

以賽亞先知曾對以色列人說：「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

隔絕，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賽五十九

2），所以當禱告未得應允時，你必須如此求問：「我的

生活中是否有那些事攔阻了神的應允呢？我有否心裡注

重罪孽呢？」因為，假若在你的生活中有一件事明知是

違反神的旨意，或是你依戀一件使你信心疑惑的事，那

件事必定成為禱告蒙應允的攔阻。你願意凡事只求神的

旨意麼？你所盼望的事將影響你的生活--你是盼望生活

更為舒適呢？或是凡事求神的榮耀。假若你知道一些事

不是神旨意所要你參與的，你是否仍然介入麼？你的願

望是否清潔，以致不在神旨意以外有任何的貪求呢？絕

不要因自己的喜好在神旨意以外有所尋求，受了苦難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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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歸咎於神。

「義人（熱切的）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

們必須有生活上的義行，如同我們在基督裡稱義一樣。

你生活的每一部份，必須照你所知道的合乎神的旨意和

神的律法。

每日勝過罪

當然也得每日勝過罪。沒有一件事比失敗的生活更快地

攔阻我們向神「祈求」，並使我們失去祈求的力量。個

人得勝的生活是禱告得答應的條件，是再沒有比這個更

重要及清楚的。當你的裡面受到某些事物的轄制，而這

轄制幾乎使你犯罪時，這時你要立刻來到救主面前，讓

祂運用寶血潔淨你犯罪的「傾向」。祂是救主，「他要

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與基督沒有間隔的個

人關係，是禱告得答應的主要根基。

持守得勝的靈

再者，若要在「困擾」你的特殊事情上，有個人的得

勝，那麼你就必須持守一個得勝的靈--意思是說你必須

勝過你的環境及遭遇。個人在生活中每個細節的得勝，

是禱告繼續得應允的主要條件。

為這緣故，仇敵主要的攻擊目標，就是使一個人失去祈

禱的能力。撒但對信徒失敗所產生的結果，遠比信徒的

失敗較為看重。因為，假若牠能夠使一個信徒落在捆

綁、受壓、重擔或烏雲的情況下，那麼牠最大的收穫就

是阻止了信徒的禱告。所以得勝是必要的，不僅是為了

得勝，而且是為了保有禱告的能力。仇敵就是利用一些

看起來不顯眼的瑣碎事，來阻止祈禱的水流。假定，你

因受逼而說了一些你不該說的話，後來你到主面前求赦

免，並且祂也赦免了你的過失，但是這件事已經使你的

靈遲鈍了。這時你就無法立即運用禱告的能力為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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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拯救代求，因為在你的靈裡已有了陰影，這陰影掐住

了移山和趕逐仇敵得勝的信心。

為了持守這種個人的得勝，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在仇敵攻

擊的那一時刻，立即取用你禱告的特權，且不容許有任

何陰影遮蔽你的靈。要在陰影留下前立刻禱告，否則在

幾個小時內你必定一點不能祈禱。「與神算臨時帳」是

個人得勝生活的一大秘訣，要迅速地抓住祈禱的兵器且

要禱告，不管你的感覺如何。不論你的環境將會如何，

可能你自己斷定是註定「失敗」的，就是這樣，仍要禱

告！

栽植於祂的死聯於永活的基督

信徒禱告的主要地位，是記載在約翰福音第十五章七節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這個地位把我們帶到十字架

前，你必須站在這地位上，才能得到有功效禱告的生

命。「你們若常在我裡面」--從此地位，你們能在基督

裡「祈求」，要達到這個地步只有「聯（栽）於祂的

死」（羅六5）「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

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如此才能在祂復活的

生命上與他聯合。

基督在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至廿即所描述的祈禱生

命，是信徒升到「天上」與永活的基督聯合而有的生

命，「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

上。」（弗二6）但是，實際說來，與永活的基督實際的

聯合，是基於每時每刻紮根在祂的死中。根據神話語各

方面的指示，我們知道屬靈生命的一切能力是在於與基

督的聯合--即「在我裡面」。「你們若常在我裡面」--假

若你們停留在我裡面！「信（入）我的人，從他腹中要

流出活水的江河！」（約七38）「信（入）我的人也要

作你們奉（在）我的名（裡）無論求甚麼，我必成

就。」（約十四12、13）我們很容易談論到禱告得答應

的道理，卻不明白此種每時每刻不斷深深聯於永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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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是得神應允我們禱告「工作」的緣由。

這不是那「隨從肉體」，或生活在肉體情慾生活水準下

的人所能活出的。這是一種基督與你聯合的生命--即

「與主成為一靈」的生活（林前六17）。這也是一種與

主相交的生命，即經過十字架向天而往「藏在幔內」的

生命。並且，此種聯合是基於對基督的十字架繼續不斷

的認識，以致我們能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羅

八13），治死肉體的生命。與基督的死的聯合，是得應

允禱告生命的根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

因為我往父那裡到那日你們就知道你們在我裡面，我也

在你們裡面。」（約十四12－20）為此，羅馬書第六章

提供了鑰匙。門徒必須「在我裡面」藉祂的死住在基督

裡，以後他們才能住「在我裡面」，即在神的生命中。

死的基礎是建立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這是不能越過的。

「凡屬基督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釘在十字架上了」，否則

那屬魂、屬肉體「老亞當」的生命必很快地顯出來，遮

住了靈，掐住了禱告的能力。所以，為了有功效的禱

告，你必須領會你在基督裡同釘的地位，如此你才能向

主說：「主啊，讓你的死的能力運行在這老舊的生命

上，使它不再起來愚鈍我的心思和靈，造成熱症般魂

（肉體）生命的活動，給與仇敵做工的憑藉。」

我們需要明白不斷的在經歷上持守十字架地位的重要，

否則你就會顯出許多「肉體」的果子，並引起「撒但的

攻擊」。除非你把基督的死算為你的死而勝過罪，就沒

有真正勝過撒但的根基。「那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

在罪中活著呢？」要對黑暗的權勢從事攻勢性的戰爭，

最重要的是明白這件事只有「在靈裡」才能進行，並以

每時每刻算自己聯於基督的死為根基，因為聖靈要運用

死的能力來對付一切舊生命的工作。在這死的根基上，

你可以信靠主，使你脫離「身體的死行」、「老亞當」

的生命，並把它「治死」（羅八13）。那住在你靈裡的

聖靈，會--如此就沒有肉體衝突的攙雜，因聖靈會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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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死運行在天然的生命上。假若，你在生活中感到一

種「熱症」般起伏的不安，你可能以為它是空中「仇

敵」環繞你的緣故，但這可能是你裡面「老亞當生命」

的熱病，這必須運用基督的死，把它「治死」，並使它

保持在「死」的狀況中。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你們的屬靈智慧必定告訢你，

除非你常在祂的死中，你是無法「常在」復活的基督裡

面。「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

的形狀上與他聯合。」（羅六5）這就是說「如果我們與

他有緊密的聯合，如同枝子接在樹上一樣。」（康比耳

Cony beare）插枝放入樹幹的樹枝就不再離開接口，它就

「常在」那兒，新生命就藉此得了能力。禱告中無與倫

比的能力是基於在祂的死裡，常植於基督並在祂的生命

裡聯於祂。枝子如何被固定在樹上與樹緊緊連接，為要

從根支取生命；照樣，你們已被聖靈「接入」基督的樹

幹上，除非你們常在樹上，否則無法湧出基督的生命而

有得勝的能力，保羅寫道，我們全人是「紮根在基督

裡」--你是否常在樹上，植於加略基督之死中，讓基督

耶穌復活的生命也在你的裡面升起，因而使你進入「新

生的樣式」呢？「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意思是假如你

們常在我的死裡，如是在你們裡面老亞當的生命便每時

刻被那死所治服--如此「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

們成就。」（約十五7）

基督的話常存心裡

「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除非基督的話做工在裡面

的生命中，否則就得不著禱告的能力。信徒必須

「喫」、「喝」祂的話，使他在禱告中有能力。假若，

你無法禱告，要先去讀神的話，直到你的心被它燃起--

然後你再去禱告。你需要禱告的燃料，「我的話」常在

你們裡面，它就是燃料。「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這

句話是單單指著那些從聖經神的話上明白神旨意的人，

並且這旨意已進入他們心中的最深處時而有的經歷。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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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絕不求違背祂旨意的事，因為祂的話中的意願已經

調合在他們的心裡，所以他們靈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話

上。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假若你們願意站在我所安置的

地位上（在我的死中）；假若你們願意常在我的裡面如

同枝子常在樹上--「我的話也要常在你們裡面」。

如果神的話作工在你們裡面，那就不僅僅是寄放在心思

和記憶中，如同「檔案」一般。若神的話組成了你們的

生命，你們藉它們得了屬靈的餵養，然後它們的意願必

在你們裡面形成一種「意願（Will）」，這是完全與我的

旨意和諧的。神的話必堅固，指引你們的意願，並使你

們知道神的旨意（意願）。然後！啊！你們可以照你們

所願意的祈求。它就必成就。

藉意志求而不靠感覺

「凡你們所願意的」--不是你們所感覺的！在此我們清

楚地看見意志在禱告中的地位。你的意願是否站在神這

一邊呢？你曾否經歷過裡面的掙扎，明知不該如此，你

還是如此反覆禱告，環境卻變得幾乎令人灰心。最終，

因著聖靈的工作，你終於宣告說：「有一件事我是確實

知道，就是我定意站在神的旨意這邊。」如此便立刻停

止了裡面的掙扎，這僅僅是由於堅定的意志所有的結

果，可能有多次你受到黑暗權勢所帶來陰影的攪擾，使

你無法分辨對和錯，直到你從外面的掙扎退隱下來回到

中心，運用你全人的意志，就是船的舵，並沈靜地把你

的意志置於神這邊，來反對罪和撒但。這就是意志在每

種疑惑爭戰的時刻的「決心」，而從口中把它說出來。

是的，你能夠「選擇神的一邊」，甚至這抉擇是違背你

自己的。

單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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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

這邊挪到那邊！它也必挪去。」（太十七20）如果你們

有信心，他也必挪去！一粒種子如何能移「山」--一個

阻礙呢？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落在地裡死了。假若，你有

信心--單純的信心--只有像芥菜種那麼大，那就足夠向山

說「挪開吧！」簡單地說，運用你已有的信心，它就必

增長。

離棄私意

另一個禱告得答應的條件是離棄「以自己為中心」的光

景。「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轉

回」，就是當他不再為自己的困境尋求出路，開始為別

人禱告時。當你為別人的需要禱告，而把自己的需要交

托神時，往往是自己意願得應允的時候。

這就是所謂「轉化」的禱告。可能你為一件事一再的禱

告，直到你想不出別的禱告了，而陷入了自利及自我的

泥沼中，而得不到所有為此禱告的應允。從自己出來，

停止以自己為中心的禱告，專心的為別人禱告，那麼應

允可能就在那時臨到，因為「在自我之外」禱告，就是

把你的靈提昇到神面前。

禱告中的私意是必須對付的。一個信徒只是不斷地為自

己或自己的圈子禱告，他需要自問：「我是否只是為這

些迫切的禱告，或者我該為別人的需要禱告呢？」一位

母親為她的兒子禱告，因為他是她的兒子，並且如果他

悔改或是她的其他兒女悔改了，這對她將是一個大的釋

放。或者可能這個兒子與家人不和睦，她只想脫去這個

「不和」。有些母親為兒子的悔改特別焦急，以致他們

早晨、中午及晚上都催逼兒子信主，直到兒子不肯聽福

音。這樣的母親是不自覺地拆毀她所正在做的禱告。

我們的私意是非常強的。不要自以為，你在禱告或是其

他事上的每個意念或動機都是單純的。要為此求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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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要以祂清潔的眼睛揭開你禱告中的動機、期望及理

由，這些是你原來所不知道的。一個人要在祈禱中被神

帶到只為神的旨意和神的榮耀，沒有自己的企圖或其他

事在其背後，這真是需要神深的工作。一個人只要有這

樣單純的期望，神一切的力量必做他的後盾。要成為一

個有更深純潔禱告的人，不但要藉加略的寶血來潔淨我

們，也要靠神的聖靈如同火一般顯明那些渣滓，甚至對

那些看起來是最高尚和最純潔的事情上也需要。己的樹

會生出毒汁，它可能滲進那些表面看起來很單純的事

中，一點毒汁會給仇敵有了地位，傷害我們的禱告生

命。

靠聖靈能力在靈裡禱告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

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

祈求。」（羅八26、27）所有真正的禱告，都是從住在

信徒裡面的聖靈所發出來的。在我們靈裡的聖靈知道神

的旨意，並且祂的工作就是在我們的靈裡產生一種地上

的呼籲，這呼籲表明了我們天父的心意。任何在你靈裡

昇起的意念，就是從聖靈而來的，這就是按神旨意的禱

告，並且與在天上的代禱者（主耶穌）的禱告是調合

的。那麼，你要認識聖靈，求祂教導你，並在你的裡面

創造真正的禱告，聖靈是聖徒地上的幫助者。（約十四

16、26）

總結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約壹二

1）基督是在榮耀裡的中保--「祂是永遠活著為我們代

求」。當信徒在地上靠聖靈禱告，天上的代禱者在祂自

己的名裡把這些禱告呈獻在父面前。這就是禱告的循

環。因此個人禱告蒙應允的條件有下列幾點：

1.一顆清潔的心--不愛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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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栽植於祂的死」--成為你永遠的地位。

3.聯於永活的基督。

4.祂的話常在你裡面，成為你內心的食物與生命。

5.藉著意志祈求，而不靠感覺。

6.信心。

7.沒有私意。

8.靠聖靈的能力在靈裡禱告。

神需要代禱者。神今天能給祂的教會最大的祝福，就是

那些能像以利亞那樣禱告的少數代禱者。這些少數的代

禱者，知道祂的旨意並不尋求和祈求別的事物。願神興

起他們。

　

慕安德烈《交通的秘訣》摘錄
（本文摘自http://www.safm.org/books/Secrets/sof14.htm）

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1828~1917），生長於南非好

望角一個殖民地小鎮，父親是一位虔誠愛主的傳道人。

慕安得烈十歲時便和哥哥到蘇格蘭伯父家，在那裏接受

宗教要育，八年後，弟兄二人轉往荷蘭烏屈契

（Utrecht）深造，學成返回南非服事神。慕安得烈熱愛

靈魂，盡力工作，甚至身體因過勞而染恙時，仍不肯稍

事休息。他的身軀虛弱瘦小，體重約在一百磅左右，但

講起道來，聲音卻宏亮無比。他非常注重禱告，凡與他

有過接觸的人，莫不被他與神靈交的深度所摸著。他遺

留給後世最主要的，乃是一些出名的屬靈書籍。他一生

著作等身，共有二百五十多種書，有的是用荷文，有的

是用英文；有些是巨著，有些是小冊。綜合他的信息，

可分為三大類：（一）禱告，和神交通；（二）聖潔的

生活；（三）聖靈的能力。

基督對我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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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

裏。」（約十五9）

所有親戚朋友之間的交往，完全是根據他們中間彼此的

愛。夫婦或父子之間，若是缺少了愛，就是富有貲財，

又有什麼價值呢？照樣在我們信主的人中，若是不認識

基督的愛，也沒有經歷過這基督的愛，就是一切的知識

都全備，並且熱心於神的工作，又有什麼價值呢？（參

看林前八1-3）哦基督徒阿！在內室中有一件事是最需要

的，就是藉著經歷來認識基督是何等的愛你，並且也學

習如何能繼續住在這一個愛裏。

請想一想基督所說的話：「正如父愛我」，——這是一

個何等神聖而奇妙的愛！「我也照樣愛你們」。祂愛父

的那個愛，和祂心中常存如今又放在門徒心中的那個

愛，原是同一的愛。祂渴望將這永遠的愛加給我們，叫

這愛在我們裏面作工，好使我們能天天住在這個愛裏。

哦，這是何等有福的生活！基督深願祂的每一個門徒都

能活在神無私之愛的能力裏。這個愛乃是祂親身所經歷

過的。我的弟兄們，當你在公開的場合，或隱密的所

在，與基督交通的時候，你是否覺得是被這一個屬天的

愛所圍繞，並且蒙它所保守呢？但願你有一顆心渴慕接

觸這一個永遠的愛。這一位你所巴望與祂交通的基督，

是無法形容的渴望著把祂的愛充滿在你裏面。

請時常誦讀神話語中所說關於基督的愛。請默想這些

話，並讓這些話種在你的心坎裏，遲早你就能認識，在

我生命中最大的喜樂，就是我被這一位耶穌所愛。我可

以整天活在祂的交通裏。

讓你的心一直的說，祂對我的愛是無法形容的，祂要保

守我住在祂的愛裏。「恩惠和平安—一切我所要求的—

是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而來。」

花時間來默想，並且相信，盼望一切都是從坐在寶座上

的父神和在寶座之中的羔羊，主耶穌基督而來。這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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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真的學習敬拜神。常回到這聖潔的情形裏，「願榮

耀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啟五13）

我們對基督的愛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看見，

卻因信祂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彼前

一8）

對於基督徒的生活，這是一個何等奇妙的描寫！從來沒

有見過祂的人，卻是真實的愛祂，並且信靠祂，因此他

們的心就充滿了說不出來的大喜樂。這就是一個真實愛

主之基督徒的生活。

我們已經看見，父與子的主要特性，就是他們中間彼此

的愛，和對於人的愛。這一個也應當是真實基督徒的主

要特性。神和基督的愛澆灌在他心裏，並要成為一個愛

的活水的泉源，向著耶穌湧流而去。

這個愛並不僅僅是一個甜美的感覺，而是一個叫人積極

的原則。愛使我們樂於遵行這位可愛之主的旨意，也使

我們以遵守祂的命令為樂。基督對我們的愛，乃是藉著

祂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而得以顯明；為此我們的愛，也必

須表現在不自私和犧牲自己的生活中。哦，但願我們能

明白這一句話的意義：就是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對基督

的愛，乃是一切。

大的愛就產生大的信心。就是信祂向著我們的愛，信祂

要將祂的愛強有力的啟示在我們心中，信祂要藉著祂的

愛，在我們裏面作成祂一切可喜悅的旨意。

信和愛的雙翼，要把我們帶到天的境界去，因此我們就

要充滿說不出來的大喜樂。基督徒若要向這個世界，見

證基督的能力能改變人心，並且能使他們充滿屬天的愛

和喜樂，他們的喜樂，就實在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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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你這愛主的人阿！請每天花時間在內室裏與祂同

在，逐日更新的暢飲於祂屬天的愛裏。這個愛會使你的

信心剛強，也會使你的喜樂滿足。愛，喜樂和信心，這

些都要藉著主耶穌的恩，成為我們逐日的生活。

　

史百克《與基督同坐天上》摘錄
（本文摘自http://cclw.net/other/Sparks/yjdtzts/chapter4.html）

第三篇　生命顯彰屬靈優勢

讀經：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祂的聖所？（詩24?3）

你要將他們領進去，栽於你?業的山上；耶和華阿，就是

你為自己所造的住處；主阿，就是你手所建立的聖所。

（出15?17）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祂又有十四萬四千

人。（?14?1）

聖經的兩重意義

我們曾說過，歷代的偉大問題就是：誰能登耶和華的

山？誰能站在祂的聖所？其答復就是“初熟的果子歸與

神和羔羊之代表的同伴實現了。何謂耶和華的山？在解

明之前，我們需要認識聖經地理，歷史⋯⋯都有兩重意

義。一重是有形可見明顯之字面意義；一重是無形非物

質之屬靈意義。一切字面的都是解釋屬靈的！就如伯特

利，其意義即神的家；不僅是一個名稱，乃是說到神家

所隱含之一切屬靈意義。當雅各首次來到伯特利，那夜

安睡時看見天開了。在夢中看見一個梯子，天和地可有

交通，神對他說話與他立約！如果我們不在屬靈的道路

上來真實經歷神家（天開，與神交通，得神話語⋯⋯福

分）的意義，就我們還沒有看見神的家。所以聖經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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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神的思想和心意中都有神聖的原則和定律；當你面

對那些看不見之神聖思想原則定律時，你必感到某些事

是大能、驚人、永遠的！聖經的地名，山和穀，都有其

屬靈意義。

耶和華的山——基督王權之絕對優勢

誰能登？誰能站？都是現在的問題。雖然其極峰是在羔

羊道路的末了，但今日我們這些神的百姓在生活行動上

也實際顯彰基督的王權。換言之，錫安神的聖山，其豐

滿的定義：即神的子民已經照祂完全的旨意，在屬靈生

命上具體表現一切神聖的思想和心意——活出基督的豐

滿，與基督一同掌權！

屬靈優勢——神聖生命之正常表現

當我們聽見福音，揀選信從主耶穌，由聖靈而生，得著

神聖生命時，這個屬靈優勢之正常表現就開始了。這是

每一個信徒生來的特權！詩篇八十七篇說到錫安之民的

福源，有這樣的對比：生在世界偉大名城之人驕傲的

說，我要題起（或記念）拉哈伯（即埃及）、巴比倫、

非利士、推羅和古實！但論到出自錫安的說，這一個那

一個都生在她裏面！主愛錫安的門，勝於愛雅各一切的

住處。意即神的思想和心意有關錫安子民乃是由神聖生

命之降生（或出生）開始的。今日我們由聖靈重生，接

受了神聖生命，也就承繼了一切偉大屬靈優勝之能力。

只要我們在時間中不阻礙，不反對祂（聖靈或神聖生

命），讓祂處處表現出偉大屬靈優越能力。到末了，我

們就都要與主同坐寶座！

在此我們要確定看見：羔羊同登錫安山並與祂同坐寶

座，乃是基督徒生命生活之正常旅程。有人說，成為一

個基督徒，做一個愛基督的簡單門徒是一件事；但做得

勝者，與主同登寶座，是額外特別的事！這種論調完全

是錯誤的，不合神的思想！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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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造（林後5?17）。在基督裏乃是信徒一生（揀選與基

督同行）的旅程。如果你我與主同行不久就停止，或者

到達某個地步就不再向前（猶如馬可事奉主前十年的失

敗），或者在很短時間內就滿足了（猶如巴拿巴隨夥裝

假，仍持律法主義），或者轉了方向，離了正軌（猶如

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或者允許自己因某些事之影響

而持偏見，離心，不平⋯⋯，就你我裏面神聖生命之正

常旅程必然受到妨害或中途截斷！如果你我自願甘心接

受神所許可的一切環境（即羔羊——受苦犧牲——無論

往哪里去，都跟隨祂），或者向著主全然絕對的順服，

或者雖然不明白主，卻完全的信託祂，或者讓主在自己

身上自由的做祂一切的工，就你我必定順利的走完正常

的旅程，最終達到寶座——意即達到絕對的屬靈升高之

優勢！這是每一個基督徒與生俱來的特權！

我們再來看雅各。他出生雖然不是長子（即雙倍福份，

意即寶座或屬靈升高之優勢），但他重視長子之名分，

最終得著了（參創25?23-34）。他成為神的王子——以色

列，生十二支派（預表神統治管理），預示十四萬四

千。其意義就是基督徒（不分男女）都是得著基督長子

的生命，故稱為長子的教會（來12?23）。因此登上錫安

山，與主同坐寶座，乃是基督徒生來的特權！我們必須

記得，神聖生命不是虛無飄渺的，乃是個人實際經歷基

督自己生命之靈！聖靈就是基督自己生命之靈。當祂在

我們裏面得著自由完全的道路時，祂絕不會讓我們墮落

進所知道之低級下流光景中。你我相當清楚，在我們開

頭信從主耶穌時，都是很單純的，若我們說低級的話，

行下流之事，我們就立刻有感覺——不快樂，除非悔改

認罪，受改正。當我們繼續向前與主同行，這種感覺不

僅不會減少，反而會無限的增多，並且其感覺更敏銳！

我們將有很大的痛苦，若我們落在錯誤過失中。這種經

歷就是所謂叫聖靈擔憂！因為聖靈總是帶領信徒屬靈生

命一直向上高升的。這種聖靈統管的生命不僅是事實的

說明，並且是可試驗的。你我的屬靈生命豈不是要求向

上?？你我活在低級之基督徒生命中，豈不是無喜樂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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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果你我裏面完全不要求向上，或者活在低級生活

中也毫無感覺，就你我可能尚未重生得救！這是裏面非

常簡單的試驗！在聖靈或神聖生命的恩賜裏，你必定發

現這種開始向上高升之要素。我們一生的旅程都是這神

聖生命之增長、活出、表現、升高，最終藉神恩典達到

與羔羊同站錫安山！登上錫安山不是因我們個人有什?特

別的功勞和美德，完全是讓這神聖生命在我們裏面得

勝，成功的結果！因此我們看見，神偉大目的和心意之

頂峰就是榮耀。開頭是生命，末了是榮耀。

什?是榮耀？讓神聖生命得勝成功就是榮耀！將我們這卑

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3?

21）！如何改變，都是聖靈改變，也都是祂復活生命在

裏面做工而改變！這是基督徒正常生活。基督徒反常的

生活就是人憑自己之聰明幹才，做這個做那個，組織這

個興辦那個，結果有時成功——愉快，有時失敗——痛

苦！這是錯誤的，其根源是出於人自己做主，干犯了讓

神聖生命做主。在此應確認：錫安乃是我們重生時就已

栽種在我們裏面的！經上說，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

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詩84?5）。這裏是說到裏面

——心中，不是說到外面—-腳步！錫安是在我們裏面

的，是代表一個偉大驚人的轉變或改變。

以色列的失敗——心裏傾向埃及，不向錫安

以色列出了埃及，表明名義上是往神的聖山，但實際上

不是。他們飄流四十年沒有進步，最後倒斃在曠野；其

解釋是什?？他們由身外的埃及出去了，但他們身內的埃

及沒有出去！（埃及被稱做為奴之家——預表罪惡、情

欲、驕傲、名聲、財富、權位、學問、屬地宗教（包括

照聖經榜樣而有固定制度之基督教）、各型己生命⋯⋯

世界之捆綁——（參來11?24-27；約壹2?22；出12?12；林

前10?7；徒7?22）。意即他們由身外環境上的那世界之捆

綁出去了，但他們身內（心中傾向）的那些世界之捆綁

還沒有出去！這是他們一切的難處。今日你我可能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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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環境上的那些埃及捆綁出去了，但你我有無從身內心

中傾向那些埃及之捆綁出去呢？只有那些從心裏傾向埃

及世界出去的人，才是真正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人！一

切得著基督生命之靈而讓祂真實做主的信徒，必然經歷

這種心中想往之大能！“我要題起（記念）......錫安⋯⋯

這一個生在那裏⋯⋯我的一切泉源都在你裏面！”

這種屬靈高升的優勢乃是我們的心把一切別的都掃除，

完全讓基督和基督所含有之一切意義來取代和佔有。如

使徒保羅行在這條往錫安大道上呼喊說：我也將萬事當

做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

經丟棄萬事，看做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3?8）。至寶

之意義即經歷認識基督耶穌是我個人的主，而活出屬靈

高升之優勢！因此，他將萬事當做有損的。原則是：掃

除我們裏面萬事萬物之惟一途徑就是讓基督在我們心中

確實做主！

埃及諂媚己——錫安殺死己

保羅所說的這個有損和丟棄之萬事（特別指著照聖經榜

樣而有固定制度之基督教；因為——有固定制度就變成

律法，其結果——限制並殺害基督！）是非常狡猾的。

並且我們信徒的天然生命對這種有固定制度之基督教特

別回應喜歡。自然這是仇敵狡猾的工作，為要阻止扣押

屬靈的增長和進展。哦，這埃及之世界是何等的狡猾巧

妙！你我可能這?說：我要奉獻自己的生命給主；我已重

生，而且已撇下世界（意即不再做世界的事）。現在我

專心為著主做事；我的一切生命，服事，幹才都是為著

主。撒但就說：很好！讓我們把你的姓名和你的履歷

（學士、碩士、博士、什?專家，議員⋯⋯）招貼在每一

個路口或布告欄，再登日報和電視廣告，你是當代為著

主的偉大見證人，你現正從事全球性廣大組織之基督

教！撒但這種獻議，你一定很喜歡，而且機會太好，應

藉此幹一番！這些發生之事代表什?？埃及世界！這完全

不是羔羊的道路！什?是羔羊的道路？祂虛己（腓2?7）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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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空捨棄自己，不宣揚自己名聲！魔鬼叫你充滿自己，

高舉自己！它不能用犯罪作惡，貪財娛樂⋯⋯埃及世界

充滿你，它能教你憑天然生命事奉神，這種埃及世界來

充滿你！其結果——不需要太多年日就可顯明：軟弱失

敗，結黨分爭，屬靈幼稚！這不是羔羊的道路。

如果我們追問窮詰前述事實，我們可按真實資料來準確

證明。其實今日基督教的書報到處都可看見這種埃及的

世界。仇敵不能藉著敗壞的埃及世界得著我們，它要藉

著基督教使人可孚?望或享盛名之埃及世界得著我們，許

多青年人被這種可孚?望埃及世界諂媚籠絡了；許多神大

用之僕人被這種可享盛名之埃及世界破壞傾覆了！是

的，仇敵用可孚?望和享盛名，教你急進，惹你注意，給

你顯著地位⋯⋯這種隱藏在深處之詭詐，把你從屬靈的

卓越處推下！使你屬靈生命漸漸消退，末了落在悲慘境

地。這不是虛構，乃是事實！五十年來，就我們所見，

多處都發生過這種不幸的事！請注意，這條上錫安山、

達屬靈高升優勢、與主同坐寶座之路，就是十字架的

路。十字架的路就是一切世事，甚至在神的事上，愈過

愈進深的脫離自己的興趣，滿足和喜悅！因此，行走十

架道路的人，都是在主許可之苦難中，自願默默無聲學

習順從的人。一切為自己講理由、逃避主許可之苦難，

甚至和神爭執的人，都是拒絕十架道路的人。我們知道

十架道路的終點就是領我們到達一個地步，不是屬於主

的一切事工叫我們喜歡愉快，乃是主自己做生命（一舉

一動活出基督）才叫我們喜悅愉快！但仇敵整個計策乃

是促使許多基督徒事工，用獎勵、職位、機會⋯⋯吸引

誘惑人，因為人墮落習性就是喜歡獲得這種獎勵、職

位、機會！建立某些基督徒事工可能是合法的，其中有

某些事是神栽種的，有某些事為成全神聖之目的，但仇

敵卻把那些事工拖拉進玷污敗壞之境域。保羅說：靠聖

靈入門，卻靠肉體成全（加3?3）就是這個意思。

無己之雄心是正當合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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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雄心、大志、切望、若舍己而無自私自利，都是正

當合宜的。神確實把這個因素擺在人的結構和組成

裏。“你派他管理⋯”（詩8?6）。人裏面有雄心大志切

望來管理來掌權，以成全神的目的，這是正當合宜的。

因為撒但是第一個墮落者，自高自傲，“我要升到高雲

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賽14?14），所以它來到伊

甸園對夏娃說：神豈是真說⋯？意即你不必順服，你有

知識，你可向神獨立，自己決定！結果亞當夏娃墮落；

從那日起，人裏面那個奔往聖潔道路之雄心大志切望，

以成全神目的（活著是基督）的，就受了撒但自私自傲

之己的玷污敗壞，結果雄心等於野心，全部都是為著

己，而不正當，不合宜。（今日墮落世人實際只有野心

為自己，絕無雄心成全神目的。）當人蒙恩得救，成全

神目的之雄心就開始恢復；信徒繼續卑微與神同行，靈

命增長進深，不僅脫離遺棄外面的埃及世界——罪，並

且脫離遺棄裏面的埃及世界——己，因此，萬事（罪，

己——包括基督教之名利權位，照聖經榜樣之固定制

度⋯⋯）都看為糞土，為要得著基督（Anointed-受了聖

靈膏）為至寶（腓3?8）；結果活出基督——心裏柔和謙

卑！前述一切，仇敵藉基督教所獻議得獎賞，得職位，

得良機，可享盛名⋯⋯無價值之美物，全無吸引！我

說，這是錫安的聖山！請注意，屬靈升高之優勢乃是附

有驚人之聖別的！

一切具有個人利益或貪求動機之信徒，都要經過十字架

的煉淨和焚燒。由經歷可知，基督徒的生命似乎有矛

盾，有問題，有困難；因為一面要我們倒空，破碎，降

卑，歸於無有；另一方要我們努力，有雄心。如何解

釋？如何平衡？前者是說到我們在亞當裏的舊創造；後

者是說到我們在基督裏的新創造。十字架是分界線，其

判決：舊創造的一舉一動只配死葬，神不接納；新創造

的生活行動，與基督同復活，同升天，神接納。所謂死

葬就是倒空、破碎、降卑、歸於無有；所謂復活升天就

是活出彰顯基督。基督徒賦有自由意志，可揀選活在基

督新造裏，彰顯復活升天的基督；或者揀選活在亞當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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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裏，表現罪和己。新約聖經清楚指明，除拿撒勒人耶

穌自己之外，無人捨棄舊造而活在新造裏，能與保羅相

比。保羅為哥林多人費財費力的服事，使他們得著一切

屬靈的好處，但哥林多人譭謗他詭詐，用心計牢籠，然

而他寫信說“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自誇，不張

狂，不做不相宜的事”（林前13?4-5），這就是說明保羅

對舊造之己捨棄、倒空、死葬，活出彰顯新造之復活升

天——愛（基督）！活在新造裏就是彰顯屬靈升高之優

勢（登寶座，掌王權）！願主賜給我們這種專心尋求神

得榮耀之雄心，並保守我們一直活在十字架煉淨裏，滅

絕一切尋求個人榮耀之野心！求主施恩憐憫！

聖潔的雄心——達到錫安

與埃及世界（罪、己）有分別之聖潔雄心，就是錫安或

屬靈升高優勢之意義。這件事可應用在我們一切生活工

作和事奉上。雖然我們每天都操作服事許多事物，但我

們深處有一顆雄心，絕對與罪和己有分別，完全彰顯基

督。許多事物都要過去，惟有彰顯基督永遠常存！在教

會的事奉上我們要認識；全部聖經之道理、歷史、實

行、榜樣、原則、解釋⋯⋯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事物，

都是次要的，但其目的一—向我們?示並使我們彰顯基督

——乃是主要的！今日我們所明白之聖經事物都是不能

固定的，因一固定，立即限制阻礙聖靈更高亮光，而削

減基督更豐滿之?示和彰顯！一切注視聖經固定事物（或

強調事物）的，必帶進分裂，只有專心注視基督（即時

時順從聖靈活出基督，僅僅使用某些不固定事物）的，

才真正帶進合一。例如對?示錄的解釋：你可能是歷史

派、將來派、字面派⋯⋯，但它們無論怎樣解釋，都不

能幫助你屬靈生命長進，也不能擴充你基督的度量。我

們所需要的乃是屬靈生命增加，基督度量擴充。?示錄給

我們看見偉大的結局，一班羔羊的同伴站在錫安山。他

們實現我們蒙救贖（意即神思想之最高峰），脫離了現

今邪惡的世代，遷入了神愛子的國；當永世開始，他們

達到被神使用之最高處，即與神同掌權直到永遠。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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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同伴生活行動之原則和特點，是對我們屬靈生命有

益有價值，而且吸引促使我們向前進展的！至於蝗蟲的

解釋是不是現代的噴射機⋯⋯？猶太人是不是返回巴勒

斯坦，重建聖殿⋯⋯？巴比倫大淫婦是不是一定指為天

主教⋯⋯？這一切的是與不是，都對我們屬靈的生命毫

無助益，也都是不重要的。我們要像保羅說“我只做一

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即活著就是基

督”（腓三13-14）！求主幫助我們。

皮森浩（Peasenhall）

此處為和受恩（M. E. Barber）教士的出生地

貴橡（Honor Oak）

貴橡位於倫敦南部，是史百克（Rev. T. Austin-Sparks）職

事的中心。史百克自1921年起就在貴橡的浸信教會執

牧，並將他從各處佈道所邀的人，帶回到貴橡。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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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地理巡禮─中國

　

 中國 

二三　十九世紀以前，基督教三次企圖
　　　來華經過

二四　基督教來華開拓時期
　　　─1807年至1842年

二五　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華開展時期
　　　─1842年至1860年

二六　基督教向內地開展時期
　　　─1860年至1890年

二七　十九世紀下半葉基督教對中國社會
　　　的影響－1850年至1900年

二八　庚子拳亂至民國成立期間，基督教
　　　在中國的蓬勃發展

二九　基督教來華兩百年檢討

│義大利│法國│瑞士│捷克│德國│荷蘭│英國│

│回首頁│歷史之旅│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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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以前，基督教三次企圖來華經過

　
　 　

第二十三篇　十九世紀以前，基督教三次企圖來華經過

1.歷史概述
2.更正教入華的西方基督教與
中國之接觸（一）
3.更正教入華的西方基督教與
中國之接觸（二）

歷史概述

中國歷史簡介

歷史的定義

關於歷史的定義，腓力薛夫（Philip Shaft），在其「基
督徒召會生活的歷史」中，有這樣一段話：「歷史有兩
面，神聖的和人類的。在神聖這方面，為了祂的榮耀和
人類永遠的快樂，啟示在時間的次序上（就如祂的創造
啟示在空間的次序上）以及極大智慧的公義和憐憫上；
在人類這方面，歷史是人類的生命科學，是漸近的，包
括正常的和不正常的、身體的、智能的、道德影響力
的、以及一般的判斷給予獎賞或懲罰所作的最終結
論。」

聶安達博士（Dr. augustus Neander）在其「基督教與教會
通史」中，也說：「歷史本身是在奮鬥和變化中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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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不是在傳達消息，而是在信心裏教導神的子
民，這種教導需要根據聖經的話注意生命的原則，並且
教會有責任來重新考量基督教在成功的時代對整個人類
的影響。…在許多點上，歷史，在當時，就已決定了。
沒有一件事是可以隱藏的：根源必須揭露出來，在光下
照出他裏面的所是。當事情過了，所有的隱滿都是徒然
的，人就會尋求歷史上相反的決定，而重導舊的欺騙方
法。」

在「歷史與啟示」一書中，李常受（Witness Lee）也曾
論到我們研究教會歷史的意義，「不是為著說往事，也
不是為著說故事，乃是要說到歷史的事實。我們的負擔
是要從歷史，來看見啟示的寶貴，來認識我們的啟示；
我們也要看歷史如何一步一步用事實，來印證這個啟

示，這是極其有價值的。」

中國朝代編年

中國正式見諸文字的歷史，起始於夏朝（2070B.C.，迄
今約四千年，歷經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
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等君主時期，其簡表如
下：

夏 約 2070 B.C.－1600 B.C.

商 約 1600 B.C.－1046 B.C.

周
西周 約 1046 B.C.－771 B.C.

東
周

春 770 B.C.—476 B.C.

戰 475 B.C.—221 B.C.

秦 221 B.C.—206 B.C.

漢
西漢 206B.C.—9 A.D.

（王莽篡漢建新，9 A.D.－24 A.D.）
東漢 25 A.D.—220 A.D.

三國
魏 220 A.D.—265 A.D.

蜀 221 A.D.—263 A.D.

吳 222 A.D.—280 A.D.

西晉 265 A.D.—31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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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 東晉 317 A.D.—439 A.D.

南北
朝

南朝 420 A.D.—589 A.D.

北朝 386 A.D.—581 A.D.

隋 581 A.D.—618 A.D.

唐 618 A.D.—907 A.D.

五代十國 902A.D.—979 A.D.

宋
北宋 960 A.D.—.1127 A.D.

南宋 1127 A.D.—1279 A.D.

元 1279 A.D.—1368 A.D.

明 1368 A.D.—1644 A.D.

清 1644 A.D.—1911 A.D.

十九世紀以前，西方基督教與中國之接觸

唐朝景教（635 A.D─845 A.D.）

貞觀初年時，景教由波斯傳入中土。五世紀時，東羅馬
君士坦丁堡主教聶斯托留(Nestorius)因強調基督人性的完
整，認為基督具完全的神性與完全的人性，反對當時流
行馬利亞是「上帝之母」的說法，於以弗所大公會議上
被裁決為異端，革除教籍，流放而死。（註：他的神學
思想，今日卻是教會正統！）此後，聶斯托留的支持
者，被迫離開大公教會往東發展，在波斯（今伊朗）帝
國奠下基礎，並於唐朝時傳入中國，為當時盛極一時的
景教。

唐太宗貞觀九年（635A.D.），波斯一位傳教士阿羅本來
到長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齡到長安西郊隆重接待；後又
協助其翻譯聖經，造禮拜堂。唐高宗時，封大主教為
「鎮國大法王」當時聶斯托留教（Nestorium）被稱為
「波斯經教」，禮拜堂被稱為「波斯寺」，傳教士被稱
為「波斯僧」。但因後來波斯（今伊朗）被阿拉伯世界
征服，改信伊斯蘭教（回教）。因此在中國的傳教士於
唐玄宗天寶四年更改教名為「大秦教」、「景教」。此
階段（太宗、高宗）景教在中國傳播達，受朝廷禮遇。
德宗時，教徒們在長安召開大會，立「大秦景教流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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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碑」，上有中文及敘利亞文，記述著景教在中土流傳
的經過以及盛況。

元朝也里可溫教（1271 A.D.─1345 A.D.）

也里可溫為蒙古語，是希伯來文上帝（Erkeun or 

Arkaim）的轉音。故也里可溫就是「上帝教」或「信奉
上帝的人」。元朝也里可溫教主要有兩個宗派，是為
「景教」及「羅馬天主教」。時人皆稱用「也理可溫」
教徒稱之。

景教支派的興起如下：唐朝覆亡後，景教於中土上消
失，但邊疆少數民族仍存在，有些甚至整部族同信奉景
教。蒙古各支族於十三世紀，由成吉思汗所統一，結集
成一股強大的軍事勢力，建立了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大帝
國元朝。雖然蒙古人有其傳統宗教信仰，但由於文化不
高，宗教的排他性不強，加上帝國幅員廣大，統轄的民
族又多，必須推行宗教寛容政策。於是很多不同的宗教
都得以在帝國的範圍內傳播，景教因之而在元朝復興起
來。

天主教支派興起如下：元世祖忽必烈在西元1296年曾委
託兩位商人波羅（Polo）兄弟傳信給西方教皇。請教皇
差派一百位通曉七藝（文法、論理學、修辭學、算學、
幾何學、音樂、天文學）的傳教士來華。並且帶回耶路
撒冷耶穌墳墓上的長明燈裡一點聖油，讓元世祖可以禮
拜。教皇後來派了兩位修道士跟著波羅兄弟回中國，但
是中途不知何故便折返，只剩下波羅兄弟以及他們其中
一位的兒子馬可波羅（Macro Polo）回到中國。到了1289

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出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來中國傳教三十四年。當時天主教人數大
約有一萬人以上，多數是高加索的阿蘭人（元朝時的色
目人），他們隨蒙古人進入中國，在朝廷當官。後來當
元朝被明朝取代後，這些人就離開中國，於是天主教也
就消失。因為當時在中國，天主教信仰沒有進入漢人階
層，只停留在異族統治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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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天主教耶穌會（1542A.D.~1775A.D.）

明朝（1368A.D.－1644A.D.）中晚期
在中國重新出現了耶穌會教派
（Jesuits）的傳教士。1552年，耶穌
會派聖法蘭西司西福爾（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去中國傳教，但
到了中國邊境就過世了。1583年，耶
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來到澳門，利氏到達澳
門後，為了適應境，取名西泰，改穿華服，苦心學習中
國語文十五年，貫通中國經史，並將中國的「四書」繙
譯為拉丁文，寄回歐洲，宣揚中國文化。他利用自己的
鐘表手藝和擅長繪地圖的技術，於1600年得到北京朝廷
的許可入住北京傳教。1601年，利瑪竇蒙神宗接見，向
神宗獻「神輿萬國全圖」、自鳴鐘、天主聖像、「天主
圖」等，甚得神宗嘉許，並准許耶穌會士留居京師。
（圖為利瑪竇）

明末耶穌會士初入華宣教的效果並不顯著，後利瑪竇體
認出天算在中國政治與社會中的特殊地位，故建議教會
派遣精習天文曆算的教士為中國政府推驗天象，欲藉西
方天算之長，間接替教會宣傳。此一策略頗獲教會認
同，先後選派了熊三拔(Sebastiano de Ursis, 1575-1620)、
陽瑪諾(Manuel Diaz, 1574-1659)、鄧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

1666)、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精於天算
的會士來華。1610年，耶穌教會記錄中國有2000名基督
信徒，並有三名中國傳教士將福音傳到了上海和杭州。
1622年，湯若望（Adam Schall 1591－1666）去了北京接
替利瑪竇的工作。1624年，湯若望正確地預告了日蝕，
明朝任命他掌管年歷的製定。1644年，滿清入主北京，
湯若望臨武不懼，據守在宣武門內天主堂（俗稱南
堂）。他上書清帝懇請，仍居原寓，照舊虔修，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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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竣曆書版片、天象儀器、書籍和教堂禮器等甚夥，不
能在三日內悉數搬遷，且損壞後難於修復。開明的清攝
政王多爾袞第二天下諭：恩准西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
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許闌入滋擾。隨後，湯若望數次
奉召入宮，論說新曆之優，呈獻天文儀器、輿地屏圖等
物。多爾袞接受建議，決定于順治二年(1645)頒行新曆，
並任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五品官)。此後欽天監不僅職掌
天文、曆法，而且成為清政府同西方各國交往的重要媒
介。到了1650年，據說中國有15萬名天主教徒。1654

年，依湯若望之請，順治皇帝將緊鄰利瑪竇墓地西部的
一塊地産賜予其作墓地。

年輕的順治皇帝福臨，欽佩湯若望的學
識，曾賞給湯若望「通政大夫」、「太
常寺卿」、「通玄教師」等多種封號，
亦常賜金銀綢緞等財物，並尊稱湯若望
為「瑪法」（滿語意為「尚父」）。
1661年，順治皇帝病逝，八歲的康熙皇
帝登基，輔政大臣鼇拜等反對西洋學說，大臣楊光先告
惡狀，言湯若望等傳教士有罪三條：潛謀造反；邪說惑
衆；曆法荒謬。1664年冬季，鼇拜廢除新曆，逮捕了已
經中風癱瘓的湯若望和南懷仁等傳教士。1666年8月，湯
若望在痛苦中辭世。因所賜墓地已被沒收，教士們將其
草草葬在它處。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鼇拜，親執政
權。當年冬季，即為逝世三年多的湯若望平反昭雪，歸
還墓地，還賜銀五百多兩為湯若望舉辦了隆重的葬禮。
不久，康熙皇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攜朝中大臣，親臨墓
地，按照中國禮俗悼祭湯若望。朝中人士和傳教士都認
為，中國皇帝的這一舉動，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圖為湯若望）

事實上，康熙的生母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康熙自己
本人也是，他非常遵從湯若望學院派的教訓，和南懷仁
關係良好，令其撰修《永年曆書》三十三卷；又主持西
法鑄炮，並賞其學識，擢為工部侍郎，正二品，使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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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華傳教士中官品最高者。南懷仁逝世後，康熙皇帝
遣官加祭，並在祭文中稱：「爾南懷仁,秉心質樸，肆業
淹通。」來華「既協靈台之掌，複儲武庫之需......可謂蒞

事惟精，奉職弗懈者矣。遽聞溘逝，深切悼傷。追念成
勞，易名勤敏」。西方傳教士身後得諡號殊榮者，惟有
南懷仁。康熙此諭用滿漢兩種文字刻在南懷仁碑碑陰，
碑陽還有漢文和拉丁文的碑文。在柵欄墓地，只有湯若
望和南懷仁的墓碑用三種文字刻寫碑文。這樣的墓碑在
世界各地也不多見。關於信仰，康熙亦曾寫詩明志，其
「生命之寶」摘句如「天門久為初人閉，福路全是聖子
通；我願接受神聖子，兒子明分得永生」，後代中國基
督徒幾乎人人知曉。

早期清朝與羅馬朝廷的和諧關係，維持的時間並不長。
當時羅馬教皇認為，中國的天主教教規不嚴，禮儀不合
格，羅馬派到中國的代表，一定要將的天主教謹嚴的教
規，強行套在中國基督教社會裏，不允許其教規與中國
文化有半點混同。比如，為了要用「上帝」還是「神」
一辭，來稱呼造物主，就有許多的爭執。羅馬教廷認
為，不可用帶有濃厚中國色彩的「上帝」，來稱呼這為
創造者，而教徒的喪葬儀式，亦須純西方化，並按教規
實行，不可有中國人傳統的祭祖活動。這自然引起滿清
朝廷的不滿，以致1693年到1705年，雙方就形式問題互
不相讓，最終羅馬和北京公開宣佈決裂，這使得當時國
內反對天主教的勢力有機可乘，天主教也因此在中國落
難。自此之後，中國天主教勢力日漸削落。

歷史的意義

History has two sides, divine and human. On the part on 

God, it is his revelation in the order of time (as the creation 

is his revelation in the order of space) and the successive of 

a plan of infinite wisdom justice and mercy, looking to his 

glory and the eternal happiness of mankind. On the part of 

man, history is the biography of the human rac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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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 development, both normal and abnormal, of all its 

physical, intellectual, and moral forces to the final 

consummation at the general judgment, with it eternal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Philip Shaft　Th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A view of history, which overlooks or undervalues the 

divine factor starts from deism and consistently runs into 

atheism; while the opposite view, which overlooks the free 

agency of man and his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guilt, is 

essentially fatalistic and pantheistic.

