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改革的背景及爆發 與

馬丁路德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粵語部 成人主日學
DNA 領袖進深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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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貢獻與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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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東征
•回教

文藝復興
•教育
•回到基本
•以人為本思想

改教運動
宗教改革
聖禮的改革

組織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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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化
•社會服務
•開墾農耕
•教育和大學
•藝術文化

中古教會 對歐洲社會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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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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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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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和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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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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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時代，教堂是信徒屬靈的家，是歇
息的地方，是社交中心。

◼ 教會的敬拜、慶典與文娛活動，將社群
拉得更團結親密。

中古教會 對歐洲社會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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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東征 (主後1095 - 1291年)

◼ 西元1070年，土耳其人奪取巴勒斯坦及敘利
亞，殘殺基督徒，嚴重威脅到君士坦丁堡。

◼ 東羅馬帝國向教皇貴格利七世求救，貴格利
帶領軍人，與神的敵人爭戰。

◼ 他是第一個想到十字軍東征的人。

◼ 十字軍東征是為宗教目的，希望將聖地自回
教徒手中奪回。

◼ 士兵佩有十字標誌，因此稱為十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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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東征

參加十字軍的目的融合
了宗教的熱情、好戰的
本質、貪婪的動機。

封建地主想擴張領地；
農民想去尋找樂土；
商人想控制地中海東部
的商業；
而羅馬教宗想擴大天主
教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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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

創始人穆罕默德。 Muhammed（570-632）。

童年艱辛 ，跟隨伯父經商，增長了見識，瞭解阿
拉伯人民的痛苦。 懂得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教義。

２５歲時，和富商的遺孀結婚。

穆罕默德的傳教工作起初並不順利，因此他被迫
從麥加搬到麥迪那。同時也對他的教義做了更為
嚴謹的修正。幾年之後，他又回到麥加傳教，並
且獲得全面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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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

40 歲時，他聲稱在
山洞裡接到了阿拉
通過天使給他的啟
示，要他作為阿拉
在人間的使者、最
後的先知，傳播安
拉的啟示。

從此他開始了他的
傳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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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

《可蘭經》記載穆罕默德所宣揚的教義。

教規嚴格，核心就是服從阿拉，服從先知。

教徒每天應禱告五次，遵守禁食的規定，以及
盡可能地到麥加朝聖。

作人基本準則，如為人行善，買賣公平，救濟
貧困，照顧孤寡老人等。此外，對偷盜和欺詐
等犯罪行為，給予嚴厲的懲治。

在伊斯蘭教教義中，男女地位不平等。 一夫多
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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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

阿拉伯帝國也獨佔了印度洋、波斯灣和紅海之
間的貿易，從印度和東南亞將香料、珍珠和寶
石運到巴格達和亞歷山大港，他們還越過了撒
哈拉沙漠到蘇丹進口象牙和金粉。

商業活動的頻繁也使得伊斯蘭世界內部的聯繫
日趨緊密。阿拉伯商人將中國的絲綢、陶瓷、
茶葉和紙運到敘利亞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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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東征共有八次。動員人數達200

萬人。
•由於東征的軍旅多是烏合之眾，他們彼
此嫉妒爭功，結果東征失敗，損失可怕。
•多數人病死戰死。東征的軍隊奪回了耶
路撒冷，但很快又落在回教徒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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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時間 事蹟

第 一 次 1095~110
1

征服聖地

第 二 次 1145~114
7

法王路易七世領軍
耶路撒冷國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德國國王康拉德三

世求援，結果遭到慘敗。

第 三 次 1188~119
2

法王腓力奧古斯都(Philip Augustus)與英王理
查(Richard Coeur-de Lion)領軍

1187年，埃及蘇丹薩拉丁攻佔耶路撒冷，俘虜了耶
路撒冷國王。腓特烈一世在途中墜水而死，薩拉
丁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雙方互有勝負，最終達成
停戰協定。

第四次 1204 攻佔君士坦丁堡
教皇英諾森三世發起，最初的目標是埃及，後來改

變了軍事計畫，攻佔了君士坦丁堡，並洗劫達一
星期之久，拜占庭帝國的大部分土地也被攻克，
並建立了拉丁帝國

1212 兒童十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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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數 時 間 事 蹟

第五次 AD1217 匈牙利王Andrew II 領導，佔領埃及東北部
的Damietta城，1221年由於尼羅河水氾

濫被迫撤退。

第六次 AD1248 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二世(Emperor 
Frederick II)領軍

