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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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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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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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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克里夫(Wycliffe, 1320-84)为
 改教运动晨星

• 丁道尔(Tyndale)和科威对勒

 (Coverdale)翻译圣经(1525, 
1535)

• 亨利八世因离婚事件，于1534 
年通过“最高治权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称英国国王是

 “英国教会唯一最高元首”
• 英国教会(安立甘教会, Anglican 

Church, 1534)仍维持主教治理

 的形态，而以国王为最高元首；

 又称为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亨利八世



• 爱德华六世(1547-53)时期通过“公祷

 书”
• 坎特伯雷大主教克蓝麦(Thomas 

Cranmer)起草“四十二信条”
• 血腥玛利(1553-58)治下的天主教复苏
• 1559年伊莉莎白女王通过“最高治权法

 案”，政府摒弃了所有教皇在英国的权

 柄
• 1563年，“四十二信条”缩减为“三十九

 信条”(Thirty-nine Articles)，成为今天

 英国教会正式公认的信条
• “伊莉莎白决议案”(Elizabethan 

Settlement): 正式采纳这些在教义上、

 崇拜上、及教会行政上的改变

伊丽莎白一世

 (1558-1603在位)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玛利死后，由妹妹伊莉沙白即位。当玛利在位时，伊莉沙白的生命一直在危险中，因为她受教于克蓝麦，表面上遵行天主教礼仪，心中却归属复原教。登基以后，她终于可以使英国改教运动获胜。玛利逼迫的原来目的是要将复原教主义全盘消灭，但没想到，竟造成全国反罗马情绪的高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甚。这再一次证明了：「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　　公元1559年四月廿九口，国会在强烈反对下，再度通过「最高治权法案」。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政府摒拒了所有教皇在英国的权柄。��　　接下来是修订「爱德华六世公祷书」，将其中反教皇的祷告文删除；至于天主教基督身体临在圣餐饼与杯中的教义，则暂不讨论。原来在公祷书中曾清楚说明，圣餐时下跪并非对「饼」的敬拜，但为了讨好天主教，在修订时，把这一段删棹。这些妥协之举，在当时看来似乎相当明智，谁知道却成为后来许多不满与冲突的根源。��　　公元1563年，又在教义上做了一点修改。把原来的「四十二信条」缩减到三十九条，而成有名的「三十九信条」(Thirty-nine Articles)，也是今天英国教会正式公认的信条，��　　这些在教义上、崇拜上、及教会行政上的改变，经过正式采纳后，便称为「伊莉沙白决议案」(E1izabethan Settlement)。英国改教运动至此暂告一个段落：但从本书第卅四章以后，我们会发现，它不但继续发展，而且更加激烈。��　　天主教徒在英国，从此变成了少数人。��　　从表面上看，英国的改教运动是由政府、国王、女王所推动；看起来，政治目的超过宗教目的；但如果没有一股强大的宗教情绪滋长在英国国民的心中，这些国王、女王也是无法带出改教运动的。�





• 英国的该教运动，政治性超过宗教性；强调组织超过强调

 教义
• 1563年的“伊丽莎白决议案”不能满足很多复原教信徒
• 清教徒(Puritans) (期望英国教会被彻底洁净)
• 清教徒渴望改革
o 渴望教会有热心、属灵、善讲道的牧师
o 要求废除一些方式和仪式(天主教的旧酵)
o 教会行政：由长老制取代主教制
o 清教徒不脱离教会；渴望从内部改革
• 英国的长老派清教徒主义(Presbyterian Puritanism)
• 伊丽莎白死后四十年内，清教徒都在逼迫之下(至1640年)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英国教会清教徒渴望看到每个教会都有热心的、属灵的、善讲道的牧师；他们要求废除当日流行的牧师礼袍、跪着顶圣餐的方式、婚礼中的戒指仪式以及洗礼时划十字的记号。��　　清教徒认为牧师礼袍使圣职人员成为特殊阶级，无形中联想到天主教祭司的权威。跪着领圣餐的方式，令人联想到天主教的化质说，敬拜临在圣餐的基督身体。婚礼中的戒指仪式则代表天主教以婚礼为七圣礼之一的看法。对清教徒而言，洗礼时划十字的记号，纯属天主教的迷信。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教会把这些「天主教的旧酵」(old 1eaven of Catholicism)都扫除干净。��　　不久，他们又进一步要求在每一个教会中选出长老来，负起教会惩治的工作。他们也盼望废除主教制，由百姓选出他们自己的牧师，而且所有牧师地位平等。这项要求，是要使教会行政制度由主教制变成长老制。��　　清教徒运动的领导人物是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他是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早期反清教徒的首脑人物是惠特吉夫(John Whitgifi)，在他的阴谋下，卡特赖特被撤职；此后，卡特赖特便过着流浪与受逼迫的日子，但他仍继续为长老派清教徒主义(Presbyterian Puritanism)不遗余力地劳苦工作。��　　虽然清教徒反对英国教会的主教制及许多仪式、条文，但他们绝不脱离教会；他们仍愿留在教会中，从内部加以改革，以便照加尔文日内瓦教会的模式，塑造英国教会。�



• 1640年的“长期国会”，长老派清教徒占了大多数
• 国王查理决定动用武力使国会屈服，使英国

陷入内战
•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领导

国会军队取得胜利
• 1643年，国会举行威斯敏斯特会议，制定
“崇拜指南”，“威斯敏斯特信条”

• 1649年查理一世走上断头台
• 1649-53年，英国成为共和政体，克伦威尔

摄政；各宗教团体都得到相当多的自由

克伦威尔 纳斯比之役(1645)

威斯敏斯特会议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伊莉沙白死后四十年内，清教徒都在受压及逼迫之下。直到公元1640年的「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长老派清教徒才占大多数。他们立刻肃清议会，将两位最反对清教徒的人物：斯特拉福伯爵(the Ear1 of Sirafford)与大主教络得(Archbishop Laud)送去审问、定罪及斩头。��　　国王查理对这些事甚表不悦；他决定将国会中反对党五位领袖加上叛国罪名，但是下议院拒绝交人。��　　于是国王决定动用武力，使国会屈服。他离开伦敦，前往诺丁安(Nottingham)发动战争，使英国陷入内战之中。��　　在国王这边的是贵族与士绅；由于他们的英勇与骑术被称为「保王党」(Cavaliers)。在国会这边的是店员、农夫及小部份高阶层份子。保王党都有飘长的髻发，而对敌的一方却留着短发、显出头形，因此被讥为「圆头」(Roundheads)。��　　战争初期，国王这边占优势。在国会军队中，有一位农夫，名叫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他以睿智的眼光，看出真正的难处，他对一位清教徒国会议员汉普登(Hampden)说：「一批穷酒保和学徒，绝不能打倒贵族。」��　　克伦威尔是历史上伟人之一。身为骑兵团团长，他表现出高度才干与勇气。他的军团成为出名的「克伦威尔军团」，所向无敌。全体团员都有宗教信仰，他们不起誓、不喝酒、唱着诗、迈向战场。��　　一个二万一千人的军队按照「克伦威尔军团」的方式组织了起来。这是一个充满宗教热诚的团体，是十字军以来没有见过的现象。这支军队中，大部份军人是敬畏神、心中火热、吟唱圣诗的清教徒。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读经、祷告、唱诗。��　　纳斯比之役(Battle of Naseby)中，保王党像风前的糠批溃散，国王被迫投降，审讯之后，国王被判为暴君、卖国贼、谋杀者及公敌，必须处以死刑。公元1649年一月卅日，查理一世走上了伦敦皇宫前的断头台，当时有极多群众在场目睹国王的死刑。

　克伦威尔并不属于任何教会，但他非常倾向公理派主义。他得势后，给与公理派信徒许多好处；他使当日公理派中最能干的一位神学家欧文(John Owen)担任教会的高级职员及牛津大学的副校长；许多公理派信徒都被擢升到很高的职位。