　　-Philip Shaft　Th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History has a soul as well as a body, and the ruling ideas and 

general principles must be represented no less than the 

outward facts and dates.

　　-Philip Shaft　Th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A church history without the life of Christ glowing through 

its pages could give us at best only the picture of a temple 

stately and imposing from without, but vacant and dreary 

within, a mummy in praying posture perhaps and covered 

with trophies, but withered and unclean: such a history is not 

worth the trouble of writing or reading.

　　-Philip Shaft　Th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we prefer to live among the 

living, and to record tine immortal thought and deeds of 

Christ in and through his people, rather than dwell upon the 

outer hulls: the trilling accidents and temporary scaffolding 

of history, or give to much prominence to Satan and his 

infernal tribe, whose works Christ came to destroy.

　　-Philip Shaft　Th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history itself...as a struggling and changeful development.

　　-Philip Shaft　Th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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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not only conveying information but also, in faith, 

instructing God's people, such instruction requires both an 

atten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life set forth in scripture and a 

charitable discrimination of approximate fidelity to these 

principles in history.

　　-Jeremy C. Jackson　No Other Foundation- the church 

through twenty centuries

It is the function of church history to recount the effects 

wrought by the religion of' Christ in successive ages in the 

world of mankind.

　　-George P. Fisher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n many points, history, in the meantime, has already 

decided. Nothing will remain hidden: principles must unfold 

themselves, and bring out to the light the result that lie 

within them. When this has been done, all the shifts are in 

vain, by which men would seek to reverse the decision of 

history, and repeat over again the old trick of deception.

　　-Dr. Augustus Neander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 Church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shares the presumptuousness of 

every philosophical enterprise' it offer the ridiculous 

spectacle of a fragment expounding the whole, like 

philosophy, such a venture has no ration excuse and is and 

best but brave stupidity; but let us hope that, like philosophy 

it will always lure some rash ~spirits into its fatal depths.

　　-William Dur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 1

"History is the witness that testifies to the passing of time; it 

illuminates reality, vitalizes memory,　provides guidance in 

daily life, and brings us tidings of antiquity." Cicero 

"History... is indeed little more than the register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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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es, follies, and misfortunes of mankind." Edward Gibbon

"There is properly no history; only biography."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s the best medicine for a sick mind; 

for in history you have a record of the infinite variety of 

human experience plainly set out for all to see; and in that 

record you can find yourself and your country both examples 

and warnings; fine things to take as models, base things　
rotten through and through, to avoid." Livy

"...we may respect the unity of history which is also the 

unity of life." Fernand Braudel

"The function off the historian is neither to love the past nor 

to emancipate himself from the past, but to master and 

understand it as the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t." 

E. H. Cart

"History does nothing, possesses no enormous wealth, fights 

no battles. It is rather man, the real, living man, who does 

everything, possesses, fights. !t is not History, as if she were 

a person apart, who uses men as a means to work out her 

purposes, but history itself is nothing but the activity of men 

pursuing their purposes." Karl Marx

"History is for human self-knowledge. Knowing yourself 

means knowing, first, what it is to be a person; secondly, 

knowing what it is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you are; arid 

thirdly, knowing what it is to be the person you are and 

nobody else is. Knowing yourself means knowing what you 

can do; and since nobody knows what they can do until they 

try, the only clue to what man can do is what man has done. 

The value of history, then, is that it teaches us what man has 

done and thus what man is." R. G. Colling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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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age tries to form its own conception of the past. Each 

age writes the history of the past anew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s uppermost in its own time."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更正教入華的西方基督教與中國之接觸（一）

總題：在二十世紀主恢復的歷史

第二課　福音的傳播

壹　復活的基督在升天裏，憑著那靈，帶進神的國的繁
殖一行傳一8，二八31。

一　在祂屬天的職事裏，祂作元首，用祂的權柄主宰管
制全地，使環境適合神所揀選的人接受祂的救恩一行傳
五31註2。

二　緊接基督之升天，羔羊揭開七印，引進福音的傳揚
(白馬)，加上戰爭(紅馬)，饑荒(黑馬)，和死亡(灰馬)，從
第一世紀開始，一直持續到這世代的未了一啟六l。

貳　福音如何傳入中國：

一　豫備時期:

　l　唐代以前之傳聞(A.D.70-635)

　　a　印度，敘利亞，雅米尼雅傳聞。
　　b　明出土鐵十架，十字石碑等。
　　c　古教父文字。
　2　唐代景教之興衰(635-845)

　　a　太宗貞觀九年(635)引入。
　　b　大秦景教碑文。
　　c　武宗五年(845)滅亡。
　3　元代也里可溫教與天主教(1271~1345)

　　a　朝廷之接受。
　　b　民間之流傳。
　　c　如何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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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明末清初期天主教的活動(1542~1775)

　　a　利瑪竇與其他教士。
　　b　湯若望與順治。
　　c　康熙與天主教的關係。
　　d　教義禮儀之爭與天主教之沒落。

二　福音傳播時期(1807~1920)

　l　初期(1807~1842)

　2　發展期(1842-1900)

　3　庚子教難(1900)

　4　復興期(1901~1920)

三　主恢復的發展(1920-1950)

四　試煉時期(1949~1980)

五　神經綸的福音與身體的見證(1980-)

更正教入華的西方基督教與中國之接觸（二）

基督教何時傳入中國？這個問題，很難有肯定的答案。

一、唐朝以前的傳說（A.D. 70~635）

在印度的傳說中，當保羅傳教於小亞細亞時，多馬與巴
多羅買亦傳教到東方；傳說多馬到了印度，巴多羅買到
了中國。也有人說多馬傳教到中國，如馬拉巴主教所著
之迦勒底史所載：「…中國人與埃提阿伯人得信真理，
皆出於聖多馬之力。」

李文彬在其中國史略中，記載了在東漢時期，曾有兩位
敘利亞教士以學習養蠶之名來中國傳教。

明朝洪武年間，江西盧陵出土大鐵十字架一座，上鑄孫
吳年號，劉子高因作鐵十字歌，以誌其奇。同於明朝時
期，另有三個十字架古碑，分別於福建南安、泉州水陸
寺、東山寺旁被掘出，亦證明唐代以前已有基督教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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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第三世紀的阿諾比斯（Arnobius）在所著的Adversus 

Gentes中，提到賽爾斯（蠶絲之國，指中國）已有傳教
工作。羽克氏（Huc）在基督教中國傳道史（Christianity 

in China Tartary）中也指出：「…我們違反從來許多人的
意見，承認中國的主教教區，是撒利巴薩迦所設立的，
那麼，越發可以證實華人皈依基督教，遠在這位聶斯托
流教父之前。…假定埃伯耶穌所說的中國總主教區是阿
奇亞再將盡四一一年時所設立的，那麼基督教在使徒時
代傳入的傳說，很可以使我們相信了。」

二、唐朝景教的傳入（635~845）

貞觀初年時，由波斯傳入中土的外來宗教─景教，原是
西元五世紀東羅馬君士坦丁堡主教聶斯托留(Nestorius)所
創立。聶斯托強調基督人性的完整，認為基督的人性不
因祂同時是神，便有所虧損。他堅持耶穌具完全的神性
與完全的人性，然而卻未解決神性、人性如何結合於同
一體，而不混淆的問題。另外，他也反對當時流行馬利
亞是「上帝之母」的說法，後來於以弗所大公會議上被
裁決為異端，革除教籍，流放而死。（註：他的神學思
想，今日卻是教會正統！）此後，聶斯托留的廣大支持
者，被迫離開大公教會往東發展，在波斯（今伊朗）帝
國奠下基礎。而後從波斯又傳入中國，就是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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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以前，基督教三次企圖來華經過

景教後傳入中土後，逐漸在唐代時流
行了起來。唐太宗貞觀九年（西元635

年）：波斯一位傳教士阿羅本來到長
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齡到長安西郊隆
重接待阿羅本。並於貞觀十二年，協
助其翻譯聖經，造禮拜堂。唐高宗
時，封大主教為『鎮國大法王』當時
聶斯托留教（Nestorium）被稱為『波
斯經教』，禮拜堂被稱為『波斯
寺』，傳教士被稱為『波斯僧』。但
因後來波斯（今伊朗）被阿拉伯世界征服，改信伊斯蘭
教（回教）。因此在中國的傳教士於唐玄宗天寶四年更
改教名為『大秦教』、『景教』。此階段（太宗、高
宗）景教在中國傳播達，受朝廷禮遇。德宗時，教徒們
在長安召開大會，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有中文
及敘利亞文，記述著景教在中土流傳的經過以及盛況。
（圖為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三、元朝的也裏可溫教 （1271~1345）

也裏可溫，蒙古語，希伯來文上帝（Erkeun or Arkaim）
的轉音。故也裏可溫就是『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
人』。

元朝也裏可溫教主要有景教及羅馬天主教兩宗派。景教
支派來源如下：唐朝覆亡後，景教於中土上消失，但邊
疆少數民族仍存在，有些甚至整部族同信奉景教。蒙古
各支族於十三世紀，由成吉思汗所統一，結集成一股強
大的軍事勢力，建立了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大帝國元朝。
雖然蒙古人有其傳統宗教信仰，但由於文化不高，宗教
的排他性不強，加上帝國幅員廣大，統轄的民族又多，
必須推行宗教寛容政策。於是很多不同的宗教都得以在
帝國的範圍內傳播，景教因之而在元朝復興起來。

羅馬天主教派來源則是如此：元世祖忽必烈在西元1296

年曾委託兩位商人波羅 Polo 兄弟傳信給西方教皇。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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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以前，基督教三次企圖來華經過

皇差派一百位通曉七藝（文法、論理學、修辭學、算
學、幾何學、音樂、天文學）的傳教士來華。並且帶回
耶路撒冷耶穌墳墓上的長明燈裡一點聖油，讓元世祖可
以禮拜。教皇後來派了兩位修道士跟著波羅兄弟回中
國，但是中途不知何故便折返，只剩下波羅兄弟以及他
們其中一位的兒子馬可波羅（Macro Polo）回到中國。到
了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出孟高維諾 John of 

Montecorvino來中國傳教三十四年。當時天主教人數大約
有一萬人以上，多數是高加索的阿蘭人（元朝時的色目
人），他們隨蒙古人進入中國，在朝廷當官。後來當元
朝被明朝取代後，這些人就離開中國，於是天主教也就
消失。因為當時在中國，天主教信仰沒有進入漢人階
層，只停留在異族統治階層。

四、明末清初天主教的活動 (1542~1775)

明朝（1368－1644）中晚期在
中國重新出現的基督教派屬於
耶穌教會教派(Jesuits)。1552

年，耶穌會派聖法蘭西司西福
爾（St. Francis Xavier 1506－
1552）去中國傳教，但到了中
國邊境就過世了。1583年同一
教會會員馬替歐瑞西（Matteo Ricci 1552－1610）來到澳
門傳教取得成功，他利用自己的鐘表手藝和擅長繪地圖
的技術，於1600年得到北京朝廷的許可入住北京傳教。
到了1610年，耶穌教會記錄中國有2000名基督信徒，並
有三名中國傳教士將福音傳到了上海和杭州。1622年，
亞當肖（Adam Schall 1591－1666）去了北京接替瑞西的
工作。在1624年由於亞當肖正確地預告了日蝕，明朝任
命他掌管年歷的製定。1644年，清朝推翻了明朝，亞當
肖繼續在新朝廷留任，並獲得到新王室的重視，他的傳
教事業也因此蓬勃發展。到了1650年，據說中國有15萬
名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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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以前，基督教三次企圖來華經過

清康熙皇帝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曾盛行一時，康熙的
生母就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康熙自己本人也是，他
非常遵從亞當肖學院派的教訓，和福必斯特法定南主教
（Ferdinand Verbiest）、第一位中國人主教羅文藻（1617

－1691）關係都很好，也曾寫詩明志，康熙寫的"生命之
寶"摘句如"天門久為初人閉，福路全是聖子通；我願接
受神聖子，兒子明分得永生"（圖左），後代中國基督徒
幾乎人人知曉。 

但早期清朝與羅馬朝廷的和諧關系
維持的時間並不長。當時基督教很
重形式，羅馬教皇認為中國的天主
教教規不嚴，禮儀不合格，羅馬派
到中國的代表一定要將的天主教謹嚴的教規強行套在中
國基督教社會裏，不允許中國的基督教和中國文化有半
點混同，比如說，天主教規定中國教徒不可以用帶有濃
厚中國色彩的文字和稱呼來稱呼上帝，教徒的喪葬儀式
必須純西方化按教規實行，中國人傳統的祭祖活動儀式
有違教規等，這自然引起滿清朝廷的不滿，1693年到
1705年雙方就形式問題互不相讓，以致羅馬和北京公開
宣佈決裂，這使得當時國內反對天主教的勢力有機可
乘，天主教也因此在中國落難。自此之後，中國天主教
勢力日漸削落。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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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篇　基督教來華開拓時期─1807年至1842年

1.傳教士抵華的首先印象
2.更正教入華頭一百年大事
3.倪、李兩位弟兄對西教士的
印象
4.馬禮遜生平
5.馬禮遜言行
6.蔡高─中國首位基督教徒
7.澳門簡史
8.中國海盜─廣東海盜與澳門

傳教士抵華的首先印象

傳教士對中國的第一印象

一八○七年，第一位更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抵華，打開了近代基督教在中國的
傳教之門。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為何？「昨晚八時許，
我到達這裡。喧鬧與奔忙，充斥在這些作工的商船，以
及上百、成列的船坊之間。在那裡，成千的中國人此起
彼落地大聲高呼、喊叫著。這是自我與你們分別後，所
遇到最難過的一個主日了。約莫八時許，我靠近他們的
船隻，看見好幾千隻如同火柴般的香柱，為了敬拜他們
心中虛妄的神祇而燃亮。我告訴自己：『哦！在這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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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來華開拓時期─1807年至1842年

知、蠻橫、壯大的人們中間，我能做些什麼呢？』」
（一八○七年九月七日，廣東）

中國第一位醫療傳道人，伯駕（Peter Parker），對中國
的第一印象：「離開紐約港的第一百四十天。終於在今
天下午，日頭將近平西時，看到了Lema島。今天下午覺
得很愉快。約莫傍晚十分，我很清楚的看到了中國的一
些小島，我的心…我的情緒無法形容。我覺得強烈的感
激。水上到處都是漁船，我們從他們旁邊經過，可以很
清楚的看見：男的、女的、小孩子上身都沒有穿衣
服。」（一八三四年十月二○日）

載德生（Hudson Taylor），在鄰近上海時：「即將要登
陸一個未知的國度，一個陌生的境域，心中不禁興起一
種莫名的感覺，這個地方，將是成為我的家，我勞苦的
所在。何等甜美的應許！『我一直與你同在。』『我必
永遠不將你棄絕』有主與我同在，我有什麼好驚惶？」

本地信徒對西教士的感想

倪柝聲（Watchman）也曾在其「工作的再思」書中，論
到這些不辭艱險，將福音帶到中國的傳教士：「我們從
心裏感謝神，因為在過去這百年中，打發了許多中心的
僕人來到中國傳福音，使許多坐在黑暗裡的中國人有機
會可以聽見，能以相信。他們的犧牲、受苦、敬虔、和
殷勤，真是我們的榜樣。多少的時候，當我們仰起我們
的眼，看從內地中出來西教士受苦的臉的時候，叫我們
心中不能不受感，禱告說，『求主使我也能像他。』
…」

李常受提及來華傳教士，也有一段話：「狄考文
（Calvin W. Mateer）是翻釋中文和合本聖經的主席，也
是東太平洋區七個有名的聖經學者中之一。當他來到中
國，他住在中國北方山東省蓬來縣的一個木匠家裏。我
們有一位老同工的父親是他在海洋學校的學生。當他初
到中國時，他和他的同伴找不到地方住，沒有一個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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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租一個房間給他們，更不用說賣了。最後，他們有些
人只好睡到馬路上，有些不得已到偶像廟裏去寄宿。這
就是為甚麼他們能持守在福音裏。我告訴你們這個，是
要讓你們知道，假如你們要等到所有的事物都齊備了再
來傳福音，你們不夠資格作主的工作。如果你們要在主
的工作上有分，你們必須學習奮鬥，即使沒有甚麼東西
讓你來作。」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

馬禮遜生於1782年的英國諾森
伯蘭（Northumberland），二十
多歲時，蒙神呼召，有了來華
傳教的心願。高斯波特傳教院
院長寶格，認為馬禮遜適合從
事繙譯聖經的工作，遂派遣他
到中國居住，以便更方便於繙譯。思及來華的種種困
難，馬禮遜曾自訴：「這宗事業是艱難困苦的。我嚴重
的請您仔細估計一下您要付出甚麼的代價。中國人中有
許多是文化高優，學問豐富的；不特是不亞於我們，反
而是優於我們的。…除卻學習語文不計外，這些及其他
種種困難，實是極大的。如果我們堅決前去的話，我們
須在心內先行自判死刑，不能信託自己，只有信託活的
神而已。」

馬禮遜以二十五歲的年紀，從紐約出發，歷經七個月的
航程，於1807年9月抵達中國廣州的南港。兩年後，馬禮
遜與瑪莉小姐結婚，並應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中文
譯員，獲得合法留居廣州的身份。因著清政府的禁令，
馬禮遜大多的時間，都花在聖經的翻譯工作上。英國倫
敦佈道會也派遣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l）入華，協助
馬禮遜翻譯聖經。（圖為馬禮遜翻譯聖經）

1814年，印刷工人蔡高，在馬禮遜的施浸下，成了全中
國第一位基督徒。在為蔡高施浸的時，他禱告：「在這
個海濱小丘旁下的潺潺泉水中，在無人注視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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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這一位，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裏。…願他成為千
萬收割的第一個…」不久後，蔡高的兄弟蔡興與蔡三也
相繼受浸歸主。

1823年，在米憐、梁發、蔡高等
人的協助下，馬禮遜克服了重重
環境上的困難，相繼完成了新、
舊約的翻譯及出版工作。他在華

期間，飽嚐孤單之苦，未到四
十，最好的同伴米憐夫婦、妻子和愛子皆相繼辭世。
1834年，馬氏因病去世，經年52歲，葬於澳門。馬禮遜
在中國禁傳教的情況下，艱辛地工作了廿七年，從初期
只有蔡高一人，到後期愈來愈多人相信基督教。馬禮遜
為中國基督教，奠定了美好且無價的根基。（圖為馬禮
遜墓碑，澳門）

初期傳教士來華─米憐、伯駕、裨治文、郭士臘

米憐（William Mill，1785-1822）

1813年（清嘉慶十八年），米憐在英國倫敦差會的派遣
下抵華，協助馬禮遜從事翻譯聖經事宜。由於當時清政
府的禁令，米憐無法長留澳門，只好轉往馬來西亞的麻
六甲，繼續宣教事業。米憐與馬禮遜曾在麻六甲共同主
辦「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此為傳教士創辦的第一份中
文刊物，亦為中國近代報業之鼻祖。他們也在麻六甲創
辦了中國第一所西式學校「英華書院」，該校以中、英
文施教，課程有神學、數學、歷史、地理等科，開基督
教在華現代化教育之先河。米憐夫婦為馬禮遜在中國最
密切的同工，並於1822年相繼辭世。 

裨治文（E. C. Bridgman，1801-1861）

1830年（清道光十三年），美國首批傳教士到達廣州，
其中一位即為裨治文。裨治文曾創辦貝滿學校，後又創
辦「澳門月報」，刊載有關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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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並於1837年與麥都思、馬禮遜之子馬儒翰、以及郭
士臘等人，一同參與聖經的修譯。1847年，裨治文被派
抵上海，他的夫人艾麗莎格蘭女士於1850年開辦了第一
所新式女子學校「裨文女塾」。

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

伯駕於1804年生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的法明罕
（Framingham），畢業於耶魯學院 （Ya1e College）。
伯駕在耶魯求學期間，積極追求聖潔的基督徒生活，且
開始考慮獻身於海外宣道的問題。於是，在美國最早的
一個海外宣道團體「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鼓勵下，伯駕完
成了神學與醫學的訓練，於1834年抵華，成為第一個以
福音傳道的醫生。

1835年，伯駕在廣州創辦「博濟醫院」，深受中國人民
信任。該醫院也為後來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運動的基
地。伯駕醫術精深，挽回了無數人的性命中，其中也包
括了梁發在內，伯駕曾說：「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
他善工，只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健康，我也
已經不枉為一世的人了。」後來，梁發經常到博濟醫
院，傳道並分送福音出版物。伯駕因耶魯舊識的促合，
後活躍於政壇。1844年，中美第一個條約「望廈條約」
即在伯駕的翻譯下促成。1857年伯駕夫婦回到華府定
居，此後再未踏上中國地土。

郭士臘（Karl F. Gutzlaff，1803-1851）

郭士臘為德國人，曾於馬來西亞學福建話，後隨著英國
商船周遊於沿海一帶。他所主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
傳」是中國境內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除刊載各國志
略、地理、天文、貿易、宗教等內容外，更有許多介紹
西方科技的專論。郭士臘也在廣州發起了「在華應用知
識傳播會」，介紹西方文藝科技。在傳教方面，郭士臘
曾於澳門創立「福漢會」，意即為福音傳到漢人，在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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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以派發單張方式傳道。他也翻譯聖經，他所翻譯的聖
經，稱作郭士臘譯本，成為後來太平天國洪秀全所使用
之聖經。郭士臘是一位極具爭議的傳教士，他一生主要
任職於東印度公司及英國政府。雖做了一些傳教工作，
但也參與了刺探軍情，為中國基督教傳教事業造成了極
嚴重的後果。

開拓時期的成果

中國第一位基督信徒─蔡高（1788-1818）

蔡高，又名蔡亞高，祖籍廣東香山縣，其長兄蔡興曾助
馬禮遜牧師私印書籍，而蔡高在廠內當印務監工。當時
清朝已頒令不許洋人印書傳教，又禁國人協助印書或改
信洋教；因此蔡興印書收費特別昂貴。中國首位傳道人
梁發亦是在蔡興處，任職雕版工人而信主。

蔡高為人性情暴躁，與兄長及同事常有衝突。因此，
1812年蔡高首次向馬禮遜提出受浸要求時，馬禮遜以他
為人不檢拒絕施浸。從此蔡高痛改前非，改變生活和行
為。並寫了一篇短文，表示自己要作一個跟從者：「耶
穌與我們合一是一個福音。語言和思想兩者都不足以闡
述詳盡我對耶穌的感激和羡慕，並且倚靠他的屬性使我
得釋放。我有罪和缺點，若沒有因在基督裏的信心使我
的罪得釋免，在永遠裏我就會很悲慘。現在我們聽到我
們的罪因耶穌得赦免，我們應當全心來倚靠祂的屬性。
不這樣作的人就不是好人。我絕不能靠我自己作好。當
我反省並且自問，我從小到現在，我沒有力量─沒有美
德─沒有學好。直到現在，我二十七歲，我沒有達到神
要求我生存在世上作人所該作到的好。我沒有報答我父
母、親戚、朋友的恩慈。我應該抱怨嗎？我應該希該我
自己的行為好嗎？我完全呼喊父神，靠神來釋放我的
罪。我也禱告神賜予我聖靈。」

1814年7月16日蔡高由馬禮遜施浸，成為中國第一位基督
徒。蔡高受浸後，仍忠心於刻字印刷工作。有說蔡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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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患上肺病死於1818年10月下旬，又有說1819年受天主
教教士誣陷死於獄中，當中以前者為可信。不管如何，
蔡高逝世之時年未過三十。現位於澳門的志道堂即是為
了紀念蔡高所設立，堂內有陳子褒先生所撰「蔡高先生
紀念碑」。原設有志道堂小學，改名蔡高紀念學校後遷
出。

中國第一位傳道人─梁發（1789~1855）

梁發，原名恭發，俗名阿發，生於清
高宗乾隆五十四年。廿一歲時，受僱

於廣州十三洋行附近的一家印刷所，
參與了馬禮遜所譯「聖經」的印刷工
作。1813年，經由馬禮遜的推薦，梁
發受雇於英國公理會另一傳教士米
憐，並隨米憐夫婦前往馬六甲。並於
1816年由米憐施浸，成為中國第二位
基督徒。1823年，馬禮遜啓程歸國，離別之際，決定由
梁發接替其傳教事業，倫敦佈道會為其支付薪金，從
此，梁發成為中國第一個華人傳道人。梁發先後撰寫了
許多證道文字，其中以1832年出版的「勸世良言」最為
重要。洪秀全後來受該書的影響而設「拜上帝會」，並
建立了日後的太平天國。梁發前後傳教32年，到他晚

年，仍然不辭辛勞在廣州各基督教醫院宣教。梁發於咸
豐五年（1855年）四月十二日逝世，享年67歲。梁發過
世後葬於名叫鳳凰岡的祖墳中，後來基督教嶺南大學遷
來鳳凰岡附近，始知梁發祖墳已在該校擴充時被收購。
1920年，即梁發死後65周年，嶺南大學遂決定遷移梁發
墳墓到該校禮拜堂之所在地，以記念這位中國基督教史
上的偉人。。

鴉片戰爭及其影響

鴉片戰爭歷史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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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70年代，英國開始把鴉片
大量輸入中國。因著鴉片輸入猛
增，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並
使吸食鴉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
上受到了極大的摧殘。故清政府
差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通知外國商人將所存鴉片
煙土全部繳出，聽候處理。林則徐共繳獲各國（主要是
英國）商人煙土237萬多斤，從6月3日至25日，在虎門海
灘當眾銷毀。

面對清政府的禁煙措施，英國立即掀起一片侵華戰爭叫
囂。英政府馬上作出向中國出兵的決定。1840年6月，侵
華英軍總司令義律率艦隻40餘艘、士兵4000多名，陸續
到達中國南海海面，並以英艦封鎖珠江海口。7月初，英
軍侵佔浙江定海，8月初到達天津大沽口外，直逼京畿。
皇帝大驚，連忙撤去林則徐的職務，任命琦善為欽差大
臣，與英國侵略者談判。英軍卻於隔年年初突然發動進
攻，攻陷沙角、大角炮臺。清政府立即對英宣戰。2月下
旬，英軍攻陷虎門炮臺，逼近廣州城，新任靖逆將軍奕
山向英軍乞和，與英國訂立了城下之盟—《廣州和
約》，規定由清朝方面向英軍交出廣州贖城費600萬元。
後因英國政府不滿足義律從中國攫取的利益，改派璞鼎
查為公使，增調援軍。璞鼎查率英艦自香港北犯，攻陷
廈門。9月英軍侵犯臺灣，攻陷定海、鎮海、寧波。次
年，英軍繼續北犯，攻陷長江口的吳淞炮臺，寶山、上
海相繼失陷。英軍繼續溯江西上，抵達江寧（南京）。
清政府命令耆英趕到南京，於1842年9月，和璞鼎查在英
國軍艦上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
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到此結束。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果，外國資本主義從中國得到了割
讓香港，賠款2100萬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
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
面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特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獨立主
權。《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法國接踵而來，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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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特權，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林則徐與基督教之接觸

林則徐於1839年3月10日抵廣州就任欽差大臣，進行禁
煙。林則徐赴虎門查緝鴉片之前，曾邀裨治文牧師赴廣
州相見，林氏請裨牧師帶函義律，轉呈英女王，請求禁
止種植罌粟。此函實屬中國官方首務呈函外國元首之創
舉。裨治文牧師對林則徐的要求加以婉拒，但將此該信
譯載於1839年5月之「中華叢報」。及至林則徐在虎門主
持燒毀鴉片，亦邀裨治文牧師前往觀察。裨牧師對此次
焚毀鴉片，有以下之感：「其全部工作進行中所憑藉之
嚴謹與忠誠的程度，實遠出於我們意想之外，我們無想
世上可有比這個更見忠誠持行之任何事業。」

林則徐到粵禁煙，因患疝氣病，曾求診於伯駕，並對其
醫術深表嘉許。在林則徐幕中曾助翻譯之外人有亨特、
伯駕二人。梁發之長子，裨治文之徒梁進德，亦為林倚
賴甚多之譯員。麥都思曾論及梁進德，有云：「他英文
已經研究得很好了，同時並不荒廢他的國文。他是一個
沉靜、謹慎，和富於服務的青年。」迨至林則徐被撤
職，調赴浙江，梁進德亦退居澳門翻譯新聞，未從琦善
任事。

林則徐對西方事物之認識，有賴於基督教是出版書報之
引介。西方教士們對於林氏力行禁煙固表支持，但對於
林氏正義的人格，實更表推崇。

中美望廈條約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華盛頓，美國總統泰
勒于1842年12月咨會國會，要求派遣代表來華商談建立
新的經濟關係。1843年5月，美國政府派顧盛為特使來
華，其使命就是要求中方給予美國與英國同等的通商條
件。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2月，顧盛到達澳門。6月
18日，清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與顧盛在澳門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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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廈村進行會談。其中博濟醫院創辦人伯駕醫生，任此
談判之美方翻譯。過程中，美方軟硬兼施，採用訛詐的
手法，脅迫中方談判者。耆英屈服於壓力，接受了美方
所擬定的條約草案。7月3日，雙方在望廈村正式簽訂了
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又稱「望廈條
約」。以與英國同等之標準，開放廣州、福州、廈門、
寧波、上海等城市通商，此亦開啟了傳教士進入中國內
陸之門戶。

更正教入華頭一百年大事

一、宣教准備時期（1807-1860）

19世紀00年代

1807年（清嘉慶十二年），英國倫敦佈道會派遣馬禮遜
（RobertMorrison,1782-1834）到中國傳教，基督教新教
由此傳入中國大陸。由於清政府嚴禁傳教，自1809年
起，他供職於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一邊工作，一邊
傳教著書，編著宣教小冊子。[唐1993,周1997,王1959]

19世紀10年代

1810年（清嘉慶十五年），馬禮遜開始將《新約全書》
譯為中文，並刻印《使徒行傳》中譯本。1813年，《新
約全書》中譯本在廣州問世，發行2000本。[唐1993,周
1997,王1959]

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嘉慶皇帝重申傳教、習教治
罪條例，並對禁教不力的官員規定處罰條例。各地官員
深恐受責，紛紛認真查辦，結果發現全國各省都有潛入
的傳教士。於是，驅逐傳教士，懲罰教徒的案件時有發
生。但天主教仍在社會基層的民眾中傳播。至1840年，
秘密進入內地的外國傳教士約30名，信徒約20萬人。[李
1998,唐1993,周1997]

1813年（清嘉慶十八年），英國倫敦佈道會派遣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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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憐（WilliamMilne,1785-1822）入華。在他的協助下，
1819年馬禮遜譯竣《舊約全書》，並於1823年在馬六甲
出版。將《新舊約全書》完整地介紹到中國，馬禮遜當
推第一人。中國工人蔡氏三兄弟蔡高、蔡興和蔡三，還
有梁發參與了《聖經》的刻版、印刷和出版。[唐1993,周
1997,王1959]

1814年（清嘉慶十九年），馬禮遜在澳門海濱小丘旁流
下的泉水中為第一名中國新教信徒蔡高施洗。後來，蔡
興和蔡三也受洗歸主。[唐1993,周1997,王1959,顧1999]

1815年（清嘉慶二十年），東印度公司出資刊印馬禮遜
歷時七年編撰的《華英字典》，其中所用中文參考書有
萬卷之多，注釋詳細，共6冊，4500餘頁，至1823年間陸
續出版。這是第一部漢英字典，不僅嘉惠後來的傳教
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也佔有一席之地。[唐1993,周
1997,王1959,林1977]

1815年（清嘉慶二十年），馬禮遜和米憐在馬六甲主辦
《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是傳教士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刊
物，為中國近代報業之鼻祖。[唐1993,李1997]

1816年（清嘉慶二十一年），印書工梁發在馬六甲由米
憐施洗入教，成為第二名中國信徒。自1810年起，梁發
即置生死於度外，幫助馬禮遜刻印《聖經》中譯本。

1824年，梁發由馬禮遜按立為第一位中國牧師，繼承馬
禮遜在廣州的傳教工作。梁發著有許多宣教小冊子，刊
印於1832年的《勸世良言》一書，日後對洪秀全和太平
天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周1997,林1977]

1818年（清嘉慶二十三年），馬禮遜和米憐在馬六甲創
辦中國第一所西式學校“英華書院”。該校以中英文施
教，課程有神學，數學，歷史，地理等科，開基督教在
華的現代化教育之先河。1825年，開始招收女生入學。
1843年，該校遷往香港。[唐1993,林1977,李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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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30年代

1830年（清道光十年），美國首批傳教士二人到達廣
州，其中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創辦了貝滿
學校。後又創辦並主編《澳門月報》，刊載有關中國的
政治，經濟，地理和文化等資料。[唐1993,周1997,陳
1999]

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郭士立（KarlF.Gutzlaff,1803-

51）主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在廣州創刊，是在
中國境內創辦的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1934年，郭士
立在廣州發起成立“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以出版書籍
介紹西方文藝科技為宗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成
為該會的主要刊物，每期除刊載各國志略，地理，天
文，新聞，貿易，物價，宗教等內容外，更有不少介紹
西方科技的專論。晚清首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魏源
撰寫《海國圖志》時，就多以此為參照。郭士立是一個
有爭議的傳教士，他一生主要任職於東印度公司及英國
政府，雖然做了一些傳教工作，但也參與了刺探軍事情
報，這給中國基督教傳教事業造成了極嚴重的後果。[唐
1993,李1997]

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伯駕醫生
（PeterParker,1804-88）到達廣州。次年開設“博濟醫
院”。這是中國第一所西醫院，開業第一年，即診治了
2152名病人。1838年，成立“在華醫藥傳道會”，英美各
差會紛紛響應；

1851年前，先後有17位醫生傳教士來華；該會由郭雷舒
醫生（Dr.ThomasR .Colledge）和伯駕先後主事。至1919

年，全國共有教會醫院326所。醫生傳教士們也向中國介
紹西方醫學。中國近代醫學之建立與發展，是以教會醫
藥事業為基礎的。[唐1993,李1997,林1977,朱1994]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新約譯本《新遺詔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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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舊約則於1838至1840年之間問世。參與這項工程的
有四位元傳教士﹕英國聖書公會的麥都思（WalterH.

Medhurst）,德國傳教士郭士立，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
文（ElijahC.Bridgman），以及馬禮遜之子馬儒翰
（JohnR.Morrison）。[中1989]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美國傳教士布朗夫婦在澳門
創辦“馬禮遜紀念學校”，課程有神學，數學，歷史，地
理，物理，化學，音樂等科。中國近代第一批留學生如
政治改良家容閎和名醫黃寛，即畢業於此。1847年，布
朗牧師攜容閎，黃寛等赴美留學。中國近代留學運動，
早期傳教士開其先路。[唐1993,李1997]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天主教在中國13省仍有傳教
活動，西方傳教士共有65名，天主教徒共有30萬人。在
30年代，大約35%的中國菁英分子受的是教會教育，90%

的護士是基督徒，70%的醫院是教會辦的。[顧1999,秦
1989]

19世紀40年代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在華新教傳教士總共20人，
代表4個差會，30餘年間收信徒不滿百人。傳教準備集中
在中文文字工作上，如譯經，著書，辦報；在此期來華
的傳教士中，有14人寫過中文書刊239種。辦學興醫也是
為傳教作準備的有效工作。[唐1993,周1997]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國為了向中國傾銷鴉
片，攫取中國大量財富，發動了臭名昭著的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結束，清政府和英國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
約》。條約割讓香港，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
廣州五口通商。隨後和美國簽訂《望廈條約》，和法國
簽訂《黃浦條約》，把通商口岸也開放給美法等國，允
許建堂傳教。這些政治性的條約，有條款涉及了傳教的
問題。在西方急速興起殖民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背景
下，同文同種的傳教士本已涉嫌，而因人性的弱點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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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功，在方法上作了政治性的妥協，把傳教置於不平等
條約的保護之下。但內地的傳教士們對傳教條款卻憂心
忡忡，認為這樣做“反而引起當地人民對教友的注意。在
這以前，內地傳教士尚可在隱姓埋名的情況下求得太
平，如今反而要受一時的麻煩了。”中國一向以天朝自
居，具有強烈的優越感；不平等條約自然激發了官紳階
層、知識階層、民眾階層強烈的仇外情緒。傳教士來華
傳福音的心意是良善的，但脫離了宗教傳播的正常途
徑，雖然傳教有了發展的契機，卻使國人在感情上將基
督教和西方殖民主義的強權政治等同看待，進而將仇外
情緒發泄在傳教與信教者的身上，反而使傳教的目標--把
中國變成基督的國度--變得更加遙遠；傳教也因此蒙受
了“帝國主義”的汙名。[林1977,秦1989,艾1988,李1998,顧
1996]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國女傳教士阿德西女士
（MissAldersey）在寧波創辦女子學校。此後，幾乎每一
個來華的宣教團體，至少都設有一所女校。1896年畢業
於密西根大學醫學院的中國女子石美玉和康成，回國後
致力於醫療傳道和中國醫學現代化。至1918年，全國有
教會所辦的女子學校3697所，占當時全國女子學校總數
的52%。中國女子教育之倡導推行，教會首開其端。[魏
1978,李1997]

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英國長老會傳教士賓威廉
（WilliamC.Burns）來華，在廈門，汕頭一帶提倡中國教
會自立自養。1856年在廈門的新街，竹樹兩堂選立華人
長老執事，建立本地教會。[朱1994]

19世紀50年代

1851年（清咸豐一年），爆發太平天國革命。洪秀全在
1843年屢試不中後，重讀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深
受啟迪，於是自施洗禮，並和馮雲山創拜上帝會。1847

年春，洪秀全與洪仁玕到廣州，從美國浸禮會傳教士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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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全（I.J.Roberts）學基督教教義。7月，洪秀全回到廣
西，與馮雲山共同制定宗教儀式和《十款天條》，以衍
變了的基督教教義和中國農民革命的傳統相契合，以追
求人間平等為呼號，創立了中西合璧的宗教，是時信徒
已達數千人。1851年1月在廣西金田揭竿而起；1853年3

月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其勢席捲半壁河山。郭士立修訂
出版的新約《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為太平天國採用，
廣為流傳；不過其中甚多刪改。洪秀全對基督教只是一
知半解，加以改造利用；當上天王之後三宮六院，只顧
奢侈享受，間或捧起《聖經》隨己意曲解和取捨。洪仁
玕則於1853年在香港受洗，在香港倫敦會擔任傳道人四
年，並研習西學，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學
習西方先進制度的政治思想家。1859年，洪仁玕抵天
京，受封為幹王。他在《資政新篇》中提出中國近代第
一個比較完整的資本主義建設方案，由於戰爭環境此方
案未能實施；對拜上帝會的宗教制度和組織，他曾想改
良，但已積重難返。1864年，太平天國在中外勢力的聯
合鎮壓下失敗，拜上帝會隨之消亡。[夏1999,周1997,朱
1994,中1989,顧1999]

1854年（清咸豐四年），英國福漢會傳教士戴德生
（JamesHudsonTaylor,1832-1905）抵達中國，身穿中國
服裝傳教並行醫。因不穿洋服遭到同儕非議，他答辯
道﹕“我們不單要穿他們的服裝，更要盡可能追隨他們的
習慣。中國可能是世界上信仰最自由的國家了，他們反
對基督教的唯一理由是說這是洋教，會使信徒模仿外
族。然而基督教必須帶有洋人色彩嗎？神的話並不需要
洋風，人的理性亦然。我們不是要使他們變為別國人，
乃是要他們歸依基督。”1857年，他脫離福漢會，成為自
立傳教士。[艾1988,中1990,周1997]

1858年（清咸豐八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與列
強締結《天津條約》；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
圓明園，迫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條約有條款允許
傳教士進入內地各省，並要求官方保護傳教士乃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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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條款在執行過程中造成了傳教信教受外國保護的現
象，中國人仇教的情緒日盛，教案屢生；更不幸的是西
方列強亦蓄意利用教案，以實現他們侵略中國的目的。
造成如此不良的結果，實非教會的本意。傳教士絕大多
數是具有獻身精神的福音使者，在傳福音和進行有益的
文化教育事業的同時，相當一部分傳教士真誠地反對侵
略；還有傳教士拒絕利用“傳教寛容條款”賦予的治外法
權，如戴德生要求內地會成員無論如何不訴諸本國政
府，雖遭殺害也不接受清政府賠款。進入內地的傳教士
歷盡艱險，開荒傳教士在傳教區平均只能存活7年。[林
1977,朱1994,王1959,艾1988,董1992,許1993,顧1996]

二、教會創建時期（1860-1899）

19世紀60年代

1860年（清咸豐十年），自1807年以來，英美各傳道會
派遣入華的傳教士共224人，新教信徒從6人增至2000

人。[顧1996]

1860年（清咸豐十年），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
（YoungJ.Allen）抵上海。

1868年創辦並主編《教會新報》周刊，1874年更名為
《萬國公報》，變為政治，經濟，科學和宗教的綜合性
刊物，針砭時弊，如宣傳禁煙，提倡女權和女子教育。
在甲午戰爭後，宣傳中國維新變法。[中1990]

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英國基督徒傅蘭雅
（JohnFryer）來華，任職於主持江南機器製造局附設翻
譯館。在華30餘年，共譯書129種，其中自然科學57種，
應用科學48種。中國近代科技的發展，一方面有傳教士
的傳播之功，另一方面也有賴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提倡和
努力。1876年，傅蘭雅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所科技學
校“格致書院”，授課章程由傅蘭雅所定，中國學者王
韜、徐壽等鼎力相助。[魏1978,李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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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英國傳教士理雅各
（JamesLegge）譯《四書五經》在1861-1871十年間陸續
出版，其譯本至今仍是西方漢學界公認的經典之作。當
十九世紀歐美沈醉于“白人優秀論”的謬誤，視中國為黑
暗與野蠻的象徵時，傳教士中的學者們以其介紹的中國
文化，為中國辯護，影響較大的還有美國傳教士衛三畏
（SamuelW.Williams）的著作《史前中國》，德國傳教
士花之安（ErnstFaber）的著作《自西徂東》等。[魏
1978]

1864年（清同治三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
（CalvinMateer）在山東登州創辦教會學校“文會館”。初
創時只是一所小學，10年後升格為中學，又過10年升格
為大學，其發展之快和成績之顯著，為早期教會學校之
首。狄考文極力主張實施“完整的教育”，即“要對中國語
言文學、數學、現代科學以及基督教的真理有個良好的
理解。”至1876年底，英美新教教會開辦的學校已達350

所，學生5917人。最初，教會學校的生源多為窮苦人家
的子女，士紳之家對教會學校不屑一顧。但教會學校以
新穎的教學方式、注重實用的教學內容，贏得了良好的
社會聲譽，成為趨時求新的學子的首選，連士紳之家也
願意送子女前往讀書了。[陳1999,夏1999]

1864年（清同治三年），何進善在廣東佛山成立自立教
會，1870年完全由中國教徒捐款、捐工建造了第一座“三
自”教堂。何進善早年畢業于英華書院，1846年被按立為
牧師，是繼梁發之後的第二位中國籍牧師。他為人“端和
儉樸，不議人之非，不矜己之能”，為傳教事業貢獻了畢
生的精力。[顧1999,查1983]

1865年（清同治四年），戴德生創立跨宗派的內地會；
同年發表著作《中國的精神需要和要求》，呼籲傳教士
來華傳教。內地會由一群熱忱而有愛心的傳教士自由組
成，吃苦耐勞，不避艱辛，除信守基要真理外，並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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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宗派執著於某些觀點；他們所持守的嚴格的屬靈原
則至今仍是中國教會的祝福。內地會的另一特色是建立
教會後，以自立自傳自養為目標，不接受外來的津貼補
助,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樣。他們深入
內地傳教，在短短的十多年裏，將福音傳到19個省，並
深入到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直至新疆西藏。[林1977,艾
1988,中1990,周1997]

1869年（清同治八年），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Richard,1845-1919）來華，次年抵上海。1890

年任天津《時報》主筆，宣傳維新變法。次年任基督教
文字機構廣學會的總幹事達25年，出版宣傳基督教和傳
播西學的書刊。[中1990,唐1993,魏1978]

19世紀70年代

1870年（清同治九年）6月，天津教案發生。從鴉片戰爭
起，全國發生大小教案400餘起，大部分集中在19世紀
60-90年代這30年中。外國傳教士、中國傳道人常遭毆
打、哄逐；信徒和家人被歧視，房屋、田產遭損失；有
的甚至殉道。各種反教揭帖、檄文流傳，訛言不止，言
者不知其妄，聞者信以為真，群情激昂，聚眾問罪；有
的地方官紳則慫恿組織反教活動。也有莠民冒充信徒，
混入教會“吃教”，借勢欺人，傳教士受其蒙蔽，干涉訴
訟，引起事端。在所有教案中，天津教案最有典型意
義。早在4、5月間，天津城廂一帶就有謠傳，說傳教士
買通了中國教徒誘拐嬰孩至天主堂，修女們將他們殺
死，挖眼剖心，製作各種迷魂藥。6月初，天氣炎熱，又
逢時疫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兒童患病而死；埋
葬以後，又被盜墓的人發現；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
觀。民間迷拐之事愈傳愈多，街巷為之不靖。6月20日，
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人犯武蘭珍供出，與天主堂王三
有牽連。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
情緒高漲。6月21日，官府帶人犯武蘭珍去天主堂質對，
查不出武蘭珍所供的罪證及王三其人﹕“該犯原供有席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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柵欄，而該堂並無所見，該犯亦未能指實，遍傳堂中之
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天主堂教士謝福音到崇
厚官署面商日後辦法，議明“嗣後堂中如有病故人口應報
明地方官驗明後掩埋。其堂中讀書及收養之人亦應報
官，任憑查驗，以釋眾疑。”但這時教堂人員已與圍觀的
人群口角起來，引起拋磚爭毆。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要
求三口大臣崇厚派兵彈壓，崇厚只派了幾名巡捕。豐大
業闖入崇厚官署，鳴槍恫嚇崇厚，然後咆哮而去。路遇
天津知縣劉傑，豐大業槍擊劉傑未中，擊傷劉傑的一名
隨員。積憤難忍的群眾當場將豐大業及其秘書毆斃。隨
後鳴鑼聚眾，焚毀法國領事館，並焚毀法國教堂2座、英
美教堂3座，共致死豐大業及其隨員3人，法國修士、修
女12人，誤殺法國僑民2人、俄國僑民3人；中國教徒30

至40人被殺。6月24日，法、英、美、俄等七國公使聯合
照會清政府提出抗議，並派軍艦進行武力恫嚇。清政府
先後派曾國藩、李鴻章辦理此案，最後判處20人死刑，
包括府縣官員在內的25人充軍，賠償白銀50萬兩，並派
崇厚赴法國道歉，始得結案。有史家評“天津教案”是由
於“半個世紀的種族嫌惡，十年來的民族怨恨（第二次鴉
片戰爭時英法聯軍占領天津，以望海樓皇宮故址為聯軍
議約總部；隨後被法國踞為領事館），反基督教情緒的
滋長，部分的基於宗教偏見，部分的基於迷信，部分的
輕信謠言”。官府與教方未能及時解釋以疏導民情，而豐
大業倉猝激變事態，遂演成此一震驚中外的教案。[顧
1996,周1997,董1992,李1998]

1871年（清同治十年），英國宣教士莫萊士（WilliamH.