取得耶路撒冷、伯利恒和通往地中海的走廊
。1244年耶路撒冷再度被回教徒佔領。

第七次 AD1249~125
2

法王聖路易(St. Louis)領軍

進攻埃及慘敗，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以
大筆贖金贖回。

第八次 AD1270 聖路易領軍
路上發生流行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軍隊

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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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東征---正面影響。

•擴大東西方文化交流
•促進商貿發展
•醫學和工業的進步
•歐洲社會結構改變
•教皇權力走下坡



改教運動的醞釀:   

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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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東征
•回教

文藝復興
•教育
•回到基本
•人文主義

改教運動
•宗教改革
•聖禮的改革

•組織的改革

11/12/2018



◼ 從1400到1500年，為中世紀的末期。大事
如下：

◼ 航海發現 (1492發現美洲 )

◼ 印刷術 (1450 Gutenberg )

◼ 東羅馬亡 (1453 )

經過長時期的戰爭，和黑死病、歐洲終於來
到一個新的年代，文藝復興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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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EVAL / RENAISSANCE

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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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發現 14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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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enberg printing press in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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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思想知識 的解放

◼ 文藝復興是14世紀至16世紀，歐洲文化和
思想發展的一個重大運動。

◼ 文藝復興運動始於義大利佛羅倫斯。君士
坦丁堡陷落後，許多拜占廷學者逃到義大
利並在那裏講學，義大利因而迅速成為研
究古典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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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是指中世紀末葉起,以義大利為中心所掀起的西歐新文
化,思想運動,大約自14世紀到16世紀（大約是當時中國的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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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藝復興運動中，大批思想家在宗教、
哲學、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等領域內，
對舊的觀念展開挑戰。

◼ 他們懷著極大的熱情去搜集、整理、翻譯、
頌揚乃至模仿古典文化，學習和研究古典
文化，提出“讓死的東西復活”的口號，
即讓古代文化“再生”、或“復興”。

◼ 這種文化復興不是古代文化的恢復，而是
自由主義的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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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的四個階段：

早期 (13世紀)   文學的發展
準備期 (14-15世紀上)人文主義+文學藝術

盛期 (15-16世紀上)

從佛羅倫斯轉移到了羅馬

達芬奇（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米開朗基羅（米高安哲羅 Michelangelo 1475-
1564）
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

晚期 (16-17世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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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誘發了

•人文主義
•科學的興起
•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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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leo's Telescope

11/12/2018 42



巴特農神廟 Parthenon,  雅典Athen 447 ~ 432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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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聖母院 建於 1220 年至 12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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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式建築: 

尖拱
拱肋
扶壁
花窗玻璃
十字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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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拱;  拱肋11/12/2018 46



花窗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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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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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聖母教堂

佛羅倫斯 1419

羅馬 聖彼得修道院 1508
在全球各地被複製,包括倫敦的聖

保羅大教堂 華盛頓的國會大廈11/12/2018 49



11/12/2018 50

Vatican City,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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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eter’s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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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eter’s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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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以「人」是現世
生活的創造者和享受者，標
榜理性，歌頌世俗，蔑視天
堂，反對中世紀的禁慾，主
張個性解放。

文藝復興誘發了
人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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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主義崇尚古希臘羅馬文化，人發現一個與中世
紀不同的文化世界，找到了推行改革的精神力量。

◼ 人文主義的主導思想是對人的肯定。

◼ 反對: 人的生活受神的主宰，

宗教的禁欲主義和隱逸生活。

◼ 提倡 : 現世的奮鬥精神，

提倡享受現世的歡樂與幸福；

崇尚理性，主張探索自然秘密。

文藝復興誘發了人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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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Ages

Duccio di 

Buoninsegna

(c. 1255-1260 –

c. 1318-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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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歌頌人體的美。繪
畫雕塑，雖然以宗教故事為主題，但表
現的都是人的美，將神拉到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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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汀 禮拜堂拱頂

米開朗基羅37歲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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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
慟子像

米高安哲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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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像
米高安哲羅

把摩西塑造成高大魁
俉蓄滿長鬚的老人，
他的頭上長著兩隻角，
手握著十戒，眼神怒
視前方，表現出剛毅
堅強與充滿活力的領

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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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像

大衛雕像是米開朗
基羅最偉大的代表
作之一。
高4.342公尺 ，因此
有巨人之 稱。

這件作品是一 極至
的寫實之作，雕工
精 細， 充分展現這
位藝術家 的才華。

米高安哲羅 30歲時完成
11/12/2018 66



文藝復興誘發了宗教改革: 

