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六讲



A.
 

惟独信心
B.

 
惟独圣经

C.
 

人有自由意志
D.

 
信徒皆祭司

答案：C



A.
 

德国
B.

 
英国

C.
 

法国
D.

 
瑞士

答案：D



A.
 

路德派
B.

 
加尔文派

C.
 

门诺派
D.

 
亚米胥派

答案：D



A.
 

马丁∙路德
B.

 
慈运理

C.
 

约翰∙加尔文
D.

 
腓利浦∙墨兰顿

答案：C



A.
 

改革宗
B.

 
信义宗

C.
 

英国国教
D.

 
天主教

答案：A



• 第二代改教领袖: 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64)
• 主要著作: 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 改革宗(归正宗, Reformed)；加尔文主义；长老会
• 马丁·路德: 因信称义；加尔文: 神的主权
• 日内瓦的改教运动

约翰·加尔文
日内瓦改教运动纪念碑

(法惹勒, 加尔文, 伯撒, 诺克斯)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不同于信义宗的改教由学术界起家，改革宗的教会根植于一系列有关道德和教会敬拜的改革。

The term “Calvinism” and the phrase “Reformed faith” have reference to the system of theology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Calvin’s system. “Presbyterianism” is the word used to indicated the system of church government that Calvin developed.

Guillaume Farel - the first to preach the Reformation in Geneva
John Calvin -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 movement and spiritual father of Geneva
Theodore Beza - Calvin's successor, born in Vezelay (France) and known for emphasizing Calvin's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John Knox - Scottish preacher, friend of Calvin, and founder of Presbyterianism in Scotland




• 加尔文的生平

年代 地点 主要事件

1509年7月10日 Noyon, 

 France
约翰∙加尔文出生。

1536年前 法国不同地

 区

先在巴黎大学学习，接触到复原教思想。后

 
在奥尔良和布日大学学法律。1533年接受改

 教思想。1534年与巴黎大学校长合作演讲宣

 传改教，被迫离开法国。

1536年 Basel 写成“基督教要义”

1536‐38年 Geneva 第一次在日内瓦的工作。

1538‐41年 Strassburg 逃亡到斯特拉斯堡；三年平静生活。

1541‐64年 Geneva 第二次在日内瓦的工作。1555年起，成为日

 内瓦的主人；1559年，建立日内瓦学院

 (Geneva Academy)。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在日内瓦的伟大事工加尔文回来后，便提出「教会宪章」(Church Order)，这是一套教会管理的规条；这宪章立刻得到采纳。宪章内容是根据圣经教导，在教会内设立四个职份：牧师、教师、长老、执事。��　　在加尔文的制度中，长老居重要地位；长老们是从教会的会员中选出，他们与牧师组成「教会法庭」(Consistory)；长老们的职责是监督信仰的纯正及信徒的生活。加尔文给「教会法庭」有惩冶信徒及革除教籍之权；若一宗案件需要更进一步刑罚，则交给行政当局处理。��　　路德被情况所逼，给德国贵族权柄过问教会事务；而加尔文的理想是：教会完全独立，不受政府管辖。以加尔文而言，教会的自由在于教会有权革除教籍，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扰。

The term “Calvinism” and the phrase “Reformed faith” have reference to the system of theology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Calvin’s system. “Presbyterianism” is the word used to indicated the system of church government that Calvin developed.

Guillaume Farel - the first to preach the Reformation in Geneva
John Calvin -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 movement and spiritual father of Geneva
Theodore Beza - Calvin's successor, born in Vezelay (France) and known for emphasizing Calvin's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John Knox - Scottish preacher, friend of Calvin, and founder of Presbyterianism in Scotland




1536年在日内瓦法惹勒会遇加尔文
“假如教会在急需之时，你拒绝伸出

 援手，愿神咒诅你的进修！”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不同于信义宗的改教由学术界起家，改革宗的教会根植于一系列有关道德和教会敬拜的改革。

The term “Calvinism” and the phrase “Reformed faith” have reference to the system of theology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Calvin’s system. “Presbyterianism” is the word used to indicated the system of church government that Calvin developed.