Murray）來華。他注意到盲人的慘狀，於是獻身于盲人
教育。他設計出一套適用于中國普通話的點字，供盲人
使用。1874年，他在北京創辦中國第一所盲人學校。在
莫萊士的影響下，許多傳教士也參與推動盲人教育。他
們的努力，揭開了中國現代化社會工作的序幕。1887

年，米爾士夫人（Mrs.Mills）在煙台創辦第一所聾啞學
校；1891年，何德醫師（DR.E.G.Horder）在廣東創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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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麻瘋病院；1898年，嘉約翰醫師（Dr.JohnG.Kerr）
在廣州創辦第一所瘋人院。[魏1978]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加拿大傳教士馬偕
（GeorgeL.Mackay）醫生到台灣傳教。他披荊斬棘，踏
遍山野平地，為人治病，傳講福音。起初當地人甚至用
石頭和刀劍傷害他，他卻以堅定的愛和忍耐泰然處之。
終于鐵石心腸軟化了，人們不再叫他“胡須蕃”，而尊敬
他為“馬偕牧師”。在傳教之外，他還辦學校、設博物
館、開醫院。在台工作29年之後，年僅57歲的馬偕垂下
了辛勞的雙手。他曾在日記上寫道﹕“我要在此立下教會
的基石，願主你今天幫助我。我再一次與你立誓，就是
痛苦至死，我一生也要在此地--我所選擇的地方，被你差
用，願上帝幫助我。”[林1977]

1876年（清光緒二年），山東旱災。傳教士在上海成立
救災委員會，在山東傳教的李提摩太和倪維思（JohnL.

Nevius）在災區賑濟難民，並暫時收養400余名孤兒。次
年，山西發生更嚴重的災情，十室九空。傳教士李修善
（DavidHill）和德治安（JoshuaTurner）深入山西賑災，
旅行佈道，並創辦戒煙局。平陽府的中國學者席子直原
有煙癖，受李修善的感召信主，痛改前非，自號為“勝
魔”。有四、五名傳教士在救災中犧牲。災後，傳教士著
文分析成災的原因，並陳述預防措施。此後的大災荒，
如1888-1889年和1920-1921年的華北五省的兩次旱災，傳
教士都在救災中擔任了重要角色。[魏1978,李1998]

1877年（清光緒三年），在華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舉行
第一屆全國宣教會議，狄考文在會議中發表一篇關於中
國教育的演說，被認為是宣教史上的里程碑。大會推舉
丁韙良（W. A. P. Martin），韋廉臣
（AlexanderWilliamson），狄考文，傅蘭雅，林樂知等
人組成“益智書會”，專門負責教科書，包括數學，天
文，測量，地質，化學，動植物，歷史，地理，語文，
音樂等科目，成為近代中國教科書之開端。1905年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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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稱“中國教育會”，1916年再改名為“中華基督教教育
會”。1890-1912年間共出版教科書20余萬冊，惠及全國
各地。據統計，1895年時，教會小學已達927所，中學
114所，大學和培訓班46個，總計在校學生21315人，其
中小學生16079人，中學生3635人，大學生和培訓生1640

人。大、中、小三級學制的近代教育雛形已基本形成。
狄考文說，“教會到了哪里，哪里就有大、中、小
學。”中國近代的教育改革，是晚清以來各項改革運動中
最有成效的。傳教士的辦學之舉，尤得民心，而且由於
科學新知的傳播，官紳和民眾智識大增，對西方事物和
宗教逐漸有所認識，因此官紳士人逐漸退出反教的行
列。[魏1978,李1997,陳1999]

1878年（清光緒四年），顏永京協助施約瑟主教
（BishopSchereschewsky）在上海建立聖約翰書院，並綜
理該校校務（後該校擴建成聖約翰大學）。1887年，顏
永京出任聖公會牧師，致力於教務，也熱心公益，推動
禁煙、天足運動。1895年，他代表中國禁煙總會，赴英
美各地演說中國受鴉片之害，譴責英商唯利是圖的惡
行，呼籲本著基督愛人如己的心根絕鴉片輸入中國。[查

1983]

19世紀80年代

1881年（清光緒七年），山西內地會長老席勝魔在鄧村
創立福音堂，是內地會最早的自立教會。席勝魔從事戒
煙工作，並創辦教會，成為早期中國教會的著名領袖。
他寫了許多優美的詩歌，在中國信徒中長期流傳，有的
還被譯成英文。[朱1994,查1983]

1883年（清光緒九年），孫中山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師
（Dr.CharlesR.Hager）施洗，成為基督徒。次年協助喜嘉
理牧師到澳門，香山各地佈道。[李1997]

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中國勞工許芹畢業於勒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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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受長老會委派前往紐約華埠拓荒傳教。他訪問華
人商店和洗衣店，瞭解華人社會的現狀與問題，從主日
學入手，逐漸擴及于成人，然後建立紐約地區第一個華
人自立教會。[查1983]

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英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中
國設立的出版機構“廣學會”在上海創立。廣學會主要出
版傳教書刊，後來又“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
新學廣中國之舊學”為號召，出版西學書刊。該會發行的
《萬國公報》風靡一時，朝野人士，無不閱讀，對清末
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光緒皇帝等有很大的影響。
1898年，康有為在變法失敗，避難香港時曾坦言﹕“我信
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
牧師的著作。”[中1990,李1997,夏1999]

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在中國內地的新教傳教士有
1296人，主要來自英美兩國，代表41個差會。也有德
國，丹麥，瑞典，芬蘭，挪威，加拿大等國傳教士在華
活動。新教各主要宗派相繼傳入，足跡遍及全國。[周
1997]

19世紀90年代

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上海傳教士大會決議出版一
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務求做到忠於原文而又文筆曉
暢。次年，分別成立三個委員會，負責三種不同文體的
版本﹕文理，淺文理，以及國語。1904年，《淺文理譯
本》新約部分出版。1906年，《文理譯本》出版。《國
語和合譯本》於1906年動工，至1919年出版，是中國教
會普遍使用，最為信徒喜愛的譯本。時值中國“新文化運
動”，《國語和合本》成為白話文運動的先鋒，被譽為最
佳的白話文典範作品。[中1989]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立，
時值中國在甲午戰敗後尋求維新變法，知識分子對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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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知識更為響往。青年會把握時代的需要，強調德
（宗教），智（科學），體（體育），群（公共衛生）
四育並重，號召學生們主動去服務社會。1902年，他們
組織的巡迴科學演講在各地深受歡迎。[魏1978]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在傳教士的贊助下，十位
西國婦女在上海發起天足會。早在1867年，有些地方的
教會學校就把不得纏足作為入學條件。延續千餘年的纏
足陋習，在傳教士幾十載移風易俗的努力中絕跡。[魏
1978]

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畢業於密西根大學醫學院
的石美玉和康成接受美以美會的差派，以女醫療宣教士
的身份回國為自己的同胞服務。初到九江的十個月中，
她們診療了2300名病人。1899年，九江婦幼醫院落成，
石美玉任院長。1903年，康成在南昌設立新醫院。[查

1983]

19世紀末，有61個宣教會在華傳教，外籍教士達2000

人，中國傳教士也有1600人，新教教徒人數近11.3萬
人；其中內地會在華教士有650名，270個傳教點，教徒
約5千人，成為新教在華的最大的團體。天主教教士約
400人，教徒74萬人。由於“禮儀之爭”的深遠影響，近代
以來的信徒大多來自民眾階層，這種情形在19世紀後半
葉由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而更無望改變。俄國東正教很
少對中國人傳教，在中國的信徒包括俄國人在內，共約
500人。[林1977,艾1988,周1997,唐1993,顧1996]

三、教會發展時期（1900-1948）

20世紀00年代

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第三次教難﹕義和團運
動，又稱“庚子教難”，綿延數十年之久的反教風潮達到
頂點。1896年，山東一帶出現以會道門的骨幹和浪跡江
湖的遊民為主的拳民秘密社團。1899年，毓賢任山東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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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拳民焚毀教堂，搶劫教民，一切由西洋傳入的東西
都要滅掉，如拆鐵路、毀電報線，甚至洋油燈、洋火也
在滅除之列，毓賢因教案被撤職。袁世凱繼任，處死拳
民首領多人。義和拳民流往山西、直隸一帶，一直到北
京城裏。1900年4月，各國駐北京公使聯名照會清政府，
限令在最短時期內將義和團剿除，否則各國將派軍隊前
來解決義和團。被革職的毓賢進京遊說，稱拳民神通廣
大，刀槍不入，不畏槍炮，可用來滅洋雪恥，博得端王
載漪和吏部尚書剛毅的贊同。慈禧聽信剛毅等的意見，
決定啟用拳民；反對的5位大臣被斥為漢奸日後處斬，朝
中無人再敢反對。於是慈禧下詔召拳民入京，改稱“義和
團”，扶清滅洋。義和團公開仇殺洋人，攻打教堂，日甚
一日。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宣戰，義和團圍攻京城的外
國使館、教堂。據載，“京師城內兩翼地面，城外五裏地
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戶房產等，焚毀殆盡。”在朝廷滅
盡洋人的諭旨之下，直隸、山西、河南、奉天、內蒙古
等地也相繼大舉發難，屠殺傳教士和信徒。於是列強組
成八國聯軍進攻中國，鎮壓義和團，8月14日攻陷北京，
解除了對使館區、北堂和美以美會所長達56天之久的圍
困。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辛丑條
約》。據不完全估計，庚子教難中天主教被殺害的有主
教5人，教士48人，教徒18000人；新教被殺害的有教士
188人（其中1/3是內地會的教士），教徒5000人。幸虧
當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
章聯合東南自保，不准群眾暴動，所屬教會才倖免大
劫。歷經庚子教難，基督徒信心更堅定，也顯出美好的
見證來，越來越多的傳教士走向社會，積極倡導和參與
了教育、醫療和慈善事業，並投身於20世紀中國的改革
大潮，教會的發展速度數倍於庚子教難以前，迎來了
1900至1920年的“黃金時代”。[李1998,王1959,顧1996,陳
1999]

1900年，戴德生為在義和團運動中死難的內地會傳教士
及其家屬萬分難過，脈搏從每分鐘80次驟降至每分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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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0次。但他堅持內地會不要清政府的賠款。1905年，
在巡視各地內地會的途中，他安然歸主，葬在中國。[顧
1999]

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賠款
辦學，創辦了山西大學；美國傳教士率先響應，1911年
用庚子賠款建立清華大學。[中1990,李1998]

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上海的謝洪賚，俞國楨首
先發起中國基督徒會。面對教案叠起的局面，他們認
為“中國信徒宜在本國傳道”，先後得到香港，北京，天
津，寧波，徐州，長沙，太原等地響應。1907年，上海
成立耶穌教自立會。1908年，天津成立自立會福音堂。
1911年，天津成立中國基督教會。1912年，北京成立中
華基督教會。這些由中國信徒自辦、獨立於外國差會的
教會，在1900年以前是極少有的。它們是自治、自養、
自傳的萌芽狀態。[朱1994,李1998,顧1999]

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東北大復興，嚴寒的北國
興起了中國教會屬靈運動。加拿大傳教士顧約拿單
（JonathanGoforth）是這次復興的中心人物。在義和團之
亂平息後，顧約拿單返回河南北部傳教，這裏反教氣氛
相當濃厚，戴德生曾囑咐他要“以膝代步” （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無論大小事情，除非先有充分的禱
告，絕不貿然行動。此時，他正不斷地從聖經與屬靈偉
人的傳記中尋找復興的線索。1907年，他經水路到朝
鮮，適逢朝鮮教會的一次大復興。三周後，他返回中
國，順道在東北的一些教會中報導了大復興的見聞。次
年春天，他再往東北領會，在各教會傳講的資訊圍繞一
個主題--“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靈
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4章6節），帶來了東北教會的大
復興。據統計，這次的復興使東北教會的受洗人數，從
1907年的1500人驟增到1908年的3500人。東北大復興的
影響蔓延到中國其他的地區。其後的山東大復興帶來華
北福音的覺醒，也影響了全國各地。[魏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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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轉載自中國基督教紀事（近、現代部份）漢芮編
寫，漢芮來自中國大陸，現居北美。）

倪、李兩位弟兄對西教士的印象

From the depths of our hearts we thank God that in the past 

century. He has sent so many of His faithful servants to 

China, so that those who were sitting in darkness should hear 

the gospel and believe in the Lord. Their self-sacrifice, their 

diligence, and their godliness have truly been an example to 

us. Many a time, as we looked at the faces of missionaries 

suffering for the gospel's sake, we have been moved to pray, 

"Lord, make us to live like them." May God bless and 

reward them! We acknowledge that we are utterly unworthy 

to have any part in the work of God,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we are what we are, and since God in His grace has called us 

to His service, we cannot but seek to be faithful. We have 

nothing to criticize, and much to admire, as far as the gospel 

work of our missionary brethren is concerned. Watchman 

Ne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atchman Nee, Volume 30, 

pp. 134-135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situation is, as long as we have 

the Lord's presence, we can go against all odds. One 

characteristic of a Christian is that he can go against the tide 

and move forward by beholding the Lord's face. In the past, 

when the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they also faced very 

trying situations. Everywhere they went they faced 

opposition and cold water. Rocks were thrown at them. 

Some were even martyred. Yet they were not discouraged at 

all. They pressed on and did not turn back for a moment. 

Eventually, they opened the door of the gospel in that old, 

conservative land.

Today to spread the Lord's gospel in Taiwan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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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ze the whole island, we need the spirit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missionaries who went before us. If we 

sit here hoping that evangelization will come, that is a 

dream. If we wait until all things are ready, and if we think 

that we can preach the gospel from an easy chair, we will 

never see anything of the gospel. When the Lord charged the 

disciples to preach the gospel, He told them not to bring any 

shoes, staff, or money. This means they needed to have the 

attitude that if there was no food, they would simply press 

on in hunger. If there were no shoes, they should simply 

move on bare feet. If we have such a spirit, the gospel will 

surely prevail.

Dr. Mateer, the chairman of the translation team that put out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was one of the seven renowned 

scholars in the East Pacific region. When he came to China, 

he lived in a carpenter's home in Penglai in Shangtung 

province in north China. The father of one of our senior co-

workers was a student of his in oceanography. When Dr. 

Mateer first came to China, he and his companions could not 

find a place to live. No one was willing to rent, much less 

sell, a room to him. In the end, some among them had to live 

on the streets, and some were forced to take shelter in idol 

temples. This was how they persevered in the gospel. I tell 

you this to show you that if your intention is to wait for all 

things to be ready before you preach the gospel, you are not 

qualified to do the Lord's work. If you want to be in the 

Lord's work, you have to learn to strive even when there is 

nothing for you to work with. Witness Lee; The Ministry 

Magazine, Vol.3, No.1, pp.16-17

馬禮遜生平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第一位更正教到
中國的傳教士。在馬禮遜之前，亦曾有過一些人呼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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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教，如英國貴格會的始創人喬治、福克、德國哲
學家布尼茨等。不過直到十九世紀，才有馬禮遜的直接
行動。

馬禮遜生於1782年的英國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
自小受母親的影響，信仰基督教。馬禮遜二十多歲時，
就感受到神對他生命的呼召：「要顧念中國土地上，無
從認識救主耶穌基督的三億五千萬靈魂」。1804年，他
向倫敦會提出申請，要求成為該會派赴海外的宣教士，
立即獲得批准。不久便被派到高斯波特傳教院受訓，該
院長寶格認為馬禮遜適合從事繙譯聖經中文版的工作，
派遣他到中國居住，以便更方便於繙譯。可是，清廷自
706年康熙禁止天主教傳教以來，外國傳教人士不准進入
中國內地。而當時壟斷東方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屬下的船
隻，亦因利之所在，不願載傳教士東來，所以馬氏為來
中國，須先赴美國，然後由紐約乘船來華。

1807年9月，馬禮遜時年25歲，他乘船經過七個月的航
程，從英國抵達中國廣州的南港。馬禮遜站在甲板上，
觀看岸上成千上萬湧動的人群，船長來到他旁邊，問
道：「馬禮遜先生，你真的以為自己能夠影響中國拜偶
像的深刻傳統嗎？」沈默片刻，馬禮遜回答說：「船長
先生，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夠。」

在中國政府的禁令之下，馬禮遜「偷偷地取得」了四五
百本中國書籍，內容包括中國語言，宗教、哲學、醫
藥、法律和歷史。對馬氏在研習中國語言文學字方面相
當有恩賜。1809年，馬氏與莫敦博士的女兒瑪莉結婚，
後又應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中文譯員，使他有了合
法留居廣州的身份。（當時，外國商人只許在夏季進出
廣州，教士則一律禁絕。）

1810年，馬氏繙譯並雇人刻印了《使徒行傳》，次年又
繙譯了《路加福音》。1813年又繙譯印製了《新約》，
又在倫敦會派來的第二位宣教士米憐的協助下，譯完了
《舊約》，馬氏又將這部中文聖經命名為《神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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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木》（1811）、《問答淺
注耶穌救法》（1812）、《養心神詩》（1818）、《古
聖奉神天啟示道家訓》（1832）等。同時，他亦編著了
《英華文法入門》、《中文法程》及《華英字典》等
書，促進中西文法交流。不過，由於清廷曾禁洋人秘密
印製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因此，馬氏在印刷書籍一
事上，遭遇到極大困難。馬氏只好每次返回澳門，才秘
密印刷書籍。他瞭解到難以直接宣揚福音，只有藉派發
印製品來傳教。

馬氏一直希望能夠盡力在中國傳教，不過一直受到限
制。他曾說過‥「要始終考慮到千百萬未聞我主耶穌的
中國人的可悲境況。」於是他設想「在禮拜日召集到幾
個中國人—兩個或三個，向他們談論關於耶穌的事。」
他在1808年時，只能向他的雇員讀《聖經》，使他的私
人教師和僕人和他一起禱告，講道的聽眾只有一人或兩
三個人。直至1814年，才有第一個中國人，蔡高願意受
洗。後來蔡高的哥哥及弟弟又先後信主。後期雕版工人
梁發於1816年在馬六甲由米憐為他受洗。梁發信主後奮
力佈道，撰寫福音單張。1823年馬氏選擇梁發在自己回
國期間，負責廣州、澳門的傳教工作，並行了按手聖
禮，這樣梁發就成為了第一個中國牧師。1826年，馬氏
再度到中國傳教。

在馬氏的倡導下，1818年在馬六甲興建了英華書院，米
憐為校長。既向東來的歐洲人講授中文，也同時教授當
地華人子弟英文。1834年，馬氏因病去世，經年52歲，
葬於澳門。他的兩個兒子馬儒翰、馬理生也定居中國。

馬禮遜在中國傳教多年，對當時社會有著不少貢獻。首
先，馬氏欲聯合基督教各宗派，在中國建立一個沒有派
別的基督教，開基督各派合一之先河。他在中國禁傳教
的情況下，艱辛地工作了廿七年，卒能打好基督教在華
的基礎，使後來的傳教者，聞風繼起。自1816-1839年
間，自歐美各地相繼來華傳教的有麥教思、裨治文、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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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畏、理雅各等。他亦成功創立教會，讓更多中國人認
識基督教，由初期只有蔡高一人受洗，到後期愈來愈多
人相信基督教。到1930年代，基督徒的數目增至400000

人。教堂的數目亦增至19231所。可見馬禮遜的努力，為
中國奠下了基督教的根基，令中國人對基督教有所接
觸。

馬氏在歐洲提倡研究中文，
又繙譯不少英文作品，溝通
中西文化。他的中文成就，
可說是歐洲漢學家的第一
人。他完成第一部中文的
《新舊約聖經》、《華英字
典》及多種繙譯工作，於中
西文化的溝通，有著重大貢
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
系教授顧長聲，在他所著作
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
指出‥「基督教的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在中國開始傳播，
這是天主教在華活動了二百多年所沒有做的事，而由基
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譯成了。基督教的全部教義得以
完整地介紹給中國，馬禮遜是第一人。」可見馬禮遜貢
獻之大。另外，理雅各博士之繼起繙譯《四書》為英
文，並牛津大學中文系教授。此外，其他各國的傳教士
後來成為漢學家者亦輩出。如英國的麥都思、湛約翰；
美國的裨治文、衛三畏等皆有直接或間接地受其影響，
於中西文化交流有莫大貢獻。後來的傳教士，如李提犘

太，更協助創立廣學會，從事繙譯刊印傳教的書籍及紹
西洋文化學術的專書，對中國近代思想與科學，均有極
大影響。

馬氏與米憐牧師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培養華人以作
傳教之準備，為教會在華人社會中辦學、訓練華籍人才
之始。其後英華書院遷移來香港，為香港及近代中國培
養了不少人少。後來教會辦學之風甚盛，如基督教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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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燕京大學及聖金會的聖約翰大學，均負時譽，對於我
國近代社會、文化及科學，有莫大之貢獻。到1875年左
右，基督教傳教士在華所開辦的學校約有350所，學生有
6000人。同時，留學到外國的風氣漸漸開始，最初的留
學生為馬禮遜學堂的三名高年級學生容閎、黃寛、黃
勝。對於教育方面，有助作育英才，馬禮遜在這方面下
了不少努力，貢獻甚大。

另外，馬氏的助手梁發努力編印各種傳教小冊子，每逢
鄉試時就乘機派發赴考的生員，受其影響最大的為廣東
花縣的洪秀全。洪氏赴廣州應失敗後，在歸途中得到這
種小冊子—《勸世良言》。他歸去後，經過研究，大受
感動，創立了「拜上帝會」，最後引發了太平天國事
件。太平天國的制度、發起，都是間接因為傳教而產生
的，沒有基督教、馬禮遜的傳教，就沒有太平天國事
件。所以馬禮遜的傳教簡接促成拜上帝會的成立及太平
天國事件。

總括而言，馬禮遜於中國的傳教，命途多阻。但他不遺
餘力的努力，令到基督教得以宣揚。同時，對中國有著
不少的影響。

馬禮遜言行

恐懼死亡之心情，把我重重圍困了，我向神痛哭大呼，
祈其赦宥我的罪孽，使我在心靈中得更新。罪孽已成為
一種擔負了。就在那時我經歷生命的變化，相信也是心
靈的變化。我立即與一班閒散放蕩的同伴脫離了，而自
己從事於讀書，靜想，及禱告，已使神喜悅。將其聖子
顯現於我，那時我親嘗『幼年的恩愛和婚姻的情愛』的
經驗。－馬禮遜，十五歲。

兄弟阿，這宗事業是艱難困苦的。我嚴重的請您仔細估
計一下您要付出甚麼的代價。中國人中有許多是文化高
優，學問豐富的；不特是不亞於我們，反而是優於我們
的。天主教的教士們將為我們的死敵－如果主不以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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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施行工作（神蹟）於他們心中的話。…倘使他們果
為我們的敵人，他們將必是比我們較優的；他們是年紀
較長，得人尊敬，學問高尚的人。除卻學習語文不計
外，這些及其他種種困難，實是極大的。如果我們堅決
前去的話，我們須在心內先行自判死刑，不能信託自
己，只有信託活的神而已。－馬禮遜，1800年

我們於啟程之前，同到船主之會計室。我總不能忘記那
商人調侃馬先生的面孔、言語、與神氣，－在在現出可
憐他（馬禮遜）是個錯覺的熱心人，而其中心則實是不
能不佩服其克己、忠誠、勇敢、與企業精神的。殆各種
事務上的手續辦妥之後，那傖夫由辦公桌掉轉頭來冷笑
對馬先生說：『好罷，馬禮遜先生，你真的期望你將能
改革那中華大帝國崇事偶像的陋俗麼？』他答以比平時
更為嚴肅的詞令說：『非也，我期望神將能為之。』－
1807年

我在航程中所穿的陳舊衣服，仍然可用，但對於一切有
助於完成任務的事物，則不惜金錢以購置之。因為不能
預知我將能在此繼續工作有幾久，所以我買了些書籍、
紙、筆等項。書籍是偷偷買來的。…現在我的圖書室一
共已有四五百卷了，－這都是關於語文、宗教、哲學、
醫藥、法律、及歷史的書籍。－馬禮遜到達廣東

這些精明有識見的中國人（指清吏）真是荒謬絕倫與毫
無理性，－竟以外人之學習其語文或購藏其書籍為大
罪；其尤甚者則以藏有外國書籍為大罪。…我的大罪就
是要學習華文華語。－馬禮遜學習中文

（一八一二年，清政府嚴令：凡刻印中文基督教書籍者
處死刑）刑部奉上諭頒令云：

自此以後，如有洋人祕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
希圖惑眾，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教，及改稱
名字，擾亂治安者，應嚴為防範，為首者立斬；如有祕
密向少數人宣傳洋教而不改稱名字（即洗禮）者，斬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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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信從洋教而不願反教者，充軍遠方（至黑龍江）。

一別十年，自覺垂垂老矣。…我現在埋頭伏案，重操舊
業。不過，自經遊歷中國得度戶外生活之後，愈覺長此
禁錮於斗室之苦悶。米憐之健康不佳。他甚欲到中國一
行，藉以一享寒冷天氣之利益，但因故見阻。他以多病
之身而任勞苦之役，對於神聖工作甚為活動。

政府對於印行英華字典之印刷所，實行干涉。我對於你
的老友阿三甚為關懷。聞其與阿科及其弟阿顯，均在通
緝之列。我的老助手高先生已逃匿無蹤了。於兩星期之
前，清吏派出差役闖進印刷所，搜獲我一些稿件及中文
鉛字粒而去。

這是一個非常可厭的地方；令人常在孤寂與恐慌之中。
我希望神的臂膀之一向呵護我者，此後仍保佑我使不致
受害。－馬禮遜，1817年

我現在致力於翻譯及編纂中文字典，這是一宗勞苦的工
作。我的勇氣與毅力幾乎支持不住了。…這是一個非常
孤寂的崗位。我來此已屆十年了。我心願得到另一處可
以享受自由滋味及得有宗教團契的地方。我長期感受壓
迫者威脅的恐怖。不特此也，幫助我工作的幾個本地人
長在通緝之列，有時被捉將官裡去。今簡略書此，諸請
原宥，－我的手疲倦已極，執筆不易。假使我得以耡犁
易了筆桿，則我的健康必較佳無疑。－馬禮遜，1817

年。

我竟成為一個離群索居伶仃孤苦的人了。我很少到公司
或他處用膳。過了一星期復一星期，我的食品餐餐一律
－牛腩煲藕－我以中國筷子吃之。不過，身體如常平
安，每日寫作由早晨九時至入夜九、十時。－馬禮遜，
1817年

藉神之助力，您今已發動了一宗大事，為中國一切的帝
國（朝代）、官吏、及祭司、文人、與人民所永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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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毀滅及有效停止的，而且將必掃蕩他們的廟宇，毀
壞他們的偶像，改變他們的生命，及拯救許多人的靈魂
的。親愛的朋友阿！切勿灰心失意阿！試想有多少的忠
誠服務的人員，當其撒手歸天之際，竟不能享受現在十
分之一的榮譽哩。願永恆的神臂呵護你。－馬禮遜寫給
米憐信，關於繙譯中文聖經的價值

九年前之昨日，我倆夫婦歡迎米憐夫婦到達澳門。如今
呢，我們四人中之三人－皆在四十歲以下－一一作古，
祇留下我孤苦伶仃一人獨存。然而主的旨意是善的，他
們皆是在福音內的信仰與希望而死，而且皆是在他們的
崗位上而死。他們留下忠骸於戰場上。他們盡忠於救主
的大事業，以至末日。他們無一臨陣逃亡者，－這令我
滿心快樂，甚至我最為不幸的瑪麗也回到中國而亡。－
馬禮遜，1822年。

一八二二年一月大函，我於憂患與職務交迫中得收。於
我愛妻瑪麗及愛友米憐相繼物故後，今則所愛的維廉又
于本年六月二日去世了。我並不因此而退縮，而怨天，
但我祇為自己之孤苦獨存而痛哭不少，且為我個人之罪
愆而哭。我願中心得放在天上的事多一點。我願黽勉從
事於專職－靜候我主之蒞臨。－馬禮遜，1822年。

計我來華於茲十五年矣。其間一半的歲月是獨自工作
的，然神仍容忍我的軟弱而祝福我一手所幹的工作。我
現在的健康仍是非常之好。初時我以為斷不能生存至今
的。…我以為以前所播的種，今已有萌芽可見了。－馬
禮遜，1822年。

我現在仍覺意沮神喪。我深覺舉目無親之感，－雙親早
已見背，而你們親人皆與我距離甚遠。我至愛之人，一
一去世。環繞著我的異教徒，因其國制度習俗關係，對
待外人冷酷而薄情。我絕不畏縮，但迫處於如此孤獨的
境地實非中心所願的條件。然而我仍當感謝神。神拯救
我，使我不至陷於辜恩溺職之罪。－馬禮遜，18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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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高─中國首位基督教徒

一、生平簡介

馬禮遜在華傳道二十七年，只見到十人受洗歸主，但每
一個果子都是誠實堅貞。 

馬禮遜的第一個果子，名叫蔡高（1788~1818），成為中
國首位基督教徒。

蔡高，又名蔡亞高，祖籍廣東香山縣（即今中山），其
長兄蔡興（又名蔡盧興）曾助馬禮遜牧師私印書籍，而
蔡高在廠內當印務監工。當時清朝已頒令不許洋人印書
傳教，又禁國人協助印書或改信洋教；因此蔡興印書收
費特別昂貴。中國首位宣教師梁發亦是在蔡興處職雕版
工人而信主。

蔡高為人性情暴躁，不及兄長謙和而有遠見，與兄長及
同事常有衝突，不見人和。因此1812年蔡高首次向馬禮
遜提出受洗要求時，馬禮遜以他為人不檢拒絕施洗。從
此蔡高痛改前非，改變生活和行為，過兩年再請求洗
禮。馬牧師經過兩年考驗，叫蔡高寫了一篇得救見証講
述信德，就在澳門市郊為蔡高施洗。1814年7月16日蔡高
從馬禮遜牧師手中領洗，正式成為中國首位基督教信
徒。洗禮歸主後，蔡高仍忠心於刻字印刷工作，領受牧
養。有說蔡高最後患上肺病死於1818年10月下旬，又有
說1819年受天主教教士誣陷死於獄中，當中以前者為可
信。不管如何，蔡高逝世之時年未過三十。

現位於澳門的志道堂即是為了紀念中國第一位基督徒蔡
高所設立，堂內有陳子褒先生所撰《蔡高先生紀念
碑》。原設有志道堂小學，改名蔡高紀念學校後遷出。

二、信仰轉變的經過

"Tsae A-ko desires baptism. His written confession 

respecting himself is as follows :.. ' Jesus making ato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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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us is the blessed sound. Language and thought are both 

inadequate to exhaust the gracious and admirable goodness 

of the intention of Jesus. I now believe in Jesus and rely on 

his merits to obtain the remission. I have sins and defects, 

and without faith in Jesus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should be 

eternally miserable Now that we have heard of the 

forgiveness d sins through Jesus, we ought, with all our 

hearts, to rely on his merits. He who does not do so is not a 

good man. I by no means rely on my own goodness. When I 

reflect and question myself, I perceive that, from childhood .

till now, I have had no strength－no merit－no learning. Till 

this, my twenty-seventh year, I have done nothing to answer 

to the goodness of God in giving me existence in this world 

as a human being.. I have not recompensed the kindness of 

my parent, my relations, my friends. Shall I repine? Shall I 

hope in my own good deeds? I entirely call upon God the 

Father, and rely upon God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 I also 

always pray to God to confer upon me the Holy Spirit.

"A-ko is the son of a second concubine. His father's wife 

died without children. His father when he was sixteen years 

of age. When he was twenty-one he came to my house, and 

heard me talk of Jesus; but says he did not well understand 

what l meant. That was my first year in China. Three years 

after, when I could speak better, and could write, he 

understood better: and being employed by his brother in 

superintending the New Testament for the press, he says that 

he began to see the merits of Jesus were able to save all men 

in all ages and nations, and hence he listened to and believed 

in him.

"His natural temper is not good. He often disagreed with his 

brother and other domestics: and I thought better that he 

should retire from my service. He however continued, 

whenever he was within a few miles, to come to worship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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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bbath-day. He prayed earnestly morning and evening, 

and read the Decalogue as contained in the Catechism. He 

says that from the Decalogue and instruction of friends he 

saw his great and manifold errors, that his nature was wrong, 

that he had been unjust, and that he had not fulfilled his duty 

to his friends or brothers or other men. His knowledge of 

course is very limited, and his views perhaps obscure, but I 

hope that his faith in Jesus is sincere. I took for my guide 

what Philip said to the Eunuch,－’ If thou believest with all 

thine heart. thou mayest' be baptized. O that at the great day 

he may prove to have been a brand plucked out of the 

burning; may God be glorified in his eternal salvation !

"He writes a tolerably good hand. His father was a man of 

some property, which he lost by the wreck of a junk in the 

China Seas returning from Batavia. Tsae A-ko, when at 

school, was often unwell, and did not make so much 

progress as his brother A-Heen, who is with me. A-Heen is 

mild and judicious, but is, I fear in his heart opposed to the 

gospel. His attendance to preaching on the Lord's day is also 

constant. But insincerity and want of truth are vices which 

cling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

"July 16,－At a spring of water issuing from the foot of a 

lofty hill by the sea side, away from human observation, I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the 

person whose character and profession has been given 

above. O that the Lord may cleanse him from all sin in the 

blood of Jesus, and purify his heart by the influences of the 

Holy Spirit. May he be the first fruits of a great harvest; one 

of millions who shall believe and be saved from the wrath to 

come. 

"Ko Seen-sang wrote an account of himself, very similar to 

that sent by the last fleet to Mr. Hardcastle, and which was 

written by his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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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 12.－Mr. Milne has again come to us; he has finished 

a laborious and useful tour. May the blessing of God follow 

his labours. Some Portuguese families expressed a wish to 

receive the New Testament, but my friends have neglected 

to send out those which I had requested. Some Tracts were 

given; of which circumstance, the bishop of Macao 

afterwards complained.

"Sept. 13.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ssued an order to 

apprehend all natives in the service foreign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lows not natives to serve foreigners, but yet 

winks at it. The practice goes on till the government wishes 

to annoy and distress the resident foreigners, when the law is 

then enforced.

"Sept. 28. Constantly occupied in writing official papers to 

and from the committe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r. R., who, previous to his death, 

expressed deep penitence and hope in Jesus. He has left one 

thousand dollars to be applied by me to the diffusion of our 

blessed religion. It has been a appropriated to a duodecimo 

edi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Dec. 16.－Went to Canton.

"Dec. 17.－Preached to seven persons subject, the Rich Man 

and Lazarus. Endeavoured to impress the minds of my 

hearers with a sense of the unspeakable importance of 

eternal realities.

"Jan. 21.－I parted from my dear family. Mrs. Morrison’s 

long-continued ill-health making a return to her native 

country absolutely necessary.

"Thus, my dear Sir, I have run over the occurren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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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year. I have been induced, by much reflection on the 

state of this mission, to recommend it to my excellent 

colleague, Mr. Milne, to go to Malacca, to found there a 

permanent seat for our mission. Whether he would be 

allowed to remain either at Canton or Macao during the 

ensuing season, is very uncertain; but independent of that 

consideration, I advise him to go. He has been favoured with 

the kind attention of many persons of high respectaliliy in 

Java, at Malacca, and other places in in that neighbourhood, 

which peculiarly fits him for the branch of this mission 

which he is about to form;－a measure which I earnestly 

recommended two years ago, and which the judicious Mr. 

Hardcastle, one of the fathers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has, 

in a letter to me, most cordially approved. I have sanguine 

hopes of the success of this proposed branch of the Chinese 

mission, partly from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person who has 

to undertake it, and partly from the full liberty which will be 

enjoyed to preach and to teach the doctrines and precepts of 

Jesus Christ our Lord and Saviour. Mr. Milne will continue 

his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view to aid in 

translating .the remaining parts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 or.

in improving future editions of those parts already translated.