◼ 十五世紀後半期的教皇們也熱衷於文藝復興，梵諦岡
教廷就是於文藝復興時期，在羅馬建成的，是教皇的
豪華住處，裏面包括漂亮的花園、有名的梵諦岡圖書
館、西斯丁教堂及宏偉的聖彼得教堂。

◼ 教宗利奧十世（Leo X, 1513-1521）批准販售贖罪劵，
以籌聖彼得大教堂之建造經費，因此而引起路德的反
對，發起了宗教改革。

◼ 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術研究，它為改教運動提供了整個
教會背景的資料。

◼ 紙與印刷術引入，使過去特權階級才能閱讀的作品，
如今一般百姓都可。古代教父的著作，聖經和靈修手
抄本等，一時廣爲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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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ool of Athens

雅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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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學院
The School of 

Athens

柏拉圖
以食指指天

亞裡士多德
手臂伸向前方

拉斐爾將西方文明不同時期的人集中在同個空間，古希臘、古
羅馬和當時代義大利哲學家、藝術家、科學家薈萃一堂，表現
自身篤信人類智慧和諧，並讚美西方文明的智慧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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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特魯威人: 完美比例的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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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2/Da_Vinci_Vitruve_Luc_Viatour.jpg


伽利略·伽利萊
Galileo Galilei，1564年 2月15日－1642年1月8日

◼ 科學 vs. 宗教?

◼ 天文觀測

◼ 辯護哥白尼的”日心說”宇宙論

◼ “地心說” - 地球是中心，太陽環繞地球

◼ heliocentric cosmology - 地球環繞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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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伽利萊 vs 教會

◼ 直譯。

◼ 伽利略認為，聖經是不是一個科學的教
科書，不應該按字面解釋，因為現在看
來，解決的科學問題。

◼ 然而，這加劇了伽利略的問題，因為這
裡是一個門外漢，聲稱有權解釋經文。

◼ Joshua 10:12-13 (約書亞記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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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from this?

◼ 不是科學與神學的不和

◼ 是在基督教：相互對立的解釋聖經法

◼ 一個前衛 vs 一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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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先驅

A) 俄坎威廉 (Willian Occam) 1280-1349；主張

（１）教皇並非無誤

（２）教會最高權力是大公議會

（３）聖經是信仰和行為唯一的標準

（４）在屬世事上，教會與教皇應歸國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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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20-1384

相信因信稱義，承認聖經是唯一
的真理之源，教諭若非根據聖經，
就沒有權力。
他把拉丁文武加大譯本 (Vulgate)

譯成英文，使廣大的英語人民得
以接觸聖經。

因著政治勢力的保護，威克裡夫
在世時並未遭受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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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如果你的神真是那麼偉大，

祂為甚麼不說我們的語言？」

1918 Cameron Townsend started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The 
world's largest missionary force

從1934年算起，七十多年間，
威克理夫參與且完成了最少
710 個新約全書的譯本，涉
及人口約7,800萬。

威廉·廷德爾William Tyndale 

1526  希臘語聖經譯成英語
刷術引入, 有德文聖經18種，荷蘭文2種，義大利文1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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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 胡司(John Huss) 1369-1415 

胡司認為教會的頭乃是基督，並非教皇。
胡司讓平民在彌撒中領聖杯。他被教會開除教藉。
被傳到康士坦斯Constance)受審，在該處被燒死。
消息傳回布拉格後，捷克人群情激憤，他們怨恨
教皇的暴行，及德皇的失信，整個國家陷入暴亂。11/12/201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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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7/Burning_of_jan_hus_at_the_stake_at_council_of_constance.jpg


布拉格 Prague (Czech Republ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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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wikipedia.org/wiki/Czech_Republic


John Huss Memorial, Old Town Square, Prague, Czech Republic, 1915

A symbol of strength against oppressive regimes 11/12/2018 81



Reformation Monument, 

Geneva,  1909

The giant wall (325 feet long, 30 feet high ) centers on 4 15-foot-tall stat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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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nox

Theodole Beza

John Calvin

William Farel



所 以 我 們 既 得 了 不 能 震 動 的 國 、 就 當
感 恩 、 照 神 所 喜 悅 的 、 用 虔 誠 敬 畏 的
心 事 奉 神 。 來 12:28 

所 以 我 親 愛 的 弟 兄 們 、 你 們 務 要 堅 固
不 可 搖 動 、 常 常 竭 力 多 作 主 工 、 因 為
知 道 你 們 的 勞 苦 、 在 主 裡 面 不 是 徒 然
的 。 林 前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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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教運動

與

馬丁路德



Here I stand, I can not change, so may God 

help me !