《威斯敏斯德信条》是基督教神学的典范，由参加英国威斯敏斯德会议的一百多位教牧神学家，经过长达三年的讨论，于1646年12月完成，1660年得到教会公认。这一信条内容完整、精确、简洁、平衡，每个句子都经过小组的仔细斟酌和大会的公开辩论。教会史学家斯卡福评论说：“在基督教信条中，就清晰性、深刻性、精确性和全面性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信条超越《威斯敏斯德信条》。”�



• 1660年，查理二世复辟；安立甘派国会通过新的“教会统

 一条例”；清教徒受逼迫
• 荷兰的威廉与1688年过海到英国，与妻子玛利被加冕为

 英国的国王和王后；将英国从岳父詹姆士二世手下释放出

 来
• 英国享受信仰自由；1689年“信仰容忍法案”规定凡愿意实

 行以下各点的，都可以自由崇拜：
o 发誓效忠威廉和玛利
o 拒绝教皇权柄、化质说、
弥撒、向马利亚和圣徒祷告

o 接受“三十九信条”

威廉和玛利

威廉和玛利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威廉和玛利被加冕为英国的国王和王后时，有四百位英国教会的教牧人员(其中包括七位主教)，拒绝宣誓效忠新的政权。为此，他们都被剥夺了教会职份。��　　到这时，宗教信仰自由终于颁给了复原派的「不同意者」。根据公元1689年的「信仰容忍法案」(The To1eration Act)，凡是愿意实行以下各点的，都可以自由崇拜：(1)发誓效忠威廉与玛利。(2)拒绝教皇权柄、化质说、弥撒、向马利亚和圣徒祷告。(3)接受「三十九信条」。这样，便使复原教不同意者的各宗派，可以在英国有自由而且得以公开。这些不同意者包括：长老派、公理派、浸礼派和贵格派，人数加起来约为当时英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这项「信仰容忍法案」并不应用在罗马天主教徒和不信三位一体教义的人身上。�



清教徒的著作

•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88)和“天路历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和

 “失乐园”(Paradise 
Lost)、“复乐

 园”(Paradise 
Regained)，“斗士参

 孙”(Samson Agonistes)

约翰·班扬
基督徒

约翰·弥尔顿 失乐园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Even if you’ve never read his work, John Milton has probably affected your life. If you’ve ever used the words dreary, self-esteem, padlock, sublime, flowery or a host of others, you’ve got Milton to thank. Not to mention the insight to be gained from reading his most famous work, Paradise Lost, in which Milton reflects the inner soul's “Celestial Light” to “see and tell of things invisible to mortal sight.” 
Though the references to light and sight in the piece make sense to knowledgeable historians, the rest of us may overlook the fact that Milton was completely blind by the time he wrote the epic poem in 1651. The work’s cast of characters: Adam, Eve, Satan, God, and the Son of God. It tells the story of how Satan was thrown out of Heaven and how he came to Earth to corrupt Adam and Eve. It also delves into the themes of war and religious conflict—both prevalent during Milton’s troubled times.



• 分离派(Separatists, or Dissenters)信徒决定脱离英国教会; 
强调每个教会都是独立自主的

• 又称为公理派(Congregationalists)，独立派

 (Independentists)
• 留在英国教会和脱离英国教会的人，都接受加尔文信仰
• 公理派的特点
o 最接近历史的复原教主义
o 在教义和崇拜方面属于加尔文派
o 每个教会选择自己的一位牧师、一位教师、数位长老和执

 事
o 教会间彼此没有管辖权，却以弟兄友爱之情互助
o 需要时，各教会代表一起开会，各教会可自己决定是否采

 纳会议决定
• 公理派受到逼迫，许多人逃到荷兰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分离派信徒认为，从内部改革英国教会的工作，不是绝望就是一项冗长乏味的事工。因此，他们决定脱离英国教会，故被称为「分离派」(Separatists)或「不同意者」(Dissenters)。在教会行政制度方面，他们强调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干涉另一个教会。因此，他们又称为「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s)或「独立派」(Independentists)。��　　留在英国教会及脱离英国教会的人，都接受加尔文信仰。��　　公元1620年在美国普里茅斯(P1ymouth)建立殖民地的，就是分离派信徒，他们也叫「天路客」(Pi1grims)。几年后，建立麻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的，则为一批清教徒(Puritans)。