澳門簡史

澳門原是荒蕪之地，在宋朝之
前並沒有人居住，沿海一帶只
作漁民的避風港及海盜藏匿之
處，在1534年葡萄牙政府初次
東來澳門，心想往到中國開拓

市場，也曾到香港屯門青山一帶，當年到澳門黑沙灣地
區以借曬貨為名，不斷弄濕貨物延遲離開，更與當時清
地方政府以金錢協定，蓋建茅屋以作長久貨倉用途，以
500兩白銀作租借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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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57年按葡萄牙政府之記錄，因剿盜有功可以換取澳
門為長居之處，但每年仍要繳付500兩白銀為費用。他們
當時到達之地為媽閣，「亞媽」乃福建話，意即媽祖，
他們更以此塑像貌似西方聖母瑪利亞，故稱此地為「中
國上帝聖名之城」，意即：媽祖是中國人所供奉的神。

羅馬基督教 （下稱天主教） 因新
航線之發現，由好望角到印度，
佔據印度，故取俄亞為大本營，
立足地，並向東拓展，以整個東
亞列入他們宣教及貿易範圍，他
們因有先進的軍艦 （紅衣大將軍

弗朗基之大炮），借著這個優勢到澳門，當時羅馬基督
教因16世紀宗教改革及理性主義時期，因著天主教所屬
之地國家，因此就紛紛脫離所屬之統治者，趁此機會他
們找出路，當時葡萄牙教會向政府宣告，商人向東方貿
易，你們有其責任，就是幫助教士推行宗教活動，政府
向商人勸言，政府保護你們，你們亦要保護宗教，這便
成有護教之責任，當時正因如此，天主教教會就以此情
況下向澳門進行宣教活動，按歷史地位來說，澳門就成
了是很重要向遠東宣教之基地。

到清朝1906年，澳門志道堂在黑沙灣開始立會，香港道
濟堂送給他們一塊牌匾以作賀禮，內中寫上六個字 「福
音初至之地」。直至如今仍存放在教會禮堂。1807年倫
敦會派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到中國宣教，倫敦會
是由英國的公理會、長老會、聖公會、循道會共同組織
的海外傳道機構。

馬禮遜到澳門生活亦不容易，十分艱難，因為倫敦會之
接濟不定期，所以在居留及經濟雙重壓力下，他就作了
東印度公司之翻譯員，亦從事聖經翻譯及字典撰寫工
作，七年後帶領蔡亞高 （又名蔡高） 信主，他是一位雕
刻工作者，不久在東望洋一個隱秘之溪澗接受水禮，不
幸地因肺病不久離開世界，另有一說是殉道而死。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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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因事工繁忙，請求倫敦會派多一位宣教士名米憐 

（William Miline） ，他生得奇貌不揚，但博學多才，後
因天主教對當時馬禮遜工作之監視，故此影響他的事
工，並未能發展，因此米憐被送到馬來西亞的馬六甲開
始他的宣教事業，隨行亦有兩位肢體同工，其中一位就
是梁發。

開始時的工作就是翻譯聖經工作，創辦當時中國第一所
神學院英華書院，設有語文及聖經科目﹔而梁發在當中
協作印刷，出品一本中國報業史上第一份雜誌，內容有
福音、科技及新聞，這份被稱為第一份報紙，而梁發也
被稱為第一位報人，當時行銷馬來亞、印尼及中國一
帶。因著梁發雕刻工作緣故，在1816年，決志信主後，
十分熱心及長進，貫徹米憐牧師對文字工作的志趣，他
亦寫福音單張來派發，後回到中國時，在馬禮遜還未離
開世界之前，按立他第一個中國的宣教士，因當時還未
有牧師稱謂之設立。

而當時中國第一位牧師是何福堂牧師，他的兒子是何
啟，是一位大律師，太太是雅麗珊 （香港雅麗珊醫院以
她命名），亦是香港啟德機場的合夥人之一。何福堂雖
不是澳門人，但他卻是澳門人所辦英華書院的學生，故
與澳門是有關係。

除了馬禮遜、米憐及梁發之外，與澳門有關的人物是是
普路士人的郭士臘 （有譯作郭實臘）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or Charles Gutzlaff），是荷蘭差會所差
派，是穿著荷蘭服飾的另類傳道方式，而他個人獨力翻
譯聖經，名為郭士臘譯本，後更成為太平天國的聖經，
被洪秀全所使用之聖經。他在澳門創立一個「福漢會」
的組織，意即為福音傳到漢人，在沿岸以派發書仔 （福
音單張） 方式傳道，後更帶來了一位中國人信主，就是
王元深先生，他是相當重要的人物，因他寫了第一本教
會歷史，而他的兒子是王旭初，孫兒是王重惠，他是中
國司法部長，一家都為俊傑，其後代亦是對中國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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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與影響。

而郭士臘太太在澳門開辦女子學校，專為女子而設，而
後來叔末士太太所開辦的女子學校之前，亦在這間學校
授教。在1836年，浸信會的叔末士來澳門宣教，當時受
到政府及天主教所刃難，難以上岸，沒有人願意接他們
上岸，後因著傳教士幫助下，可以上岸事奉及生活，而
在他們未曾到澳門之前，在新加坡學習廣東話，故此在
這裡一方面學習廣東話，但事奉卻未被發揮，故此經常
偷進到廣州十三行來瞭解是否有機會發展，雖是這樣，
但有一些以家庭為單元的事奉機會，因而帶領一位姓楊
的信主，居住在中山，他是作賣買的商人，大有學問，
這位先生更成為浸信會華人第一位牧師，他姓楊名慶，
而按牧即在美國三蕃市教會，後來返回到廣州協助叔末
士教會事奉。

隨後，亦有另一位牧師來澳門宣教，名叫羅孝全 

（Issachar J. Roberts），是富家子弟，因受感動，成立基
金會，獻身中國傳道，他特別向兩類群體事奉，一是痳
瘋病人，另一類是鄧家人 （即船家），澳門當時有很多
痳瘋病人，正如在澳門有一街道名為「風順堂街」及
「瘋堂斜巷」，因當時是有痳瘋病院之設立。他向那些
痳瘋病人傳道，此人具有傳道之熱誠，他與叔末士等同
工直到1842年前，即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前，當時絕大部
份西國宣教士都在澳門隱藏，等候機會進入中國傳道，
當五口通商後，而大部份宣教士都離開澳門進到中國，
而叔末士即到香港開始黃後大道浸信會及開辦女子學
校。

為何辦男子學校比較困難? 而當時澳門浸信會亦開辦一所
男子學校，叫「培智」，開始時只有二三位男生入讀，
三年後結束，隨後再辦「靈道」女子學校，當時浸信會
有一次會議中提及要恢復男校，記錄有載因辦男校有困
難，故作罷論，決議繼續辦女校﹔而羅孝全牧師在廣州
東城閣開第一間浸信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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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歷史地位，首先在四百多年前天主教藉葡澳人的管
治來到澳門，當時之教務並不發達及成就，後來利瑪竇
來到澳門後，宣教事工上才有很大的突破，這是天主教
在澳門的歷史地位。而對更正教來說，澳門是「福音初
至之地」，是非常有歷史價值的地方。（待續）

本文乃黃鍾牧師於1999年8月在「基督教文化節」的專題
演講內容，由冼錦光傳道根據錄音整理而成。

中國海盜─廣東海盜與澳門

英國人侵犯澳門事件剛告結束，珠江口海盜的猖獗活動
又使廣東政府感到莫大困擾。

珠江口海盜大致興起於18世紀上半葉，即雍正末年左
右。當時有鄭連福、鄭連昌兄弟二人，其先人鄭建原是
鄭成功的部將，因在戰爭中與主力部隊失散，未能跟隨
鄭成功撤走台灣，遂率領餘部從福建輾轉而入廣東廣州
灣定居，當漁民和樵夫。1671年鄭建死後，他的一些子
孫開始移居新安，並在那裏加入海盜團夥。鄭連福
（1706－1761）和鄭連昌（1712一1775）是鄭建的曾
孫，他們是著名海盜。前者據香港大嶼山為基地，後者
則盤踞鯉魚門北岸一帶的山嶺。鄭連昌死後，其子鄭一
聯絡附近一帶的海盜，於1805年建立海盜聯盟。鄭一是
這個聯盟的首領，並兼任紅旗幫的幫主。另外，郭婆帶
是黑旗幫幫主；鄔石二是藍旗幫幫主；此外，還有白旗
幫、綠旗幫、黃旗幫等。實際上這6個幫是6支海盜艦
隊，每支艦隊規模大小下等，大約分別擁有70－300艘下
等的船隻。海盜總數達57萬人、800多條船。他們在海上
劫掠來往商旅，脅迫沿岸居民繳納保護費，海盜船還經
常闖入內河燒殺擄掠、洗劫村鎮，嚴重威脅著人民生命
財產的安全。特別是香山、東莞、新安、番禺等縣深受
其害。因此珠江口海盜禍患已經成為廣東最突出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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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鄭一出征越南，中途遭遇颱風，船被掀翻，而葬
身魚腹。紅旗幫由其妻鄭一嫂繼承統率，（她本名石香
姑，廣東花艇妓女出身，1801年成為鄭一的壓寨夫
人。）另有一個得力幹將張保仔充當副手。張保仔本是
新會江門漁民，15歲時，隨父出海捕魚，被鄭一所擄，
收養為義子，從此過著海盜生活。張保仔聰明機警、勇
敢善戰，深得鄭一夫婦賞識。鄭一死後，其妻石香姑改
嫁給這個乾兒子，共同支撐海盜聯盟大旗，勢力日增，
聲威日大。到1809年時，他們統領海盜已達7萬人，至少
有18賊船。其武裝力量相當於1588年英國艦隊與西班
牙“無敵艦隊”進行大海戰時，兩國船艦相加的兩倍。山
他們兩人統領這6股海盜勢力橫行海上，對抗官軍。當局
屢次調兵遺將前往圍剿，均告失敗。廣東提督孫全謀、
總兵林發等都是他們的手下敗將，對他們的縱橫海上、
肆意劫掠無可奈何。

當時這些海盜下僅人多勢眾，而且裝備精良。他們的海
盜船船體堅固，經受得起長期海上航行以及狂風巨浪的
折騰。大船船體兩旁配備大砲，還有抬槍、短刀、標槍
和長矛等，有很強的戰鬥力。同時每艘大船均配備若干
較小的快艇，每艇均有6－8門旋轉砲，與大船配合洗劫
行旅客船，以及抗擊官軍。•

事實上，早在18世紀末，便有海盜在珠江口頻繁活動，
對中外貿易商船的航行也造成極大威脅。

1797年5月9日，據澳葡理事官報告稱：有澳葡船往哥斯
達貿易歸來，至老萬山附近遭遇兩艘海盜大船、數百盜
匪的圍攻，葡船亦有槍砲，與盜匪交火打傷數人之後，
利用船小靈活之便，逃回澳門。•

而進入19世紀初，海盜活動對澳葡商船的威脅更大了。

1805年，“查有夷人溫渡，由安南新置有椰華小夷船一
隻，裝載檳椰、紅木、洋魚樹皮、米物來澳。6：5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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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6月7日）到老萬山外洋，被盜船圍劫擄去，船上
夷人9名，民人4名。隨後放回民人2名，持盜匪字單，回
澳說知船主索贖。”

海盜的字單是這樣寫的：

"溫渡：知爾有小船一隻，裝載檳榔、木、米等貨。要銀
1500元、縐紗1疋、疋頭4疋、限15日到廣州灣贖水，過
期不到，連人貨一去。－－鄭一哥快艇公先生單。”•

1805年澳葡從安南買回小船1隻，途中被海盜連人帶船擄

去，10月13日，船主方濟各乘賊不備逃回澳門。•

1807年5月6日，海盜船襲擊澳門，與澳葡艦隊發生一場
慘烈的激戰。雖然把海盜趕跑了，但雙方傷亡很大。

1809年9月5日，海盜兵臨澳門，海盜在此扣留了暹羅使
團朝貢使團的3艘大帆船，並將5艘美國船驅趕到澳蔔大
砲射程之內的安全地點。他們還劫持了帚汶總督的一艘
雙桅帆船。海盜殺死了大部分船員，逼迫末殺的船員訓
練海盜使用歐洲盜船還拖著這條船在澳門海面來回游弋
炫耀。激怒澳葡派艦隊迎戰，但又被海盜殺敗逃回澳
門。後來，由於海面突然颳起了強颱風，被擄的葡船趁
海盜們忙亂之時，砍斷拖船纜繩逃脫。

1809年9月15日，葡艦2艘在黃埔遭遇張保仔的紅旗和黑
旗分艦隊，發生激戰。葡艦雖然擊退海盜，但兩船也遍
體鱗傷。•

海盜危及澳葡貿易安全，澳葡為自身利益計，迫切要求
中國剿滅海盜。早在1797年，澳葡理事宮即在一封致中
國官員的公函中，指出：“仰此強寇，每於於夏秋洋船回
帆之時，商船來往之際，蜂屯蟻聚，攔截劫掠，實為心
腹大患。且夷等棲居澳工，無田可耕，唯赴洋貿易以資
生活。此等海寇下除，商船遭殃，將見坐困待斃。為此
通知老爺，轉詳大憲飭兵擒拿，俾得商船便於往來貿易
沾恩。”（摘自澳門簡史，第一七一至一七四頁，黃鴻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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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華開展時期─1842年至1860年

　
　　

第二十五篇　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華開展時期─1842年至1860年

1.太平天國簡史

2.鴉片戰爭簡史

3.鴉片戰爭後的上海─簡述上海近代史

4.第二次鴉片戰爭北京談判者─丁韙良

5.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歷史

6.林則徐與基督教之接觸

7.望廈條約簡介

8.第一次鴉片戰爭─鎮江戰役

9.南京條約

10.圓明園

11.醫療宣教的先驅——伯駕

12.中山大學附屬第二分院─前廣東博濟醫院

13.廣東十三行

14.廣東沙面

15.梁發─中國第一位華人牧師

16.嶺南大學與基督教之關係

17.上海早期宣教活動─翻譯聖經

18.基督教出版業

太平天國簡史

洪秀全（1814-1864）是廣東省花縣的客家人，年少時讀過幾年私塾，頗有

才氣。1837年，洪秀全參加科舉考試失敗後，得到一本叫做「勸世良言」的

小冊，這是中國人梁發，節引聖經解說教義所成。一連數次科場失意，使

洪秀全在憤恨之餘，萌生了反清的異志，現又得到了一些宗教觀念，認為

大可利用，於是在1843年創立「拜立帝會」，對推翻清朝統治的運動，起了

重要的宣傳和組織作用。他先後撰寫了「原道救世訓」、「原道醒世訓」、以及「原道覺世訓」等

著作，為太平天國的起義，作好了思想輿論準備。經數年努力，洪秀全在傑出的領袖馮雲山的幫助

下迅速發展，為金田起義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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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拜上帝會號召各地的會員，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事。他們在洪秀全生日

1月11日那天，正式宣佈起義反清，建國號「太平天國」，洪秀全自稱「天王」。

1853年3月，太平軍攻進南京，正式建都南京，改稱「天京」。太平天國初期的統

治非常良好，軍隊有組織、有紀律。他們在經濟上推行公有共用政策，收入全歸

「聖庫」。是年冬，洪秀全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提出改變土地制度和其他改

革社會的措施。其內容表現了農民反封建的要求和解決土地問題的強烈願望。綱領

內容的完備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國革命達到了中國歷代農民革命所能達到的最高

思想境界。他們造成一股龐大的聲勢，大大震動了北京的清廷。

1859年頒布了洪秀全為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寫的「資政新篇」一書。這是後期太平天國的重要

政綱，說明他在對待資本主義的態度上，較同時代的地主統治階級思想開明，眼界開闊。 

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能成為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戰爭的最高峰，是與他的巨大貢獻分不開的。乃至

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願作洪秀全第二，即可見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圖為洪秀全）

小刀會簡介

小刀會原有兩個不同來源的流派，本來以安徽、江蘇為主，後來聲威傳播至福建、台灣，兩地也因

而有了會眾。乾隆7年(西元1742)官方文件已提及福建小刀會活動記錄。當年12月17日，臺灣總兵官

何勉已在上呈咨文中提到：「漳浦縣殺死知縣一案，子龍小刀會內即有兵丁連結，此則干犯法紀尤

甚者。」當時永瑢等人議覆小刀會滋事原因時，也說：「查臺灣一府，地居海中，番民雜處，是以

多設兵丁，以資彈壓，乃兵丁等反結夥肆橫，凌辱民人，強買強賣，打毀房屋，甚至放鎗凶鬥，以

玫該處居民，畏其強暴，相約結會，各小刀，計圖抵制，是十餘年來，小刀會之舉，皆係兵丁激

成。」可見臺、閩小刀會所以創立，實因清代吏治廢弛，居民因而成立以對抗侵削。

起初與反清復明並無關係。到了道光30年（西元1850），由福建華僑陳慶真按照天地會的組織形

式，在廈門正式創建，成為天地會的一個支派。福建小刀會傳到上海以後，會首劉麗川在咸豐3年

（太平天國3年，西元1853年），於上海響應太平天國，發動了小刀會眾佔領了上海城，並根據

「反清復明」 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國」，自任大明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

鴉片戰後五口通商對福音的影響

上海初期的傳教事業

鴉片戰後，因南京條約與望廈條約的簽訂，傳教士有了進入五口通商、居住的自由。1843年，英國

倫敦宣教會，派遣麥都思、賓威廉到上海傳教。1845年和1847年，美國聖公會和公理會，也分別派

遣了傳教士文惠廉，以及裨治文到上海。當時中國共有三十六個新興宗派，幾乎每個宗派都派遣傳

教士到上海傳教，每個宗派也都有傳教的權利，這是基督教與天主教的一大不同點。基督教為了擴

大其傳教事業，每個宗派也都有傳教的權利，這是基督教與天主教的一大不同點。基督教為了擴大

其傳教事業，多半創建學校、翻譯西書、出版書報並從事一些慈善活動。爾後，基督教教堂也陸陸

續續在上海出現。1869年落成的聖三一堂，是目前上海最老的基督教堂。

基督教在上海傳播，使上海成為中國傳教中心。上海，一方面成為宗教浸染最深的地區，另一方面

也是接受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和近代資本主義民主思想最早、也是最多的城市。當時教會創辦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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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教育、科學機關，現在都仍在為上海的騰飛散發著炫麗的光彩。

基督教出版業的影響

1843年，來自英國倫敦宣教會的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城東門外租賃住

房，並將自己在印尼雅加達的印刷所遷來，初設於上海城老北門外的大

境閣，後搬至洋涇濱以北的山東路，即為後來耳熟能詳的「山東路麥家

圈」。由於該印刷所已從事出版業務二十年餘，為當時傳教士出版基地

之一，故此該所的規模、設備在當時均屬一流。該所的英文名為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中文名稱為「墨海書館」。（圖為美華書館）

後至1860年，「美華書館」遷址上海，由美國的長老會傳教士姜別利。姜別利在近代中文出版史上

有出色的成就與貢獻，如發明電鍍中文字模，並以此法制成一至七號美華字，俗稱「宋字」。美華

書館還大量製造並出售這種字模及鉛字，使其成為以後數十年裏，書局與報館間最通用的字模和鉛

字。出版史學者認為，其電鍍法「在造華文鉛活字上可說是一次革命」。姜別利還創用了一種方面

排字檢字工作的元寶式字架，使排字工人取字的速度至少提高了三倍。因著其在出版業的貢獻，可

見於其教會同道致姜別利的追悼詞中：「在未來的一個世紀中，在中國或日本所發行的任何一本聖

經、基督教書籍或科學籍，都帶有姜別利先生的印記。」美華書館為近代中國出版界培養了整整一

代人才，如1897年2月成立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者，均多在美華書館工作多年。

上海另一個頗具影響的出版機構，為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學會。該機構的成員都是來華的英、

美傳教士，主要是出版內外學校通用的教科書。1890年，該書會已出版並審定合乎學校使用的書籍

共98種。除了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所編寫，廣為人知的「格物致知」和「格物圖說」外，益智學會

也出版了進代中國第一步西方心理學著作「心靈學」，以及近代中國最早翻譯的英國專史「大英國

志」。

1887年11月，始終視上海為傳教士大本營的英、美教會機構及有關

人士，由曾經擔任益智書會秘書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韋廉臣發起，

宣告成立了旨在編譯出版書刊以介紹西方文化的又一所教會出版機

構─上海同文書會，其英文名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2年該書會易

名為「廣學會」，在戊戌維新變法前後響震一時。1890年韋廉臣病

逝，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接任，將廣學會帶入了鼎盛時期。直至

1911年，這個在近代名頭響亮的基督教出版機構共出版了461種書

籍，並發行了在晚清社會中影響甚鉅的「萬國公報」。（圖為廣學

會所在）

中文聖經翻譯工作

明清以降，大批傳教士來華，尤其是英、美教士十分熱心譯經工作，貢獻良多，影響頗大。最早的

可信譯本，是聖孟高維諾神父所譯的蒙古文舊約詩篇和新約全書。其後有利瑪竇神父的「祖傳天主

十誡」，巴設神父的白話文四福音、保羅書信及希伯來書，陽瑪諾的四福音的「聖經直解」，賀清

泰教士的「古新聖經」等。其中「巴設譯本」，更可能成為馬禮遜譯經時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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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末，隨著基督教來華，聖經的翻譯工作更是活躍。馬禮遜的「神聖天書」，完整的將「聖

經」翻譯成漢語。此時期的聖經譯本，尚有麥都思與郭實臘合修的「新、舊遺詔聖書」。其中，新

約的翻譯多由麥都思負責，其實是修訂馬禮遜、米憐的譯本。郭士獵後來又將新約譯本修改出版，

名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並於1840年出版。本書為太平天國所翻印，不過甚多修改，據說洪

秀全手下有500人從事聖經的漢譯和改編工作。

「南京條約」簽訂後，清廷被迫開放五口。英、美各傳教機構於1843年在香港成立一個委員會，修

訂已有的中文「聖經」譯本，由各地傳教士分五組譯出新約初稿，交代表委員會審閱。審稿工作從

1847年開始到1850年完成。但對基督教崇拜的宇宙主宰希臘文Theos一詞的譯名究應稱「上帝」還

是「神」，各方意見不一。英國聖經公會主張採用「上帝」，美國聖經公會支援採用「神」。故

1853年出版的「新約聖經」，分為「神」及「上帝」兩種版本。

由於意見分歧，委員會陷於分裂，後分成兩個團體各自工作。一個團體由麥都思、施敦力和理雅各

組成，於1853年完成舊約譯稿，並與1855年代表委員會譯本「新約聖經」合訂在上海出版，稱為

「聖經全書」，人稱「上帝」版。另外一面，裨治文和克陛存，因為不贊成委員會所採用之文言文

體和「上帝」譯名，兩人另行翻譯新舊約全書，相繼於1859年和1862年完成，交給上海華美聖經會

1863年出版為古漢語「神」版，亦稱裨治文譯本。以上均為文言文譯本，當時稱「文理」譯本，或

「深文理」譯本。

1890年，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召開大會議決定出版一本全國通用

的中文聖經，以求減少版本過多而造成的譯文混亂現象，務求

做到文筆流暢而又忠於原文。次年，共成立了三個「聖經」重

譯委員會，分別負責三種不同文體的版本：文理、淺文理，以

及國語（或官話）。全部翻譯歷時27年，其中以「國語和合譯

本」最受歡迎，成為今日絕大多數教會採用的標準譯本。(圖

為和合譯本委員會) 

國語譯本從動工（1906）到出版（1919）仍在世上的，只有富

善一人。富善在中國傳道前後60年之久，其中29年用在譯經工

作上。新約重譯工作在狄考文支援下進行，於1907年出版官話

和合譯本新約。該譯本譯文準確，但文字不夠流暢，此後又屢

經修訂，至「聖經全書」出版時，與初版相比，改動甚多。舊

約重譯工作在富善支援下進行，並議定五點譯經原則，如譯文

必須切合原文，必須是通用的白話文，不使用地方方言，而又

便於上口誦讀等。舊約譯成歷時13載，於1919年初與新約合訂出版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

有「神」和「上帝」兩種版本。該版本逐漸取代了「聖經」的其他中譯本，在漢族教徒中廣泛傳

誦，也為中國教會普遍接受。這也是外國傳教士在華集體翻譯的最後一版中文「聖經」。

「和合本」聖經的譯者是以「忠於原文」為目標，就是要「堅持文字上的準確」，但由於譯經原則

改變，這個目標就有新的理解：「重視意義上的準確」。在舊約翻譯的十三年中，新約經過了多次

的修訂，使其譯文更清楚、優美。「和合本」實在為教會提供了一部翻譯比以前更準確、更適合大

眾閱讀的譯本，於是它就成了教會和信徒最受歡迎的聖經譯本，漸漸建立起典範的權威，成為主

流，也為教會和信徒的語言系統增添了不少獨特的基督教詞彙。（圖為從事漢語聖經修訂工作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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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左3為富善）

鴉片戰爭簡史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英國開始把鴉片大量輸入中國。到了十九世紀，鴉

片輸入額逐年增多。英國資產階級為了抵銷英中貿易方面的入超現象，

大力發展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貿易，以達到開闢中國市場的目的。十九

世紀初輸入中國的鴉片為4000多箱，到1839年就猛增到40000多箱。英國

資產階級從這項可恥的貿易中大發橫財。由於鴉片輸入猛增，導致中國

白銀大量外流，並使吸食鴉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受到了極大的摧

殘。如不採取制止措施，將要造成國家財源枯竭和軍隊瓦解。於是，清政府決定嚴禁鴉片入口。

一、第一次鴉片戰爭

1839年3月，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通知外國商人在三天內將所存鴉片煙土全部繳出，聽

候處理。林則徐克服了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和不法煙商的阻撓、破壞，共繳獲各國(主要是英國)

商人煙土237萬多斤，從6月3日至25日，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

面對清政府的禁煙措施，英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其中的鴉片利益集團，立即掀起一片侵華戰爭叫囂。

英國政府很快作出向中國出兵的決定。1840年6月，侵華英軍總司令懿律率艦隻40余艘、士兵4000

多名，陸續到達中國南海海面。6月28日英艦封鎖珠江海口，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英國侵略

中國的戰爭正式開始。7月初，英軍侵佔浙江定海，8月初到達天津大沽口外，直逼京畿。道光皇帝

害怕了，連忙撤去林則徐的職務，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年底，琦善在廣州與英國侵略者談判。英

軍卻於1841年1月7日突然在穿鼻洋發動進攻，攻陷沙角、大角炮臺。1月中旬，琦善被迫答允英國

全權代表義律提出的割讓香港、賠償煙價600萬元、開放廣州等條件。琦善私允英軍條件，違背了

清廷的指示精神，後來受到嚴懲。但在26日，英軍卻不待中國政府同意就佔領香港。清政府得知沙

角、大角炮臺失守後立即對英宣戰。2月下旬，英軍攻陷虎門炮臺，水師提督、愛國將領關天培與

守軍數百人壯烈犧牲。5月，英軍逼近廣州城外，清軍全部退入城內。下旬，新任靖逆將軍奕山向

英軍乞和，與英國訂立了可恥的城下之盟——《廣州和約》，規定由清朝方面向英軍交出廣州贖城

費600萬元。

英國政府不滿足義律從中國攫取的利益，改派璞鼎查為全權公使，增調

援軍，擴大侵華戰爭。1841年8月下旬，璞鼎查率英艦自香港北犯，26

日攻陷廈門。9月英軍侵犯臺灣。10月攻陷定海、鎮海、寧波。1842年5

月，英軍繼續北犯，6月攻陷長江口的吳淞炮臺，寶山、上海相繼失

陷。接著，英軍溯江西上，8月5日到達江甯(南京)江面。腐敗無能的清

朝政府命令盛京將軍耆英趕到南京，於29日與璞鼎查在英國軍艦上簽訂

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到此結

束。（圖為南京條約）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果，外國資本主義從中國得到了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元，開放廣州、福州、

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特權，嚴重

損害了中國的獨立主權。《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法國接踵而來，乘機索取特權，強迫清政府

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此中國開始經受更加深重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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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中國人民面臨著更為複雜曲折的鬥爭。

二、第二次鴉片戰爭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進一步發展，要求有更多的原料產地和

商品市場，他們越來越不滿足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從中國掠奪到的權益，要求在《南京條約》的基

礎上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曾兩次以幫助鎮壓了太平天國為藉口，向

清政府提出包括中國全境開放、鴉片貿易合法化等無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絕。隨後，英法兩

國即策劃了一場新的侵華戰爭，以武力來達到其罪惡的目的。這就是英法共同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

片戰爭。

法國以1856年2月法國神父馬賴在廣西西林從事非法活動被殺事件作為侵華藉口。英國則急不可奈

地製造了一個發動戰爭的藉口—亞羅號事件。亞羅號是一艘中國走私船，曾經在香港領過一張登記

證，已經過期。1856年10月，中國水師在廣州附近登上亞羅號拘捕匪徒，遭到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

禮的抗議。儘管兩廣總督葉名琛同意交還在亞羅號上被捕的中國水手，英方卻不予理睬。10月下

旬，英軍突然發動進攻，佔領廣州以南沿江各炮臺，並一度沖進廣州城內。由於力量不夠，1857年

1月英軍從省河撤退，等待援軍。

1857年9月，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統率海陸軍來到香港。10月，法國全權代表葛羅也率兵到達。12

月中旬，英法聯軍5000餘人發動了對廣州的進攻，29日佔領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廣東巡

撫、廣州將軍等人投降敵人，在英法監視下組織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地方傀儡政權。

1858年4月，英法艦隊到達大沽口外海面。5月20日，聯軍發動進攻，大沽炮臺在經過頑強抵抗後失

陷。英法艦隊隨即溯白河(即海河)而上，到達天津。清政府慌作一團，立即派大學士桂良等趕往天

津議和。在英法的威嚇下，桂良於6月下旬分別與英、法簽訂了可恥的賣國條約—中英、中法天津

條約。天津條約規定：外國公使駐北京；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臺)、台南、淡水、潮州

(後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江甯(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中國海關雇用外人；外國傳教士

入內地自由傳教；外國人往內地遊歷通商；外國商船可在長江各口來往；中國給英國賠款銀400萬

兩，法國200萬兩。在此以前，中俄、中美《天津條約》已先簽訂。

1859年初，英、法F府分別任命普魯斯和布林布隆為駐華公使。6月中，英法公使率軍艦到達大沽口

外，拒絕清政府從北塘登陸的指定，蠻橫地要經大沽口溯白河進京換約。6月25日，英法軍艦向大

沽炮臺發動進攻。經過整頓的大沽守軍奮起反擊，擊沈擊傷英法兵艦十餘艘，斃傷侵略軍四、五百

名。英法聯軍狼狽撤出大沽口。

1860年4月，英、法全權代表額爾金和葛羅率大批軍隊再度開到中

國。5月下旬，英軍佔領大連灣。6月初，法軍占煙臺，完成了對渤

海灣的封鎖。8月1日，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21日陷大沽炮臺，24日

佔領天津。清軍退守張家灣、通州(今通縣)一線。9月9日，聯軍向通

州推進，21日在通州八裏橋打敗清軍。次日，咸豐皇帝倉皇逃往熱

河。10月初，聯軍佔領圓明園，在恣意搶劫破壞之後，又放火焚

燒，一座世界上最瑰麗多姿的宮苑傑作就這樣毀于英法侵略軍之手。13日，北京留守當局向英、法

投降，交出安定門，聯軍兵不血刃控制了北京城。10月下旬，清政府代表、恭親王奕訢與英、法代

表先後交換《天津條約》批准書，並訂立《北京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至此結束。《北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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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開天津為商埠；准許華工出國；割讓九龍司地方給英國；發還天主教資產；對英、法賠款增

加到800萬兩。（圖為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燒毀後之圓明園）

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再一次向外國侵略者屈服，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中國在半殖民地道路

上陷得更深了。但是，廣大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鬥爭從未停止過。他們在英法聯軍所到之處，

奮起進行保衛祖國的鬥爭，顯示了中國人民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鴉片戰爭後的上海─簡述上海近代史

一、簡述上海近代史

鴉片戰爭失敗後，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指令投降派蓍英和伊裏布同英國全

權代表璞鼎查簽訂了《南京條約》。條約第三款規定：「自今以後，大皇帝

(清道光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

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接著，英國又以「理定善後事宜」

為藉口，於l843年l0月8日又同清政府簽訂了《虎門條約》。條約第九款規定：

「在萬年和約(指《南京條約》)內言明，允許英人攜帶眷赴廣州、福州、廈

門、寧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但中華地方官必須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擬

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和基地，系准英國人租賃。」同年l1月8日，英國首任駐上海領事巴富爾到

任。他根據《虎門條約》向上海道台官慕久要求劃出一塊土地作居留地，專供英國僑民使用。宮慕

久居然以為華洋分居能避免糾紛，默許巴富爾的要求。據此，巴富爾在11月l4日發出通告，宣佈上

海於1843年ll月l7日正式開埠。 

在上海被迫開埠後的一百多年裏，帝國主義列強紛紛侵入上海。他們在上海競

相設立租界。先是英國於1845年在上海建立租界繼而美、法也分別於l848--1849

年在上海建立租界；後來英、美租界合稱為「公共租界」。整整一個多世紀。

上海成了外國侵略者「冒險家的樂園」。 

1853年，上海「小刀會」響應太平天國革命。舉行武裝起

義，反對帝國主義和清政府封建王朝。占領上海城。堅持鬥

爭十八個月。在19l9年的“五四”運動中。上海工人、學生

和各界人士舉行全市性罷工、罷課、罷市鬥爭。充分顯示了

上海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精神。1921年7月。中國共產

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1月奉軍進人上

海，當時的北京政府將上海改為淞滬市。1927年3月29日上海

臨時特別市政府成立。1930年7月1日上海特別市改稱上海市。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

立。

二、基督教在上海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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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基督教）之傳入上海，是在鴉片戰爭之後的1843年，那時英國

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瓣魏林被派至上海。1845年和1847年，美國聖

公會和公理會分別派傳教士文惠廉和裨治文到上海。他們都是英、美

最早派到上海傳教的教士。新教的宗派很多，在中國共有三十六個宗

派，幾乎每個宗派都派遣傳教土到上海，分別傳教。每個宗派都有傳

教的權利，這是新教與天主教的一大不同點。 新教為了擴大自身在上

海的影響，首先也是通過開辦學校、翻譯西書、出版書報和從事一些慈善活動來輔助傳教的。不

久，基督教教堂也陸陸續續地在上海出現。1869年落成的聖三一堂，是目前上海最老的基督教堂。

基督教在上海傳播，使上海成為中國傳教中心。 上海，一方面成為宗教浸染最深的地區，另一方

面也是接受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和近代資本主義民主思想最早、也是最多的城市。當時教會創辦的

各種教育、科學機關，現在都仍在為上海的騰飛散發著炫麗的光彩。

第二次鴉片戰爭北京談判者─丁韙良

一、生平簡介

丁韙良是一位美國長老會牧師的兒子。這位牧師當時在美國一個邊遠的地區作開

拓教會的工作。一八五○年，丁韙良受美國長老會海外傳道會認命作宣教士，前

來中國。最初他在寧波工作十年之久。寧波是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規定的五

個通商港口之一，在寧波期間，丁韙良除了傳教活動之外，又參與了中國歷史上

的兩件重要事件；第一，他公開表示同情太平天國，並為支持這個農民革命，向

美國政府寫了幾封信；第二，他加入了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年兩次的美國外交

活動，分別訂立了《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

在上海短期住了一年以後，丁韙良於一八六三年搬到北京，除了幾次短期離開之外，一直到一九一

六年他八十九歲死的那一年，都住在北京。在北京期間，他作了一些宣教士工作，著作並翻譯了一

些科學和法律的書，擔任同文館的館長，出版《北京雜誌》，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教務主任。他的工

作很複雜，常在有關宗教、教育、法律、科學、政府、革新等等的工作上忙碌活動。

二、談判經過簡述

1853年，太平天國攻下南京，定為天津，丁韙良因認為太平天國將使中國人民放棄偶像崇拜的當地

宗教，而成了太平天國的擁護者。他在兩封給美國公使顧盛的長信中，稱太平軍為一「超人權力機

構，注定要得到一光榮革命的成功。」他的這些呼籲並未發生效果，但他也從未放棄他對待太平天

國的看法。丁韙良在寧波工作十年後，於1860年二月返美，1862年再次回到北京，並已著手進行

「萬國公法」一書的翻譯。

1858至1860年，丁氏以美國政府譯員身分參與外交工作，於兩次英法聯軍中交涉。在英法聯軍中，

美居中調停清廷與英法兩國之糾紛，美使列威廉委任丁氏談判事宜。繼初次會晤後，衛三畏、丁韙

良與清吏於海光寺進行細節談判，其中第二十九條「宗教容忍條款」一直無法達成共識。最終，在

丁韙良將該條款潤飾為「耶穌聖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

人，欲後所有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他

人毋得騷擾。」後，天津條約正式完成，也未傳教運動開啟了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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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英法聯軍之譯，乃因換約而起。7月19日，丁氏由崇厚伴送進京，但因晉見皇帝叩頭跪拜之

爭議，清廷撤銷談判，丁韙良在外交上的任務遂告結束。

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歷史

葡萄牙人四百多前已來澳門居住。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開闢了從大西洋繞過

非洲好望角到達印度洋的新航路。1510年葡萄牙用武力佔領印度果阿，1511年

又佔領東西方交通要衝馬六甲，壟斷了印度洋東西方貿易。葡萄牙人還成為最

早侵略中國的西方殖民者。1517年葡萄牙艦隊入侵廣東，盤踞屯門，1521年被

中國軍隊驅逐。1535年明朝政府將管理外貿的市舶提舉司遷到澳門，澳門從此

開始成為開放的貿易港。1553年葡萄牙人用行賄和欺騙等手段獲准在澳門居住

和貿易，1557年更是建屋築牆修炮臺非法佔據。萄牙人在這裡開展貿易，使這

裡逐漸成為與中國及日本貿易的重要門戶，並開闢了前往珠江三角洲的通道。

1557年葡萄牙強佔澳門後天主教傳教士就接踵而來，1568年卡內羅來澳門擔任

第一任主教。1576年羅馬教皇格裏哥利十三世下令在澳門設立東亞第一個教區，負責中國、日本等

地區的傳教事務。1579年與1582年耶穌會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先後到澳門，先學習漢語，

然後從澳門到廣東肇慶等地建造教堂傳教，開始了天主教在中國內地的傳教事業。1582年從澳門進

入內地的利瑪竇繪製了《萬國輿圖》，是傳入中國的第一張世界地圖。1569年傳教士在澳門設立醫

院，用西醫西藥為人治病，這是西洋醫學傳入中國的開始。1594年耶穌會士在澳門開設聖保祿修道

院作為天主教在東亞傳教和培訓的總部。據西方學者統計1581－1740年間有483名耶穌會士從澳門

進入中國內地。有些人如利瑪竇、湯若望等還進入了北京宮廷，對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

要貢獻。1610年到澳門3年後進入內地的艾儒略編寫了《職方外紀》、《坤輿圖說》，進一步向中

國人介紹世界地理知識。

16世紀前西方人對中國瞭解很少，主要資訊來自神話般的《馬可波羅遊記》和一些商人水手的傳

聞。1535年澳門開埠後西方傳教士紛紛來到澳門，並從澳門進入中國內地。他們一方面向中國人傳

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傳教士到了澳門和中國各地後就向歐洲教

會和親友寄回有關中國的信劄，除了彙報傳教業績外，還描述中國的社會文化和當地的風土人情。

如利瑪竇就寫了許多中國劄記。1613年比利時籍傳教士金尼閣從澳門乘船回歐洲，在漫長的路途中

把利瑪竇生前寫的中國劄記從義大利文翻譯成拉丁文，並加以整理編輯，1615年在德國出版《利瑪

竇中國劄記》，並改名為《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他還在歐洲各地巡迴演講，引起很大轟動。1645

年在澳門擔任過耶穌會會長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出版了《中國通史》，也向歐洲人介紹中國歷史

與文化。18世紀出版的《耶穌會士通信集》，其中16－26卷收集了不少在澳門或從澳門到中國內地

的西方傳教士的中國信劄。

16－17世紀澳門的葡萄牙商人壟斷中國對外貿易幾乎達一個世紀之久，澳門成了葡萄牙歐亞國際貿

易的重要中轉港。葡萄牙大帆船隊從里斯本啓航經非洲好望角到印度果阿，再經馬六甲海峽到澳

門，又從澳門赴菲律賓馬尼拉或日本長崎。它用歐洲的銀元、毛織品、機械製品，印度的棉織品、

東南亞的香料等商品在澳門換取或購買中國的生絲、綢緞、藥材和瓷器，運回歐洲，或運到馬尼

拉、長崎換取黃金、白銀。葡萄牙商人從中獲得鉅額利潤，也造成了澳門一度的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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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起，澳門成為拓展絲綢、白銀和其他貨物貿易的荷蘭人屢

攻的目標，葡荷雙方最慘烈亦是最後的戰役發生在1622年6月24四

日。為紀念當年的戰役，這一日被定為澳門的「城市日」及公眾假

期。

十九世紀，澳門成了英國商船進入中國的一個門戶，英國人以當時

先進的蒸氣船壟斷了對華貿易。1842年，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獲勝，利用了香港的優良港口大力發

展，鄰近的澳門在商業地位上受到衝擊。1844年4月20日，澳門被葡萄牙認可為葡萄牙的海外省。

嚴格來說，澳門從來不是殖民地。

1979年2月8日，中葡兩國簽署建交協議時擬出了有關澳門問題的第一個政治上可行的方案，同意在

適當時候通過協商解決澳門問題。

1987年4月，中葡兩國就澳門問題簽署了聯合聲明。這份協議具有國際法效力，並存檔於聯合國。

根據協議內容，中國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並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擁有本身的政府機關及法律，澳門現行的政治、法律、社會、文

化及經濟制度將維持50年不變。

林則徐與基督教之接觸

一、林則徐生平

林則徐（1785～1850）為鴉片戰爭時期主張嚴禁鴉片、抵抗侵略的愛國政治

家。史學界稱他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字元撫，又字少穆，

晚號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慶九年（1804）中舉。十六年

中進士。曾與龔自珍、魏源、黃爵滋等提倡經世致用之學。二十五年起，先

後外任浙江杭嘉湖道、鹽運使，江蘇按察使、江寧布政使。任上整頓鹽務、

興辦河工、籌劃海運，採用勸平糶、禁囤積、放賑濟貧等措施救災撫民。後

升任河東河道總督，親自實地查驗山東運河、河南黃河沿岸工程，提出改黃

河由山東利津入海以根治水患的治河方案。十二年授江蘇巡撫。江蘇旱澇災

情嚴重，他上奏曆陳民間困苦，堅請緩徵受災州縣漕賦；致力興修水利工

程。為克服銀荒和利於貨幣流通，他反對一概禁用洋錢，提出自鑄銀幣的主

張，為中國近代幣制改革的先聲。

十七年，升任湖廣總督。是時鴉片已成為嚴重弊害，黃爵滋上疏主張以死罪嚴懲吸食者。林則徐提

出六條禁煙方案，並率先在湖廣實施。八月，他上奏指出，歷年禁煙失敗在於不能嚴禁。九月應召

進京，力陳禁煙的重要性和禁煙方略。十一月受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十九年正月抵廣

州。他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等傳訊洋商，令外國煙販限期交出鴉片，並收繳英國躉船上的全部鴉

片。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起在虎門海灘銷煙，20天中銷毀鴉片19179箱、2119袋，共計2376254

斤。在此期間，林則徐注意瞭解外國情況，組織翻譯西文書報，供制定對策、辦理交涉參考。所譯

資料，先後輯有《四洲志》、《華事夷言》、《滑達爾各國律例》、《澳門新聞紙》等，成為中國

近代最早介紹外國的文獻。林則徐大力整頓海防，積極備戰，購置外國大炮加強炮臺，搜集外國船

炮圖樣準備仿製。他堅信民心可用，組織地方團練，在沿海招募水勇，操練教習。七月因英國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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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監督義律拒不交出殺害中國村民的英國水手，又不肯具結保證不再夾帶鴉片，他下令斷絕澳門

英商接濟。義律訴諸武力，挑起九龍炮戰和穿鼻洋海戰。林則徐督師數敗英軍。十一月遵旨停止中

英貿易。十九年十二月實授兩廣總督。鴉片戰爭開始後，英軍陷定海，再北侵大沽。道光帝驚恐求

和，歸咎林則徐。九月被革職。二十一年三月受命赴浙江協辦海防。五月充軍伊犁。

他在伊犁協助辦理墾務，倡導水利，開闢屯田。又繪製邊疆地圖，建議兵農合一，警惕沙俄威脅。

二十五年被重新起用署陝甘總督，次年轉任陝西巡撫。二十七年升雲貴總督。曾先後平息、鎮壓西

北西南民族衝突和人民起義，整頓雲南礦政。二十九年因病辭職歸籍。三十年九月（1850年10月）

奉旨為欽差大臣，赴廣西鎮壓農民起義，途中卒於潮州普寧縣（今廣東普寧北）行館。贈太子太

傅，諡文忠。林則徐平生愛好詩詞書法，著有《雲左山房文鈔》、《雲左山房詩鈔》、《使滇吟

草》等。所遺奏稿、公牘、日記、書劄等輯為《林則徐集》。

二、林則徐與基督教之接觸

林則徐於1839年3月10日抵廣州就任欽差大臣，進行禁煙。林則徐赴虎門查緝鴉片之前，曾邀裨治

文牧師赴廣州相見，林氏請裨牧師帶函義律，轉呈英女王，請求禁止種植罌粟。此函實屬中國官方

首務呈函外國元首之創舉。裨治文牧師對林則徐的要求加以婉拒，但將此該信譯載於1839年5月之

「中華叢報」。及至林則徐在虎門主持燒毀鴉片，亦邀裨治文牧師前往觀察。裨牧師對此次焚毀鴉

片，有以下之感：「其全部工作進行中所憑藉之嚴謹與忠誠的程度，實遠出於我們意想之外，我們

無想世上可有比這個更見忠誠持行之任何事業。」

美伯駕醫師世界醫藥傳教之醫師，1835年租得廣州一屋開設博濟醫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西式醫

院。林則徐到粵禁煙，因患疝氣病，曾託人請求博駕牧師醫理並痊癒，對伯駕亦表嘉許。

在林則徐幕中曾助翻譯之外人有亨特、伯駕二人。梁發之長子，裨治文之徒梁進德，亦為林倚賴甚

多之譯員。麥都思曾論及梁進德，有云：「他英文已經研究得很好了，同時並不荒廢他的國文。他

是一個沉靜、謹慎，和富於服務的青年。」迨至林則徐被撤職，調赴浙江，梁進德亦退居澳門翻譯

新聞，未從琦善任事。

林則徐對西方事物之認識，有賴於基督教是出版書報之引介。西方教士們對於林氏力行禁煙固表支

持，但對於林氏正義的人格，實更表推崇。

望廈條約簡介

一、望廈條約背景

在林則徐領導的廣州禁煙運動中，美國鴉片販子的利益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他們于1839年5月聯

合上書美國國會，要求美國政府與英、法、荷等聯合起來對付中國。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後，美國派

加尼率東印度艦隊來中國沿海護僑，保護美國利益。而加尼卻在得知《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後，

徑自致函兩廣總督祁填，要求最惠國待遇，未果。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華盛頓，美國總統泰勒于1842年12月咨會國會，要求派遣代表來

華商談建立新的經濟關係。1843年5月，美國政府派顧聖為特使來華，其使命就是要求中方給予美

國與英國同等的通商條件。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2月，顧聖到達澳門。6月18日，清欽差大臣、

兩廣總督耆英與顧聖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進行會談。在談判過程中，美方軟硬兼施，採用訛詐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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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脅迫中方談判者。耆英屈服於壓力，抱著“一視同仁”的宗旨，接受了美方所擬定的條約草

案。7月3日，雙方在望廈村正式簽訂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又稱《望廈條約》。 

中美《望廈條約》共34款，並附有海關稅則。主要內容為美國在通商、外交等方面，享有與英國同

等的權利。也就是說，英國通過鴉片戰爭獲得的特殊權益，除割地、賠款外，美國全部獲得，而且

在許多方面危害中國更厲：1．協定關稅。條約規定：“倘中國日後欲將稅率變更，須與合眾衆國

領事等官議允”，此為中國近代史上損害中國經濟甚重的“協定關稅”之始。2．擴大領事裁判權

範圍。條約規定：中國國民與美國國民發生訴訟事件，美國國民由美國領事等官員捉拿審訊，按照

美國法律與慣例處理；美國國民在中國與別國國民發生爭議，“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

理”，中國官員無權過問。由此，清朝對美國國民的逮捕、審訊定罪、懲治的司法權力全部喪失。

3．侵犯中國的領海權。美國兵船可以任意到中國港口“巡查貿易”，清朝港口官員須“友好”接

待。停泊在中國的美國商船，清朝無從統轄。4．規定了12年後可以“修約”的條款。此外，條約

還同樣規定了片面最惠國待遇，如果中國日後給他國以某種優惠，美國應一體均沾。

中美《望廈條約》是比中英《南京條約》、 中英《虎門條約》及其附件更細緻更完備的不平等條

約。它是加在中國身上的又一道更為沈重的枷鎖，並成為爾後中法《黃埔條約》及其他帝國主義列

強與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範本。

二、條約原文

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望廈。

茲中華大清國、亞美理駕洲大合眾國欲堅定兩國誠實永遠友誼之條約及太平和好貿易之章程，以為

兩國日後遵守成規，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兩廣總督部堂總理五口通商善後事宜辦

理外國事務宗室耆；大合眾國大伯理璽天德特派欽差全權大臣駐中華顧聖；各將所奉便宜行事之上

諭及欽奉全權之諭，公同較閱照驗，俱屬善當，因將議明各條款，臚列于左： 

一、嗣後大清與大合眾國及兩國民人，無論在何地方，均應互相友愛，真誠和好，共保萬萬年太平

無事。 

二、合眾國來中國貿易之民人所納出口、入口貨物之稅餉，俱照現定例冊，不得多於各國。一切規

費全行革除，如有海關胥役需索，中國照例治罪。倘中國日後欲將稅例更變，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

議允。如另有利益及於各國，合眾國民人應一體均沾，用昭平允。 

三、嗣後合眾國民人，俱淮其摯帶家眷，赴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共五港口居住貿易，其

