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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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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D.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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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约翰∙班扬
B.

 
约翰∙牛顿

C.
 

约翰∙弥尔顿
D.

 
约翰∙卫斯理

答案：C



A.
 

乔治∙弗克斯
B.

 
慕迪

C.
 

宾威廉
D.

 
斯弥特

答案：A





• 亚米纽斯(Jacobus Arminius, 1560-1609)生于

 荷兰
• 早年接触到加尔文主义，曾受教于加尔文继承

 人伯撒
• 1588年成为阿姆斯特丹改革宗教会牧师
• 亚米纽斯虽然同意唯独圣经、因信称义与信徒

 皆祭司，但公开批评新教神学的一些基本假设

 (如同意堕落前论的预定论)
• 他的追随者称为“抗辩派”
(Remonstrants)，写了“抗辩”一文

亚米纽斯

• 1618-19，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 
为新教历史上最大的会议；拒绝亚

 米纽斯的教导，制定“多特信经”，
 规定加尔文教理五项

多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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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亚米纽斯主义是从一位名叫亚米纽斯的人而来。公元1560年，亚米纽斯生在荷兰的奥得瓦特(Oudewater)。在他还小的时候，西班牙人来，毁了他的家乡，也杀害了他的父母和亲友。他被一些有爱心的荷兰人领养，长大后进入莱登大学受教，在校内表现优异。由于他的天资，阿姆斯特丹市长资助他出国深造；在日内瓦，他赢得加尔文继承人伯撒的好评；他也前往义大利进修。��　　回国后，亚米纽渐于公元1588年成为阿姆斯特丹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在当时被公认是一位博学能干的牧师；他讲道时，内容清晰、口才流利、善于表达，吸引了无数听众。渐渐地，他开始不能完全赞同改革宗教义。当时他已是莱登大学神学教授，虽然他仍然相信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藉基督十架代赎之工而得救的真理，他的教学却越来越有脱离传统加尔文主义的趋势。��　　我们还记得：当伯拉纠强调人的善行之时，奥古斯丁是以人类全然堕落来反驳他。现在亚米纽斯的观念，使我们又联想到伯拉纠，因为他也否认人类完全败坏。��　　亚米纽斯没有完全反对「神的拣选」，但他强调：神的「预定」是根据他「预见」那些会相信的人。他的领导相当微妙，他间接否认「神的拣选」，使「神的拣选」基于「人的行动」。因此，在表面上，他持守「神的拣选」的教义；事实上，是破坏这教义。他教导说：基督是为全人类而死；人可能从恩典中失落。他否认圣灵的工作是不可抗拒的。��　　他所训练出来的年轻传道人，将他的教导带进教会。当全国引起神学争论之际，这位肇事的牧师亚米纽斯却于公元1609年去世了。

此信經是1618年在荷蘭多特召開的議會中完成的，當時阿民 念派在教會中制造了許多紛爭，他們不接納加爾文的救恩神學觀 點，不認為神在人的救恩上有主權。阿民念提出： 1. 神的揀選與否在于瓷預見人是否有信心。 2. 雖然只有信的人才能得救，但基督已為所有的人死。 3. 人極其敗壞，若非神賜下先在的恩典而起信，否則人不 能行善。 4. 人可以拒絕神拯救之恩。 5. 真正重生之人不一定在信仰上確被保守。 為了解決此爭辯，荷蘭國會在1618年召開一全國性的會議， 並邀請各國改革宗教會的代表參加；當時有35位本地的牧師，幾 位長老，5位神學家，18位國家顧問，及27位外國代表列席，包括 蘇格蘭、英格蘭、比利時、瑞士、法蘭西等。阿民念派本以為將 以平等的身分共同參與會議，從沒想到竟處于被告，且要為自己 辯護的地位。議會為保守加爾文信仰傳統，判定阿民念派的五項 提案為錯誤，並完成《多特信經》，規定加爾文派教理五項，是 加爾文預定論全備的推演： 1. 神無條件的揀選及人的信皆為神的恩典。 2. 雖然基督的死足可贖全世界人的罪，但贖罪的功能 只臨到神所揀選的人。 3、4．世上所有的人都墮落了，不能自救，只有在神的主權 和恩典中被召的人，才能重生並且經歷生命的更新。 5． 神所呼召的，瓷必保守到底，所以信徒即使在極大的 軟弱中，仍能有救恩的確據。 此信經對荷蘭改革宗教會有極大的影響。而30年后完成的《 韋斯敏斯德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也是建立在它的神學根基上。�



比较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加尔文主义 亚米纽斯主义
全然败坏 因着亚当的堕落，所

 有人都死在过犯及罪

 恶中。人本身没有能

 力自救。人的意志不

 自由，不能在属灵的

 领域内择善弃恶。

自由意志 人虽然堕落，但每个

 罪人都有自由意志。

 罪人能与神的灵合作

 而得到重生，也可能

 抗拒神的恩典而灭亡。

无条件的拣

 选
因为人已经死在罪

 中，没有能力主动回

 应神；因此，神按自

 己至高的主权从亘古

 已拣选了一些人得救。

有条件的拣

 选
神仅拣选他所知道，

 会按照自由意志相信

 基督，而且持守信仰

 的人。人要有正面回

 应，神才会拣选。
限定的代赎 基督的救赎只为了拯

 救蒙拣选的人。
广泛的代赎 基督在赎罪工作上，

 为全人类安排了救

 赎，让全人类能以得

 救(saveable)；但只对

 相信他的人发生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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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阿民念派的五大主張即是加爾文主義的反調，依照『歷代基督教信條』一書中所載『阿民念派的抗議信條』，摘要如下：
神在創世以先便已經在基督裡面，為著基督的緣故、並且藉著基督，在墮落和有罪的人中決定拯救那些因聖靈恩賜，相信耶穌並能恆忍到底的人，那些不信的人將被定罪；（約三：36）
耶穌基督為所有人死，人人藉著十字架的救贖都可以得到救贖和赦罪，但只有信徒能以罪得赦免；(約三：16、約壹二：2)
人在罪中沒有行善的能力，必須靠神的恩典重生，並在悟性、傾向或意志，和一切能力上更新，在思想、願望，並實踐善事才成；（約十五：5）
人一切善行都是因著神在基督裡的恩典作成，但神的恩典是可以抗絕的；（使七）
與基督聯合的人，因著聖靈的幫助，保守信徒不跌倒，才有能力得勝。但信徒仍然可能因為疏忽、離棄基督而失落救恩。但這仍須多從聖經加以決定，然後我們自己心裡才有絕對把握去教訓人。（約十：28）
加爾文主義者描述阿民念主義時，因立場相左，而將阿民念主義簡略為：一、意志的可能性，二、有條件的揀選，三、無限的救贖，四、可抗拒的恩典，五、可能在恩典中墮落的五個面相， 使人對阿民念派的主張產生誤會。



比较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续)

加尔文主义 亚米纽斯主义
不能抗拒的

 恩典
那些蒙神拣选及基督

 为他而死的人，神会

 透过不能抗拒的恩

 典，引他归向自己。

 神命令人愿意归向

 他；当神呼召时，人

 就作出回应，无法抗

 拒。

人可能抗拒

 圣灵
人既是自由的，便可

 能抗拒圣灵的呼召；

 人若不信圣灵就不能

 叫人重生。神的恩典

 并非无法抗拒，倒是

 常被人拒绝或拦阻。

圣徒永蒙保

 守
神所拣选及圣灵引领

 归向他的人，都会持

 守信仰。没有一个被

 神拣选的人会失落，

 他们都是永远稳妥的。

信徒可能从

 恩典中堕落
信徒得救后得到赋予

 的能力，去过得胜的

 生活；但信徒可能离

 开恩典，失落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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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阿民念派的五大主張即是加爾文主義的反調，依照『歷代基督教信條』一書中所載『阿民念派的抗議信條』，摘要如下：
神在創世以先便已經在基督裡面，為著基督的緣故、並且藉著基督，在墮落和有罪的人中決定拯救那些因聖靈恩賜，相信耶穌並能恆忍到底的人，那些不信的人將被定罪；（約三：36）
耶穌基督為所有人死，人人藉著十字架的救贖都可以得到救贖和赦罪，但只有信徒能以罪得赦免；(約三：16、約壹二：2)
人在罪中沒有行善的能力，必須靠神的恩典重生，並在悟性、傾向或意志，和一切能力上更新，在思想、願望，並實踐善事才成；（約十五：5）
人一切善行都是因著神在基督裡的恩典作成，但神的恩典是可以抗絕的；（使七）
與基督聯合的人，因著聖靈的幫助，保守信徒不跌倒，才有能力得勝。但信徒仍然可能因為疏忽、離棄基督而失落救恩。但這仍須多從聖經加以決定，然後我們自己心裡才有絕對把握去教訓人。（約十：28）
加爾文主義者描述阿民念主義時，因立場相左，而將阿民念主義簡略為：一、意志的可能性，二、有條件的揀選，三、無限的救贖，四、可抗拒的恩典，五、可能在恩典中墮落的五個面相， 使人對阿民念派的主張產生誤會。