Guillaume Farel - the first to preach the Reformation in Geneva
John Calvin -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 movement and spiritual father of Geneva
Theodore Beza - Calvin's successor, born in Vezelay (France) and known for emphasizing Calvin's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John Knox - Scottish preacher, friend of Calvin, and founder of Presbyterianism in Scotland




加尔文的主要贡献
• 主要著作: 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圣经注释(除约
壹、贰、启)；许多书信

• 神学思想: TULIP
o 人类全然堕落(Total depravity)
o 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
o 有限的救赎(Limited atonement)
o 不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
o 对圣徒的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 提出教会管理的规条“教会宪章”；在教会内设立四个职分：

 牧师、教师、长老、执事
• 使日内瓦成为基督化城市

“主啊，我心为你而

 献，快速地！至诚

 地！”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Calvin wrote commentaries on all the books of the Bible except 2 and 3 John and Revelation, which he said he “did not understand”.

The 1559 edition of The Institutes has 4 books, 80 chapters.

At the risk of oversimplification, one can summarize the essence of Calvin’s theology by the use of a simple mnemonic device that has been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often been used by students. The first letters of the main words of Calvin’s theology spell the word TULIP. The coordinating idea of this theology is the complete sovereignty of God. Calvin had the majestic conception of God and His glory that is so characteristic of some of the Old Testament prophets. He believed in the Total depravity of all men. Man has through Adam inherited the guilt of Adam’s sin and can do nothing for his own salvation because his will is totally corrupted. Calvin next taught that salvation is a matter of unconditional election apart from human merit or divine foreknowledge. Election is based on the sovererign will of God and is a dual predestination of some to salvation and others to condemnation. Calvin also believed that the work of Christ on the cross is limited to those elected to salvation. This belief is his doctrine of a limited atonement. The doctrine of irresistible grace is an inevitable corollary to this. The elect will be saved apart from their own initial desire as the Holy Spirit irresistibly draws them to Christ. The Perseverance (or preservation) of the saints is the final point of importance in his system. The elect, who are irresistibly saved by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will never be finally lost.