五港口之船隻，裝載貨物，互相往來，俱聽其便；但五港口外，不得有一船駛入別港，擅自遊弋，

又不得與沿海奸民，私相交易；如有違犯此條禁令者，應按現定條例，將船隻、貨物俱歸中國入

官。 

四、合眾國民人既准赴五港口貿易，應須各設領事等官管理本國民人事宜；中國地方官應加款接；

遇有交涉事件，或公文往來，或會晤面商，務須兩得其平。如地方官有欺藐該領事各官等情，准該

領事等將委曲申訴中國大憲，秉公查辦；但該領事等官亦不得率意任性致與中國官民動多抵牾。

五、合眾國民人在五港口貿易，除中國例禁不准攜帶進口、出口之貨物外，其餘各項貨物，均准其

由本國或別國販運進口售賣，並准其將中國貨物販運出口，赴本國或別國售賣，均照規定條約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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餉，不得另有別項規費。 

六、凡合眾國船隻赴五港口貿易者，均由領事等官查驗船牌，報明海關，按所載噸數輸納船鈔，計

所載貨物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納鈔銀五錢，不及一百五十噸者，每噸納鈔銀一錢，所有以前

丈量及各項規費全行裁革。或有船隻進口，已在本港海關納完鈔銀，因貨未全銷，複載往別口轉售

者，領事等官報明海關，於該船出口時，將鈔已納完之處在紅牌內注明，並行文別口海關查照，候

該船進別口時，止納貨稅，不輸船鈔，以免重征。 

七、凡合眾國民人，在各港口以本國三板等船附搭客商，運帶行李、書信及例不納稅之零星食物

者，其船隻均不須輸納船鈔外，若載有貨物，即應按不及一百五十噸之數，每噸納銀一錢，若雇用

內地艇只，不在按噸納鈔之例。

八、凡合眾國民人貿易船隻進口，准其自雇引水，赴關隘處所，報明帶進；候稅鈔全完，仍令引水

隨時帶出。其雇覓跟隨、買辦及延請通事、書手，雇用內地艇只，搬運貨物，附載客商，或添雇工

匠、廝役、水手人等，均屬事所必需，例所不禁，應各聽其便，所有工價若干，由該商民等自行定

議，或請各領事官酌辦，中國地方官勿庸經理。 

九、合眾國貿易船隻到口，一經引水帶進，即由海關酌派妥役隨船管押，該役或搭坐商船，或自雇

艇只隨同行走，均聽其便；其所需食用，由海關按日給銀，不得需索商船絲毫規費，違者計贓科

罪。 

十、合眾國商船進口，或船主，或貨主，或代辦商人，限二日之內，將船牌、貨單等件，呈遞本國

領事等官存貯，該領事即將船名、人名及所載噸數、貨色詳細開明，照會海關，方准領取牌照，開

艙起貨。倘有未領牌照之先擅行起貨者，即罰洋銀五百大圓，並將擅行卸運之貨一概歸中國入官。

或有商船進口，止起一分貨物者，按其所起一分之貨輸納稅餉，未起之貨均准其載往別口售賣。倘

有進口並未開艙即欲他往者，限二日之內即行出口，不得停留，亦不徵收稅餉、船鈔，均候到別口

發售，再行照例輸納。倘進口船已逾二日之限，即須輸納船鈔，仍由海關填發紅牌，知照別口，以

免重征。

十一、合眾國商船販貨進口、出口，均將起貨、下貨日期呈報領事等官，由領事等官轉報海關，屆

期派委官役，眼同該船主、貨主或代辦商人等，秉公將貨物驗明，以便按例徵稅。若內有估價定稅

之貨，或因議價高下不等，除皮多寡不齊，致有辨論不能了結者，限該商於即日內稟報領事官，俾

得通知海關，會商酌奪。若稟報稽遲，即不為准理。 

十二、合眾國各口領事官處，應由中國海關發給丈尺、秤碼各一副，以備丈量長短、權衡輕重之

用，即照粵海關部頒之式蓋戳鐫字，五口一律，以免參差滋弊。 

十三、合眾國商船進口後，於領牌起貨時，應即將船鈔交清。其進口貨物，于起貨時完稅，出口貨

物，於下貨時完稅。統俟稅鈔全完，海關給發紅單，由領事官驗明，再行發還船牌，准該商船出口

回國。其完納稅銀，由中國官設銀號代納，或以紋銀納餉，或以洋銀折交，均照規定章程辦理。其

進口貨物由中國商人轉販內地者，經過各關，均照舊例納稅，不得另有加增。 

十四、合眾國商船停泊口內，不准互相剝貨，倘有必須剝過別船者，由該商呈報領事官，報明海

關，委員查驗明確，方准剝運，倘不票明候驗輒行剝連者，即將其剝運之貨一併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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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鴉片戰爭─鎮江戰役

一、鴉片戰爭簡史

英國人長久以來就有人主張用武力打開中國的門戶。但是為了面子問題，表面上不便為了鴉片買賣

而斷然出兵中國。西元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則徐在廣州禁煙，與英國商務監督義律為了具結一事爭執

不下，正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林維喜」事件：有一群英國水手，想要買酒卻買不到，心中鬱悶，

怒氣難消，就打當地的老百姓出氣，有一叫林維喜的人，在混亂中被打死了。

林則徐要義律交出兇手，義律認為他有權審判中國領土內所有的英國人，

對林則徐的要求一再置之不理，林則徐不得不採取進一步行動，他封鎖澳

門，斷絕英國商人及眷屬的日用品供應，並撤走華人僱員和僕人。義律寫

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特別誇大英國人在中國受到的暴力挾制，以至引食

斷絕，於是英國政府決定派印度艦隊進攻中國。

中英戰事爆發後，中國的武器、軍隊都比不上英國，因此節節敗退。朝中

大臣們責怪林則徐不應該禁煙，道光皇帝只好將林則徐革職。但是，戰爭

仍然繼續進行，最後，清廷只好求和，在西元一八四二年八月簽定了南京

條約。

南京條約是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清廷不但割讓了香港，還開放五口通商，賠款以謝罪，蒙受極

大的損失。史學家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從此中國和以往大不相同，它的一舉一動都和

西方勢力的入侵息息相關。

二、鎮江戰役簡史

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船艦攻陷吳淞口、上海，打開了長江的門戶。英軍的下一個

目標，就是攻打漕運樞紐─鎮江，以截斷大運河。為集中兵力實現此一目標，英軍向上海市民勒索

了五十萬元的「贖城費」後，於五月十五日退出上海，返回吳淞口，英國公使璞鼎查也從廣東趕

到，以便親自指揮這決定性的一戰─鎮江之役。

英國政府為了保證英軍進犯長江、截斷大運河的計畫徹底實現，早在1841年就作出部署，命令英印

政府將其海軍集中於新加坡，使其兵力「足以割斷中華帝國主要內陸交通線的一個據點（指鎮

江）」，「強迫中國政府簽訂一個令人滿意的條約」。1842年5月中旬開始，來自東南亞的兵團與

戰艇陸續抵華，在英軍攻陷吳淞口的當天，增援戰艦戴竇號（Dido）首先到達。七月初，援軍已

全部與英軍艦隊會合。英軍趁長江汛期，派弗菜吉森號使入長江探測水路，留下北極星號在吳淞封

鎖長江口後，便於7月6日闖進長江。

清政府對於英軍的進犯毫無預警，因清政府與當時沿海督統將軍們都一致以為英軍會循前次北犯情

形，再犯天津，故忽略了其進犯長江的可能性。此外，兩江總督牛鑒難辭其咎。他不僅向清廷誇大

英鑑由海入江的困難，又說：「逆夷行事，雖屬詭詐多端，然其志在牟利通商，並非爭城掠地。

⋯」且斷言：「由吳淞而入揚子江，逆夷雖有內犯之言，然相距數百里水程，亦不過虛詞恫嚇，臣

是以反覆體察，逆夷不犯內河，竟屬確有把握。」直至吳淞口失陷，英軍進犯長江在即，牛鑒逃往

昆山後，仍向朝廷打包票，說什麼「江蘇各口，軍經臣會同撫臣，相機擇要分兵防禦，以無慮其竄

入。」同時又報告了英軍已退出吳淞，「顯有滋擾山東、天津情形」的錯誤情報，致使清廷誤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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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情勢稍緩，暫置增援計畫，而措施長江下游之防守時機。

英軍艦隊入長江之初，因沿江沙灘甚多，頗不順利。但因清廷缺乏防守，英鑑排除萬難，繼續延長

江挺進。7月14日，英艦摧毀圖山關砲台；15至18日，英艦摩底士底號和布朗底號分別封鎖了大運

河的北口和南口，實現了其截斷大運河的計畫。20日，英軍艦隊其及鎮江江面，準備攻城。

這時的鎮江城簡直一片混亂。兩江總督牛鑒令沿江各州不許開砲，以利益設法謀求向英軍妥協投

降，造成鎮江鎮民慌亂遷避的局面。另外，前來增援的清軍這時也抵達鎮江，但因其鎮江城內駐防

旗兵副統督海齡歧視前來增援的漢族綠營軍，又錯誤鎮壓城內百姓，致使軍民離心，大大削弱了禦

敵的力量。

7月21日英軍兵分四旅，分別鎮江的東北、西北登陸。前來增援的參

贊大臣齊慎以及湖北提督劉允孝畏縮避逃，其所駐防的彭山失守，使

得鎮江成為一作外無援兵的孤城。城內的海齡及其部下旗兵，因抱著

與城池共存亡的決心，頑固抵抗，戰況慘烈。激戰中，英軍上孝卓弗

爾斃命，少校華陀、上尉辛普森、中尉卡岱均負傷。城樓、城垛內的

滿軍無一人後退，連侵略者也承認，他們是「以極端堅決的態度，在

我軍暴風雨般的槍彈攻擊下，守住通向防禦工事的旁門。」最後，在寡不敵眾的情形下，鎮江終於

被英軍攻下。英軍因在攻城時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為了對此報復，入城後大肆屠殺，使得「西門橋

至銀山門，無日不火，市為之空。」浩劫之後，繁富的鎮江城成了一片焦土。(圖中英軍進犯鎮江

後，大肆擄掠)

清廷在驚慌失措中確定徹底投降的方針，俯首接受英國所強加的一切不平等條

約。19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登上英國軍艦，在一片「女王

萬歲」的歡呼聲中，簽下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歷時兩年多的鴉片戰

爭，就以這可恥的條約劃下句點。(圖為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即中英《江寧條約》，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政府被迫與英

國侵略者簽訂的喪權辱國的條約。19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代表耆

英、伊裡布與英國代表臻鼎查在停泊於南京下關江面的英國軍艦「漢華麗」號（又譯作「臬華麗」

或「康華麗」）上簽訂。

它宣告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束。馬克思指出：這個條約「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訂立的」。《南京條

約》簽訂後，由於英國的要求，中英雙方在廣州和香港繼續商談，1843年7月22日（清道光二十三

年六月二十五日）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關稅則）》和《五口

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又被稱為《虎門條約》，《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視為虎門條約中的一部分）

作為對南京條約的補充，這二者的內容大部分是關於通商口岸貿易的具體章程。這些章程中涉及的

事項本來應該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自己決定的，現在卻都按照侵略者的利益而作出了規定。這兩個

條約包含著一些在南京條約沒有的重要內容。

通過《南京條約》及其補充條約，英國侵略者從中國獲取了許多特權，主要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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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佔香港。英國早就想在中國沿海佔領島嶼一處。鴉片戰爭爆發前，查頓向帕麥斯頓獻策，認

為可以占香港。香港擁有非常安全、廣闊的停泊港，給水充足，並且易於防守。《穿鼻草約》訂立

不久，英國即已霸佔香港。《南京條約》規定，清政府將香港割讓英國，「任便立法治理。」從

此，香港建立起英國的殖民統治，成為侵略中國的重要基地。

二、勒索鉅款。中國賠償英國鴉片煙價600萬元、商欠300萬元、軍費1200萬元，共2100萬元（廣州

「贖城費」600萬元不包括在內），分4年付清。這筆鉅款，相當於那時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約

1/3。

三、五口通商。《南京條約》規定，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英國在五口

有權駐領事等官員，商人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只准清政府指定的「行商」進行貿易的限制。從此，

中國東南沿海各省門戶大開，資本主義商品洶湧而來。《虎門條約》還准許英國人在五口租地建

屋，永久居住。之後，外國侵略者利用這一點，恣意引伸，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劃出一部分土地，作

為直接管理的租界，並以租界為據點，在政治上、經濟上加強對中國的控制和掠奪。

四、控制關稅。所謂協定關稅，規定英國商人「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

從此，中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權，只要英國不同意，中國就不能增減海關稅率。《五口通商章程》更

規定「值百抽五」的低稅率，摧毀了關稅壁壘應起的保護作用，從而大大便利了外國資本主義對中

國的商品傾銷和原料掠奪。

五、領事裁判權。《五口通商章程》規定，凡是英國人與中國人發生「交涉詞訟」，或在中國領土

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即領事官）照辦」，中國官員無權

依據中國法律進行判處。這種「領事裁判權」制度，嚴重破壞了中國司法主權，開創了外國人在中

國犯罪而不受中國法律管束的惡例。

六、片面最惠國待遇。最惠國待遇應該是締約國雙方的對等權利。但在中英不平等條約裡，卻只規

定了締約外國能夠片面享受最惠國待遇。《虎門條約》規定：中國將來如「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

准英人一體均沾」。就是說，以後不管中國給予其他國家任何特權，英國都應該同樣享受。後來，

中美、中法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也都有同樣規定。這樣，各國侵略者利害相關，結成了共同侵華

的夥伴關係。

鴉片問題在條約上雖然隻字未提，但實際上達成了允許免稅大量輸入的默契。對於曾經為英國鴉片

貿易和軍事侵略效勞的一小撮民族敗類，《南京條約》規定，中國政府必須「謄錄天下，恩准全然

免罪」，如被監禁，也必須「加恩釋放」。這樣做，不但粗暴地干涉了中國內政，而且保護和豢養

了一批賣國求榮的外國代理人。《南京條約》為資本主義國家侵略中國打開了大門，從此各國侵略

者接踵而至。

中英《南京條約》的訂立的消息傳到美國後，美國迅速派遣大鴉片販子家族出身的顧盛為專使，率

艦隊於1844年2月到達澳門。盛既以「面見皇帝」相要挾，又以武力威嚇，脅迫欽差大臣、兩廣總

督耆英，於7月3日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了《中美廈條約》。在這個條約中，美國不僅獲得了

英國在《南京條約》中搜取的一切特權，而且擴大了領事裁判權的範圍，進一步剝奪了中國的關稅

自主權，由英國的所謂「秉公議定」到須經美國領事官「議允」，規定美國兵船可以任意闖入中國

沿海各港口「巡查貿易」，以及允許美國在五口建立教堂、醫院等。條約的最末一款，還規定12年

後修約，為日後向中國勒索新的侵略特權，預埋了伏筆。《望廈條約》的這些條款，是對《南京條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5.htm (16 of 32)3/5/2005 6:40:30 PM



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華開展時期─1842年至1860年

約》的擴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獨立。《望廈條約》訂立後，顧盛趾高氣揚地報告

美國政府，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必須感謝英國，因為它訂立了《南京條約》，開放了中國門戶。現

在，英國和其他國家也必須感謝美國，因為它把這門戶開放得更寬闊了。

《望廈條約》訂立後，法國也派艦隊到東方來，強迫清政府於1844年10月簽訂《黃埔條約》，除取

得中英、中美各約的全部特權外，又特別規定了天主教的傳教特權，中國不能「觸犯毀壞」教堂等

條款。不久，又強迫清政府取消100多年以來的天主教禁令。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如葡萄牙、比利

時、瑞典、挪威、荷蘭、西班牙、普魯士、丹麥等，也紛至遝來，要求「共同分享」侵略權益。清

政府抱定「一視同仁」的政策，統統給予滿足。1849年，葡萄牙趕走中國在澳門的官吏，停付租

金，公然強佔了澳門。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的訂立，使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喪失了

政治上的獨立地位。

圓明園

一、建造歷史及背景

圓明園始建於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到清

乾隆九年（1744年）基本建成。此後的嘉慶、道

光、咸豐三代屢有修繕擴建，歷時150多年。人們

習慣上所稱的圓明園，實際上是圓明、長春。綺

春（後改名“萬春”）三園的總稱，占地總面積

達350公頃，平面佈局呈倒置的品字形，週邊周長

約10公里。

『圓明園』為康熙皇帝所命名。為什麼稱之為『圓明園』呢？這一名稱的由來，可以從雍正皇帝一

段話中得到答案：『圓明園意旨深遠，殊未易窺。嘗稽古籍之言，體以園明之德，夫圓而入神，君

子之時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這裡的『圓』是周全之意，指個人的品德完美無缺，像

太陽和十五的月亮，日月普照，恩澤萬物，是由君主治世治國的最高境界。『明』指明達、明智，

意為君王的品德修養和聰明才智都超乎常人，達到了完美無缺的最高境界。由此可以看出，『圓

明』二字是康熙對子孫們的勉勵、教誨和希望，也是帝王的自我標榜，寓意十分深刻。(圖為圓明

園全盛時期鳥瞰)

二、萬園之園─圓明園

圓明園內勝景無數，美不勝收，故有『萬園之園』的美譽。圓明園內到底有多

少景點呢？據統計，圓明園、萬春園、長春園等圓明三園總共有一百多景，其

中圓明園有四十景，後來又增加八景，合計四十八景；萬春園有三十景；長春

園大致也有三十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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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彙集了當時江南若干名園勝景的特點，融中國古代造園藝術精華，以園

中之園的藝術手法，將詩情畫意融化於千變萬化的景象之中。圓明園的南部爲

朝廷區，是皇帝處理公務之所。其餘地區則分佈著40個景區，其中有50多處景

點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園勝景，如杭州西湖十景，不僅模仿建築，連名字也照搬

過來，如“平湖秋月”、“蘇堤春曉”、“三潭印月”、“曲院風荷”等，都

來自於杭州的西湖十景。還有仿桃花源的“武陵春色”、仿廬山的“西峰秀

色”、仿獅子林的”疊石迷宮”、仿瞻園的“茹園”、仿孤山放鶴亭的“招鶴蹬”等等，彙集了無

數天下勝景和名園的精華。長春園海晏堂銅板畫，堂前有郎世寧設計的十二生肖噴泉裝置。

長春園的北端，原建有一組園林化的歐洲式宮苑，宮苑中有駐

華耶穌會教士郎世寧所設計的大水法，為圓明園文物的極品。

大水法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十二生肖抱石溫泉，郎氏以獸頭人

身的十二生肖代表一天的二十四小時，每座銅像輪流噴水，蔚

為奇觀。宮苑以大量精雕石材建築而成，主要景區裝置了多種

形式的水地和機關噴泉。園路鋪飾、綠籬修剪，以及圍牆、石

雕、銅像等都具有西方特色，但樓頂卻蓋上了中國特有的琉璃瓦，牆壁上鑲嵌著琉璃磚，同時採用

了中國傳統的疊石技術和磚雕工藝。這在當時，可算是世界上唯一的一處兼有東西方風格的園林建

築群，因而被西方譽爲“萬園之園”。

圓明園的造景題材包羅萬象，從政治說教到儒學經典，從宗教祈求到民間百

態，天上人間，應有盡有。在著名的『四十景』中，有取材於唐代李白『兩

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詩意的『夾鏡鳴琴』；有再現東晉陶淵明《桃花源

記》描述的世外桃源的『武陵春色』；有融彙晚唐詩人杜牧《清明》詩意成

景的『杏花春館』；還有表現北宋范仲淹《嶽陽樓記》所描述的洞庭湖嶽陽

樓氣勢的『上下天光』⋯⋯『蓬島瑤台』仿唐代畫家李思訓首創的金碧山水

畫意，仿佛『金堂五所，玉樓十二』；長春園『海嶽開襟』，則水中石砌漢白玉圓臺之上，三重簷

琉璃瓦層樓橫空而起，遠望縹渺如海市蜃樓，近臨恍若仙界。其他還有『北遠山村』，取意王維田

家詩，寓意重農；『坐石臨流』溯源紹興蘭亭，追求風雅；『買賣街』嘈雜全如鬧市；而『月地雲

居』梵唄聲聲，又宛然清淨佛土。種種奇觀勝景，不一而足。

圓明園中花木繁茂，依景象四季相交替創造出不同的環境氣氛，以植物著稱而成景的有『牡丹

台』、『桃花塢』、『君子軒』、『深柳讀書堂』等多處，江南的梅花、西洋的含羞草也在園中培

植生根。在繁茂的綠蔭花海中，更飼養無數珍禽，白猿、糜鹿、仙鶴、孔雀、天鵝乃至池中的五色

金鯉，無不是園景的有機組成部分。當時的圓明園，可以稱得上是一座規模可觀的皇家動物園和植

物園。

可以說，圓明園凝聚了無數能工巧匠的聰明才智，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優秀造園傳統，融

彙南北園林藝術精華，在如晝的山水環境中締構宮室台榭，體現了中國人文山水的崇高美學境界，

在世界園林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法國大文豪雨果將之比作東方藝術的代表，稱之為：『彙集了一個民族的幾乎是超人類想像力所創

作的全部成果』，『不但是一個絕無僅有、舉世無雙的傑作，而且堪稱夢幻藝術之崇高典範。』

三、火燒圓明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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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西元一八四○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方帝國主義以武力打開中國的門戶。咸豐六年

(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國藉口亞羅船事件，派軍進攻廣州，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八年六月，

清政府被迫簽訂天津條約，次年六月，英法兩國藉口護送公使赴北京換約，以軍艦進攻大沽口砲

台，被守軍擊退。咸豐十年英法集結兩萬兵力捲土重來，趁著清政府遵照天津條約撤防北塘之際，

攻陷大沽口，沿白河長驅直入，清軍潰敗，京師震驚，咸豐倉皇逃往熱河避暑山莊，清政府派恭親

王奕訢去通州議和，由於英法方面所提條件過苛，和談破裂，當場逮捕英國談判代表巴夏禮等人。

英法聯軍聞知此事，遂自通州直趨北京西北郊，以圓明園做為進攻的目標。十月六日傍晚，法軍先

到，攻佔圓明園，管園大臣文豐投福海而死，當晚法軍就開始搶劫。次日，英軍緊跟著到來，兩軍

統帥在園內巡視一遍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舉行分贓的談判。英軍司令格蘭特和法軍司令孟托邦商量

後，決定選其中最精美最有價值的一小部分獻給英國女王和法國皇帝拿破侖二世，剩餘部分作為士

兵們的獎品。

十月十七日英法聯軍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軍隊發狂般衝向

圓明園大搶特搶。據英軍書記官斯文候(RobertSwinhoe)記載當時搶掠

的情形：

每個人都是腰囊累累，滿載而歸，這時全園秩序最亂，法國兵營駐紮

園前，人手持木棒，遇有珍貴可攜者，則攫而爭奪；遇有珍貴不可攜

的如銅器、瓷器、楠木等物，則以棒擊毀，必至粉碎而後快。

法國軍官赫理遜(D，Herisson)於目擊搶劫現場後，留下搶劫者的貪婪面貌：

有互撞而相爭者，有將仆或已仆者，有仆而復起者，有矢誓，有詈罵者，有大聲嘶喊者⋯⋯猶之蟻

穴為足所蹴，群蟻各銜米粒蟲草等物，向穴狂奔而入，軍士至有以首探入紅漆衣箱，或臥於織金繡

緞內搜尋珍物者，或有項懸珍珠朝珠者，或攫取時鐘者，或以斧剪取箱籠所嵌寶石者⋯⋯

一番狂風暴雨似的搶劫之後，在軍隊駐紮的營帳裡，到處堆滿金銀、珠寶、鐘錶、織錦、綢緞、琺

瑯、瓷器以及各種珍貴的工藝品，耀眼奪目。搶劫得來的大量贓物，有的在現場拍賣，有的被士兵

與軍官帶出國外，有的則作為禮品獻給英國國王與法國皇帝。至今英法博物館內收藏的中國文物

中，有不少是自圓明園掠奪而來的。

1860年10月18曰，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為慘痛的日子。在

這一天，為了掩蓋他們的罪惡，英法侵略者放火燒毀了圓明園。清晨，

英法聯軍的騎兵帶著大量引火材料，迅速包圍了圓明園，他們分別從圓

明園南門、綺春園南門和長春園東門進入各個建築景群，然後砍伐花

木，砸碎遊船，把它們堆放在各個樓堂殿閣內點起火來。

這一把罪惡之火，一直燃燒了三天三夜，萬園之園圓明圍成為一片瓦礫，圓明園內的無數珍寶慘遭

搶掠。這是中國的一大悲劇，中國人民心頭永遠的痛，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悲劇，在人類文化史上

造成了無法估計的損失。英、法兩國不僅毀滅了世上獨一無二的名園，而且搶走中國歷代所珍藏的

歷史文物。如：晉朝大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被英人搶去，現藏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沈源、

唐岱所畫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被法人搶去，現藏法國巴黎圖書館；還燒掉圓明園內最大藏書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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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閣以及無以計數的金銀財寶。此一對中國文物的破壞，為近代歷史上所罕見。三天三夜的大火，

使圓明園成了一座廢墟，蕩然無存⋯。

法國大文豪雨果在致巴特雷上校的信中，以憤怒的筆論到此事：

『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圓明園。一個搶了東西。一個放了火，勝利者把口袋裝滿，他們手拉手，

笑嘻嘻地回到了歐洲，這就是兩個強盜的歷史⋯⋯在歷史面前，這兩個強盜，一個叫英吉利，一個

叫法蘭西。這是侵略者對世界文明的摧殘。』

醫療宣教的先驅—伯駕

國父孫中山在獻身革命事業之前，曾有意行醫濟世。他的正式醫學教育是在香港「西醫書院」完成

的，不過在這之前，他曾經先在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醫校中就讀過一段時間，這可以算是他接觸醫

學教育的開始。當國父在一八八六年秋天進入這所醫校時，博濟醫院的創辦人伯駕 (Peter 

Parker,1804-88)已是八二高齡的老人，住在美京華盛頓，一面忍受年老的體能衰退之苦，一面回味

壯年時在中國那段忙於行醫、傳道的日子。

一、在耶魯的準備

伯駕於一八○四年(清嘉慶九牛)生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的法明罕

(Framingham)，原來應該有兩個哥哥，不幸都在嬰兒期就夭折了，所以只

剩下兩個姊姊和一個妹妹。童年的生活很單純，總是在農場、教室與禮拜

堂三者之間打轉。一家人在父母親的以身作則下，過看敬虔、勤勞的生

活。

由於他是家中僅存的唯一兒子，必須幫忙農場上的操作，所以對學校的功

課較為疏忽，升學的年齡也稍受耽誤。當他拖到二十三歲才升入阿美士德

學院(Amherst College)時，竟是全校中最年長的一個學生。在這所宗教氣氛

極為濃厚的學院中讀了三年以後，他轉入了學術水準較高的耶魯學院 (Ya1e College)。由於耶魯承

認了他在阿美士德的全部學分，所以他只要再花一年時間部可獲得學士學位。

在耶魯的這一年裏，伯駕最關心的不是學術的研究，而是追求聖潔的基督徒生活。「我願更加聖

潔、更像耶穌」的句子，經常在他的日記中出現。

也就是在這一年(一八三○年)，他開始考慮到獻身於海外宣道的問題。第二年的四月間，有一位熱

心推動海外宣道的人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來到耶魯主持一連串的聚會，終於促成了伯駕的最

後決定。由於安路福隸屬於全美最早的一個海外宣道團體「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因此伯駕也將申請書送到那裏去。

美部會接納了他，同時建議他再回耶魯去深造，接受神學與醫學的訓練。最後為了趕上一艘願意免

費帶他到中國來的船，伯駕將四年的醫學課程在三年裹加緊完成，於一八三四年三月通過考試，六

月啟程，十月抵達廣州。

二、創辦「博濟醫院」

伯駕是第一個來華的醫療宣教士，他在一八三五年創辦的「博濟醫院」則是中國境內第一所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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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院。這所醫院最初座落在廣州城外西南方的外商社區中，規模不小，候診室可以容納二百多

人，病房可以容納四十多人。

開院後不過十七天，病歷表就增加到二百四十多張，這裏面還包括了幾位衙門的官員在內，可見伯

駕的醫術很快就受到中國人民的信任。

為了使日漸增多的病人能夠循序就醫、提高效率，伯駕在病人進門後，先發以竹片製成的長方形號

牌，然後病人就按照號牌上的號碼，循序進入診療室。據說這種已為今日世界上各醫院普遍採用的

「掛號制度」，還就是淵源自伯駕在博濟醫院的這套設計呢！

伯駕的專長本為眼科，所以一開始只看眼科的病，後來應病人的再三要求，也開始為他們看其他的

病，從麻瘋病、象皮病到疝氣、腫瘤，無所不看，終於成了一個「全科大夫」。

其中尤其在外科方面，伯駕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寫下了幾個重要的首創紀錄：一、割除扁桃腺(一

八三六年)，二、割除結石(一八四四年)，三、使用乙醚麻醉(一八四七年)與氯仿麻醉(一八四八

年)。

此外伯駕也以割除腫瘤而著名，例如他的第四四六號病人就是一個嚴重的腫瘤患者，從右太陽穴一

直向下長到右頰，整個右眼幾乎都被遮住了，結果伯駕為這小女孩施行手術，割下了這顆重達一又

四分之一磅重的腫瘤，挽回了她的性命。

總計伯駕在華大約二十年的行醫時期中，他一共看過五萬三千多個病人。這裏面從兩廣總督耆英到

混身長瘡的乞丐，從當地人到外地慕名而來的人都有。

在他所挽回的許多性命中包括了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在內，伯駕曾說：「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

他善工，只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健康，我也已經不枉為一世的人了。」 (引自梁發傳，

輔僑出版社，第八八頁。)後來梁發常到博濟醫院來與病人談道，為伯駕分擔了許多辛勞。

伯駕一直視醫療為佈道的方式之一，因此他雖然在醫術上日益精進，但他信靠上帝之心並末稍減。

在為病人進行手術之前，他除了詳細研究病情以外，更迫切的為病人禱告。在他的日記中，到處都

是將某個病人「交在最大的醫生(耶穌)手中」，或為某個病人的痊癒而感謝上帝的記載。

對於病人在手術前的心理狀況，他也一樣重視，往往先花上幾天時間，幫助病人對上帝也產生信

心，然後才進行手術;其結果往往是使病人不但得到身體的痊癒，也經歷到心靈的更新。

為了引進最新的醫學技術，伯駕利用每次回國的機會，到處參觀醫院、遍訪名醫。例如他在一八四

一年初次返國時，便完成了婚事，但是在婚後不久就與妻子小別，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前往英、法

兩國，向倫敦、巴黎的許多名醫請教，獲益匪淺。

除了自己重視進修以外，伯駕也訓練了一批中國助手，前後大約共有十個人，其中以大弟子鄺某最

有成就，好幾次在伯駕有事出門的期間能夠獨當一面，病人並不因此而減少。鄺某的叔父曾隨英人

程耐裏(Chinnery)學畫，因有感於伯駕免費為自己的同胞們治病，他也自願免費為伯駕將某些病人

的病狀畫下來，成為一幅幅生動的病歷資料。

這一百一十幅西式人像畫如今都還存在，其中八十六幅在耶魯醫學圖書館(Yale Medical Library，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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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幅在倫敦蓋氏醫院的戈登博物館(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頓的康特威圖

書館(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三十多幅是腫瘤患者的畫像，看了那些奇形怪狀、醜惡掙獰的腫瘤

之後，更讓人敬佩伯駕的醫術與愛心。

三、發起「中國醫藥會」

為了使醫療宣教的價值更為人們所重視，伯賀在一八三八年會同了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與郭

雷樞(Thomas R. Colledge)二人發起組織「中國醫藥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參加成

立大會的約有十多人，公推郭雷樞為主席、伯駕為副主席。不過郭雷樞不久就同英國去了，所以實

際上是由伯駕來領導這個團體。

「中國醫藥會」雖不如以後的「中國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那樣在統一醫學

譯名、推廣醫學教育等方面卓然有成，卻在聯繫早期的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下面一

連串在中國教會史與醫學史上都不可缺少的名字，都曾經是「中國醫藥會」的成員：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麥嘉締(D、B. McCartee)⋯⋯。

四、只在中國行醫

一八四四年中國與美國在澳門的望廈締造了兩國間的第一個條約，伯駕擔任美國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的譯員。這是他參與外交工作的開始。以後他還擔任過美國使館的代辦與公使(一八五五-

五七)，不過比較起他的醫療與宣教事業，這些經歷就黯然失色了。

一八五七年伯駕夫婦回到華府定居，從此就沒有再到中國來。最奇怪的是這位在眼科、外科與麻醉

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第一流的醫生，回國後竟然沒有再為任何人看病，好像他根本不曾當過醫生

一樣。也許，他當初習醫是為了到中國來，如今置身於名醫雲集的美國首都，又何必錦上添花呢？

不過他對中國的關懷卻未中斷，繼續與留在中國的友人通信，當他得知博濟醫院在第二任院長嘉約

翰(John Kerr)的領導下，無論在醫療或佈道方面，都在不斷進步時;心裏得到最大的安慰。

中山大學附屬第二分院─前廣東博濟醫院

博濟醫院坐落在長堤珠江河畔，創建於1935年11月，是中國第一所西

醫醫院。清道光十五年(1835)由美國傳教士伯駕創辦。國父孫中山先

生早年即是在“博濟醫院”學醫並從事革命活動。大門前矗立的紀

念碑上清楚寫著“孫逸仙博士開始學醫及革命活動策源地”。

博濟醫院初設於廣州十三行新荳欄，專治眼疾，故名眼科醫局。咸

豐六年(1856)被火燒毀。咸豐九年（1859）在廣州增沙複建。同治四

年(1865)遷至廣州仁濟橋路，改稱博濟醫院。同年，醫院設立中國第

一所西醫學校-南華醫學堂。1930年，並入嶺南大學。博濟醫院為教

會醫院，有牧師和男、女宣教師。該院在中國最早施行截肢術、膀

胱取石術和剖腹產術。附設的醫學堂培養了不少中國西醫醫學人

才。1936年與夏葛醫院合併。為紀念孫中山(曾在南華醫學堂學習過)，更名為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

院。1953年改名為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1985年改名為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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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大事紀

1835年11月4建院，命名眼科醫局

1859年1月正式命名博濟醫院

1865年醫院籌建博濟醫學堂（1886年，孫中山先生以"逸仙"之名在

這裏學醫和從事革命活動）

1902年醫學堂新校舍建成命名南華醫學校

1933年廣州夏葛醫院、博濟醫院、嶺南大學合併

1935年11月2日嶺南大學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院成立

1953年8月中大、嶺南、光華三校合併，命名"華南醫學院、醫院為附屬二院

1956年，華南醫學院易名廣州醫學院，醫院為附屬二院

1957年3月廣州醫學院易名"中山醫學院" 醫院為附屬第二醫院

1985年6月中山醫學院易名"中山醫科大學"醫院為附屬第二醫院

1985年11月由衛生部命名為"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2001年10月26日中山大學與中山醫科大學合併，醫院命名為"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廣東十三行

一、歷史沿革

古代的廣州城是中國對外貿易口岸，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各國商

船到中國後，首先在澳門或黃埔停泊，丈量船貨交納關稅之後，領取牌

照，雇請通事和引水，然後再駛船進入廣東內河，到廣州進行貿易。當

時，廣州對外貿易商館區在廣州舊城的西城外，即位于今天廣州市東至仁

濟路，西至杉木欄路，南至珠江邊，北至十三行路的一片地區，這一帶也

就是清代廣州對外貿易商館區的遺址。因最初有十三家對外貿易的洋行，故民間稱對外貿易商館區

為十三行。（圖為廣州十三行商館，岸邊停著許多貨船。1855年）

清代一度奉行閉關鎖國政策。但是，各國每次到中國朝貢，除帶來給帝王

貢品外還帶來大量的貨物，朝貢的船隻到了廣州後，貢使捧表進京朝貢，

而其他貨物就地販賣，然後“其船置辦國需隨汛回國”。到了康熙二十四

年（1685），指定廣州、漳洲、寧波、雲臺山四個地方為通商口岸。但

是，由於受到“華夷觀念”與自大心理的阻礙，中國的對外貿易受到極大

的限制，正如乾隆帝所說：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並不藉助夷貨，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

好，可有可無。中國不必與西方互通有無，開放廣州為貿易之區，只不過是大清帝王施恩異域，不

忍對外來謀生之人過於嚴厲，斷絕他們的生計罷了。正是由於這種觀念支配，當外國商船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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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寧波聚集，有可能使寧波成為另一個澳門的情況下，引起清政府不安，認為江浙是華夏文化禮教

之鄉，而且物產富庶，如果讓外國勢力打進去，會對其統治不利。於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11月，清政府宣佈封閉閩、浙、江三海關，僅保留廣州城對外通商。從此，廣州便成為全國向外通

商的唯一口岸，全國的進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廣州一口經營。這種狀況一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

1842年簽訂《中英南京條約》後才被打破。（圖為19世紀，廣州十三行同文街一景。拉維涅畫比切

博斯刻印，設色石版畫）

在廣州一口通商期間，清政府在對外貿易中設置了官商制度，即由官方指

定商人充當對外貿易的經紀，總攬對外貿易，承保繳納外商船貨關稅，並

負責轉達、承辦官府與外商的一切交涉。外國商人到廣州之後，他們的買

賣只能夠由清政府特許的行商負責，甚至連起居行動亦要由行商負責，他

們在廣州時亦只能在行商修建的“夷館”中居住。外商在廣州受到許多限

制：如不得帶武器入夷館，夷婦不得帶來廣州，不得進入廣州城，不得遊船河，不得坐轎，不得外

出遊玩，只能在限定的時間裏由行商帶領到夷館對岸的海幢寺和花地玩，日落之前一定要回到夷

館，而且規定外國人不能在夷館過冬，因為業務不能離開的外國人亦只能到澳門過冬，次年商船到

時才能從澳門返回十三行夷館。（清代十三行靖遠街街景，裏面有不少名商店。（圖為1839年一佚

名中國畫家畫的鋼筆畫）

雖然，清政府在廣州對外貿易中設置了許多限制，但是由於它是中國的唯

一對外貿易口岸，它產生的經濟效應以及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仍然起到

相當大的作用。它是研究我國清朝與世界各國早期關係，研究中國對外開

放、對外貿易，以及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一步一步打開中國閉關鎖國大門的

歷史重要素材。（19世紀初期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面貌，史貝霖作。）

二、火燒十三行

從廣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間，廣州十三洋行先

後發生過多次大火。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餅店失火，波及十三

行，大火連續燒了兩日，夷館、洋行多間被燒毀，損失慘重。據

後統計，11家洋行未被燒的只有5家。外商的貨物全部燒毀，所有

行商房屋貨棧變成了灰燼，牽連附近的房屋店鋪千餘家。第二次

大火是鴉片戰爭之後，100多名英軍士兵在洋行前中國人開的水果

店搶水果吃，還用刀將店主劃傷，激起了廣州民眾的憤慨。半

夜，廣州民眾火燒英國商館，廣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被群眾擲來的密集石頭阻截，使之不能前

進。大火一直燒到第二天才熄滅。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駐紮在十三行地區的英軍，

為阻止中國軍民對外國商館的襲擊，拆毀了十三行地區周圍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國軍

民的偷襲。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廣州民眾從被拆毀的鋪屋殘址上點火，火勢瞬間即蔓延至

十三行外國商館區。15日淩晨燒及美法商館，下午2時延至英國商館，到下午5時，十三行地區除一

棟房子幸存外，全部化為灰燼。據當時南海知縣華延傑在《觸藩始末》一書描寫：“夜間遙望火

光，五顔六色，光芒閃耀，據說是珠寶燒烈所至。”英軍失去據點，被迫撤回泊于珠江上的軍艦。

十三行商館區從始結束了它的歷史。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英法兩國向廣東巡撫要求“租借”位

於十三行商館區殘址西面的沙面重建新的商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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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平面圖

 

廣東沙面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5.htm (25 of 32)3/5/2005 6:40:31 PM



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華開展時期─1842年至1860年

沙面位於廣州城西南面的珠江河畔，本為江心小島，稱「中流沙」，因珠江北岸江岸線南移，漸與

北岸連成一體。清朝曾於此設立江防炮台。在廣州十三行“一口通商”時期是沙面曾為行商人倉庫

區。

1856年10月，英法聯軍向中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民眾出

於對侵略者的憤恨，燒毀了十三行外國商館。1857年10月，英法聯

軍攻佔了廣州，於是成立了一個由兩名英國人、一名法國人組成

的“三人委員會”，控制廣東衙門所有的日常工作，同時逼迫廣東

衙門辟沙面為租界。無力抵抗的清政府只好令兩廣總督勞崇光與英

國領事柏克簽訂了《沙面租約的協定》，從那時起，沙面便淪為英

法兩國的租界。1859年，清朝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戰敗，與英法兩國簽定《天津條約》。英法兩國

利用清朝被迫付出的600萬兩「贖(廣州)城費」的部分款項，將沙面築成四面環水的小島，出入唯

憑東西兩橋，以便防守。

咸豐11年(1861)，英法兩國與兩廣總督勞崇光訂立沙面租約，英法挖溝使其與沙基分開，在四周築

砌花崗石，將沙面西邊4／5的地劃為英租界，東面1／5為法租界，不許中國船隻靠近沙面的河湧停

泊。英法雖各霸一方，但沙面經營之初即有統一完整的規劃，設有完整的道路系統和綠化區，在南

端設置公園等公共活動場所。租界內有英法軍隊駐守，沙面外珠江三段河道交匯的白鵝潭，則有列

強軍艦停泊。英法兩國政府也在沙面設立「工部局」---實際上的租界政府，擁有「領事裁判

權」，洋人犯罪不受清廷刑律制裁，而中國人進入沙面則受嚴格管制。這種情況延續至民國年間。

可以說，沙面是近代帝國主義列強侵華在廣州的產物。

早期的沙面建有警察局、英領事館、禮拜堂等，現已不復存在。現存

沙面的建築都是19世紀以後建設的，有領事館、教堂、學校、銀行、

洋行、俱樂部、旅館、小住宅等等。建築形式有新巴洛克式，新古典

式以及所謂殖民式，但已不再使用磚瓦和木材，而是用鋼筋混凝土梁

板結構。

梁發─中國第一位華人牧師

梁發（1789~1855），原名恭發，俗名阿發，廣東省肇慶府高明縣三洲古勞村

人，生於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家世務農，因貧寒遲至十一歲才入村塾讀書，

十五歲時為家庭生計所迫而輟學，赴廣州謀生，初學製筆，不久又改刻書印刷

業，四年後始學藝完成。學習期間，他不忘文學進修，他在刻書方面精湛的技

藝和自修而來的通暢文筆，都成為他日後宣教事業的張本。

嘉慶十五年（1810年）即梁發廿一歲，受僱於廣州十三洋行附近的一家印刷

所，認識了馬禮遜與米憐並參與了馬禮遜所譯《聖經》中使徒行傳的印刷工

作。1811年至1813年，梁發又先後參加了馬禮遜所譯的《路加福音》和《新約》的付印工作。通過

與馬禮遜的長期接觸以及《聖經》中有關基督教教義點點滴滴的滲透，使梁發逐步對基督教產生了

興趣。1813年５月，經由馬禮遜的推薦，梁發受雇於英國公理會另一傳教士米憐，並隨米憐夫婦前

往馬六甲。在馬六甲期間，梁發參加了《救世者言行真史記》一書的雕版，開始參加米憐的家庭聚

會，米憐夫婦也有意識地引導梁發入教，"特別為他編寫了一本簡要的問答體小書，囑他逐條想

過"。1816年11月3 日．梁發在馬六甲接受了米憐的洗禮，成為中國最早的基督教（新教）教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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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此，他曾自述：「我自念我是一個大罪人，如不賴耶穌功德，上帝又焉能赦我？於是我遂決

志為耶穌之門徒而求受洗矣。」

1819年他回到家鄉，編寫《救世錄撮要略解》，鼓動中國人崇信基督教。此書共37頁，附有經文、

禱文，這是我國第一本用中文寫成的基督教佈道書籍，但未及發行，即被沒收銷毀，梁發也遭拘

捕，刑訊拷打後被具保釋放。

1820年，梁發在本村的一間陋室中，以飯碗為禮盆，為其妻舉行洗禮，使她成為中國第三個信奉基

督教（新教）的婦女。1823年，馬禮遜啓程歸國，離別之際，決定由梁發接替其傳教事業，倫敦佈

道會為其支付薪金，從此，梁發成為中國第一個華人職業傳教士。他相繼撰寫了《熟學聖理略

論》、《真理問答淺解》、《真道尋源》、《靈蹐g》、《異端論》、《聖經日課初學便用》、

《勸世良言》、《祈禱文贊神詩》等書，其中以1832年出版的《勸世良言》最為重要。《勸世良

言》共有九卷，內容包括信仰教理、《聖經》註釋、護教文章等。梁發也在馬六甲出版一本被稱為

中國集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月刊上發表了許多文章。

梁發不但寫，不但印，還找機會送出。科舉時代，在省城舉行鄉試，三年一次，各府縣的秀才齊集

考試，某次梁發雇請苦力數人，抬著這些布道冊到賈院前分發給二萬五千多名考生。來自花縣的秀

才的洪秀全，就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於廣州貢院前得著該本《勸世良言》，後來就受該書的

影響而設「拜上帝會」，並建立了日後的太平天國。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梁發在香港、廣州等地宣教。1843年，因清政府追捕，梁發逃到新加坡、馬