The Mayflower was the ship that transported the English Separatists, better known as the Pilgrims, from a site near the Mayflower Steps in Plymouth, England, to Plymouth, Massachusetts, (which would become the capital of Plymouth Colony), in 1620.[1] There were 102 passengers and a crew of 25–30.�



• 分离派于1620年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国普利茅斯建立殖

 民地
• 他们也叫“天路客”(Pilgrims)
• 1603年，清教徒请愿詹姆士一世，遭否决；但此会决定

 出版英王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1611)
• 几年后，建立马萨诸塞湾殖民地的，为一批清教徒
• 以民主形式管理教会，对日后美国民主政制奠下基础

五月花号抵美清教徒和天路客来到新大陆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上文提到，清教徒在英国时有两个主流力量，其一是主张留在英国教会，从内推动改革；另一为“分离派”，主张脱离圣公会，另建教会。而且分离派的势力与日俱增，引起政府的高压逼迫。一五九三年，形势更加恶劣，女王颁下御令，凡那些不出席国家教会的崇拜而到一些私自聚集的地方崇拜，一经查出，便要被赶出英国。
伊利沙白女王死后王位由苏格兰王雅各六世继任，他到英国即位时，改王号为雅各一世。英国的清教徒以为雅各一世既受长老会传统的熏陶，便一定会体谅他们，于是便大胆地在主后1604年的一个议会中，联名上书，这便是著名的“千人奏书”，请求雅各王简化崇拜仪式，并修改公祷书的某部分。谁知雅各一世不但不允许他们的请求，反而严厉地斥责他们，要他们顺服于英王及主教的领导之下，并下令将三百名教牧人员革职，任何不完全依循国教的规定举行崇拜的人，便受到严重的处分。至此，和解的希望似乎幻灭，而那些本来愿意留在圣公会以内作内部改革的人，也被迫投入分离主义者的阵营。主后1607年，他们纷纷逃离英国，其中有大批人逃往荷兰。当中也有一些不能忍受逼迫的人便纷纷移民到北美洲。
��　　公元1620年在美国普里茅斯(P1ymouth)建立殖民地的，就是分离派信徒，他们也叫「天路客」(Pi1grims)。几年后，建立麻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的，则为一批清教徒(Puritans)。

The Mayflower was the ship that transported the English Separatists, better known as the Pilgrims, from a site near the Mayflower Steps in Plymouth, England, to Plymouth, Massachusetts, (which would become the capital of Plymouth Colony), in 1620.[1] There were 102 passengers and a crew of 25–30.�



• 分离派牧师斯弥特(Smyth)和会友们在荷兰阿姆斯特丹接

 触到门诺派影响
• 浸礼派(Baptists)；1611-12年，一部分会友回伦敦建立第

 一间浸礼派教会
• “普通浸礼派”(General Baptists)；接受亚米纽斯主义，不

 接受预定论
• “特别浸礼派”(Particular Baptists)；接受成人浸礼及加尔

 文主义



• 乔治·弗克斯(George Fox, 1624-91)
• 当时英国教会中极其缺乏信仰的真诚和实际
• 弗克斯称圣灵的光照为“内心之光”；接受他教导的人深信

 在心中有一样东西会指示他们对与错，也带给他们生命、

 能力和喜乐
• 贵格派(Quaker), 朋友会(Society of Friends)的来源; 
• 贵格派的聚会方式

乔治·弗克斯

贵格派信徒聚会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he company has no formal ties with 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 (Quakers). The name Quaker was chosen when Quaker Mill partner Henry Seymour found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on Quakers and decided that the qualities described --- integrity, honesty, purity --- provided an appropriate identity for his company’s oat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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