• 亚米纽斯主义后来影响约翰·卫斯理(John Wesley, 
1703-91)和循道派(Methodist)

• 亚米纽斯主义也深深影响安立甘宗、普通浸信会、和美

 国基要福音派运动
• 如何看待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o 两者只是从不同观点出发
o 加尔文主义重视神超然的主权(当时的时代背景)
o 亚米纽斯主义针对加尔文教义在信徒实际生活实行中的

 困难提出的抗议(强调基督的救赎、神的爱和人的责任)
o 两派主张都有非常多的经文支持；两者相辅相成，可以

 融会贯通
o 信徒应在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意志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思

 想中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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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人們常常都從加爾文主義的觀點去批判阿民念和阿民念主義者，其實兩者只是從不同的觀點出發。加爾文主義重視神超然的主權，強調神預定的重要性，他們從永恆性來思考邏輯上「神的天命秩序」； 阿民念主義派強調基督的救贖、神的愛和人的責任，所以從人類時間中「神的自限」解釋，並強調其實在性，也強調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但這自由中乃是一個「有限範圍中的不受限」， 這是阿民念派對自由意志的理解，也因為在加爾文主義觀點下，當時的教會常常變得死氣沈沈，正如阿民念所說，他的教義目標是要「打造一個不至於使人呆如木石的恩典神學」。
在現今的教會實踐上，因為阿民念主義的主張使福音的傳佈上較為容易，所以福音派多傾向阿民念派的觀點，甚至加爾文派中的一些教會為了要廣傳福音，也都應用阿民念派的思想。另從信徒的實際體驗來看，強調禱告的教會也多傾向阿民念的主張，求神能幫助人放下自己的意志來順服回應神。
不過，對於兩派的主張都有非常多的經文支持，在神的預定和人的自由意志兩相看似矛盾的思想中，信徒應當有一個平衡點，對於神主權的瞭解，並非能夠完全以理智臆想的。

教会实践上，亚米纽斯主义主张使福音传播上较容易
实际体验上，强调祷告的教会多倾向于亚米纽斯的主张，求神帮助人放下自己的意志来顺服回应神





• 1555年，奥斯堡和约提出“教随国立”的原则(由诸侯决定

 臣民的宗教信仰)，带来短暂和平
• 1618年，奥斯堡和约被毁，开始三十年战争(1618- 

48)(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

 国际战争)
• 1648年，韦斯发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重申奥

 斯堡和约，在德国的宗教容忍也包括加尔文派
• 近代教会史(1517-1648)，现代教会史(1648- )

三十年战争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三十年戰爭（1618年－1648年），是由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戰演變而成的全歐參與的一次大規模國際戰爭。這場戰爭是歐洲各國爭奪利益、樹立霸權以及宗教糾紛劇化的產物，战争以波希米亞人民反抗奧國哈布斯堡皇室統治為肇始，最後以哈布斯堡皇室戰敗並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而告結束。這場戰爭使日爾曼各邦國大約死去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三十的人口，其中男性更有將近一半死亡，十分慘烈。

　自从公元1555年奥斯堡和约签订后，德国享受了相当长的太平时间。但是到了公元1618年，奥斯堡和约被毁，致使复原教徒的奋斗，看起来好象绝望。在这危急关头，兴起了另一位伟大的改教英雄——瑞典国王亚道夫(Gustavus Ado1phus)，他起来为拯救复原原教主义而战。经过三十年凶残的交战，直到公元1648年，战争才因为韦斯发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而结束，这项和约与奥斯堡和约相似，只是加上一点：在德国对复原教徒的宗教容忍，除了路德派也包括加尔文派。和前一次和约一样，由每个封侯决定自己辖境内的宗教。这真是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单单德国，经过三十年战争后，人口就由一千五百万人减到五百万人。�
从过去历史中，我们看到：自公元1520一1562年间，改教运动经历无数流血事迹。自公元1562一1648年间，复原教徒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这期间，从公元1562一1618年间，主要是加尔文派信徒与天主教之间的斗争，其间经历无数感人的殉道事迹；从公元1618年一1648年间，路德派信徒也被迫投入战场。这些年日中，德国、丹麦、瑞典的路德派信徒与荷兰的加尔文派信徒都为了维护复原教而战。��　　公元1648年，韦斯发里亚和约签署后，结束了复原教与天主教之间的争战。罗马教会与复原派教会的地理界限也得以确定。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个界限没有太大变迁。�



三十年战争地图



• 敬虔主义(Pietism)之父施本尔(Philipp 
Jacob Spener, 1635-1705)

• 当时路德派教会被“死的道理”充满
• 1666年，施本尔改善对信仰问答的教

 导，在自己家中聚会(敬虔小会)
• 这种在路德派教会中所开始的新运动称为

 “敬虔主义” 施本尔

• 施本尔相信，基督教不仅是一套头脑知识，更是活的生命
o 认为教义争论无益
o 传道人当有属灵经历，生活见证，配得神的呼召
o 讲道不可用教义式或争论式，要造就信徒灵命
o 真基督徒必然有火热的事奉，且从重生开始
• 但是敬虔派因强调生活，低估了教义的重要，为后来的自

 由神学主义(Liberalism)及现代主义(Modernism)铺了路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施本尔的时代，路德派教会已被「死的道理」充满，教会所强调的就是如何保守教义的纯正及如何防备偏离路德派教义，既不能感动人，也不叫人信主，更不能勉励信徒过有见证的生活。对信徒的要求是：知道信仰问答、参加聚会、听教义式讲道、参加圣礼。他们不必参与教会事奉，也从来不提基督徒灵命长进或属灵经历。有些牧师的生活和他们的职份不相称，甚至有许多还未真正得救。教会内部则充满酗酒及不道德的事。�



• 1457年，胡司派成立弟兄合一会
• 亲岑多夫伯爵(Zinzendorf, 1700-60)(施本

 尔为其教父)一生被基督的爱激励，要拯

 救灵魂，领人归主
• 1722-27年，亲岑多夫将地产一部分给弟

 兄会，建立基督徒社区
• 1727年8月13日，莫拉维弟兄会

 (Moravians)成立，以德国的“赫仁护

 特”(Herrnhut)为中心

亲岑多夫伯爵

莫拉维教会标志
莫拉维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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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公元1415年胡司死后，波希米亚(今日捷克西部)大逼迫，将胡司派逼到隐藏所，但未将他们完全摧毁。他们脱离国家教会后，躲进森林深处，于公元1457年成立了弟兄合一会(Unitas Fratrum)，以「弟兄」彼此互称，因此一般人称他们为波希米亚弟兄会。这个弟兄会和公元1530年重洗派在瑞士成立的瑞士弟兄会不同，请勿将它们混淆。��　　路德时代，弟兄合一会已有二十万信徒，并建立了四百间教会，他们热心于传福音及教育工作。公元1501年，他们最先开始使用圣诗集。他们的领袖与路德及加尔文联络的结果，使教义也越来越健全。��　　反改教运动及三十年战争(公元1618一1648年)的洗劫，几乎将这个教会扫荡殆尽，只剩下一小部份「余民」。弟兄合一会最后一位主教柯墨纽乌(Comenius)(公元1592一1670年)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称这批「余民」为「隐藏的种籽」(Hidden Seed)，后来历史的演变果然证实了他的话。�
亲岑多夫是早期奥国贵族的后裔。公元1700年生在德力斯登，父亲是撒克森法庭官员，也是施本尔的密友，因此施本尔也做了亲岑多夫的教父。从小亲岑多夫就有很强的宗教意识；一幅那稣钉十架的画，上面写着「我为你被钉死，你为我做何事？」给他带来长远而强烈的印象。他一生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怀着一股赤诚的心愿，要拯救灵魂，领人归主。��　　十岁时，他被送到富朗开在哈勒的学校。在那儿，他立刻显出领导的恩赐。他在男同学中组织了一个社团名叫「芥菜种会」(The Order of the Grain of Mustard Seed)。这个社团的宗旨是：「促进个人敬虔生活及世界宣道工作」。甚至他在九岁时，已经读过一篇东印度宣教士的报导，后来他说：「从那时起，宣教员担就在我心中滋长。」十二岁时，他和一批同学立下严肃的誓愿说：「无论在什么环境，都要承认基督，并要带领各种人归向基督。」��　　但是他的家庭反对他成为宣教士，要他在政府工作。他为顺从父母，自公元1716到1719年间，进威登堡大学修习法律。在威登堡时，他虽已决定加入敬虔派，却很欣赏路德派的教义。后来他进入撒克逊政府工作，第二年，他用一部份继承而得的遗产，在距德力斯登七十哩的柏帖多弗(Berthelsdorf)买下了祖母的大批地产。�
一位名叫克利斯丁大卫(christianDavid)的木匠，多年来努力将弟兄合一会余民聚在一处，同时，自己也成为敬虔派信徒。他请求亲岑多夫准许这批「隐藏的种籽」在柏帖多弗避难。亲岑多夫并不认识弟兄合一会，只知道他们正为信仰遭受逼迫；因此，出于同情心而答应了。公元1722年，大卫得到准许，带两个弟兄会家庭过去。到公元1727年时，已有几百位弟兄会住进柏帖多弗。这期间，亲岑多夫读了一本柯墨纽乌所写的书，详述弟兄会的信仰及实践；读完该书后，亲岑多夫得到一个信念，就是神已经呼召他把古代弟兄会重新组织起来，成为宣教事业的推动力。��　　他把地产的一部份给弟兄会；他们便在那儿建立了「赫仁护特」，意思是「主的居所」(Lord’s Lodge)。亲岑多夫辞去政府的职位，定居在赫仁护特。他利用当日「准许新村镇自行管理」的法律，自行订立条规，建立基督徒社区，并按施本尔原则，在教会中成立小教会。��　　因为这些人来自波希米亚的邻城莫拉维亚(Moravia)，又是古代弟兄会的「余民」，所以被称为「莫拉维弟兄会」(The Moravians)�
公元1727年八月十二日，在赫仁护特的一次圣餐聚会中，全体都感到圣灵强烈的工作，于是订该日为弟兄会再生之日，而正式成立了莫拉维教会。��　　亲岑多夫和一些莫拉维弟兄们发展出一些特殊的看法；他非常强调基督是信仰的中心，以致讲道和圣诗都很重感情。基督的受死占据了亲岑多夫整个思想，尤其是基督肋旁的枪伤，常使他充满幻想及感情。不过，亲岑多夫和莫拉维弟兄们，后来渐渐放弃了这些特殊的看法。��　　亲岑多夫属于敬虔的路德派，他本希望莫拉维弟兄会能依施本尔的「敬虔小会」及「教会中的小教会」原则，加入路德派；但至终莫拉维弟兄会还是组织了自己的教会，有主教、长老、执事。不过它的行政制度看起来不像主教制，倒像长老制。��　　亲岑多夫喜欢建立纯莫拉维村镇，镇里只有莫拉维弟兄会会员可以拥有地产，一切商业、工业大权操在教会手中。美国宾州的伯利恒城、拿撒勒城及利替兹城均按这种构想建立。今天莫拉维教会分布在德国、英国及美国。在撒克逊的「赫仁护特」仍为全球事工中心，每十年在此举行一次大会。��亲岑多夫以莫拉维教会为基督的精兵，差往世界各地为主争战，使全球归顺基督。莫拉维弟兄会是复原教中最先认真地遵行基督「大使命」的教会。结果他们在非洲、亚洲、格陵兰、拉布兰及美洲印第安人中，展开了宣教工作。其中最伟大的宣教士当属蔡斯伯革(Zeisberger)。公元1808年，他年届八十七岁高龄，已经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工作了六十二年，这是宣教纪录中工作年代最长的一位宣教士。��　　今天莫拉维弟兄会仍在格陵兰、拉布拉多、阿拉斯加、西印度、南非、东非、维多利亚、昆士兰、西藏及北美印第安人中工作。��　　莫拉维教会仍然很小，全美国不超过七万信徒，但在遵行「大使命」方面，他们对其它宗派有极大的影响，这影响力和他们教会的人数不成比例。由于敬虔派亲岑多夫的带领和激励，使莫拉维弟兄会首先点燃了复原教宣教工作的火炬。��



• 莫拉维弟兄会首创宣教事工
• 在非洲、亚洲、格陵兰、及美洲印第安人

 中宣教
• 美国宾州的伯利恒城、拿撒勒城等按莫拉

 维村镇建立
• 蔡斯伯革(Zeisberger, 1721-1808)在印第

 安人中工作63年
• 对约翰·卫斯理的影响

宾州的莫拉维教会

亲岑多夫对万

 国人讲道
亲岑多夫和卫斯理

蔡斯伯革将福音带

 动印第安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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