六甲，５年後又潛回廣州，建福音堂，繼續傳教。梁發前後傳教32年，到他晚年，仍然不辭辛勞在

廣州各基督教醫院宣教。梁發於咸豐五年（1855年）四月十二日逝世，享年67歲。

梁發一生為向中國人傳基督的福音鞠躬盡瘁，他曾對英國聖公會來華宣教士四美牧師說：「外國的

基督徒能夠這樣愛人類的靈魂，遠涉重洋，來向憎恨他們的華人宣傳福音，那末，我做了一個中國

人，應更如何為祈求我國人的悔改起見而努力呢？」

梁發過世後葬於名叫鳳凰岡的祖墳中，後來基督教嶺南大學遷來鳳凰岡附近，始知梁發祖墳已在該

校擴充時被收購。1920年，即梁發死後65周年，嶺南大學遂決定遷移梁發墳墓到該校禮拜堂之所在

地，以記念這位中國基督教史上的偉人。

梁發家鄉亦建有梁發紀念堂，其事跡和文物今存福建省華僑歷史博物館。

嶺南大學與基督教之關係

一、嶺南大學創校經過

嶺南大學是中國大陸在一九五二年前，十三所基督教大學之一，不但被教會視為南方重點大學，在

國內亦享譽盛名。

嶺南大學是由哈巴牧師（Rev. Dr. Andrew Patton Happen M.D.）創辦。哈巴牧師於1835年於美國賓州

傑佛遜學院畢業後，即轉入西方神學院攻讀碩士。1844年畢業於賓州大學醫學院，獲醫生資格。同

年哈巴受按牧師聖職，由美國長老會海外宣教部派遣至中國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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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哈牧師提出在中國興辦大學的建議，獲長老會在華教士香汴文（Rev. B. C. Henry）贊成。

哈牧師隨後回美籌款，籌款期間，建校選址仍未決定。哈巴原不贊成在廣州興辦，但爭議期間，廣

州鄉紳陳子橋（陳少白之父）發起四百縉紳聯名，函請美國董事會在廣州設校教育粵人子弟，故

1888年，廣州『格致書院』於沙基金利埠租賃校舍開學，由哈巴任首任監督。哈巴在華服務四十

年，以年老體弱退休回國後，監督一職由香汴文牧師接任，他就任監督後，於1893年與廣州培英書

院合併；同年紐約董事會取得紐約大學校董立案，認可其頒授學位據美國法定地位。

1899年尹士嘉（Rev. O. F. Wisner）牧師任監督，翌年遷校澳門。1903年改名為『嶺南學堂』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並於1904年秋千入廣州河南康樂村，並繼續購地，陸續建構校舍建

築。1927年由國人接辦，正式改名為『私立嶺南大學』，委鍾榮光為校長，亦使成為中國一所完備

的大學。

二、嶺南大學基督教之關係

嶺南大學的前身─格致書院，乃由美國長老會牧師提倡創辦，其英文名Canton Christian College明為

基督徒所創立，該校實「以高等教育傳播基督教道，以振興中國」為宗旨。歷來中西教席，基督徒

亦佔多數，而能以從事教育實行基督精神卻屬不少。嶺南大學青年會（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與中國青年會發展有密切關係。該會主要是貫徹基督精神，並以學校學生為主要工作

對象，藉此傳揚福音。

上海早期宣教活動─翻譯聖經

十八世紀末，隨著基督教來華，聖經的中譯本可說是百花齊放了。十九世紀末，上海傳教士大會決

議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務求忠於原文而又文筆通暢。於是，經過了十三年的翻譯與修

訂，終於產生了這本為中國教會普遍使用，最受信徒喜愛的「國語和合本」聖經。關於漢譯聖經的

源流與考察，簡述如下：

一、關於聖經漢譯的傳說

據法國樊國梁「燕京開教略」記載：公元65年，羅馬皇帝尼祿迫害基督

徒，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毀四散逃難的基督徒當中，有部分來到東方，僑

居中國。這時期的基督徒多為猶太人，福音主要靠口傳，新約《聖經》尚

未誕生，舊約《聖經》被帶來中國的可能性不是不可能的。

猶太人來華僑居，已有很長的歷史，有始于周、漢、唐等不同說法。根據

史料，唐朝已有相當數目的猶太人在中國居住。猶太人起初自稱"一賜樂

業"（"以色列"之音譯），做禮拜時戴著藍色帽子，因此也被稱為"藍帽回

回"（戴白帽的回教徒稱為"白帽回回"）。由於猶太人按傳統不食獸類腿下

筋，所以又稱作"挑筋教徒"。最著名的猶太人聚居地是河南省開封，設有

猶太會堂，稱西那高刻（Synagogue）。17世紀有天主教學者來開封訪問研究，證實會堂中存在一

部年代達五、六百年之久的《摩西五經》。可惜19世紀中葉的戰亂使這珍貴典籍流失無存。猶太僑

民是否將《摩西五經》譯成中文，這種想法已難以證實。（圖為開封猶太人讀經圖）

二、可稽考的《聖經》漢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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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635年，基督教聶斯托利派傳教士阿羅本從波斯抵達西安傳教譯經，時稱景教。根據西元1625

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記，其中有"真經"、"舊法"、"翻經建寺"等語，證實在唐朝

時已有翻譯聖經之舉，並有一部份譯本出版與流傳，但並非全譯，譯本亦已失傳。除"景教碑"的記

載外，中世紀前來東方遊歷的人士，也宣稱在中國見過基督教經典。如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

以及新近發表的《光明之城》（可能是僞書）一書作者義大利人雅各·德安科納等都有記錄。

元朝時，天主教方濟各會派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孟高維諾主教于1305年從北京寄給羅馬教皇的信中

說："現在我已將全部新約和詩篇譯成中文，並請人用最優美書法抄寫完畢。"一般認為孟高維諾曾

把新約和《聖詠集》（即《詩篇》）譯成"韃靼人通用的語言，"不過也有人疑為漢文。馬可·波羅

在他的遊記《馬可·波羅遊記》中也提及在大汗宮中見過"四本福音的聖經"，只是沒有說明是否用

中文寫成。義大利托缽僧卡皮泥在1245年奉教皇因諾森四世之命，出使元朝，他不但看見中國有新

舊約聖經，也看見教堂和敬拜的活動。 

以上是基督教在中國的早期活動，也是漢譯《聖經》有據可考的時期。可惜的是，唐、元譯本皆未

流傳後世。

三、明以來的《聖經》漢譯

明清以降，大批傳教士來華，尤其是英、美教士十分熱心譯經工作，貢獻良多，影

響頗大。最早的相信是若望孟高維諾神父所譯的蒙古文舊約詩篇和新約全書。其後

有利瑪竇神父的“祖傳天主十誡”、巴設神父的白話文四福音、保羅書信及希伯來

書、陽瑪諾翻譯四福音的《聖經直解》、賀清泰教士的《古新聖經》等。《巴設譯

本》更可能成為後人馬殊曼和馬禮遜譯經時的藍本。（圖為陽瑪諾翻譯的《天主降

生聖經直解》）

十八世紀末，隨著基督教來華，聖經的中譯本可說是百花齊放了。繼《馬

殊曼譯本》後，有馬禮遜的《神天聖書》及其修譯本《新遺詔書》和《舊

遺詔書》。馬禮遜為第一位將《聖經》完整地譯成漢語的傳教士。1810年

和1811年，馬禮遜先後譯成了《使徒行傳》和《路加福音》；1813年將新

約翻了出來，並於次年在廣州出版，一共排印了2000部。隨後與米憐合作

翻譯舊約，於1819年完成舊約的漢譯工作，在倫敦皇家亞洲學院的資助下

於1823-1824年在南洋馬六甲出版聖經全書，並印了寫闡述聖經的單張，取名為《神天聖書》線

裝，共21卷。此次譯經工作，旅居倫敦的華人楊三德（譯音）為馬禮遜抄錄巴設譯稿，同時也指導

馬氏學習中文；印書工人梁發1810年起在馬六甲英華書院與米憐共同印刷聖經。梁發後來成為第一

位華人牧師。另外廣州耶穌會士袁光明（譯音）、李十公、陳老宜等人曾從旁協助。 

此時期的聖經譯本，尚有麥都思與郭實臘合修的《新、舊遺詔聖書》，其中，新約的

翻譯多由麥都思負責，其實是修訂馬禮遜、米憐的譯本。郭實獵後來又將新約譯本修

改出版，名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於1840年出版。本書為太平天國所翻印，不過

甚多修改，成了《舊遺詔聖書》及《新遺詔聖書》。據說洪秀全手下有500人從事聖

經的漢譯和改編工作。（圖為太平天國《舊遺詔聖書》）

《南京條約》簽訂後，清廷被迫開放五口。英、美各傳教機構於1843年在香港成立一

個委員會，修訂已有的中文《聖經》譯本，由各地傳教士分五組譯出新約初稿，交代表委員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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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這一活動對香港日後成為中文《聖經》重要印刷基地，起著重要作用。審稿工作從1847年開始

到1850年完成。但對基督教崇拜的宇宙主宰希臘文Theos一詞的譯名究應稱"上帝"或"神"發生分歧，

終未能統一。英國聖經公會主張採用"上帝"，美國聖經公會支援採用"神"。故1853年出版的《新約

聖經》，分為"神"及"上帝"兩種版本。

由於意見分歧，委員會陷於分裂，後分成兩個團體各自工作。一個團體由麥都思、米憐、施敦力和

理雅各組成，於1853年完成舊約譯稿，1854年出版。1855年又與代表委員會譯本《新約聖經》合訂

在上海出版，仍稱代表委員會譯本《聖經全書》。人稱"上帝"版。裨治文和克陛存因為不贊成委員

會所採用之文言文體和"上帝"譯名，兩人另行翻譯新舊約全書，相繼於1859年和1862年完成，交給

上海華美聖經會1863年出版--古漢語"神"版，亦稱裨治文譯本。譯本較"上帝"版差。以上均為文言文

譯本，當時稱"文理"譯本，或"深文理"譯本，至1877年已有11種之多。

四、官話和合本的由來

1890年，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召開大會議決定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以求減少版本過多而造

成的譯文混亂現象，務求做到文筆流暢而又忠於原文。次年，共成立了三個《聖經》重譯委員會，

分別負責三種不同文體的版本：文理、淺文理，以及國語（或官話）。全部翻譯歷時27年，其中

以"國語和合譯本"最受歡迎，成為今日絕大多數教會採用的標準譯本。 

三個版本中，淺文理譯本是一種較為淺顯的文言譯本，最早

完成。最初試譯的是楊格非，1885年楊格非淺文理《新約》譯

本在漢口出版。1889年蘇格蘭聖經公會還出版了楊格非的官話

《新約》。楊格非的《舊約》（譯至《雅歌》）於1905年出

版。

1902年施約瑟淺文理譯本在上海出版。施若瑟為美國聖公會傳

教士，上海聖約翰大學創辦人。他曾參與北京官話《聖經》

翻譯。1881年他在武漢患癱瘓症，用雙指獨立用淺文理翻譯《聖經》。經過12年的努力，在美國聖

經公會的支援下於1902年在上海出版，此版又稱"二指版"。（圖為和合譯本委員會）

文理譯本（即古漢語譯本）先後經由湛約翰、艾約瑟等人負責，費時十六年，中間曾經歷了義和團

運動，直到1906年才得出版文理和合譯本新約，而文理和合譯本《聖經全書》則遲至1919年出版。

國語譯本從動工（1906）到出版（1919）仍在世上的，只有富

善一人。富善在中國傳道前後60年之久，其中29年用在譯經

工作上。新約重譯工作在狄考文支援下進行，於1907年出版

官話和合譯本新約。該譯本譯文準確，但文字不夠流暢，此

後又屢經修訂，至《聖經全書》出版時，與初版相比，改動

甚多。舊約重譯工作在富善支援下進行，並議定五點譯經原

則，如譯文必須切合原文，必須是通用的白話文，不使用地

方方言，而又便於上口誦讀等。舊約譯成歷時13載，於1919年初與新約合訂出版官話和合譯本《新

舊約全書》，有"神"和"上帝"兩種版本。該版本逐漸取代了《聖經》的其他中譯本，在漢族教徒中

廣泛傳誦，也為中國教會普遍接受。這也是外國傳教士在華集體翻譯的最後一版中文《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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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聖經的譯者是以“忠於原文”為目標，就是要“堅持文字上的準確”，但由於譯經原則

改變，這個目標就有新的理解：“重視意義上的準確”。在舊約翻譯的十三年中，新約經過了多次

的修訂，使其譯文更清楚、優美。《和合本》實在為教會提供了一部翻譯比以前更準確、更適合大

眾閱讀的譯本，於是它就成了教會和信徒最受歡迎的聖經譯本，漸漸建立起典範的權威，成為主

流，也為教會和信徒的語言系統增添了不少獨特的基督教詞彙。（圖為從事漢語聖經修訂工作的傳

教士，左3為富善）

基督教出版業

一、歷史背景

西學東漸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遷歷史的重要內容。上海作為晚清西學在華傳播的中心基地，不啻在

中、西方社會間架起了一座「文化橋樑」，而這座「文化橋樑」的建築師，非來華傳道的西方傳道

士莫屬，。正如當代學者熊月之先生在其所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明確指出的：「傳教士在

晚清西學東漸中，擔當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時間裏是主角。」當代台灣學者王爾敏也提到：

「西洋教士來華傳教，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實在於知識的傳播，思想之啟發，兩者表現於興辦教育

與譯印書籍，發行報刊。」

二、墨海書館

其實，早在明朝末年，上海籍的天主教徒徐光啟就曾與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合作譯述了

一部分西方自然科學著作，如歐基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卷。1843年，來自英國倫敦宣教會的傳

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城東門外租賃住房，並將自己在印尼雅加達的印刷所遷來，初設於上海城老北

門外的大境閣，後搬至洋涇濱以北的山東路，即為後來耳熟能詳的「山東路麥家圈」。由於該印刷

所已從事出版業務二十年餘，為當時傳教士出版基地之一，故此該所的規模、設備在當時均屬一

流。該所的英文名為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中文名稱為「墨海書館」。

王韜的「瀛壖雜志」詳述了「墨海書館」的設備及印刷過程：

「(墨海書館)以鐵制印書車床，長一丈數尺，廣三尺許，旁置有齒重

輪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轉，推送出入。懸太空軸二，以

皮條之為經，用以遞紙，每轉一過，則兩面皆印，甚筒而速，一日可

印四万余紙。字用活板，以鉛澆制。墨用明膠、煤油合攪煎成(， 印

床兩頭有墨槽，以鐵軸轉之，運墨于平板，旁則聯以數墨軸，相間排

列，又揩平板之墨，運于字板，自無濃淡之異。墨勻則字跡清楚，乃

非麻沙之本。.印書車床，重約一牛之力。其所以牛者，乃以代水、火

二氣之用耳。)

三、美華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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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華開展時期─1842年至1860年

1860年，前身為寧波花華聖經書房的美華書館遷址上海，具體負責的是

來自美國的長老會傳教士姜別利。姜別利在近代中文出版史上有出色的

成就與貢獻，如發明電鍍中文字模，並以此法制成一至七號美華字，俗

稱「宋字」。美華書館還大量製造並出售這種字模及鉛字，使其成為以

後數十年裏，書局與報館間最通用的字模和鉛字。出版史學者認為，其

電鍍法「在造華文鉛活字上可說是一次革命」。姜別利還創用了一種方面排字檢字工作的元寶式字

架，使排字工人取字的速度至少提高了三倍。因著其在出版業的貢獻，可見於其教會同道致姜別利

的追悼詞中：

「在未來的一個世紀中，在中國或日本所發行的任何一本聖經、基督教書籍或科學籍，都帶有姜別

利先生的印記。」

美華書館為近代中國出版界培養了整整一代人才，如1897年2月成立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者，均

多在美華書館工作多年。（圖為美華書館）

四、益智學會和廣學會

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學會，也是清初民末頗具影響的出版機構。該機構的成員都是來華的英、

美傳教士，主要是出版內外學校通用的教科書。1890年，該書會已出版並審定合乎學校使用的書籍

共98種。除了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所編寫，廣為人知的「格物致知」和「格物圖說」外，益智學會

也出版了進代中國第一步西方心理學著作「心靈學」，以及近代中國最早翻譯的英國專史「大英國

志」。

1887年11月，始終視上海為傳教士大本營的英、美教會機構及有關

人士，由曾經擔任益智書會秘書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韋廉臣發

起，宣告成立了旨在編譯出版書刊以介紹西方文化的又一所教會

出版機構─上海同文書會，其英文名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2年該書會

易名為「廣學會」，在戊戌維新變法前後響震一時。1890年韋廉臣

病逝，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接任，將廣學會帶入了鼎盛時期。

直至1911年，這個在近代名頭響亮的基督教出版機構共出版了461

種書籍，並發行了在晚清社會中影響甚鉅的「萬國公報」。（圖

為廣學會所在）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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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向內地開展時期─1860年至1890年

　
　 　

第二十六篇　基督教向內地開展時期─1860年至1890年

1.第二次鴉片爭及其影響
2.內地會簡史
3.內地會在上海的工作
4.戴德生在鎮江
5.揚州教案

第二次鴉片爭及其影響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
生產進一步發展，要求有更多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
他們越來越不滿足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從中國掠奪到的
權益，要求在「南京條約」的基礎上簽訂新的不平等條
約。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曾兩次以幫助鎮壓了
太平天國為藉口，向清政府提出包括中國全境開放、鴉
片貿易合法化等無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絕。隨
後，英法兩國即策劃了一場新的侵華戰爭，以武力來達
到其罪惡的目的。這就是英法共同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
片戰爭。

1856年2月，法國以法籍神父馬賴在廣西西林從事非法活
動被殺為由，作為侵華藉口。英國更是急不可奈地製造
了一個發動戰爭的藉口—亞羅號事件。亞羅號是一艘中
國走私船，曾經在香港領過一張登記證，已經過期。
1856年10月，中國水師在廣州附近登上亞羅號拘捕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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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向內地開展時期─1860年至1890年

徒，遭到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的抗議。儘管兩廣總督
葉名琛同意交還在亞羅號上被捕的中國水手，英方卻不
予理睬。10月下旬，英軍突然發動進攻，佔領廣州以南
沿江各炮臺，並一度沖進廣州城內。由於力量不夠，
1857年1月英軍從省河撤退，等待援軍。

1857年9月，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統率海陸軍來到香港。
10月，法國全權代表葛羅也率兵到達。12月中旬，英法
聯軍5000餘人發動了對廣州的進攻，29日佔領廣州。兩
廣總督葉名琛被俘。廣東巡撫、廣州將軍等人投降敵
人，在英法監視下組織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地方傀儡
政權。

1858年4月，英法艦隊到達大沽口外海面。5月20日，聯
軍發動進攻，大沽炮臺在經過頑強抵抗後失陷。英法艦
隊隨即溯白河（海河）而上，到達天津。清政府慌作一
團，立即派大學士桂良等趕往天津議和。在英法的威嚇
下，桂良於6月下旬分別與英、法簽訂了可恥的賣國條約
—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天津條約規定：外國公使駐北
京；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臺）、台南、
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江寧
（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中國海關雇用外人；外國
傳教士入內地自由傳教；外國人往內地遊歷通商；外國
商船可在長江各口來往；中國給英國賠款銀400萬兩，法
國200萬兩。在此以前，中俄、中美「天津條約」已先簽
訂。

1859年初，英、法政府分別任命普魯斯和布林布隆為駐
華公使。6月中，英法公使率軍艦到達大沽口外，拒絕清
政府從北塘登陸的指定，蠻橫地要經大沽口溯白河進京
換約。6月25日，英法軍艦向大沽炮臺發動進攻。經過整
頓的大沽守軍奮起反擊，擊沈擊傷英法兵艦十餘艘，斃
傷侵略軍四、五百名。英法聯軍狼狽撤出大沽口。

1860年4月，英、法全權代表額爾金和葛羅率大批軍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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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向內地開展時期─1860年至1890年

度開到中國。5月下旬，英軍佔領大連灣。6月初，法軍
占煙臺，完成了對渤海灣的封鎖。8月1日，英法聯軍在
北塘登陸，21日陷大沽炮臺，24日佔領天津。清軍退守
張家灣、通州(今通縣)一線。9月9日，聯軍向通州推進，
21日在通州八裏橋打敗清軍。次日，咸豐皇帝倉皇逃往
熱河。10月初，聯軍佔領圓明園，在恣意搶劫破壞之
後，又放火焚燒，一座世界上最瑰麗多姿的宮苑傑作就
這樣毀于英法侵略軍之手。13日，北京留守當局向英、
法投降，交出安定門，聯軍兵不血刃控制了北京城。10

月下旬，清政府代表、恭親王奕訢與英、法代表先後交
換「天津條約」批准書，並訂立「北京條約」。第二次
鴉片戰爭至此結束。「北京條約」規定：開天津為商
埠；准許華工出國；割讓九龍司地方給英國；發還天主
教資產；對英、法賠款增加到800萬兩。兩次鴉片戰爭，
顯示出清政府的懦弱無能，以及列強的侵略惡行。但
是，鴉片戰爭所帶來的結果，除了喪權辱國的割地賠款
外，也帶來了內陸通商、傳教的自由，為日後基督教在
內陸的傳教事業，開啟了新頁。

內地會簡史

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

戴德生生於1832年，自小即有前往中國傳
道的負擔。十七歲時清楚得救，論到他的
得救，他說：「當時的情形，至今仍歷歷
在目。我滿心歡喜快樂的把心靈傾倒在神
面前，一再向祂表示我的感激和愛意，感
謝祂為我所作的一切－就是在我放棄了所有的希望，甚
至連得救的意願也要放棄的時候，祂拯救了我。我懇求
祂給我一點工作，好表達我對祂的愛和感激；無論這工
作多麼卑微，不管牠多難受多頊碎，只要叫神歡喜，我
便樂意捨己，為祂而作，因為祂為我成就了萬事。我記
得很清楚，當我將自己、我的生命、我的朋友、我的一
切，毫無保留的獻在壇上，那浸溢我心靈的莊嚴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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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向內地開展時期─1860年至1890年

給我一個明顯的確據，就是神已接納我的獻祭。」

1854年，戴德生在英國福漢會的差派下抵達中國，三年
後離開福漢會，成為以信心傳道的自由傳道人。1865

年，戴德生創立跨宗派的內地會，並發表「中國的精神
需要和要求」，呼籲傳教士來華傳教。他說：「既抓住
祂的信實，我們就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各省；抓住祂的信
實，我們就能面對各種困難與危險，而操必勝的信心，
作成神的工。」當時（1876年），要進入內地的九省，
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戴德生卻帶了八名傳教士回到中
國，拓展內地工作。戴德生初來華時，常遭地痞流氓欺
凌，受苦時卻不開口；他遊行佈道，遭人歧視拒絕，甚
至只好夜宿廟前。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國夭
折，愛妻亦病死在中國。戴德生一生憑信生活，他所組
的內地會，也秉著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深入內陸各
個城市傳教，最遠甚至到達新疆。他們不依恃不平等條
約所帶來的傳教寛容政策，遭遇迫害時也不要求任何賠
償，為基督教傳道事業奠定了美好的榜樣，也為中國產
生了千千萬萬個長存的果子。對於中國，戴德生的心是
火熱的：「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
使我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1905年，
戴德生在安祥中離世，葬於鎮江，留下了許許多多美好
的見證。

揚州教案始末

同治六年，法國教士金緘三(Joseph Seckinger)在揚州新城
內三義閣等處，建立教堂，並設立義學、藥局，並設立
育嬰堂，收養幼孩。由於當地百姓迷信各種反教檄文中
所言，西教士挖眼剖心、動刀割肉、或取腦配藥等惡
行，因此育嬰堂剛成立，便傳言紛紛。對此，金緘三教
士為此曾於十一月間拜訪揚州知府孫恩壽，說明育嬰純
為善舉，請對此類謠言中傷，加以禁止。

同治七年閏4月11日(6、1)，內地會戴德生教士開始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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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城內建立起傳播福音的據點。隨著教士的增加，反教
的氣氛亦日趨熾盛。到處有匿名揭帖，謂教士挖取將死
之人的眼晴，開設育嬰院烹食小孩，剖剔孕婦，以製造
迷藥。戴德生教士向揚州知府請求制止，所獲答覆，謂:

「揚城人情浮動，由來日久。...百姓人本多雜，且好生
事。地方官只能出示諭禁，勢不能執人人而止之也」。
正當各種中傷教士的流言盛行的時候，法教士金緘三所
設育嬰堂內的幼孩因天熱疾病傳染死亡甚多。埋葬病童
屍骸時，被人看到，社會大眾，見如此眾多之孩童死
亡，認為從前傳言教士殘害小兒，已經獲得充分的證
據。遂不辨育嬰堂為何人設立，竟聚眾於當晚將戴德生
等教士的寓所縱火焚燒，室內家具打毀，細物亦予搶
掠。教士李愛恩(Henry Reid)被擊傷眼部，戴德生夫人與
白愛妹小姐(Ms. B1atchley)因跳樓逃避而受傷。戴德生急
奔知府衙門請求保護，知府孫恩壽乃會同揚州營參將帶
兵前往，將滋事群眾驅散。但第二天又有群眾前往滋
擾。於是揚州知府與甘泉知縣李修梅請戴德生等人暫時
離開揚州，並為他們安排了船隻夫役，協助他們運載行
李等就途。

教案發生兩天後，英國副領事會同法國副領事、美國副
領事散查理(Charles Sands) 由鎮江抵達揚州，前往戴教士
寓所查勘。英駐上海領事麥華陀亦前往揚州調查處理此
案，譴責地方官對戴教士等保護不週，於教案發生之
後，強迫教士遷離等種種不當外，並提出嚴懲兇手、賠
款、修屋等協議。

揚州教案後，戴德生對經歷
基督有了新的看見：「我覺
得這就是祕訣：不要求我們
要如何從葡萄樹吸取汁液進
到我們裡面，只要記得耶穌
是葡萄樹－樹根、樹榦、樹
枝、小枝子、葉子、花、
果，這一切。是的，並且還遠超這些。祂是土壤和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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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向內地開展時期─1860年至1890年

光，空氣和雨水－超過我們所能求問、思想或渴望的。
讓我們不要想從祂得著甚麼東西，只要因著在祂自己裡
面而歡樂－與祂是一，因而與祂一切的豐滿是一。不尋
求成聖的信心，只在基督裡完全的聖別這事實上歡樂。
讓我們領悟這事－與祂是一不分開－這聖別是我們的，
並接受這事實，也真找到這事實。但我必須停下。」

內地會1860年至1890年的發展與工作原則

戴德生再中國六年的宣教生涯，使他對這片大地的內陸
有更大的負擔，然而當時沒有差會願意深入內陸。1865

年6月25日，他在聖經的扉頁寫下：「求主差派24位甘
心，能幹的工人」。當天，他在英國以「中國內地會」
的名義，開立了一個銀行戶頭，存入十英鎊，以及神的
應許。內地會的傳教士吃苦耐勞，不避艱辛，除信守基
要真理外，並不像其他宗派執著於某些觀點。他們所持
守之嚴格屬靈原則，不接受外來的津貼補助，為基督教
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樣。他們深入內地傳教，
短短的十多年裏，將福音傳到十九個省，並深入邊境少
數民族，直至新疆、西藏。以下是戴德生論傳教士的原
則，以及內地會的屬靈原則：

「我們的工作是特殊的。我們著眼於內陸，在那裡你的
周圍全數是中國人。如果你盼望舒適，沒有操心…那就
不要加入我們的行列。除非你決意要你的妻子成為真正
的傳教士，而不僅僅是妻子、管家和朋友而已，否則你
也不要加入我們的行列；你們結婚之前，她必須至少能
彀用中國普通話讀一卷福音書並熟練牠。一個普通人可
在六個月內完成這事，但如果她需要長一點時間，就有
更多理由要等到她達到這點，你們纔結婚。當你蒙召去
盡責有需要時，常常你會暫時不在家，她必須豫備好在
中國人中間很快樂。你結婚前也必須習慣這語言困難的
起步，並且如果沒有一個據點分配給你時，你必須開拓
一個。你的殷勤加上神的祝福，你可能在一年左右作成
這事。如果為著將滅亡的中國，這樣的情形對你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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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向內地開展時期─1860年至1890年

這些犧牲對你太大，就不要加入我們的差會。這些對於
你親愛的主所要背負的十字架來說，也許只是小事。」

「那些尋求自我滿足、好逸惡勞的人，無法為基督得著
中國。沒有豫備好勞苦、否認己和許多灰心的事，這些
人不會成為這工作的好幫手。簡而言之，我們所需要的
人，是那些在一切事上，隨時將耶穌、中國、和靈魂擺
在第一位並最優先的人；性命是次要的－甚至那些比性
命更寶貴的事。不要怕把這樣的男人、這樣的女人多多
的打發給我們。他們的價值遠勝紅寶石。」－作傳教士
的原則

「聖經的話說，『你們要先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
切（食物和衣服）就都要加給你們了。』如果有人不相
信神所說的真理，那麼最好就別去中國拓展信仰。人如
果相信這真理，當然這應許就足彀了。再者，『祂未嘗
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如果有人沒有
真要作行動正直的人，他就最好留在家裡；如果他真要
作行動正直的人，他就像在保障基金上有了一切所需
的。神擁有世上一切的金銀，以及千山的牛。我們不需
要作被逼喫素的人。」

「我們若想要的話，事實上也可以有保障基金；但我們
覺得這基金並不需要，甚至有害。金錢擺在錯的地方或
來自錯的動機，都是極可怕的。我們可以擁有盡少的，
只要是主所選擇要給我們的；但我們不能拿沒有奉獻過
的錢，或是那些擺在錯的地位上的錢。最好是一點錢都
沒有，甚至連買食物的錢都沒有；因為中國有許多的烏
鴉，主能再度差遣牠們帶來餅和肉。…」

「我們的父是很有經歷的一位。祂非常知道祂的兒女每
早起來都有好胃口，而祂總是為他們豫備早餐，晚上也
不會讓他們沒喫晚餐就上床。『你的餅必給你，你的水
也必是你的。』祂在曠野養活三百萬以色列人四十年。
我們不期望祂打發三百萬傳教士到中國；但祂若這樣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6.htm (7 of 26)3/5/2005 6:40: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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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祂也有彀多的財物養活他們所有人。讓我們留意將
神擺在我們眼前，行在祂的路中，並尋求在一切大小事
上討祂喜悅並榮耀祂。信賴這事，神的工作以神的路來
完成，就絕不會缺少神的供給。」―中國內地會的原則

1881年，內地會共約一百位
教士，不久後，著名的劍橋
七傑亦加入，他們火熱的回
應震撼全英國。1890年，內
地會在上海吳淞路的總部正
式成立，門口有一塊紀念
碑，上面刻著：「為神的榮耀，並在中國拓展祂的國度
而建」，並未提及中國內地會的名字。（圖為劍橋七傑
之一的何斯德，在內地會上海總部的辦公室）

庚子拳亂中，數百名宣教士
和中國信徒為主殉道，內地
會也有58名宣教士和21個小
孩罹難。事變過去後，西方
國家同意中國政府賠償給各
宣教差會，以及中國基督徒
四億五千萬兩銀子。但戴德

生拒收任何賠償，這也成了中國內地會的方針。在義和
團暴亂期間，沒有一位傳教士有意放棄信仰或動搖，內
地會成員所寫的信件中，亦無一流露對暴民抱怨或報復
的思想。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留給中國的祝福，實非文
字所能形容。（圖中為刻有拳亂中遇害79位內地會教士
的石碑）

內地會在上海的工作

一、內地會的創辦者─戴德生生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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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Hudson Taylor公元1832-

1905年)是中國內地會的創造人，
1832年出生於英國約克郡，在母
腹時就已被父母奉獻給主。做嬰
孩時，父親天天抱著他，跪著向
神禱告，小孩稍長，父母教他每
日讀經禱告，德生學會每日早餐
前與黃昏時，走入自己房間去單
獨親近神，發覺這是快樂的秘訣。德生自幼就常聽父親
和愛主的朋友講論海外佈道，尤其是當時四萬萬人民的
中國之需要，父親感歎地說：“我們為什麼不派傳道人到
中國去？這麼多的民眾，精明強幹博學的民族該成為我
注意的目標啊！”全家屢讀巴彼得的書《中國》。此事深
深印在小德生的心裏，也就在彼時，他立志要來中國傳
道。

十七歲時，戴德生清楚得救。他渴慕追求主，要報答主
的大恩。在一次禱告中，一種莊嚴深刻的感覺終於臨
到，他知道他的奉獻已蒙悅納，神的同在極其真切，他
俯伏在地，心中充滿對神無限的畏懼，又感到無限的喜
樂。同年，他裏面清楚神的呼召，忍痛捨棄愛情，堅決
到中國去傳道。

戴德生一生對神絕對順服，在最危難時仍不失信心。一
八五九年，亦即他在中國佈道的第七年，派克醫生因要
事回英國，將寧波的醫院和門診轉交給戴德生。戴德生
經過懇切禱告，清楚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派克的，乃
是神的，所以就憑著信心，挑起重任，醫院裏充滿了病
人，門診很擁擠，面對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而喻，
派克留下的經費只夠一月的開支，戴德生有限的款項也
快用完，可是接濟始終不來。終於，他們開了最後一袋
米，並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鎮定而滿有信心地說：“主
幫助我們的時候近了。”全院職工病人均拭目以待。果
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裏面附著一張五十英
鎊的支票。贈款的柏迦氏遠在倫敦，一點也不知道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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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臨斷炊，神感動他，將錢及時供應醫院。

戴德生對神信心之大，正如他言：“既抓住他的信實，我
們就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能
面對各種困難與危險，而操必勝的信心....作成神的
工。”一八七六年九月，準備進入中國內地未聞福音之九
省，幾乎是不可能，然而，戴德生卻帶八名宣教士復去
中國，拓展內地工作。當時中英關係緊張，許多人勸他
作罷。有人說：“恐怕你一到中國，就要回來。至於派人
到遙遠省份，更是談不到。”戴德生順服神的感動，照原
計劃搭船往中國。尚在途中，李鴻章和英國駐華大使在
煙臺簽訂條約，准英國僑民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旅行或
居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戴德生因著信，早知
神必為他們打開福音方便之門。

戴德生對神的愛亦體現在他對中國失
喪靈魂之愛上。他初來華時，常遭地
痞流氓之欺淩，他被欺壓，在受苦的
時候卻不開口。別人都有枕頭的地
方，但是戴德生遊行佈道，遭人歧視
拒絕，甚至不得不夜宿街頭廟前。為
要方便傳福音，他不願別人之誤會和
輕視，毅然改著中裝染髮蓄長辮。一八六六年，揚州的
紳士反對西人住在本城，他們誣陷戴德生及其同工，鼓
動一群地痞流氓鬧事。暴徒沖入他們的住處動武，李德
教士為救戴夫人，眼被一塊磚擊傷，戴夫人從二樓跳
下，摔傷腳，流很多血，女秘書跳樓時傷了左臂。他們
的東西幾乎被搶光。戴氏去請來官兵，暴徒才離開，但
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幾番，受盡煎熬。事過後，
戴德生和大家滿心感謝，因為被算是配為主耶穌的名受
辱。一點無報復之心，也不要求賠償，只盼望早日再回
揚州傳福音。哪怕性命受威脅，都不能動搖他向中國人
傳福音的心志。

確實，他把生命也為中國舍了，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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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在中國夭折，他的愛妻亦病死於中國。他並不是不愛
惜幼嫩的子女，他並不是忍心讓愛妻積勞成疾，乃是他
的心為內地無數未得救的靈魂所焚燒。

基於這焚燒的愛，戴德生創辦了中國內地會。內地會並
不在基督之名已被傳開之沿海城市傳福音，而要深入內
地，叫沒有聽見的人得知神的救恩。在經濟上，戴氏堅
持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他說：“出來遵行神的命
令，做神的工作，仰賴神的供應。你要先求他的國和他
的義，這些東西都加給你們了。”他的信心是大的，神給
內地會的祝福更大。戴氏第一次從英國回中國時，帶來
二十二位男女宣教士同工。不到九年，內地會已在中國
設立了五十個教會，訓練了不少中國同工。到他離世的
一年，內地會宣教士已增至八二八名，散佈中國十八個
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域，西南至雲南。信而受浸者
達二五零零人。由於戴德生在各國的演講，美國、德
國、瑞典、挪威、瑞士、芬蘭、義大利等國均有宣教士
回應及加入。戴德生給內地會；帶來極大的祝福，一粒
麥子落在地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內地會宣教士繼
承戴氏遺風，多不畏艱難，工作深入窮鄉僻壤，給中國
教會帶來莫大的祝福，傳道者數以萬計。戴德生以他犧
牲的愛，為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神的信心和對
中國教會的卓越貢獻，永垂教會史冊，為後代信徒之表
師。他的一生證實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
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
給中國。”

二、內地會簡述

戴德生在中國六年的宣教生
涯，使他對這片大地的內陸
地區有更大的負擔，然而沒
有差會願意深入中國內陸。
他深信需要一個新的差會，
但他不敢承擔這重責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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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6月25日，他在聖經的扉頁寫下：「求主差派24位
甘心、能幹的工人」。當天，他在英國以「中國內地
會」的名義開立了一個銀行戶頭，存入10英鎊和神所有
的應許。（圖為劍橋七傑之一的何斯德，在內地會上海
總部的辦公室）

不出一年，戴德生帶同18位宣教士和4個小孩，乘蘭茂爾
號啟程往中國，神正應允他在伯萊墩的祈求。1870年代
初，情況極其艱難，奉獻嚴重不足。然而，內地會呼籲

多差派18位同工，結果有60人回應，其中10位在1875年
啟航，另外8位在次年加入。他們每兩人一隊的進入9個
從未有宣教士踏足的內陸省份。

1881年，內地會共約100位宣教士，卻為三年內多差派70

位同工禱告。結果有73位宣教士應召踏上宣教之路。不
久，著名的劍橋七傑亦加入，他們火熱的回應和委身震
撼全英教會。

1888年，內地會面臨另一個
擴展。在美國的慕迪先生和
其他基督教領袖邀請戴德生
到北美洲分享。某次聚會之
後，會眾為中國事工獻上金
錢的資助。戴德生回應說：
「有宣教士而沒有金錢，不會令我擔憂……然而有金錢
沒有宣教士，問題可嚴重啊！」

1888年9月，14位北美的宣教士從多倫多啟航往中國。在
中國境內，福音的進展亦令人鼓舞，特別在四川、貴州
和雲南的少數民族中，不少群體成千上百地歸向主。

1890年，內地會在上海正式啓用它在中國的新總部。舉
行啓用禮那一天，有二百人來到吳淞路，其中有三位是
戴德生早年在中國認識的好友：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和倪維思（John 

Nevius）。他們看見門口有一塊紀念碑，上面鐫刻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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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為神的榮耀，並在中國拓展他的國度而建」，
上面沒有提到中國內地會的名字。（圖為上海內地會會
所的會議室）

1900年義和拳亂中，數百名宣教士和中國信徒為主殉
道，內地會有58名宣教士和21個小孩放下了生命。義和
團事件過去後，西方國家同意中國政府賠償給各宣教差
會和中國基督徒合共四億五千萬兩銀子。最初，戴德生
覺得應拒絕接受以金錢來賠償性命，但可接納房屋和財
產損失的賠償。然而跟倫敦及中國的內地會委員會協商
後，決定不要求也不收受任何賠償，因為他們要向中國
人民彰顯「基督的柔和謙卑」。以後這就成了中國內地
會的方針，即使內地會所受的損失比任何團體更多，但
仍堅持不變。不過，個人若想接受個人損失上的賠償，
內地會也不禁止。

其他基督教宣教團體，很少採納內地會的方針和路線，
大多贊成接受對財產損失的賠償。尼爾主教（Stephen 

Neill）評論說：「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戴德生比其他
人更有智慧。」尼爾也提到中國付給美國的第一期賠
款，被退還作華人教育基金，以後各期的賠款也豁免
了。 

在中國義和團暴亂期間，天主
教和基督教傳教士所表現出來
的英雄氣概和堅毅不屈，都值

得我們致敬。在死亡面前，沒
有一位傳教士是有意放棄信仰
或信心動搖的。那時，內地會
成員所寫的信件中，沒有一封
流露過對暴民抱怨，或要向暴民報仇的思想。有時，只
要稍微妥協，就可救回自己的性命，但大多數中國信徒
也都守住他們的信仰。一些非基督徒的中國官員，亦敢
於違背朝廷意旨，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去保護其屬
下地區的外國人，幫助他們逃離險境。（圖中為刻有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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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中遇害79位內地會教士的石碑）

1900年底，戴德生說：「我一直寫信給受難者的家屬，
安慰他們。但希奇的是，他們竟因此同情我，而忘記了
自己喪失親人的痛苦。」事實上，有三百個內地會成員
因聽到他生病了，從上海寫信慰問他。他在1900年12月
回信說：

「當我們把你們簽署的姓名逐個逐個讀完後，我們都感
謝神，因為他還把你們留下。這是為了我們，也為了中
國。我們所經受的悲慘遭遇是神所容許的，是為了他的
榮耀和我們的益處。他考驗了我們和中國的弟兄姊妹
後，肯定要重新打開福音的門。以後的工作環境一定會
比從前更加有利。 

「我們感謝神，因他踢恩給受苦的人。他信賴我們這個
宣教組織，讓我們經受如此沈重的考驗。在我們內地會
當中，有許多人還配得那殉道者的冠冕。在存留的人
中，有些人所受的苦比一些被主接去的人還要多哩！他
決不忘記我們為他受的苦。在那試煉臨到的時刻，我竟
離開你們那麼遠，實在愧對你們。但施恩座離中國那樣
近，照樣，離我們也是那樣近。 

「當我們在內地的福音工作有可能再次恢復時，我們會
發現環境改變了。可是，我們所驗證的原則，因?是建立
在他永不改變的道中，故此仍舊可沿用。神要作教導，
願我們一起學習神要教導我們的功課；他要藉聖靈裝備
我們。進一步的事奉，就是我們等候主來時，他要召我
們作的工。」

三、戴德生話語摘錄

「每當想及要到中國去的時候，心裡便感到十分凝重。
身處異地，投靠無門；生命的保障，日用所需，以致一
切的援助，除了神以外，別無倚靠。我明白到若要肩負
這項工作，非加強屬靈的操練不可。無疑的，信心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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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神決不會誤事；但倘若信心不足，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我還未能領悟：『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
的，因為祂不能背乎自己。』因此，我心中最大的難題
並非在於神是否信實，而在於我自己是否有足彀的信
心，叫我可以放膽屨行擺在我面前的使命。我對自己
說：『到了中國之後，我不能向人討求任何東西，只能
向神祈求。故此，在離開英國以先，我必須學習單靠禱
告，藉著神來感動別人幫助我，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事。』」－戴德生，去中國的信心

「我們的父是很有經歷的一位。祂非常知道祂的兒女每
早起來都有好胃口，而祂總是為他們豫備早餐，晚上也
不會讓他們沒喫晚餐就上床。「你的餅必給你，你的水
也必是你的。」祂在曠野養活三百萬以色列人四十年。
我們不期望祂打發三百萬傳教士到中國；但祂若這樣
作，祂也有彀多的財物養活他們所有人。讓我們留意將
神擺在我們眼前，行在祂的路中，並尋求在一切大小事
上討祂喜悅並榮耀祂。信賴這事，神的工作以神的路來
完成，就絕不會缺少神的供給。」－中國內地會的原則

「那些尋求自我滿足、好逸惡勞的人，無法為基督得著
中國。沒有豫備好勞苦、否認己和許多灰心的事，這些
人不會成為這工作的好幫手。簡而言之，我們所需要的
人，是那些在一切事上，隨時將耶穌、中國、和靈魂擺
在第一位並最優先的人；性命是次要的－甚至那些比性
命更寶貴的事。不要怕把這樣的男人、這樣的女人多多
的打發給我們。他們的價值遠勝紅寶石。」－作傳教士
的原則

「戴德生有時候說，為神所作的工作通常有三個階段：
首先是不可能，然後是困難，然後是完成。」－神工作
的三階段

戴德生在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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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揚州教案

8月22日星期六，傍晚時分，揚州內地會外集結了八千至
一萬的群眾。他們拿著刀、茅和木棒，攻擊內地會的所
在地。 

戴德生和童跟福從隔鄰的房子出去到衙門求救。沿途人
們追趕並向他倆投擲磚頭和石塊。知府在查明來意後，
囑咐他們留在衙門裏，帶人前往戴德生住處勘查，懲戒
數名暴徒後，便派轎送戴德生與童跟福回住處。

住處被暴民放火焚燒，牆垛倒塌，破
爛的家具和箱子散落一地。戴德生的
家人和其他傳教士則全無蹤影。原來
戴德生和童跟福離開後，暴徒破門而
入，戴夫人從窗口跳下受傷。（圖為
戴夫人瑪莉亞女士）

教案發生後，縣官雇來轎子和苦力，
把傳教士護送出揚州城的南門，送往鎮江。在鎮江，中
國內地會的成員受到熱烈的接待。 

二、戴德生在揚州教案後對經歷基督的看見

『我感覺到祕訣在此！不是我設法怎樣從葡萄樹將樹汁
吸入我的裡面，乃是記得主耶穌就是葡萄樹－祂是根、
榦、枝、小枝、葉、花、果、以及一切。是的，並且還
遠超這些。祂是土壤和陽光，空氣和雨水－超過我們所
能求問、思想或渴望的。讓我們不要想從祂得著甚麼東
西，只要因著在祂自己裡面而歡樂－與祂是一，因而與
祂一切的豐滿是一。不尋求成聖的信心，只在基督裡完
全的聖別這事實上歡樂。讓我們領悟這事－與祂是一不
分開－這聖別是我們的，並接受這事實，也真找到這事
實。但我必須停下。』

『我無須使我自己成為一個枝子。主耶穌告訴我，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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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子，是祂的一部分。我只要相信這件事，並照著行就
可以了。我若在上海銀行裡有一個戶頭，我去提款五十
元，收銀員不能一面說錢是屬於戴德生的，一面又拒絕

把錢交在我伸出的手上。戴德生所有的，我的手就能
拿。手是我的一個肢體。我是基督的一個肢體，能從祂

的豐富提取一切我所需的。我早就在聖經裡讀到牠，但
是我現在相信這是一個活的實際。』

『我不知道我能夠說明多少，這似乎沒有什麼新奇或奇
異─然而如今這一切對我都是新的，從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見了。…我死了，與基督一同埋葬了─也一同
與祂復活了，並且升到天上…神是這樣的看我，祂告訴
我也要這樣看我自己。祂最知道…阿，看見這真理是何
等的喜樂！求主照亮你悟性裡面的眼睛，使你能知道並
享受，我們在基督裏所白白得到的豐盛。』

三、戴德生的離世

Father's answer was that he did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about such a distinction, 

probably. Then he added: 

"There is nothing small, and 

there is nothing great: only 

God is great, and we should trust Him fully."