我不能，也不願意收回任何東西，因為違背一個人
的良心辦事，既不安全也不正直。這是我的立
場，我只能這樣做。上帝幫助我。阿門！

我請求世人不提我的名﹐不稱為路德宗信徒﹐只稱
為基督徒。路德算什麼 ﹖道理不是我的﹐我也
沒有為人釘十字架。我不是﹐也不願作人的師
傅。只有基督是我們的師傅。

--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年）

馬丁·路德是近代一位先知式的
宗教人物，他復興福音信仰，是
重建基督教會的現代使徒。

1517年10月31日，
三十四歲的馬丁路德
將他對贖罪券的九十五
條看法，釘在威登堡教
堂大門上，開始了轟烈
的宗教改革運動。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 1483年，馬丁路德生於德國東部一個農民家庭。

◼ 1502年，取得法律學士學位，1505年得碩士
學位。放棄學習法律，成為奧古斯丁會的修士。

◼ 1507年，馬丁路德受封聖職。

◼ 1510至1511年間，赴羅馬朝聖，以解決他的
苦罪黑暗。 但他看見僅是教廷混亂與腐敗。

◼ 1512年，完成博士課程，正式成為威登堡大學
的聖經教授。
1513至1518年，路德在威登堡大學教授詩篇
及羅馬書。



◼ 1517年，教皇派人往德國售賣贖罪券。

◼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將《九十五條》張貼於
威登堡教堂門外。成宗教改革的導火線。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521年發出的全大赦證明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Certificate_of_having_gone_to_confession.png


◼ 1517年，教皇派人往德國售賣贖罪券。

◼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將《九十五條》張貼於
威登堡教堂門外。成宗教改革的導火線。

◼ 1518年，路德被召往奧斯堡議會（ Diet of 

Augsburg ）聽審。

◼ 1520年，教皇去信警告，呼籲焚燒所有路德的
著作，並下令要路德在兩個月內悔改。

◼ 1521年1月2日，路德被教皇開除教籍。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 1521年4月，路德被傳到沃木斯國會

（The Diet of Worms）聽審，由德國皇帝查理
五世親自主持。

「你想要為所有這些書籍辯護，還是打算放棄其
中一部份？」

路德要求時間考慮回答。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 經過一晚考慮，1521年4月18日下午六點，路
德返回會堂。

「我不能放棄這些著作，除非它造成暴虐、和對
神的不敬…如果有人能指出我的錯誤，我將率
先將我的著作投入火堆。我的學說所引起的意
見紛歧，別人已對我有所提醒，但我只能以耶
穌說過的話回答：我來不是帶來和平，而是劍
！」

◼ 司法官：「回答簡單一點，路德！你是否願意
收回你所寫的一切？」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 路德回答「我不能，
也不願意收回任何東西
，因為違背一個人的良
心辦事，既不安全也不
正直。這是我的立場，
我只能這樣做。上帝助
我。阿們！」



◼ 結果，路德被命令回到威登堡，不准
再講道。德國貴族連夜將路德送到瓦
特堡，將他隱藏。

◼ 路德仍著手翻譯新約聖經。 隨後國會
發出通緝令，追捕路德。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 1524年以後，德國分裂為天主教和更正教兩個
陣營。

◼ 1532年，路德正式批准一個簡化了的崇拜禮儀。
天主教會原有七項聖禮，包括洗禮、聖餐、堅
振禮、結婚禮、授職禮、告解禮、臨終抹油禮 。
被路德削減為三項：水禮、聖餐禮，及告解禮，
後來更縮減為只有水禮及聖餐禮。

◼ 路德反對天主教會的「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

否認聖禮的酒和餅為基督的真身體之理論，但卻
強調人只要憑著信心，基督確實同在於聖餐內
（Real Presence）。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 1534年完成全本聖經的德文翻譯，他也編寫詩
歌集。

◼ 1542年，威登堡成立教會議會。由君王委派律
師及教士參加，專職負責教會的紀律懲處。路
德提倡平信徒皆祭司。但他卻不認為平信徒在
教會事務上有發言權。教會的社會功能由政府
接收，故諸侯權力擴展至教會事務。路德宗社
會帶有相當程度的政教合一。