加尔文的主要贡献
• 翻译法文圣经
• 加尔文对教育的重视；1559年建立日内瓦学院(Geneva 

Academy)；伯撒(Beza)为第一任院长

日内瓦大学



• 加尔文与路德的异同
主题 加尔文 路德

预定论 都相信神已在万世之前拣选了承继永生的人；两人都根据奥古斯丁及保

 
罗书信发挥这项教义。

崇拜项目 二人均以讲道为崇拜的主要项目；二人都为会众预备诗本

崇拜仪式 加尔文尽量远离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

 
他只实行圣经所吩咐的事。加尔文偏重诗

 
篇。

尽量保留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

 
式，只要是圣经没有禁止的

 
事，他都保留。路德着重圣歌。

教会行政 不承认政府在教会中有任何权柄，他甚至

 
使教会有权干涉政府；加尔文比路德更强

 
调教会惩冶。顾念穷人。

准许政府过问教会。顾念穷人。

读经 都深信“每个人都有权自己读经”，路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加尔文将圣经译

 
成法文。

教育 加尔文本是日内瓦教会的传道人，晚年时

 
创办了日内瓦学院，自己也成为该院教授。

路德本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

 
同时也讲道。

圣餐 基督的灵真正临在饼和杯中，信徒凭信心

 
领受圣餐时，真正领受了基督，不是属体

 
的，乃是属灵的

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饼和杯中

强调 预定论；神的荣耀。 因信称义；人的得救。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路德与加尔文在「预定论」的看法上一致。他们都相信神已在万世之前拣选了承继永生的人；两人都根据奥古斯丁及保罗书信发挥这项教义。��　　在崇拜的仪式上，加尔文与路德不同：路德尽量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只要是圣经没有禁止的事，他都保留；加尔文尽量远离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他只实行圣经所吩咐的事。然而他们二人均以讲道为崇拜的主要项目；二人都为会众预备诗本，只是路德着重圣歌，而加尔文偏重诗篇。��　　在教会行政上，加尔文与路德不同：路德准许政府过问教会；加尔文不承认政府在教会中有任何权柄，他甚至使教会有权干涉政府；而且加尔文比路德更强调教会惩冶。他们二人都顾念穷人，都在教会中安排执事，专做关怀贫民的工作。��　　他们二人都深信「每个人都有权自己读经」。为了达到这目的，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加尔文将圣经译成法文；他们二人都是语言文字的专家，他们的译文对本国的文字架构有不少贡献。��　　他们二人都重视教育：路德本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同时也讲道；加尔文本是日内瓦教会的传道人，晚年时创办了日内瓦学院，自己也成为该院教授。他们二人都强调信仰必须奠基在纯正教义上，因此，二人都为信徒写了信仰问答书(Catechism)。��　　在对圣餐的看法上：加尔文与路德及慈运理都不同。加尔文与慈运理都否认路德「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饼和杯中」的看法；但加尔文又不同意慈运理「圣餐仅为纪念仪式」的看法；加尔文认为：「基督的灵真正临在饼和杯中，信徒凭信心领受圣餐时，真正领受了基督，不是属体的(bodi1y)，乃是属灵的(spiritual1y)」。��　　加尔文和路德都坚信「唯独因信称义」的道理。对路德而言，「因信称义」是教会站稳或跌倒的根据；对加尔文而言，「预定论」是教会的基础。��　　路德强调「人的得救」；加尔文强调「神的荣耀」。�





• 西曼乃斯(Ximenes)于路德前在西班牙完成改革；由王后

 伊莎贝拉(Isabella)发起；主要是改善圣品人员与修道士
• 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 1534-49)召开天特会议(1545-63)
• 天特会议是罗马天主教史的里程碑，象征教皇制的成功
• 为对抗复原教，天特会议中更高举、更肯定天主教体系
• 拟定一份信经；采用一本信仰问答书
• 天主教自我改革运动；反改教运动(Counter-Reformation)

保罗三世 天特会议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路德在德国改教前，西曼乃斯已经完成在西班牙的改革。��　　西班牙基督徒为驱逐回教徒而战，达七百年之久。直到公元1492年，才将摩尔人(即回教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那达(Granada)收复。长期与回教徒的争战，使西班牙基督徒孕育了一股狂热的宗教与爱国情操；这份情操在斐迪南与伊沙伯拉(Ferdinand and Isabel1a)在位期间，尤其强烈。��　　王后伊沙伯拉发起改革西班牙教会。她将改革工作交给三位教会领袖，其中一位是西曼乃斯，他是方济会修士，后来成为多列杜(Toledo)大主教，是真正策划改革、推动改革、并改革成功的人物。��　　这次改革主要是改善圣品人员与修道士。西曼乃斯为所有修道院订立严格规条，神甫人员强迫过道德生活。无知、无能的圣职人员都被革职；其它人则被送进他所设立的学校中学习神学。所有反对西曼乃斯的人都在王后之权柄下遭铲除。王后伊沙伯拉保护西曼乃斯，使他免受教皇的干涉。改革的结果，西班牙教会得到爱神而能干的圣职人员。��　　教会的其它方面则保持原状：教皇仍被尊为教会元首；圣品阶级仍然继续；天主教对祭司与圣礼的观念仍旧持守；一切圣礼、信条、礼仪、圣事都不过问；教义也毫无改变；修道院未被解散，也没受到压制。��　　西曼乃斯在西班牙所做的是「改革事工」而非「改教运动」。�

在这同时，改教运动在各地展开、罗马教会继续腐化、皇帝查理急于使复原教与天主教合一。他安排了几次会议，邀请复原派和天主教神学家前往参加；他们在会议中，研讨双方的不同看法，但始终无法获致协议。罗马教会中的热心信徒继续要求改革教会。��　　最后，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皿)召集了一次大会，地点在义大利北部山区的小城天特(Trent)。从公元1545年到公元1563年间，间歇性地举行会议，其中有两次长远数年的休会。天特会议是罗马天主教史的里程碑，因为它象征教皇制的成功。��　　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英国、苏格兰，复原派教会都拟定了信条，宣告他们的信仰。天特会议也为罗马教会拟订一份信经，并采用了一本信仰问答书。许多教会的弊端纠正了；也为罗马圣职人员预备了更好的教育；教皇的最高权柄更坚定地肯定了。��　　虽然罗马教会推行了很大的改革，但教会的本质仍然未改。为对抗复原教，天特会议中更高举、更肯定天主教体系。这次罗马天主教的自我改革运动，被称为「反改教运动」(Counter Rdormation)。�



• 天主教复兴的三样利器：
o 禁书目录(Index)
o 西班牙异教裁判所(the Spanish lnquisition)
o 及耶稣会(Order of Jesuits)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　　罗马教会本身的改革与复兴，使这个教会再度站起来，而且奋力向前。这是改教运动减速的最大原因。这一次它预备了三样有力的武器：禁书目录(Index)、西班牙异教裁判所(the Spanish lnquisition)、及那稣会(Order of Jesuits)。那稣会是西班牙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1a)组成的。这时，「复原教主义」已因内部分裂而衰弱，它所面对的是从改教震憾中复元的、合一的「天主教主义」。��　　天特会议在许多成就之外，还编写了一份禁书的书单，这份书单称为「禁书目录」。目的在防止天主教徒阅读天主教会认为错误或有害的书籍。当改教初期，路德和加尔文的著作，可以自由在全国广传阅读。现在天主教把复原派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使复原派看法的传布，大大缩减。��　　「异教裁判所」又叫最高宗教法庭(Ho1y Office)，专司侦察及刑罚那些信仰不合天主教教义的人。异教裁判所所长就是最高裁判官，他直接向教皇负责。在他下面有许多调查员、公证人及法律顾问，同时也有许多仆人和狱卒。异教裁判所很快便扑灭了复原教主义在义大利及西班牙的微弱火花，凡加入改教运动的人，即刻下监、被杀或被逐。



• 罗耀拉(Ignatius Loyola, 1491-1556)于1534年成立
• 会员称为Jesuits
• 宗旨在领人归回天主教

罗耀拉

耶稣会标志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罗耀拉是一个西班牙军人，他在公元1521年的一场战役中负伤；疗伤期间，有人将一本「圣徒言行录」给他读，读完该书后，他便决定放弃军旅生涯，成为基督那稣的跟随者。他在朝拜圣地巴勒斯坦后，便于公元1528年进入巴黎大学，为成为神甫，进修神学。��　　在巴黎大学，他认识了方济沙勿略(Francis Xavier)，他们两人在公元1534年组织了那稣会，宗旨在领人归回天主教。由于那稣会的努力工作，使波兰、奥国及德国南部恢复了天主教。也使巴伐利亚、比利时及爱尔兰保留在天主教范围内。那稣会也在北美及南美洲做了许多宣教工作。��　　天主教的「反改教运动」，广义而言，是指阻止改教运动及恢复天主教失土的各种措施；狭义而言，是指天主教本身的改革与复兴。��　　现在罗马天主教已经预备好，要得回他们所丧失之地。奥斯堡和约只保护德国的路德派复原教徒，并未包括法国、荷兰的加两文派复原教徒。因此，这些人必须面对天主教强烈的攻击。而这时，他们伟大的领袖加尔文又已经去世了。

IHS --- IHESUS (耶稣)��



• 耶稣会重视教育

美国的耶稣会大学



Boston College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 耶稣会重视宣教
• 耶稣会的努力工作，使波兰、奥国及德国南部恢复了天主

 教；也使巴伐利亚、比利时及爱尔兰保留在天主教范围内

 耶稣会也在北美及南美洲做了许多宣教工作
• 耶稣会在中国的工作；利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

利玛窦



• 信义宗(路德宗,  Lutheranism)
• 改革宗(归正宗, Reformed)
• 重洗派(Anabaptism)
• 天主教反改教运动(Counter-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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