When the evening meal was ready Mr. Taylor did not feel 

inclined to come down, and a little later he was preparing to 

go to rest when his son brought him his supper. While 

waiting for him to be comfortably settled, his daughter-in-

law spent a few minutes alone on the little roof-platform 

which is such a pleasant addition to many Chang-sha houses.

Twilight had fallen then, and darkness veiled the distant 

mountains and fiver. Here and there a few glimmering lights 

dotted the vast expanse of grey-roofed city. All was si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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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starlit sky. Enjoying the cool and quietness I stood 

alone awhile, thinking of Father. But oh, how little one 

realised what was happening even then, or dreamed that in 

less than one half-hour our loved one would be with the 

Lord! Was the golden gate already swinging back on its 

hinges? Were the hosts of welcoming angels gathering to 

receive his spirit? Had the Master Himself arisen to greet 

His faithful friend and servant? What was happening, oh, 

what was happening, even then, over the sleeping city?

Knowing nothing, realising nothing, I went down. Dear 

Father was in bed, the lamp burning on the chair beside him, 

and he was leaning over it with his pocket-book lying open 

and the home letters it contained spread out as he loved to 

have them. I drew the pillow up more comfortably under his 

head, and sat down on a low chair close beside him. As he 

said nothing, I began talking a little about the pictures in the 

Missionary Review lying open on the bed. Howard left the 

room to fetch something that had been forgotten for supper, 

and I was just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when dear Father 

turned his head quickly and gave a little gasp. I looked up, 

thinking he was going to sneeze. But another came, then 

another! He gave no cry and said no word. He was not 

choking or distressed for breath. He did not look at me or 

seem conscious of anything. 

I ran to the door and called Howard, but before he could 

reach the bedside it was evident that the end had come. I ran 

back to call Dr. Keller, who was just at the foot of the stairs. 

In less time than it takes to write it he was with us, but only 

to see dear Father draw his last breath. It was not death but 

the glad, swift entry upon life immortal. 

"My father, my father, the chariots of Israel and the horse-

men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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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h, the look of rest and calm that came over the dear 

face was wonderful! The weight of years seemed to pass 

away in a few moments. The weary lines vanished. He 

looked like a child quietly sleeping, and the very room 

seemed full of unutterable peace. 

Tenderly we laid him down, too surprised and thankful to 

realise for the moment our great loss. There was nothing 

more to be done. The precious service of months was ended. 

Mr. Li and other Chinese friends went out to make 

arrangements, but we could hardly bring ourselves to leave 

that quiet room. All the house was still, hallowed by a 

serenity and sweetness that hardly seemed of earth. Though 

he was gone, a wonderful love and tenderness seemed still to 

draw us to his side. Oh, the comfort of seeing him so utterly 

rested. Dear, dear Father, all the weariness over, all the 

journeyings ended─safe home, safe home at last!

One by one or in little groups the friends who were in the 

house and the dear native Christians gathered round his bed. 

All were so impressed with the calm, peaceful look that 

lingered on his face, and many touching things were said, 

showing that even in these short days the sweetness and 

simplicity of his life :had won their hearts.

"Oh Si-mu," whispered one dear woman as she left the 

room, "ts’ien. Ts’ien wan-wan-tih t’ien-shi tsieh t’a 

liao!" (thousands and myriads of angels have welcomed 

him)--and in a flash one almost seemed to see it. 

Last of all a dear young evangelist and his wife, a bride of 

eighteen, came up. They had journeyed in from an out-

station on purpose to meet us all, and especially Father, 

whose Retrospect they had been reading. Arriving in the 

afternoon while tea was going on, they did not like to ask to 

see him, and when the guests had left he was tired. So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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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 it off till morning, as we were to spend Sunday with 

them all. And then, suddenly, they heard of his departure to 

be with the Lord. 

Full of sorrow, they sent in to ask if they might come and 

look upon his face. Of course we welcomed them, telling 

them all that had happened and how grieved we were that 

they had not seen him earlier in the day. Together they stood 

beside the bed in silence, until the young man said: 

"Do you think that I might touch his hand ?"

Then he bent over him, took one of Father's hands in his and 

stroked it tenderly, while to our surprise he began to talk to 

him just as if he could hear. He seemed to forget us and 

everything else in a great longing just to reach the one who 

still seemed near, and make him feel his love and gratitude.

"Lao Muh-si~, Lao Muh-si~," he said so tenderly (Dear and 

Venerable Pastor), "we truly love you. We have come to-day 

to see you. We longed to look into your face. We too are 

your little children .... Lao Muh-si, Lao Muh-s~. You opened 

for us the road, the road to heaven. You loved us and prayed 

for us long years. We came to-clay to look upon your face.

"You look so happy, so peaceful I You are smiling. Your 

face is quiet and pleased. You cannot speak to us tonight. 

We do not want to bring you back: but we will follow you. 

We shall come to you, Lao Muh-si. You will welcome us by 

and by."

And all the time he held his hand, bending over him and 

stroking it gently, his young wife standing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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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stairs, meanwhile, 

another touching scene 

was taking place, Mr. Li 

and others who had been 

out to make 

arrangements returned, 

bringing a coffin and bearers and everything necessary for 

the last journey. They had hoped when first they learned of 

clear Father's Home-call that he would be buried in Human, 

and had rejoiced to think that in this way they might keep 

him among them still. But when it was explained that we 

must leave at once for Chin-kiang, as his family grave was 

there, and he had always wished to be laid beside his loved 

ones should he die in China, they set aside their own desire 

and did all they could to forward our departure.

When everything had been brought to the house they sent 

word to my husband asking if they might speak with him. 

He went at once, and was touched by the many evidences of 

their thought and care. Then, gathering round him, they said 

that they had wished to obtain a more beautiful coffin, but 

had been obliged to be satisfied with the best they could find 

ready-made; that he need not ask the price, for it was their 

gift, the gift of the church; for if they could not be allowed to 

keep the Venerable Chief Pastor in Human, they must at any 

rate do everything for him at their own expense.

It was a great surprise, but they would take no denial. Had 

not the Lord brought their beloved father in the faith to 

Chang- sha, and permitted them to look upon his face? From 

their midst had he not been translated? Hu-nan Christians 

had been the last to hear his voice, to receive his blessing. 

Theirs must be the privilege of providing for his last needs.

Yes, it was beautiful and fight. It meant a large sum to them, 

and they would feel it. But the joy of sacrifice was i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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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s, and we could not but stand aside and let them do as 

they would. So Human hands prepared his last resting-place, 

Human hearts planned all with loving care---one little 

company of the great multitude his life had blessed. Not in 

vain, ah, not in vain the faith and toil and suffering, the 

ceaseless prayer and soul-travail of fifty years. Inland China 

open everywhere to the Gospel proclaims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and these strong Human men with hearts as tender as 

children's, these women with tear-dimmed eyes helping in 

the last ministries of love, attest the gratitude of a redeemed 

and blood-washed company no man can number.

By the mighty fiver at Chin-hang they laid him, where it 

rolls its, waters two miles wide toward the sea. Much might 

be said of the love and veneration shown to his memory; of 

Memorial Services in Shanghai, London, and elsewhere; of 

eulogies in the public press; of sympathetic resolutions 

passed by missionary and other societies, and of personal 

letters from high and low in many lands. From the striking 

tribute of a High Church Bishop in The Guardian to the 

tender reminiscences of fellow-workers, many were the 

written and spoken words that showed him to have been not 

only "the heart-beat felt throughout the Mission," but a vital 

force of life and love in every part, one might almost say, of 

the body of Christ. But the voices that linger longest are 

those he would have loved the best─the voices of Chinese 

children singing sweet hymns of praise as they laid their 

little offerings of flowers upon his resting-place.

"Thus one by one the stars that are to shine for ever in God's 

firmament appear in their celestial places, and the children 

of the Kingdom enter upon the blessedness of their Father's 

house not made with hands."

圖1　攝於1905年，當時內地會傳教士克保羅夫婦再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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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會會所安排了一次聚會，戴德生「中坐者」參加了
這次聚會，幾天以後他便去世了。

圖2　為戴德生葬禮

揚州教案

同治六年，法國教士金緘三(Joseph Seckinger)在揚州新城
內三義閣等處，租得民間房屋，建立教堂，並設立義
學、藥局。是年冬，復設立育嬰堂，收養幼孩。由於當
地百姓迷信各種反教檄文中所言，西教士挖眼剖心、動
刀割肉、或取腦配藥等惡行，因此育嬰堂甫經設立，便
傳言紛紛。對此，金緘三教士為此曾於十一月間拜訪揚
州知府孫恩壽，說明育嬰純為善舉，請對此類謠言中
傷，加以禁止。

同治七年閏4月11日(6、1)，內地會戴德生教士(Rev. J. 

Hudson Taylor)開始在揚州城內建立起其傳播福音的據
點。隨著教士的增加，反教的氣氛亦日趨熾盛。到處有
匿名揭帖，謂教士挖取將死之人的眼晴，開設育嬰院烹
食小孩，剖剔孕婦，以製造迷藥。戴德生教士向揚州知
府請求制止，所獲答覆，謂:「揚城人情浮動，由來日
久。...百姓人本多雜，且好生事。地方官只能出示諭
禁，勢不能執人人而止之也」。

之後，不斷有人至戴敵土寓所騷擾，並有人當面指責戴
氏「抉目剖腹，吸食嬰兒腦髓，地窖幽囚人口」，聲言
不久即將前來予以攻擊消滅。戴氏因而於7月2日，再致
函揚州知府，請求設法保護制止。

正當各種中傷教士的流言盛行的時候，法教士金緘三所
設育嬰堂內的幼孩因天熱疾病傳染死亡甚多。埋葬病童
屍骸時，被人看到，社會大眾，見如此眾多之孩童死
亡，認為從前傳言教士殘害小兒，已經獲得充分的證
據。遂不辨育嬰堂為何人設立，竟聚眾於當晚將戴德生
等教士的寓所縱火焚燒，室內家具打毀，細物亦予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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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教士李愛恩(Henry Reid)被擊傷眼部，戴德生夫人與
白愛抹小姐(Ms. B1atchley)因跳樓逃避而受傷。戴德生急
奔知府衙門請求保護，知府孫恩壽乃會同揚州營參將帶
兵前往，將滋事群眾驅散。但第二天又有群眾前往滋
擾。於是揚州知府與甘泉知縣李修梅乃向戴教士表示，
希望他們能離開揚州，不要再回其原來的住所。並為他
們安排了船隻夫役，協助他們運載行李等就途。

教案發生兩天後，英國副領事會同法國副領事、美國副
領事散查理(Charles Sands) 由鎮江抵達揚州，向知府孫恩
壽詢問經過情形，並前往戴教士寓所查勘。10日，英駐
上海領事麥華陀(Walter H. Medhurst)向兩江總督上海通商
大臣會國藩申陳，他將往揚州調查處理此案，請曾氏速
派適當大員前鎮江，會同至揚州，並向曾氏表示，他此
行可能隨帶軍隊，以資保護。於雙方談判中，麥華陀除
譴責地方官對戴教士等保護不週，於教案發生之後，強
迫教士遷離等種種不當外，復提出以下之各項要求：

一、此次焚燒教堂毆辱教士，幕後主使者為紳士晏端
書、卞寶書、厲伯孚、吳文錫等數人，與現場指揮行動
之葛姓生員，必須嚴辦。

二、賠償物件損失與給予受傷者醫療等各項費用二千
兩。

三、教士房屋照原式修好。

四、出示曉諭英民照約得在揚州居住，如有滋擾者，孥
獲嚴辦。並將此項示諭，勒石立 於戴教士原住房屋門
前。

五、須致函或派人邀請戴教士返回揚州。

因麥氏要求懲辦之鄉紳晏端書係曾國藩的同年，曾署任
兩廣總督；卞寶書為卞寶第之兄，時寶第正任福建巡
撫，厲伯孚為曾國藩的門生，吳文錫係吳文鎔之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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鎔為曾國藩的恩師，均曾任四品以上的要職，揚州知府
無法在曾國藩所派委員到達之先予以答覆，因此麥領事
乃決定前往南京向曾國藩交涉。

麥華陀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南京面見曾國藩，重申他在揚
州時所提各項要求。曾氏答覆云：滋擾戴教士之案，起
於育嬰堂中嬰孩死亡過多，百姓因懷疑而生忿怒，致變
生倉猝，與各紳士並無關係。況所指各紳，過去均曾任
三四品以上大員，職分較尊，平日敦品曉事，決無故違
朝廷現准和約之理，故不必查辦。賠償損失一項，已經
酌給賞卹銀一千兩。教士房屋，已令揚州知府於返回府
城之後修理完好。出示曉諭，可由揚州府擬議示稿，由
曾氏酌定後繕發張示，但無須勒石。請戴教士回揚城一
事，可於兩個月以後辦理。而揚州知府並無違約之處，
無庸參辦。

麥華陀對於曾國藩的答覆，幾經周旋仍不滿意。十月初
二，麥領事率兵艦抵達揚州徐凝門外。旋帶陸戰隊三百
餘名，進城駐紮興教寺。次日，與中國地方官相互拜
會。初四日，開始與李元華，應寶時及府役各官進行談
判。至初六日，獲得以下協議：

一、將拿獲肇事人犯，分別首從，照例懲辦。

二、賠償戴教士等養傷及其他損失銀一千二百二十八兩
四錢，洋二百七十元九角。

三、由上海通商大臣會同江蘇巡撫出示淮飛揚、鎮三
屬，嚴禁軍民滋擾教堂。

四、由揚州府發給保護教堂之簡明告示一小方，交與戴
德生教士勒石立其門前。

至此，除懲辦紳士一項’麥華陀所有的要求，都已達到，
麥華陀所以未再堅持，主要是因為他無法找到任何具體
的證據，此案至此大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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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下半葉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1850年至1900年

　
　　

第二十七篇　十九世紀下半葉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1850年至1900年

1.興辦教育與醫療普及
2.福音對婦女的影響
3.李提摩太與廣學會
4.十九世紀下半學生運動

興辦教育與醫療普及

十九世紀下半教育與醫療的興起

因著兩次鴉片戰爭，中國沿岸與內陸的封閉門戶開啟，傳教士們漸漸有傳教的自由。
除了福音外，教育、醫療、社會慈善事業，也隨之而入。1860年（清咸豐十年），美
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抵上海。他創辦並主編「教會新報」周刊，
後更名為「萬國公報」，變為政治，經濟，科學和宗教的綜合性刊物，針砭時弊，如
宣傳禁煙，提倡女權和女子教育。成了在甲午戰爭後，維新變法的重要基礎。1861年
（清咸豐十一年），英國基督徒傅蘭雅（John Fryer）來華，任職於主持江南機器製造
局附設翻譯館。他在華30餘年，共譯書129種，其中自然科學57種，應用科學48種。
傅蘭雅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科技學校「格致書院」，獲得中國學者王韜、徐壽等
鼎力相助。

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譯「四書五經」，至今
仍為西方漢學界公認的經典之作。1864年（清同治三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
（Calvin Mateer）在山東登州創辦教會學校「文會館」。狄考文極力主張實施「完整
的教育」，即「對中國語言文學、數學、現代科學以及基督教的真理有個良好的理
解」。至1876年底，英美新教教會開辦的學校已達350所，學生5917人。1869年（清
同治八年），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來華，次年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7.htm (1 of 10)3/5/2005 6:40:54 PM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8%88%88%E8%BE%A6%E6%95%99%E8%82%B2%E8%88%87%E9%86%AB%E7%99%82%E6%99%AE%E5%8F%8A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7%A6%8F%E9%9F%B3%E5%B0%8D%E5%A9%A6%E5%A5%B3%E7%9A%84%E5%BD%B1%E9%9F%BF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6%9D%8E%E6%8F%90%E6%91%A9%E5%A4%AA%E8%88%87%E5%BB%A3%E5%AD%B8%E6%9C%83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8D%81%E4%B9%9D%E4%B8%96%E7%B4%80%E4%B8%8B%E5%8D%8A%E5%AD%B8%E7%94%9F%E9%81%8B%E5%8B%95


十九世紀下半葉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1850年至1900年

抵上海。1890年任天津「時報」主筆，宣傳維新變法。次年任基督教文字機構廣學會
的總幹事達25年，出版宣傳基督教和傳播西學的書刊。1871年（清同治十年），英國
宣教士莫萊士（William H. Murray）來華。他注意到盲人的慘狀，於是獻身于盲人教
育，在北京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盲人學校。後有米爾士夫人（Mrs. Mills）在煙台創辦第
一所聾啞學校，何德醫師（DR. E. G. Horder）在廣東創辦第一所麻瘋病院，以及嘉約
翰醫師（Dr. John G. Kerr）在廣州創辦第一所瘋人院。

1877年（清光緒三年），在華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舉行第一屆全國宣教會議，狄考文
在會議中發表一篇關於中國教育的演說，被認為是宣教史上的里程碑。大會推舉丁韙
良（W. A. P. Martin），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傅蘭雅，林樂知
等人組成「益智書會」，專門負責教科書，包括數學，天文，測量，地質，化學，動
植物等科目，成為近代中國教科書之開端。後改名為「中國教育會」，1916年再改名
為「中華基督教教育會」，共出版教科書20余萬冊，惠及全國各地。狄考文說，「教
會到了哪裏，哪裏就有大、中、小學。」中國近代的教育改革，是晚清以來各項改革
運動中最有成效的。

1878年（清光緒四年），顏永京協助施約瑟主教（Bishop Schereschewsky）在上海建
立聖約翰書院，並綜理該校校務（後該校擴建成聖約翰大學）。1887年，顏永京出任
聖公會牧師，致力於教務，也熱心公益，推動禁煙、天足運動。同年，英美基督教新
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廣學會」在上海創立，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
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為號召，出版西學書刊。該會發行的「萬國公報」風靡
一時，朝野人士，無不閱讀，對清末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光緒皇帝等有很大的
影響。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立，時值中國在甲午戰敗後尋求維
新變法，知識分子對西方科學知識更為響往。青年會把握時代的需要，強調德（宗
教），智（科學），體（體育），群（公共衛生）四育並重，號召學生們主動去服務
社會。同年，在傳教士的贊助下，十位西國婦女在上海發起天足會。早在1867年，有
些地方的教會學校就把不得纏足作為入學條件。延續千餘年的纏足陋習，在傳教士幾
十載移風易俗的努力中絕跡。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與廣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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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1845年生於英國，二十三歲時受魁麗思夫人（Mrs. 

Guinness）演講影響立志來華傳教。兩年後抵達上海，後轉往山
西。1886年，李提摩太帶著全家離開山西，在北京過著講演和編著
的生活。1890年應李鴻章邀請在天津主辦英文「時報」。後復回上
海，擔任廣學會總辦。1916年，李提摩太因年老回國，出版了「留
華四十五年回憶錄」，並於三年後，病逝於倫敦。 

1887 年（清光緒十三年），英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
出版機構「廣學會」在上海創立。廣學會前身為同文書會，1887年由愛爾蘭合一長老
會牧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創立，1891年李提摩太接手，隔年改名廣學
會。宗旨是透過基督教觀點，用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著書立說，藉以教育人民，特別
針對中國有識之士與官員（傳教對象）。廣學會在李提摩太任內（1892-1907）的言論
以國家社會為主，後及至季斐理主持，又轉向教會信徒，走向平民教育。1937盧溝橋
事變八年抗戰開始，遷至華西，與成都華英書局共組基督教聯合出版社，1947年改組
為中華基督教出版協會。

廣學會主要出版傳教書刊，其「萬國公報」風靡一時，朝野人士，
無不閱讀，對清末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光緒皇帝等，均有很
大的影響。1898年，康有為變法失敗，避難香港時曾坦言﹕「我信
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
作。」（圖為萬國公報）

十九世紀下半學生運動，與各地青年會之成立

19世紀下半的學生運動是全球性的。1858年，維吉尼亞及密西根大學兩所學校的協會
已經成立。之後二十年間，在美國及加拿大的大學學府裏，有二十五個協會成立。這
些早期的協會並沒有任何聯繫，甚至他們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們各自分向不同的
方面，目標和工作都很狹隘。

1877年，來自二十一所大學院校的學生代表，在肯德基洲路易士維爾市青年會舉行國
際會議，打算成立一個院校之間的交流機構。這些代表們是應普林斯頓大學協會的邀
請函而來。普林斯頓的威廉（William E）認為學生的範圍，各系之間和各國之間的工
作，都需要有組織。此後路德（Mr. Luther D Wishard）被任命為第一位大學協會的主
席，開始了工作的繼續與擴展。

中國的青年組織始於1885年福州的英華書院，以後許多教會學校都成立了青年會。
1895年，美國青年會派來的一個幹事，在天津開始組織了一個校際的青年會，次年在
上海成立了「中國基督教學塾幼徒會」，1915年改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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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後，許多城市成立了青年會。青年會一般都是通過文化、教育、體育活動等
方式宣傳基督教，並想拉攏、培養一些青年爲他們服務。各城市的青年會，進行了許
多體育活動，物件主要是青年學生。青年會的體育活動，成了西方體育傳入我國學校
的主要途徑。

福音對婦女的影響

一、發展女子教育

許多傳教士都很重視女子教育在整個教育近代化上的作用。1842年五口通商後，熱衷
於華人婦女教育的傳教士艾爾德西女士於寧波，建立的中國本土最早的女子學校。
1844至1860年間，於條約許可對外通商的五個城市，先後設立了十一所教會女校。

上海開赴埠後的第一所新式女子學校是裨文女塾，由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先生的
夫人，艾麗莎格蘭德女士於1850年4月15日創設於上海。該校創設之使只有20位學
生，後才漸次擴大規模。第二年，美國另一位女傳教士瓊斯女士，在虹口創辦了文紀
女塾，學生完全免費，還可獲得衣服和零用錢。在功課方面，以紡織、縫紉、園藝、
烹調等女紅為主，伴以聖經與四書的略讀。

繼之而起的女子學校尚有：1860年有長老會傳教士范約翰夫人所創辦的女塾，即後來
的清心中學；1853年天主教在董家渡創辦的明德女校；1867年耶穌會在徐家匯設立的
經言學校，後於1898年改名為崇德女校，又於1934年改為徐匯女子中學。

上海的文紀、裨文兩女校於1881年合併，改為聖瑪
利亞女校，校長為黃素娥，其父黃光彩為上海美國
聖公會第一個中國牧師，其夫則為後來聖約翰大學
的校長卜方濟。兩校合併後的聖瑪利亞女校為聖約
翰書院的附屬學校，校址就設在「聖約翰」內，但

男女分校上課。據講，當“聖約翰”的校院內出現了一所女子學堂後，就吸引了部分男
學生經常偷偷前往“聖瑪利亞”情況，這使卜方濟校長極為不滿。1923年，「聖約翰」
將剛得到的一筆捐款購迸白利南路（今長寧路1187號）建造「聖瑪利亞」新校舍。
（圖為聖瑪利女校校門）

1882年林樂知在上海創辦了「中西書院」，繼而於1890年創
辦了「中西女塾」，第一次招生就招到學生四百多人。這個
數宇在同時的教會學校中，似無出其右。中西女塾開始只設
小學，宋慶齡就是在這裏讀完了小學。在清末社會，中西女
塾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後來中國人自創的早新式女學，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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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效者。如1920年由中國派赴美國
留學的29名女學生中，竟有13人出
於中西女塾。中國大陸解放後，中
西女中和聖瑪利亞女中由上海市教
育局接管，1953年兩校合併稱上海
市第三女中，“文化大革命”初取消女中，改稱市三中學，1982年經有關部門批准恢復
女中，又改稱市三女中，是當今上海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學。（圖為中西女塾校門及中
西女塾上課情形） 

二、天足會的成立

纏足起源於五代，經過宋代，元明以來大盛。滿人入關，建立清朝後，一度嚴禁婦女
纏足，違者責其父母（這是康熙元年的事），但纏足已是人心所向，此一腐敗之風迫
使纏足禁令不得不取消。

經過纏足後的畸型小腳，被稱為「三寸金蓮」。名稱雖好聽，卻是女孩子的血淚所換
取。各地纏足風不同，大概從四、五歲開始，纏到七、八歲就大功告成。清代章回小
說《鏡花緣》作者李汝珍在其書中將纏足過程描寫得活靈活現─ 

「先用白礬灑在腳縫，五個腳指緊靠一起，腳面用力彎成弓狀，然後用白綾纏裹，纏
上兩層，用針線密縫，一面狠纏，一面密縫，纏完後，腳如炭火炙燒，疼痛難挨，隨
後日子還要他人攙扶走動，以活絡筋骨，如此日復一日緊緊糾纏，並用藥水薰洗，不
到半月，腳面彎曲，折作四段，十指腐爛，鮮血淋漓。久而久之，腐爛的血肉變成膿
水，流盡後只剩幾根枯骨…。」

清末，門戶洞開，洋人來華傳教，帶來不可纏足的觀念。1895 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在傳教士的贊助下，十位西國婦女在上海發
起「天足會」，強調入會的婦女不得纏足。繼而各省城響應，紛
紛成立「天足分會」。許多知識份子亦不贊成婦女纏足，維新派
領袖康有為和弟弟康廣仁也在廣州成立「不纏足會」。梁啟超也
在上海成立不纏足總會，規定：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凡
入會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凡入會人所生女子，已經裹足
者，如在八歲以下，須一律放解。延續千餘年的纏足陋習，在傳
教士幾十載移風易俗的努力中絕迹。（圖為女傳教士與中國小女

孩）

傳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態度對待婦女，這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有強大的衝擊力。傳教士興
辦女學、傳播男女平等觀念，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樹立了尊重婦女，提高婦女地位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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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在的榜樣。很多人都聽說過傳教士反對裹足陋習的事，其實傳教士在反對童婚、
納妾、奴婢制度、包辦婚姻、販賣婦女等中國社會的傳統弊病方面，也都不遺餘力。 

隨著基督教教育體系的發展壯大，全國各地教會創辦新式的
女子學校、中小學和大專院校，爲中國培養了一代新型的女
性知識份子，她們和男子一樣活躍在中國的教育、科技、醫
療、護理、新聞、法律、政治等各個領域。雖然不能說傳教
士就是移風易俗、提高婦女地位的唯一推動力，但他們在這
方面所發揮的、首開風氣之先河的功勞，則是無論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亦為後來中
國人自辦之女子學校提供了寶貴的鑑借。（圖為兩位內地會女傳教士，在最後關頭阻
止了一位試圖自殺殉夫寡婦，1904年）

李提摩太與廣學會

一、生平簡介

李提摩太，1845年生於英國，1877年來到中國山西。1865年浸信會神學院就讀，1868

年受魁麗思夫人(Mrs. Guinness)演講影響立志來華傳教，1870年抵達上海。1886年，
李提摩太帶著全家離開山西，在北京過著講演和編著的生活。1890年應李鴻章邀請在
天津主辦過英文《時報》。1891年到上海，擔任了廣學會總辦。1916年，李提摩太因
年老回國，出版了《留華四十五年回憶錄》。1919年4月17日，病逝於倫敦。 

二、廣學會

1887 年(清光緒十三年)，英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廣學 會」在
上海創立。廣學會前身為同文書會，1887年由愛爾蘭合一長老會牧師韋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創立，1891年李提摩太接手1892年改名廣學會。宗旨是透過基
督教觀點，用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著書立說，藉以教育人民。特別針對中國有識之士
與官員（傳教對象）。廣學會在李提摩太任內1892-1907的言論以國家社會為主（1907

年停刊，李提摩太1915年離開中國）1922-1937年季斐理主持，又轉向教會信徒，走向
平民教育。1937盧溝橋事變八年抗戰開始，遷至華西，與成都華英書局共組基督教聯
合出版社，1947年改組為中華基督教出版協會。

廣學會主要出版傳教書刊，後來又「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
舊學」為號召，出版西學書刊。該會發行的《萬國公報》風靡一時，朝野人士，無不
閱讀，對清末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光緒 皇帝等有很大的影響。1898 年，康有
為在變法失敗，避難香港時曾坦言﹕「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
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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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述李提摩太與戴德生宣教方式之比較

戴德生有著激烈的基要派信仰，認為人若非在永火的地獄中焚燒，就是在天堂的永福
中享樂。1865年創立內地會，運用最快速的方法將福音知識傳遍中國。他看重人靈魂
的歸宿，他認為往天堂或入地獄完全在乎人今生的抉擇。其傳教對象多半是文盲及平
民。他的做法是直接傳講福音、街頭佈道、發福音單張。對宣教士的要求是量重於
質。

李提摩太認為上帝的國度「不僅造在人心理，也造在一切組織裡」，為使人現在或將
來得到救恩，包括身體與靈魂。他相信那些盡力改善這個世界的人配得將來永遠的祝
福。他認為透過文化的改造，中國可望有富強之日，並建造一個基督化的社會秩序。
對宣教士的要求是質重於量，除靈性之外，要求宣教士的水準高於中國領導人物，除
了一般教育之外，必須認識宗教比較學、宣教法、教會歷史等學問。他認為必須先取
得政府的許可才能獲得最佳的傳道結果。他曾九次上書總理衙門，想向翁同龢與皇帝
陳情說明基督教來華目的。他也主張文字間接工作，定期出版高水準刊物、發行有關
教育與宗教以及商業方面的小冊子，以及利用傳媒：如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大同
報等達其目的。因廣學會出版的書籍有很多盜版，知識份子爭相傳閱，影響了1894-

1898甲午中日之戰敗後的戊戌變法。

十九世紀下半學生運動

一、學生運動經過

I. Origin. It is still a disputed question where the first college Association was formed. It is 

certain, however, that the first two were organized in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the year 1858. During the next twenty years about twenty-five 

Associations were formed in the colle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Some of them 

were the result of the pioneer work of mr. Robert Weidensall, but the greater part sprang up 

spontaneously. These early Associations were not bound together by any tie whatever; in 

fact they did not know of the existence of each other. They had, as a rule, widely divergent 

and narrow purposes and methods of work.

On the sixth day of june, 1877,students representing twenty-one colleges met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held that year in 

Louisville, Kentucky, to consider the practicability of forming a Christian intercollegiate 

movemen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at organization. These delegates came together in 

response to a letter sent out by the Association at Princeton. The original suggestion came 

from a conversation of Mr. William E. Dodge with a few of the Princeton students. As a 

result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students at Louisville, and of their presenta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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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f the needs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 student field, the intercollegiat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 was organized. Mr. Luther D. Wishard was appointed as first 

college secretary, and began at once the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k.

II Magnitude. The progress of the Movement among the institutions of North America has 

been, indeed, remarkable. It now includes, practically, every lead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following table indicates how rapid the progress has 

been:

In 1877－26 Associations－1,300 members

　1882－174　　“　　　8,500　“

　1877－258　　“　　　13,500　“

　1892－410　　“　　　27,000　“

　1894－455　　“　　　30,000　“

These statistics do not include either the colored, or the foreign college Associations. Should 

we add these, the total number would mount to over 500 Associations with nearly 35,000 

members.

二、各地青年會的成立

中國最早是在1885年，在福州的英華書院開始有基督教青年會的組織，以後許多教會
學校都成立了青年會。1895年，美國青年會派來的一個幹事，在天津開始組織了一個
校際的青年會，次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基督教學塾幼徒會》，1915年改稱《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以後，許多城市成立了青年會。青年會一般都是通過文化、
教育、體育活動等方式宣傳基督教，並想拉攏、培養一些青年爲他們服務。各城市的
青年會，進行了許多體育活動，物件主要是青年學生。青年會的體育活動，成了西方
體育傳入我國學校的主要途徑。

三、劍橋七傑

Seven young aristocrats-two of them famous athletes, and 

another two, military officers-forsaking the comforts of 

England to work with a relatively unknown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back country of China-this was a story the 

press could not pass up, and these young men immediately 

became religious celebrities.

Known as the Cambridge Seven, they were one of the grand gestures of nineteenth-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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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s. Their story, published as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was distributed free to 

every YMCA and YWCA throughout the British Empire and United States.

Though their time together was brief, they helped catapult the CIM from obscurity to 

"almost embarrassing prominence," and inspired hundreds of recruits for the CIM and other 

mission societies. In 1885, when the Seven arrived in China, the CIM had 163 missionaries; 

they doubled by 1890 and reached 800 by 1900, one-third of the entire Protestant 

missionary force.

Their story-especially their brief encounter with the infamous Pastor Hsi of Shansi (Shanxi)-

has another dimension: it gives a glimpse into the unbounded enthusiasm of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late-1800s Chinese Christianity.

The Seven

Though they are remembered together, each of the Seven made commitments of faith and to 

the CIM separately, and each had unique ministries in China.

Stanley Peregrine Smith was the orator, scintillating, introspective, bookish, a real 

"percussion cap!" (as D. E. Hoste called him, for "the gun was already loaded" and Smith 

was the charge that set off the explosion). Son of a London surgeon, he was captain of the 

Cambridge rowing team and thu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men in England. He was born 

again in one of D. L. Moody's revivals and helped found the Cambridge Christian Union, 

forerunner of many student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Smith had a soapbox in Hyde Park 

where he preached "not the milk and water of religion but the cream of the gospel."

The second was Charlie Studd-"a Roman candle." He was even more famous as captain of 

the Cambridge cricket team. Inarticulate but charismatic, Studd could impress hostile 

audiences. Many students came to heckle, expecting one, as a professor put it, "wanting in 

manliness, unfit for the river or the cricket field, and only good for psalm-singing and 

pulling a long face. But the big, muscular hands and long arms of the ex-captain of the 

Cambridge Eight cricket team, stretched out in entreaty, while he eloquently told the old 

story of Redeeming Love, capsized their theory."

Shortly after he arrived in China, Studd came into an inheritance of £25,000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today), which he invested in "the Bank of Heaven." He gave £5,000 to D. L. Moody 

to build Moody Bible Institute, and £5,000 to General William Booth to send 50 Salvation 

Army missionaries to India.

William Wharton Cassels, "Will the Silent," was an ordained Anglican clergyman, cur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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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or parish in south London. He was, according to his biographer, inordinately reserved 

with "something more than introspection" and was "a fervent lover of order…. To him 

obedience to marching orders was fundamental. And so were unity, order, and authority."

Dixon E. Hoste also loved order. His father, Major-General Hoste, was an "uncompromising 

Christian" who ran his family with "military precision." Young Dick joined the Royal 

Artillery, where he was converted during the Moody revival and gave himself to Christ "as 

completely as he had given himself to soldiering," according to Hoste's biographer.

The Polhill-Turners came next. Cecil was a lieutenant in the Royal Dragoons in Ireland, and 

brother Arthur was studying to become a priest.

The final member was Montague Beauchamp, a "rich young man" from an old evangelical 

family who became a generous benefactor of the CIM.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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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亂至民國成立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的蓬勃發展

　
　 　

第二十八篇　庚子拳亂至民國成立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的蓬勃發展

1.庚子拳亂

2.庚子之變─義和團拳亂

3.克林德碑

4.北堂─西什庫教堂

5.東交民巷歷史簡述

6.大清帝國的外交部─總理衙門

7.殉道傳教士

8.金陵神學院簡介

9.主的恢復在上海

10.倪柝聲弟兄的去世與安葬

庚子拳亂

義和團簡史

義和團初名大刀會，後名義和拳，原屬白蓮教一支，十九

世紀末興起於山東，首領是朱紅燈。嘉慶年間盛行於山

東、河南、河北一帶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甲午戰敗，

外國貨品大量輸入，中國本土經濟崩潰，使民生日困，列

強更紛紛要求割地賠款，加上教案叢生，國民仇外之心日

增，義和團遂在排外情緒及民族意識高漲下，改以「扶清

滅洋」為口號，盛行於山東、河南、河北一帶。光緒年

間，山東巡撫李秉衡與毓賢，先後嘉許拳民為民間團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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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山東境內公開活動，後袁世凱繼任，對拳民嚴加剿辦，拳民遂流竄河

北。直隸總督裕祿縱容拳民，慈禧亦加默許，讓拳民入京牽制洋人，使局

勢更形混亂。（圖為義和團牌）

庚子拳亂與八國聯軍經過

義和團之亂起于山東。山東注定成為庚子

禍起之源是因為，山東巡撫李秉衡對外來

宗教文化引起的教民沖突不問是非，將義

和團暴亂的全部責任歸咎于基督教徒。他

建議朝廷對義和團采取懷柔政策。他的縱

容間接導致1897年兩名德國教士被害。而

德國竟以此為藉口強佔膠州灣，使得當地

中外關係更加緊張。1899年3月年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繼續支持義和團暴

亂，賞拳民以銀兩，令其設廠教授兵勇拳藝。不僅如此，還在山東出告示

將「義和拳」稱號為「義和團」，收歸官方所屬的團練。官方的支持加劇

了拳民對各地教士與教民的攻擊。12月，在華各外國公使要求清政府撤換

毓賢職務，改由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袁世凱到任後，以重兵圍剿義和

團，致使該組織於1900年春離開山東而轉入河北發展。（圖為全副武裝的

義和團民）

1900年，慈禧因縱容義和團在北京大肆排外，圍攻使館、

殺教士，列強提出抗議未果，英、美、 法、德、日、

意、俄、奧八國遂組成聯軍，攻陷大沽口，繼犯天津，

直迫北京。慈禧見大勢已去，於是挾光緒倉皇逃到西

安，義和團戰敗，北京淪陷，聯軍大肆屠殺居民，搶掠

財物，焚燒宮殿園林，頤和園珍寶也被掠奪一空。最

後，慈禧派李鴻章與奕劻為代表向列強求和，乃簽訂

「辛丑條約」，八國聯軍終答應退兵。（圖為義和團在北京的第一個壇口

─于謙祠）

庚子教難

傳教士在中國最大規模的殉道事件，莫過於庚子年的義和團之亂了。這一

次事變中，共計天主教有五位主教，四十八位教士，以及一萬八千教友罹

難；而基督教更是有一百八十八位教士，五千位教友慘遭殺害。義和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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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亂至民國成立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的蓬勃發展

焚毀教堂，屠殺教民，使得京師大亂。京城內外所燒毀的西人住宅共計有

三十四所，教堂十八所，男學堂十二所，女學堂十一所，傳道學堂四所，

施藥局十二所，醫院八所，印刷處三所，盲人學堂一所，天主堂二所。圍

攻使館的情形，在一位被困教士所寫的書信中，表露深切：「記得我們被

圍困直到如今，差不多五十天了，雖然曾經派了許多送信的人，但能到天

津又回到北京的，只有三人，其餘都在路上被殺，所以音訊全無，外面的

事，一概不知。⋯去年冬天以來，在京城的周圍，中國教友已遭授拳匪的

逼害，卻想不到在京城裡面，也這樣任憑拳匪攪擾，更使我們受苦。..二十

一日午後，救兵打破京城，打退了拳匪，大家都同聲感謝神，使我們能夠

從死裡復活。」其中天主教的西什庫北堂，避難教民有三千四百人，被困

兩個多月。拳匪殺人的方法，殘酷至極，除直隸外，尚有山東、山西、東

北、蒙苦等地，但被殺教士、信徒皆臨死不懼，甚至大唱讚美詩，令人動

容。

庚子拳亂後基督教的新趨勢

庚子拳亂後，基督教的傳教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注重信徒的訓練，以及

全家信主，在印刷、教育、慈幼等方面也有顯著的進展。尤其拳亂結束

後，各國有瓜分中國之議，但經傳教士力持正誼，主張保全中國領土，始

轉危為安。其後山西浸信會以辛丑合約賠款創辦「山西大學」，美國亦以

賠款創辦「清華大學」，多國起而效尤，使國人仇教心理為之一變。

教會自立、自傳的風氣，也在戰後展開，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發起「中國

自立會」，遂逐漸普及到全國，各省先後成立自立教會。從1920年的80多

處，增至1924年的330處，進步之速，於是可見。在傳道工作方面，亦漸漸

由華教士負起主要責任，西教士逐退居輔佐地位。

拳匪亂後，基督教在東北、蒙苦、西北、寧夏等地，亦呈現蓬勃復甦的景

象。當時在東北傳教的歐美教士，約有一百六十位。因著中國內地會的傳

道，內為蒙古亦有約三千的信徒。至於雲貴高原，在1900年以後，中國內

地會深入這些地區傳揚福音，這些部落民族舉家傾族的前來相信，他們大

多未受教育，卻饑渴地蹲在地上，安靜等候講解福音。而部落方言譯本聖

經亦逐漸增加。

維新運動

清末維新運動戊戌變法是發生在1898年（農曆戊戌年）中日甲午戰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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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亂至民國成立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的蓬勃發展

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為首的維新派，主

張實行君主立憲制，發展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機，使國家臻於富強。 

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

條約」，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激奮，正在參加會試的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

啟超聯合全國18省在京舉人，討論上書請願。會後由康有為起草萬言書，

提出拒絕「馬關條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建議，聯絡1300多舉人

簽名。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它是維新變法運動的起點。此後，康

有為接連向光緒帝上書。 

從1895年夏到1898年春，維新派積極組織學會、創辦報紙、開辦學堂，為

維新運動製造輿論、培養人才。1897年冬，德國強佔膠州灣，民族危機空

前嚴重，變法聲浪日高。康有為趕到北京上書，提出速行變法的具體建

議。次年6月11日，光緒帝接受變法建議。在此後到慈禧太后於9月21日發

動政變的103天中，光緒帝發佈了一系列除舊布新變法詔令，史稱「百日維

新」主要四項改革 - 即教育、政治、軍事、經濟。 

變法運動一開始就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抵制和反對，隨著運動的開展，維新

派與頑固派的矛盾和鬥爭迅速加劇。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

建派發動政變，慈禧重新「訓政」，光緒帝被幽禁，譚嗣同等6位維新志士

慘遭殺害（這6位志士為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

史稱「戊戌六君子」）。分析變法失敗的原因，除了舊派反對勢力強大，

朝中保守頑固者甚多外，支持維新者多為漢人，也是其中原因。新政取消

一直以來對滿人的優待，使滿洲貴族疑懼，恐怕政權轉歸漢人之手，故多

方阻撓。加上新政重視政治改革，直接影響到朝中官員及當時士人的利

益，自然不受廣泛支持。然而變法也並非全無其影響，戊戌維新失敗後，

慈禧太后欲廢黜光緒，又為外國公使所阻，更加深其對外人的仇恨，因而

利用義和團向外人報復，招致八國聯軍入侵。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海外，

致力提倡西方的民主自由，標榜立憲，導致「新文化運動」的產生。另

外，國人深知清廷腐敗不堪，多不再寄望變法，轉而趨向支持孫中山的革

命運動，終引發「辛亥革命」。

基督教與國民革命

滿清以降，許許多多的反清行動便時有耳聞。先有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

國革命，後有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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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亂至民國成立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的蓬勃發展

命，與基督教思想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孫中山十四歲那年，與兄長前往

檀香山就學，進入了一個基督教學校。十八歲時，從香港公理會喜嘉理

（C. R. Hagar）牧師手中領洗，成為一基督徒。他受洗後熱心宗教，原想

藉行醫而傳道，後棄傳道而習醫。從「博濟醫院」畢業後，便開始其革命

工作。他有著十分虔誠的信仰，曾因回到家鄉，毀壞上萬人崇拜的北帝神

像，而遭父親驅逐。在林百克所著的孫逸仙傳記中，對於此事有記載：

「他這個時候⋯覺得他已屬於耶穌更新更好的生命。他已覺得他是新中國

的一份子。這個神像的碎木，和鄉民反對的聲浪為何？因為他們不懂得耶

穌生死的道理。⋯耶穌是愛與和平的救主。」

孫中山三十一歲那年，在英國遇到一次非常的危險，也就是所謂的「倫敦

蒙難」。他靠著信仰，以誠懇的禱告，借手其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

而脫難。在其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長老的一封信，我們可見端倪：「⋯弟此

時唯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

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

施恩矣。⋯」其三民主義，亦是本著基督精神之自由、平等、博愛而設。

1925年，孫中山病逝於北京，在其遺囑中，他承認自己是一個基督徒，要

用基督教儀式，殯葬他的遺骸，因為他認為，自己一生的生活和努力的革

命，完全合乎基督精神。

庚子之變─義和團拳亂

一、義和團的興起

義和團初名大刀會後，後名義和拳，原屬白蓮教一支，十九世紀末興起於

山東，首領是朱紅燈。嘉慶年間盛行於山東、河南、河北一帶以「反清復

明」為號召。甲午戰敗，外國貨品大量輸入，中國本土經濟崩潰，使民生

日困，列強更紛紛要求割地賠款，加上教案叢生，國民仇外之心日增，義

和團遂在排外情緒及民族意識高漲下，改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盛行於

山東、河南、河北一帶。光緒年間，山東巡撫李秉衡與毓賢，先後嘉許拳

民為民間團練，可在山東境內公開活動，後袁世凱繼任，對拳民嚴加剿

辦，拳民遂流竄河北。直隸總督裕祿縱容拳民，慈禧亦加默許，讓拳民入

京牽制洋人，使局勢更形混亂。

二、簡述庚子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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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之亂起于山東。山東注定成為庚子禍起之源是因