◼ 1546年路德病逝。改教運動遠遠超越了德國和
北歐。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馬丁路德就神學、聖禮及組織
三方面實行宗教改革。

◼ 信仰大綱 : 三惟獨

◼ 惟獨信心、

◼ 惟獨恩典、

◼ 惟獨聖經。

◼ 聖禮的改革 - 簡化聖禮

◼ 組織的改革 - 信徒皆祭司



惟獨信心、惟獨恩典、惟獨聖經。
◼ 屬靈掙扎出路 : 馬丁路德做修士時，渴望成為聖潔的

人。卻常常落在掙扎絕望中。 愈要敬虔，心裡愈反叛：
愈要聖潔，心裡愈發現罪惡。他閱讀奧古斯丁的著作，
接觸到保羅神學。確認救恩是上帝主動來拯救人，與
人的作為無關。「因信稱義」分為三個重點。

 上帝主動：我們是被動的，稱義是上帝
主動的工作，是上帝白白的恩典。

 義是外來：不是我們公義，而是我們披
上耶穌公義的外袍。

 義的宣告：法庭上的宣告，上帝宣告我
們不再是罪人，而是祂的兒女。那是地
位上的轉變，瞬間的轉變。



◼ [惟獨信心] 是人曉得自己完全無能，路德與
加爾文強調，信心也是上帝所賜予。

◼ [惟獨恩典] 要是人沒有任何外在、內在的條
件討上帝喜悅，那上帝在人身上的所有作為，
便都是人所不配有的；人所不配有的，便是
恩典了。上帝之所以悅納人，純粹是因為
[惟獨恩典]而已。

◼ [惟獨聖經] 路德主張所有傳統都必須在聖經
的審判之下。 聖經是信仰權威及基礎。

惟獨信心、惟獨恩典、惟獨聖經。



聖禮的改革 - 簡化聖禮。

◼ 路德匿藏在瓦特堡期間，把新約聖經由希
臘文譯成德文。當路德返回威登堡後，翌
年便著手編輯崇拜儀式，簡化聖禮，僅剩
「浸禮」及「主餐」 。

◼ (天主教會七件聖事 :聖洗、堅振、感恩（聖體）、懺悔、
病人敷油、聖秩以及婚姻。)

◼ 把講道放在崇拜的中心，廢除聖餐的獻祭
意義，開放平信徒領杯，鼓勵崇拜唱詩等。

◼ 除了保留復活節及聖誔節外，其餘的節日
都納入主日禮拜內一併紀念。



組織的改革: 「信徒皆祭司」

◼ 在組織上聲明「聖經」才是最高權威及「信徒
皆祭司」的觀念。

◼ 否認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為教會的首腦及
最高權威，並反對羅馬教宗的集權制、及神職
人員的任命制。

◼ 主張聖經才是教會權威的最高依據，而人人可
以自由閱讀聖經，直接領受神話語。人人皆可
擔任聖職，神職人員也可結婚。每個信徒都可
以向人傳福音，可以直接祈求上帝的祝福和赦
免，必要時信徒都可為他人施行浸禮及主餐。



宗教改革的意義

◼ 改教運動，使基督信仰回復它原來的單純直
接，將人與上帝之間的一切隔閡除去，讓每
個人都能自由地、直接地來到上帝面前。

◼ 改革運動遇上不少困難，過激事件，時有發
生。教堂修院被毀，暴力打鬥，搶掠罪案，
情況混亂。但改革仍如火如荼地進行。

◼ 德文聖經出版；教士獲准結婚；崇拜儀式簡
化。路德被判定為非法，不能旅行講道，但
他的思想卻藉印刷傳播。改革擴展至普魯士、
丹麥、匈牙利，挪威以至歐洲。



改教運動的三把火炬: 

◼ 馬丁路德 (德國) 產生出路德宗教會
(Lutheranism)

◼ 慈運理 (瑞士蘇黎世) 影響了重浸派
(Anabaptism)。

◼ 加爾文 (瑞士日內瓦)。影響了法國、荷蘭
和蘇格蘭等地的宗教改革。產生出長老會
宗派教會（Presbyterianism）

宗教改革的意義



反思問題

◼ 聖經對改教運動，有何重要? 你
的基督信仰如何體現這三個惟獨
呢？（惟獨信心、惟獨恩典、惟
獨聖經）嗎？

◼ 馬丁路德改教後，強調信徒皆祭
司，我們當如何善用這寶貴的職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