為，山東巡撫李秉衡對外來宗教文化引起的教民沖突不

問是非，將義和團暴亂的全部責任歸咎于基督教徒。他

建議朝廷對義和團采取懷柔政策。他的縱容間接導致

1897年兩名德國教士被害。而德國竟以此為藉口強佔膠

州灣，使得當地中外關係更加緊張。1899年3月年毓賢繼

任山東巡撫，繼續支持義和團暴亂，賞拳民以銀兩，令

其設廠教授兵勇拳藝。不僅如此，還在山東出告示將「義和拳」稱號為

「義和團」，收歸官方所屬的團練。官方的支持加劇了拳民對各地教士與

教民的攻擊。12月，在華各外國公使要求清政府撤換毓賢職務，改由袁世

凱出任山東巡撫。袁世凱到任後，以重兵圍剿義和團，致使該組織於1900

年春離開山東而轉入河北發展。（圖為山東巡撫袁世凱）

1900年，慈禧因縱容義和團在北京大肆排外，圍攻使館、殺教士，列強提

出抗議未果，英、美、 法、德、日、意、俄、奧八國遂組成聯軍，攻陷大

沽口，繼犯天津，直迫北京。慈禧見大勢已去，於是挾光緒倉皇逃到西

安，義和團戰敗，北京淪陷，聯軍大肆屠殺居民，搶掠財物，焚燒宮殿園

林，頤和園珍寶也被掠奪一空。最後，慈禧派李鴻章與奕劻為代表向列強

求和，乃簽訂《辛丑條約》，八國聯軍終答應退兵。

克林德碑

克林德（1853-1900）德國男爵，外交官，來華後曾任廣州、北京等地的領

事官。1899年任駐華公使，1922年義和團在北京發展時，克林德極為仇

視，無視國際公法，親自指揮屠殺義和團。

5月19日，清政府因各國聯軍攻陷大沽口砲台，「顯係各

國有意失和」，中國對各國不再保護，「限二十四鍾內各

國一切人等均需離京」。當晚，各公使聯名復函總理衙

門，以時間太短為由，請展期離京，而克林德卻帶同翻譯

氣勢洶洶前往總理衙門抗議。抗議途中，遇端王部屬恩海

率士兵巡邏，止轎於市。克林德在轎中首先開槍，恩海躲

過敵彈後即發槍打死克林德，此即為「克林德事件」。克

林德事件為列強提供了一個出兵侵略中國的藉口，成為日後八國聯軍的導

火線之一。戰後，根據清政府與十一國駐華公使簽定的「議和大綱」內容

規定，清政府要位原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其遇害處樹立銘志之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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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德、漢各文敘列中國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清廷於1901年6月25日

興工，用銀120萬兩，費時一年七個月，於光緒28年12月20日舉行「克林德

牌坊」落成典禮，醇親王戴灃代表光緒皇帝蒞臨致祭。

圖為克林德碑，利於東單西總部胡同西口

外，南北橫跨崇文門內大街。額坊刻清光

緒皇帝諭旨一道，中間為漢文，左為德

文，右為拉丁文，文曰：「德國臣使男爵

克林德，駐華以來，辦理交涉，朕深依

任，乃光緒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亂，該

使臣於是月二十四日遇害，朕深悼焉。特於死事地方敕建石坊，以彰令

名，並以表朕旌善惡惡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懲前戒後，毋忘朕命。」此

碑坊成了清廷喪權辱國，以及帝國主義侵略的鐵證。

北堂─西什庫教堂

北京西什庫教堂為天主教直隸北境總堂，所屬教

民有4萬餘人，所屬住堂29座，其中在京城有5

座，其餘分佈在順天府各州縣和直隸北部各府。

下屬分設會所500余座及大堂、公堂、小堂若干。

在義和團運動中西什庫教堂成為團民進攻的主要

目標之一。1900年6月直6日至8月14日，1萬餘名

義和團團民和清軍連續圍攻、炮擊西什庫教堂，

但始終未曾攻人。

繼6月15日義和團燒毀宣武門教堂(南堂)之後，6

月16日傍晚，義和團開始包圍攻打西什庫教堂。

此前，樊國梁主教根據北京的形勢，在與法國公使協商後，從法國公使館

調來一些水兵，並從義大利公使館借來部分水兵，又勒令華人教民共同修

築工事，武裝西什庫教堂。已使西什庫教堂四周形成一道堅固的、堡壘武

的防禦工事。當時的西什庫教堂中駐有法國海軍30名，義大利海軍10名，

法國教士重3人，修女20人，以及華人教徒3200余人。曠時日久的包圍，教

堂內所存糧食十分緊張。在保證教士、修女、海軍水兵口糧的前提下，華

人教徒先是每人每日8兩口糧，後來減到每人每日二兩。有的華人教徒耐不

住飢餓，從教堂圍牆缺口逃出來。也曾有守堂駐軍乘隙外出搶糧之事。6月

16日，義和團剛開始圍攻北堂時，教堂內早有所准備，且守堂的法、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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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皆持現代化武器；而進攻的義和團團民們僅持原始的刀矛，再有就是篤

信不移的「符體法術」，所以片刻之間即被守堂駐軍打死48人。但這些滿

腔熱血的義和團團民們，不僅自製火箭，還自挖地道，埋地雷。頃刻間，

大堂東、西部被炸毀，洋兵多有死傷，統率法軍的軍官恩利亦被打死。在6

月20日朝廷「對外宣戰」後，清軍加入攻打西什庫教堂的行列。大隊團民

將教堂團團圍住，在義和團的包圍圈之外，端王載漪令虎神營官兵在「西

什庫之南，惜薪司口內，以杉木作架，設炮向北而擊之；皇城外西北角，

亦以杉木作架，設炮向南而擊之；弘仁寺前，亦以杉木作架，設炮向西而

擊之；西安門外北城根，亦以杉木作架，設擡槍向內而擊之。」(《時事志

略》)如此團團圍困，四面攻打，槍炮齊發，僅將教堂鐘樓樓頂掀起，將正

堂頂上的白十字架打落，北堂卻始終未能攻破。（圖為西什庫教堂─北

堂）

圖為天主教北堂主教樊國梁。樊國梁（1837-1905），法國人，1862年來中

國。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之後，他出於報復心態，引導聯軍有目的的搶劫，

並親自率領教士、教徒四搶略。紐約先驅報和巴黎時報都曾揭露與教士身

分不符的強盜行徑。

樊國梁在自己搶的差不多之後，發出一道禁止教民繼續搶劫的命令，說自

己的行為是得到法國公使的特准，而教民既不屬於軍隊，又是沒有特權的

中國人，沒有權力去「籌辦」糧食。

八國聯軍向北京四周擴張侵略之時，他主隊為各國軍隊提

供一批教士和教徒充當翻譯及情報員，以有效擴大聯軍戰

果。1901年，樊國梁以「英雄」之姿回到西歐，受到羅馬教

廷高度讚揚。為了他在中國的「功勳」，教皇賞以「宗座

衛士」的稱譽，法國亦授以十字榮譽勳章。躊躇滿志的樊

國梁於1902年再度來到中國進行活動，1905年病死於北京。

東交民巷歷史簡述

5月28日，英、法、德、奧、意、日、俄、美八國在各國駐華公使會議上正

式決定聯合出兵鎮壓義和團，以“保護使館”的名義，調兵入北京。5月30

日至6月2日，八國的海軍陸戰隊400多人，陸續由天津乘火車開到北京，進

駐東交民巷。隨後，各國繼續向中國增兵，各國軍艦24艘集結大沽口外，

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軍達2000餘人。6月6日前後，八國聯合侵華政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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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國的戰爭爆發。八國侵略軍所到之處，燒

殺淫掠，殘絕人寰。

1900年7月16日，製造了海蘭泡慘案，8月28

日，俄國軍隊佔領齊齊哈爾；9月22日，佔領

吉林，28日，佔領遼陽；10月1日，進入盛京

（瀋陽）。俄軍所到之處，燒殺擄掠，無惡

不作。（圖為東交民巷法國郵政局舊址，其

東邊為法國大使館舊址。）

1900年11月，俄國脅迫奉天將軍增祺簽訂《奉天交地暫且章程》，企圖把

軍事佔領合法化。俄軍利用軍事佔領的機會，大肆掠奪中國東北的金礦、

煤礦和森林資源。

1900年6月10日，外國侵略軍2000多人在西摩爾率領下，由天津向北京進

攻，沿途遭到義和團民眾的抵抗。侵略軍向北京進犯以及大沽砲台被攻佔

的消息傳到北京，激起民眾無比憤怒。他們先後殺死在京挑釁殺人的日本

使館書記杉山彬和德國公使克林德處死。6月15日到20日，先後向西什庫的

外國教堂及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發起猛烈的攻擊，狠狠地打擊了外國侵

略者。

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後，清政府8月7日任

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正式向外國列強乞和。

1900年12月，列強各國（除了出兵的八國

外，又加上比利時、荷蘭、西班牙三國）向

清政府提出《議和大綱》，後又訂立詳細條

款，於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簽字。《辛

丑合約》的主要內容：懲辦“得罪”列強的

官員；派親王、大臣到德國、日本賠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國人建立和參

加抵抗侵略軍的各種組織；賠款4億5000萬兩白銀，分39年付清，本息9億

8000萬兩白銀；在北京東交民巷一帶設使館區，各國可在使館區駐兵，中

國人不准在區內居住；平毀大沽炮臺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的炮臺；各國可

以在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駐兵。《辛丑合約》簽訂後，中國完全淪為半

殖民地。（圖為東交民巷英國代辦處舊址）

大清帝國的外交部─總理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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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長期實行閉關政策，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外國、異族為「藩屬」

或「外夷」，同外國向無正常的外交往來，只有藩屬國的定期朝貢。因

此，清廷一直沒有一個專門的外交機構，只掌管朝貢事務的禮部和理藩

院。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清廷與英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交涉，性質已與朝貢

截然不同，只好委派臨時性的欽差大臣負責辦理。中英《南京條約》簽訂

後，清廷被迫開放上海、福州、廈門、寧波和廣州為通商口岸，才設立了

一個名為「五口通商大臣」的官職，先後由兩廣總督和兩江總督兼任，以

負責通商交涉事宜。清廷的這一做法，一方面承認了它同西方各國已不是

藩屬關係，非禮部和理藩院所能管轄；另一方面則仍舊不肯放棄「人臣無

外交」的傳統觀念，把同西方國家的交涉視為臨時性舉措。

咸豐十年八月，英法聯軍兵臨城下，咸豐帝倉皇北逃，臨行前授其弟恭親

王奕訢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留京督辦「和局」。奕訢與以往的

欽差大臣不同，他一受命就在圓明園附近的善緣庵設立公所，與聯軍交

涉。入城談判時，又先後在法源寺、嘉興寺等處辦公，建立臨時外事機

構。不僅如此，協助他辦理「和局」的有大學士桂祥、戶部左侍郎文祥、

總管內務府大臣寶鋆、順天府尹董恂、統兵大臣勝保等一批文武大員。在

長達數月的對外交涉中，他們或奔走聯絡、隨同交涉，或撰稿具文、繕寫

文件，各司其職。在京城無主的情況下，這些人聚攏於奕訢周圍，一個專

門負責外交事務的機構已具雛型。九月十一、十二日，奕訢分別與英國公

使額爾金、法國公使葛羅在禮部大堂交換了《天津條約》文本，並簽訂了

續增條款——《北京條約》。 

和局「成功，清廷的對外交涉可謂告一段落。然而事實遠非如此，條約雖

已訂換，更多的涉外事務又紛至遝來，諸如賠款割地、公使駐京、建立海

關、新辟通商口岸、實施新稅法、招募華工出國、教士入內地傳教等，皆

在條約規定之列，勢在必行。另外，西方列強對原來那種只與地方督撫打

交道，而不能與清廷直接交涉的方式早有不滿，因此在第二次鴉片戰爭

中，額爾金曾特別強調公使駐京這一要求，一再表示要與中國建立「正式

的外交關係」。因此，清廷設立一個正式的外交機構已是大勢所趨。 

咸豐十年十二月一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一日），奕訢等奏請設立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總p」），並建議其機構「一切均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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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機處辦理」，「以王大臣領之」，派軍機大臣兼管。身在熱河的咸豐帝

很快批准了這一奏折，但朱批諭旨卻比原奏多了「通商」二字，稱「京師

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

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在咸豐看來，

洋人唯利是圖，外交即是通商。對此，奕訢等頗感疑慮，再次上奏，強調

通商事宜在上海、天津已分別有南北洋大臣駐紮專理，總理衙門在京不便

遙控；更重要的是洋人會以為此衙門專為通商而設，不辦理其他外交事

務，可能再找麻煩，因此，請求省去「通商」二字。咸豐帝朱批「依

議」。於是，清廷的第一個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名正言順地設

立了。 

在總理衙門的選址問題上，清廷又頗費了

一番腦筋。開始，奕訢等人曾打算在禮部

大堂設立辦公之所，但考慮到大堂是考論

國家大典的地方，地位崇高，若在此接待

「夷人」，則有礙國家體面，也會影響禮

部的正常工作；若選在地位較低的禮部司

堂，又擔心會引起列強的不滿。最後，才

決定將衙門設在崇文門內東堂子胡同。奕訢等在給咸豐帝的《奏總理衙門

未盡事宜擬章程十條》奏折說道：「此次總理衙門，義取簡易，查東堂子

胡同舊有鐵錢局公所，分設大堂、滿漢司堂、科房等處，盡足敷用，無容

（庸）另構。惟大門尚係住宅舊式，外國人往來接見，若不改成衙門體

制，恐不足壯觀，且啟輕視。擬僅將大門酌加改修，其餘則稍加整理，不

必全行改修。」 （圖為總理衙門） 

當時，清廷各類衙門的規模都比較龐大，一般擁有房屋百間至數百間。總

理衙門之所以因陋就簡，一方面反映了清廷還存在著「夷卑我尊」的心

理；另一方面，他們只不過是把設立總理衙門當做權宜之計，待「軍務肅

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然而，外

國事務非但未簡，反而日趨增多，清廷裁撤的初衷自然也就無法實現了。

特別是後來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總理衙門的職權不斷擴大，不僅辦理外

交、通商事務，而且凡與洋務有關之事，如鐵路、電報、學校、關稅等，

無不在其管轄之內，故有「洋務內閣」之稱。它與軍機處雖無明顯的對等

關係，但實際上軍機處只管對內事務，總理衙門則統管涉外事件。

總理衙門的設立，受到了列強的普遍歡迎，英國公使魏妥瑪聞之「甚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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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認為這是西方「數十年求之不得」之事；法國公使布爾布隆更稱讚

這是「中外各國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在列強看來，總理衙門一定會成

為他們對清廷施加影響和控制的有效工具，然而，後來的情況卻讓他們頗

感失望。隨著清廷倡導的洋務運動的開展，他們甚至發出這樣的抱怨，說

中國過去「很弱，我們在各口岸可以為所欲為，但總理衙門最近的政策使

我們認為，其中多數大臣已深信，中國現在強得足以恢復早先那種驕傲自

大的作風」，聲稱「必須使狡猾的中國人安分守己」。總理衙門「體制不

崇，職責不專，遇事拖延」，早已無法滿足列強的需要了。 （摘自郭福祥

　左遠波《中國皇帝與洋人》，時事出版社2002年2月版）

1901年7月24日，清廷明令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任慶親王

奕新總理外務部事務，體仁閣大學士王文韶為會辦外務部大臣，工部尚書

瞿鴻機調補外務部尚書，授為會辦大臣。２７日，中國議和全權大臣奕

新、李鴻章照會外交團領銜公使，外國公使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外務部管

轄的范圍極廣，負責一切對外交涉的事務，除簽訂條約、划定疆界、派遣

使節外，更多的是有關通商、海防、路礦、關稅、郵電、華工、傳教、游

歷等事務。

殉道傳教士

一、Horace Pitkin

Horace Pitkin was born October 28, 1869,in 

Philadelphia, the eighth generation descendant, on his 

father’s side, of a Pitkin who came to New England 

from London in 1659 and was attorney-general of 

Connecticut. Coincidentally, two distant relatives were 

Oberlin residents. His mother’s father, Rev. Cyrus 

Yale, was at one time a missionary among the Cherokee 

in Alabama. His mother died when he was a child, and 

he was raised by her sister.

Pitkin was from a wealthy Philadelphia family and was so well off that he donated to 

the American Board the stipend he received from a supporting church. A lineal 

descendant through his mother of Elihu Yale, he was a graduate of both Yale 

University and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ew York. One of his older si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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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married to the son of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When He applied to the American Board for appointment as a missionary, he 

noted in his application that his decision to go abroad was affected by two deaths in 

his family:

「I found that God has been opening the way for me by taking both the father and 

the sister to himself. My study has shown me the true depth and glorious 

possibilities of the missionary service, and I knew perfectly that God wanted me to 

work for Him in the uttermost parts of the earth. There has been no call from the 

clouds ,but the facts of my life and the result of study inspired by, and carried on 

under god have been a sure and certain call to His work in the waste places.」

Horace met Letitia E. Thomas in July 1895. They were married a year later, in 

October 1896.In May 1897, They reached china.

關於彼金，有一段敘述：

塗太太（Mrs. Tu）走近彼金（Pitkin）問他，現在怎麼辦。他回答說，「甚

麼也不能作－我們要作最壞的打算。」

午夜時分，在彼金催促下，郭（Kuo）跳出牆，趁夜逃走。他走之前，彼

金對他說，「我的信件也許會對找到並被毀。你若看見這事發生，請傳話

給彼金太太，說，神與我同在，祂的平安是我的安慰。告訴小霍拉的母

親，要對霍拉說，他父親最後的願望是，當他二十五歲時，他該到中國來

作傳教士。」這兩個人跪下再禱告。臨去時，彼金說，「銀無用，金也無

用，站穩在信上。」

二、Susan Rowena Bird

Rowena Bird於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降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Sandoval。

她因為身體虛弱而無法過正常的學校生活。她的父親威廉(Rev. William 

Harrison Bird)是位長老教會的牧師她於二十五歲時離開了美國來到中國。

Rowena Bird在山西佈道，她所住的房舍雖然霉腐潮濕，牆上滿是龜裂，而

門外正對著一條腐臭的排水溝，這些對於她健康不利的因素她從未抱怨。

一年將屆她已身心俱疲，不只是她，對所有的宣教士而言，一方面忙著宣

教而又必須學習異國的文化、語言和風俗絕對是疲憊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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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ena Bird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三日星期五給她的弟兄寫的信中說

明：

『這或許是我給你最後的一封信。我有這麼多的話想說卻也不知從何說

起。Hsiang Hsi要我們把所要寄的信都送往他家，等到這個國家重新恢復太

平，他會將信送到天津。我必須向你們所有的人訣別，親愛的母親，以及

你們所有的人⋯我們所有的人都已分散四處。我不懷疑，有些人倘若他們

可以救我們，他們會為我們捨命或者只是和我們一同殉道，就如一位太原

府的中國人所作的。可憐的人們，對他們而言這真是可怕的時刻。所有否

認其宗教的將受保護⋯

在她殉道前，在寫給她的弟兄的信中說道：

「你若不再看見我，請記得我不後悔我來了中國。我是否救了任何人，只

有祂知道；但這事是為著祂作的，並且我們都要到祂那裡去。親愛的，再

會。」

金陵神學院簡介

金陵神學院乃中國基督教所辦神學院，院

址在江蘇南京，因南京古稱金陵得名。

1952年由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創辦﹐由當時華東區12所新教神學院和聖

經學校聯合組成。其後華北13所神學院又

合併成為燕京協和神學院。1961年燕京協

和神學院復並入金陵協和神學院。該院宗旨為﹕根據中國基督教「自治﹑

自養﹑自傳」的原則﹐培養愛國愛教﹐忠於基督教信仰﹐擁護社會主義﹐

在學術上有較高造詣的教牧人員﹑神學教育師資﹑神學和宗教研究人員以

及從事基督教文學﹑音樂﹑藝術等方面研究的專門人才﹐為中國基督教服

務。設有專科(2年制)﹑大學本科(4年制)和研究科。向全國教會招生。課程

設置包括聖經研究﹑教會史﹑神學研究和教牧神學以及其他輔助學科。對

歷史上各宗派的特點﹐採取互相尊重﹐取長補短的積極態度﹔並吸取中國

文化歷史遺產﹐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基督教神學的道路。設有函

授課﹐編印函授教材﹐供全國教牧人員和義工訂閱自學。出版有《金陵協

和神學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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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恢復在上海

上海的召會是1926年年底，汪佩真姊妹和一些姊妹在辛家花園，汪佩真父

母的家裏開始擘餅的。那是因為汪佩真姊妹在南京唸神學時，接觸到李淵

如姊妹，也遇見倪柝聲弟兄，之後就轉到主恢復這條路上來。1927年，倪

弟兄再一次到上海，和當地的聖徒一同擘餅聚會，而後汪家從辛家花園遷

到賡慶里，聚會的地方也遷到賡慶里。同年，倪弟兄把他的福音書房出版

社從羅星塔搬到上海。1928年1月，他們在上海哈同路的文德里租到房子，

就不在汪家聚會了。從那時候起，直到1948年底，上海召會都是在那裡聚

會。1948年在南陽路買了一塊地蓋大會所，聚會才搬到了那裡。

1928年2月1日，倪弟兄在上海召會有第一次特別聚會，稱作「得勝聚

會」。同年，倪弟兄寫完「屬靈人」並且付梓。原創於1923並停於1925年

的「復興報」，是年亦在上海復刊。1930年，倪弟兄將他在上海每主日，

或其他時候所講的生命信息，編整出版了「講經記錄」。1931年，倪弟兄

在上海有了第二次的得勝聚會，並於1934年，召聚第三次的得勝聚會。同

年，倪弟兄在上海設立了杜忠臣、林光表、吳錫祜三位長老。

1942至1946年上海召會處於風波之中，後因李弟兄釋放「生命樹」信息而

得著恢復。隔年，因李弟兄在上海召會帶領「召會傳福音」，上海召會擘

餅的人數從原有的一百位增至一千多位，分成十六個家擘餅。

倪柝聲弟兄的去世與安葬

一、作奠祭被澆奠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和一九四九年二月，倪柝聲弟

兄在上海召開兩次領頭同工們的緊急特會。在最

後一次聚會中，經過多方禱告和考量，倪弟兄決

定為著主恢復的工作留在上海。一面，他完全信

靠主的主宰；另一面，他知道有危險，他也豫備

好為主的見證犧牲。他甘願如此，必是由於主恩

典的供應。他決定留在上海以後即刻採取行動，

進行他在鼓嶺的第二期訓練。

一九五○年一月，他訪問香港，打算停留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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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回去中國大陸。各地的弟兄們勸他不要回去，警告他會有危險。然而，

因著他對大陸上眾召會、眾同工、及主的見證的負擔，他毫不猶豫的決定

要回去。在這一面，他就像使徒保羅在行傳二十章二十四節一樣：『我卻

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

受的職事。』他知道有危險，但他意志堅定，靈中勇敢，要行完他的路

程，成就他從主所領受的職事。這時，他接到從汕頭來的電報，說他母親

去世了。然而，因著大陸眾召會和眾同工急切的需要，他在三月中旬直接

從香港回到上海，把他母親安葬的事變由他大姊料理。

這是在中國的恢復緊要的時候。倪弟兄回到上海，勞苦照顧眾召會和同工

們，並造就許多從公會和自由團體轉到主恢復的信徒。他豫知即將發生的

事，所以抓住機會，出版他在鼓嶺兩次訓練中所釋放的信息。他希望這些

信息能保存下來，使眾召會將來能得益處。

一九五二年春，他被捕入獄；經過長期的審訊，他在一九五六年夏被判十

五年徒刑，但他至終並沒有得著釋放。

在他被監禁的期間，只有他的妻子得允許偶爾去看他。他的妻子在一九七

一年十一月七日去世，這使他極其憂傷，也斷絕了他與外界一切的接觸。

她死後不久，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倪柝聲弟兄也走完了他在地上的

旅程，與他付上生命代價所事奉的基督一同安息了。

他對主的信仰從未改變。他將自己當作奠祭，澆奠在主的恢復上，為著照

顧眾召會，就是照著他從主領受的異象和使命，藉著他的職事所建立的。

他打了美好的仗，跑盡了當跑的賽程，並守住了信仰。

他在被監禁的期間雖然受了限制，但他的職事卻不被捆綁。（提後二9。）

在主的主宰之下，他的職事傳遍全世界，向今日的基督教作了相反的見

證，對所有尋求主的基督徒卻成了豐富生命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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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惟一的負擔在於眾召會作神的家，神的

帳幕。他自己屬地的帳幕被拆毀了，但他

心中所掛著的眾召會不只仍然存在，更繼

續旺盛的生長，在地上廣為開展。『他雖

然死了，卻仍舊說話。』

圖為倪弟兄最後的一封信，表明他去世時

所在的農場頗遠，離車站十里路，還要翻

一座山。他改變主意，不再想他妻子的大

姊來看他，並且把處理他妻子骨灰的事交託她，這些似乎指名他感覺到自

己快要離世。在同一天，他就過去了。

二、離世與屈辱

我們無法追蹤倪弟兄死亡的原因。然而，在他離世的時候，沒有一個親

人、弟兄或姊妹在他身邊。就人來說，這樣的離世是何等可憐，又是何等

的屈辱。關於他的死亡與葬禮，並沒有正武的通告。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

一日火化。只有倪師母的大姊接到通知說，他已經去世，並在一九七二年

六月一日火化了。乃是她把骨灰收來交給倪弟兄的表姪婿。這位表嬸嬸就

在自己家鄉浙江省海寧縣觀潮那裹，把倪弟兄的骨灰與倪師母的葬在一

起。

以下是倪弟兄一位姪孫女的記述；撿倪弟兄骨灰的時候，就是她陪伴著倪

師母的大姊：

一九七二年六月，我們接到農場的通知，說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趕去

農場，但到了農場纔知道，他們已將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臨

離去前，他留下一張紙在枕頭下面，那是用非常顫抖的手寫下的幾行大

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經歷，來證明這個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

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

而死。倪柝聲。』當農場幹部將這張紙給我們看時，我禱告主讓我快速將

牠背下來記在心裏：

公公去了，他至死忠心的帶著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雖然神沒有成就

他最後的心願，能活著出來與他妻子團聚，但主卻豫備了更好的－他們團

聚在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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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弟兄就這樣結束了他在地上的年日。十七年後，一九八九年五月，倪弟

兄的兩位侄兒把他和倪師母的骨灰一起移到江蘇省蘇州市香山公墓，葬在

『基督教墳場』，他弟弟倪懷祖及其妻的墓旁。 

上一篇│回目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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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來華兩百年檢討

　
　 　

第二十九篇　基督教來華兩百年檢討

1.回顧西教士來華傳教史

2.明末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

3.結語

回顧西教士來華傳教史

十九世紀初，更正教的西教士陸續來到中國。第一位來

的馬禮遜。他在主後1807年來到中國。那時清廷不准外

國人到中國傳教，所以，馬禮遜就假借英國東印度公司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職員的名義，到了廣州，其

實他的目的是要來傳福音。他得到一個梁姓中國人的幫

助，把聖經譯成中文。

從那時起，到1850年左右，歐美，特別是歐洲，成立了

許多差會。這些差會主要的任務，是到亞洲和非洲傳

道，因為他們認為這兩大洲是最落後的地方。這些差會

所差派的西教士，大多數到了中國。當時到中國來的西

教士，主要來自三個團體，第一是來自美國的宣道會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他們在中國的大本

營，市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守真堂。

宣道會是1887年，宣信（A. B. Simpson）弟兄所成立的，

是基督教傳教士們的一個聯合會；他們從其中差人往外

出去傳福音。宣信弟兄對屬靈的事，相當有認識，他寫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9.htm (1 of 11)3/5/2005 6:41:33 PM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5%9B%9E%E9%A1%A7%E8%A5%BF%E6%95%99%E5%A3%AB%E4%BE%86%E8%8F%AF%E5%82%B3%E6%95%99%E5%8F%B2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6%98%8E%E6%9C%AB%E5%A4%A9%E4%B8%BB%E6%95%99%E5%9C%A8%E4%B8%AD%E5%9C%8B%E7%9A%84%E7%99%BC%E5%B1%95
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3%E7%B5%90%E8%AA%9E


基督教來華兩百年檢討

的詩歌，如：「我與基督以同釘死，十架已將我解

釋，」「唯有耶穌，永是耶穌，」「主求你向我吹聖

靈，教我如何吸入你，」都很深入，有屬靈的價值。他

的同工們，也都有些屬靈的分量。西教士中有位吳伯瑞

（John Woodberry），相當有屬靈的分量，上海的守真堂

就是他和他妹妹建立的。

他們在中國的工作雖然不廣，但屬靈的分量卻是最重。

他們中間曾出了一位華人佈道家，他原是位名醫，從吳

伯瑞得著幫助，非常愛主，也非常有屬靈的竅，差不多

算是中國基督徒中，第一個認識生命的人。他講解過啟

示錄，他的講解也相當有價值。此外，有些醫學院的學

生，也有相當屬靈的經歷靈的分量。所以在中國，宣道

會在屬靈上可說是比較拔尖的。當時，在廣西的負責翟

輔民（Robert A. Jaffray），出版了「聖經報」；這在中

國，對講解聖經來說，稱得上是一流的。

第二班傳教士，是來自英國弟兄戴德生（Hudson 

Taylor）所創辦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他們主要是到中國內地傳福音。內地會的傳教士們，到

中國來的可算是最多。1887年，有一次就差遣了一百位

青年西教士到中國來。庚子年拳亂，被殺害的西教士，

也以內地會的為最多。戴德生最後死在湖南長沙，葬在

鎮江。

第三班傳教士，是來自美國的南浸信會。他們的工作，

原在華東北一帶地方最興盛，特別在山東，以後就轉到

香港。他們所傳的福音很純淨，也相當有屬靈的分量。

這三般傳教士，大多是在1850年至1890年間，來到中國。

此外，還有一股相當大的力量，來自美國的長老會。那

時，美國南浸信會和長老會差來的傳教士，都是先到華

北，而他們的目標都是在蓬萊和煙台。這兩個地方，就

是美國長老會和美國南浸信會在中國的發祥地。他們辦

了一個聯合大學，就是今天濟南府的齊魯大學。這兩班

人初期到中國來，都是相當有分量，又肯出代價。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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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東開工的歷史，可說是可歌可泣，值得一讀再讀。

因著這些西教士的努力，纔打開了古老中國福音的門。

內地會的傳教士們，也到中國內地各省去，把福音的門

打開。到了1900年，慈禧太后迷信拳匪，盲目排外，而

這些拳匪恨惡外國人，排斥外國宗教。凡是中國人信奉

基督教的，都叫做二鬼子；頭號鬼子是黃毛藍眼珠的外

國人。那時，福音很少達到教育界，達到知識分子；接

受福音的多半是一般勞工，作粗事的人。這班人雖然對

真理不太清楚，但救恩他們是得著了，也相當愛主。

拳匪在各省殺害外國人，和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

其中在山西被殺死的西教士最多，大部分屬於內地會。

中國信徒也有成千的人被殺、殉道。拳匪之亂的結果，

引起八國聯軍，攻進北京，皇帝逃往西安，中國投降，

賠償難以估計。

這件事對基督教的刺激、激動，遠勝過對政治的影響，

因為許多西教士殉道了，他們大部分是英國人，多屬內

地會。當時在英國，有相當多有屬靈分量且明白聖經的

人，如弟兄會的人；還有一些福音大漢，以及差會的發

起人，如戴德生這樣的人；並且來有一些內裏生命派的

人。他們知道了西教士在中國殉道、遭遇逼迫的事實

後，就被激動起來，接受一個負擔，在主面前迫切禱

告。回顧這段歷史，我們確實相信主聽了他們的禱告，

因為往後整個中國的變動，對傳福音、接觸教育界的

人，實在是極大的方便。

另一面，主也實在是開了福音的門，從1911年之後，主

就把福音直逐漸帶到中國的大學裏。到了1920年前後，

從南到北，福音深入教育界，許多中學生、大學生都接

受了救恩。同時，主也興起了幾個中國本地人，向中國

人傳福音，其中有位丁力美牧師，是個奮興家，他所傳

講的是生命之道，可說是個活在主面前的人。（摘自

「歷史與啟示」，李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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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教士來華功與過

神在中國的福音工作正式的開始，可以回溯到1850年。

從1850年到1900年這半世紀問，主實在恩待了中國，有相

當好的傳福音者來到中國。在此之前，馬禮遜約在1807

年來華，那時只能勉強傳一點福音，並不能說是福音工

作正式的開始。乃是到戴德生，他在1860年左右到了中

國；當時福音的工作，的確有好的開頭。我們若讀戴德

生弟兄的傳記，不得不承認他是神所差遣，到中國傳福

音的人。其他如郭顯德（Hunter Corbett）、狄考文等，

他們也實在愛主，為福音受苦，甚至把生命都為福音擺

上；他們無論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都作了美好的見

證。他們都單純的為著福音，不為別的。

到了二十世紀初，從西國差會到中國來的人，已經相當

複雜，各種各樣的人都攙雜在其中。然而在這樣的複雜

裏，神的確保留一部分真實把福音送到中國來的人。像

宣道會裏的吳伯瑞（Woodberry），又如華中的楊格非

（Griffiths John），他們都忠心的把福音送到中國。這好

比教會在五旬節之後，雖然有混雜，但裏面還是有精金

的成分。

在那個年代，我們對西方差會到中國來的傳教士，的確

有許多不滿和惡劣的印象。我在學校裏，曾讀到由美國

人所編寫的世界歷史，上面明白寫著：「差會是帝國主

義的機關。」我們拿著這樣的課本去請教校長；他是美

國人，同時也是差會的教士。這個虔誠、得救的人也承

認，書上的記載有相當成分是人無法接受的事實。即便

如此，傳教士中仍有不少純正為著福音的人。

盼望我們對差會到中國來，有清楚的看見；他們並非全

數是複雜的，其中也有非常寶貝、純誠的人。那些人實

在是將他們的一切，都全然為福音擺上，單純的為著

主，一點沒有別的用心；因此，到了十九世紀下葉，福

音的種子纔能正式撒在中國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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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戴德生弟兄，把人送到中國內地，福音普及到許多

地方，甚至四川都有。那時，他們在山西的工作相當有

成效，一直擴展到西北。他們把美好的福音種子，種在

中國這塊土地上。那純潔的種子，一點沒有藉著辦教

育、辦醫院等，有其他攙雜的成分。

所以到了庚子年問，可說甚至撒但都「眼紅」，便興起

義和團起來迫害。這件事有兩面的講究：一面在國家民

族的立場上，義和團有正當的藉口，但是撒但卻藉此殺

害了許多基督徒；另一面，主也藉此作了煉淨的工作，

並繼續不斷的興起人來。

明末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

一、在天文學的貢獻

中國古代從漢迄元，平均每隔三十年即改曆，明初以來

行用《大統曆》，惟以官方天文家能力未逮等因素，此

一內容因襲元《授時曆》的曆法在兩百七十餘年間均未

嘗改憲，且成化(1465-1488)以來，預推交食往往不驗。

萬曆年間，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赴南

京北極閣上的觀象臺參觀時，發現欽天監當時所用測天

儀器的極軸竟然偏離天極三度多，而官方的天文家們卻

矇瞶莫知，由此一事實可窺知當時的天文水準已相當低

落。且在明末之時，任職欽天監的官生更往往是濫竽充

數，許多人不僅不知天文曆算，甚至連星占術數亦莫知

所以。

明末耶穌會士初入華宣教的效果並不顯著，後利瑪竇體

認出天算在中國政治與社會中的特殊地位，故建議教會

派遣精習天文曆算的教士為中國政府推驗天象，欲藉西

方天算之長，間接替教會宣傳。此一策略頗獲教會認

同，先後選派了熊三拔(Sebastiano de Ursis, 1575-1620)、

陽瑪諾(Manuel Diaz, 1574-1659)、鄧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南

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精於天算的會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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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崇禎二年起，徐光啟更受命成立曆局，率同鄧玉函、羅

雅谷(Giacomo Rho, ?-1638)、湯若望等耶穌會士以及李之

藻(1565-1630)、李天經(1579-1659)等奉教漢臣推究西法。

這些天主教天文家冀望將欽天監變成中國官僚體系內的

第一個奉教據點，以利在中土宣教，故極力鼓吹西法的

優越。明清鼎革之際，湯若望在曆局成立十六年之後，

終於成功地率奉教中國天文家獲得清朝欽天監的領導

權，並自順治元年開始正式以西法為清政府制曆。

二、利瑪竇、南懷仁與湯若望

1.利瑪竇

義大利人利馬竇為耶穌會教士，少習

法律，並博通地理、天文、算學等。

1582年受耶穌會負責東方教務的視察

員范禮安指派赴中國傳教，1582年8

月抵達澳門。

利氏到達澳門後，為了適應境，取名

西泰，改穿華服，苦心學習中國語文

十五年，貫通中國經史，並將中國的《四書》繙譯為拉

丁文，寄回歐洲，宣揚中國文化。利氏留居廣東期間，

為中國人講西方天文、地理、算之學，又開放肇慶教會

圖書，讓人參觀，所藏西書，令士人讚嘆不已。其著

作、學識亦令時人所驚服，紛紛隨他學習，例如江蘇名

士睢太素，就從利氏學天算，幾何學，並為他譯歐幾里

德的《幾何原本》第一冊。利氏歐洲科學知識、天文籠

絡知識分子，作為日後傳教的第一步。

1601年，利瑪竇蒙神宗接見，向神宗獻《神輿萬國全

圖》、自鳴鐘、天主聖像、《天主圖》等，甚得神宗嘉

許，並准許耶穌會士留居京師。

利氏接見賓客時，言談多先提西學，再兼談天主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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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其學問令人懾服，不少名士公卿、翰林文人都願意

受洗，其中徐光啟、李之藻及杭州楊庭筠等，常與利氏

交流學術，並著力推動天主教的發展，被視為中國天主

教創教「三柱石」。據統計，1605年北京的天主教徒，

約有二百人，可見天主教逐漸被中國人接受。在1609

年，氏創立「天主教聖母會」。他除了向受洗者講說教

理外，又繼續研究中國文、史、經典。後來，他在北京

籌建了一座大教堂，親自監督工程，不辭勞苦。在1610

年，利氏病逝，享年五十七歲，明廷為表哀思，賜予葬

地。可見利氏在明帝心目中的地位。

2.湯若望

1591年，湯若望出生在德國科隆一貴族

家庭，1611年入耶穌會。1620年到達澳

門，兩年後入廣州，旋往北京學習漢

語，不久赴西安傳教。1630年再次進

京，繼任已故教士鄧玉函之職，協助徐

光啓編修《崇禎曆書》，製造天文儀

器。曾獲崇禎皇帝特賜《欽褒天學》匾額一塊。

1644年，滿清入主北京，湯若望臨武不懼，據守在宣武

門內天主堂（俗稱南堂）。他上書清帝懇請，仍居原

寓，照舊虔修，理由是未竣曆書版片、天象儀器、書籍

和教堂禮器等甚夥，不能在三日內悉數搬遷，且損壞後

難於修復。開明的清攝政王多爾袞第二天下諭：恩准西

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許闌入滋

擾。隨後，湯若望數次奉召入宮，論說新曆之優，呈獻

天文儀器、輿地屏圖等物。多爾袞接受建議，決定于順

治二年(1645)頒行新曆，並任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五品

官)。此後欽天監不僅職掌天文、曆法，而且成為清政府

同西方各國交往的重要媒介。

年青的順治皇帝福臨，欽佩湯若望的學識，曾賞給湯若

望「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師」等多種

封號，亦常賜金銀綢緞等財物，並尊稱湯若望為「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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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滿語意為「尚父」）。1654年，依湯若望之請，

順治皇帝將緊鄰利瑪竇墓地西部的一塊地産賜予其作墓

地。1661年，順治皇帝病逝，八歲的康熙皇帝登基，輔

政大臣鼇拜等反對西洋學說，大臣楊光先告惡狀，言湯

若望等傳教士有罪三條：潛謀造反；邪說惑衆；曆法荒

謬。1664年冬季，鼇拜廢除新曆，逮捕了已經中風癱瘓

的湯若望和南懷仁等傳教士。1666年8月，湯若望在痛苦

中辭世。因所賜墓地已被沒收，教士們將其草草葬在它

處。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鼇拜，親執政權。當年冬

季，即為逝世三年多的湯若望平反昭雪，歸還墓地，還

賜銀五百多兩為湯若望舉辦了隆重的葬禮。不久，康熙

皇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攜朝中大臣，親臨墓地，按照中

國禮俗悼祭湯若望。朝中人士和傳教士都認為，中國皇

帝的這一舉動，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3.南懷仁

南懷仁生於1623年，1657年來華，曾赴陝西傳教，1660年

奉召進京協助湯若望修曆。來華期間，在天文、地理、

兵器等諸多方面皆有貢獻，是清初著名的傳教士。康熙

皇帝親政後，令其撰修《永年曆書》三十三卷；又主持

西法鑄炮，在平定吳三桂的戰鬥中發揮威力。皇帝賞其

學識，擢為工部侍郎，正二品，使之成為在華傳教士中

官品最高者。

南懷仁逝世一年後，康熙皇帝遣官加祭，並在祭文中

稱：「爾南懷仁,秉心質樸，肆業淹通。」來華「既協靈

台之掌，複儲武庫之需......可謂蒞事惟精，奉職弗懈者

矣。遽聞溘逝，深切悼傷。追念成勞，易名勤敏」。

西方傳教士身後得諡號殊榮者，惟有南懷仁。康熙此諭

用滿漢兩種文字刻在南懷仁碑碑陰，碑陽還有漢文和拉

丁文的碑文。在柵欄墓地，只有湯若望和南懷仁的墓碑

用三種文字刻寫碑文。這樣的墓碑在世界各地也不多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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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一九一一年，國民革命成功，滿清政府被推翻，中華民

國成立之後，竭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學，這給基督教

許多的方便。地方上民智大開，人的眼光轉了，輿論也

轉了。至此，外面的大環境改變，召會裏面的光景也改

變；因此在中國的信徒中，有不少強的見證人被興起

來。

主後一九○○年發生庚子拳亂，帶給中國召會一個大的

轉機。從一九○○年，義和團在中國殺害基督徒起，召

會在中國進入了第二個時期;以前是第一個時期，我們之

為開始時期。從一九○○至一九二五年，神在中國興起

許多人，主要有兩面的原因：

一面是因中國風氣大開，接受了西洋文化；另一面是，

一九一一年滿清政權結束，民國興起，人民的思想也為

之一新，無論在文化、思想、學術、理論各方面，均大

有改變。這是外面的環境，我們雖然不太注重這些，但

這無疑與神的召會在中國的發展，有很大關係。

我們都得承認，無論栽種甚麼樣的種子，其生長不僅依

據種子本身的條件，還要考慮土壤、氣候、陽光、雨水

等外在因素。神這生命的種子，是最上好的種子，藉著

福音的傳揚，散播到中國這塊土地；但這種子的發展，

卻有待環境和土壤的配合。雖然中國守舊和故步自封的

情形，一下子不能完全改變，但當時中國社會的輿論和

民間的風氣，的確有了很大的轉變。這促使許多見證人

興起。

神在中國的福音工作正式的開始，可以回溯到一八五○

年。從一八五○年到一九○○年這半世紀問，主實在恩

待了中國，有相當好的傳福音者來到中國。在此之前，

馬禮遜約在一八○七年來華，那時只能勉強傳一點福

音，並不能說是福音工作正式的開始。乃是到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他在一八六○年左右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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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當時福音的工作，的確有好的開頭。我們若讀戴德

生弟兄的傳記，不得不承認他是神所差遣，到中國傳福

音的人。其他如郭顯德（Hunter Corbett）、狄考文等，

他們也實在愛主，為福音受苦，甚至把生命都為福音擺

上；他們無論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都作了美好的見

證。他們都單純的為著福音，不為別的。

到了二十世紀初，從西國差會到中國來的人，已經相當

複雜，各種各樣的人都攙雜在其中。然而在這樣的複雜

裏，神的確保留一部分真實把福音送到中國來的人。像

宣道會裏的吳伯瑞（Woodberry），又如華中的楊格非

（Griffiths John），他們都忠心的把福音送到中國。這好

比召會在五旬節之後，雖然有混雜，但裏面還是有精金

的成分。

在那個年代，我們對西方差會到中國來的傳教士，的確

有許多不滿和惡劣的印象。我在學校裏，曾讀到由美國

人所編寫的世界歷史，上面明白寫著：「差會是帝國主

義的機關。」我們拿著這樣的課本去請教校長；他是美

國人，同時也是差會的教士。這個虔誠、得救的人也承

認，書上的記載有相當成分是人無法接受的事實。即便

如此，傳教士中仍有不少純正為著福音的人。

盼望我們對差會到中國來，有清楚的看見；他們並非全

數是複雜的，其中也有非常寶貝、純誠的人。那些人實

在是將他們的一切，都全然為福音擺上，單純的為著

主，一點沒有別的用心；因此，到了十九世紀下葉，福

音的種子纔能正式撒在中國民間。

因著戴德生弟兄，把人送到中國內地，福音普及到許多

地方，甚至四川都有。那時，他們在山西的工作相當有

成效，一直擴展到西北。他們把美好的福音種子，種在

中國這塊土地上。那純潔的種子，一點沒有藉著辦教

育、辦醫院等，有其他攙雜的成分。

所以到了庚子年問，可說甚至撒但都「眼紅」，便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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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起來迫害。這件事有兩面的講究：一面在國家民

族的立場上，義和團有正當的藉口，但是撒但卻藉此殺

害了許多基督徒;另一面，主也藉此作了煉淨的工作，並

繼續不斷的興起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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