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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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18 日 

1 

 

 

瑞士的改教運動：慈運理和加爾文 

路德、慈運理、加爾文神學思想的比較 

 
 

（一）瑞士的改教運動：慈運理和加爾文 
 

慈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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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ldrych1 Zwingli, 1484-1531 A.D.)。慈運理生於 1484 年 1 月 1 日，比路德只晚不到兩個月出

生。父親是薄有資產的農民，是鄉村的地方首長。慈運理早年在維也納大學受教育，對古典文學

有極濃厚的興趣，也極嚮往按照原文解釋聖經，於是便在聖經真理的理解上奠下重要的基礎。 
 

主後 1506 年慈運理在巴塞大學碩士畢業後開始在一間相當具規模的教會工作，於是不久便成爲

很有名的講員。剛開始事奉，慈運理便致力改革工作，只是他改革的對象不是教會，而是社會。

一些權貴非常憎惡慈運理，於是向教會施壓力，而慈運理在主後 1516 年被迫離開他事奉了十年

的教會，遷至艾斯登。 
 

到了艾斯登，他致力研讀聖經。越是熟識聖經，他便越覺得教會諸多不妥之處。於是他開始按照

聖經的教導向信徒解釋，他們的罪不能藉朝聖或任何善行得到赦免，要贖罪便得來到主耶稣基督

的面前，求祂赦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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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卻於主後 1518 年調派他到蘇黎世的大教堂任職。在那裏，他的改革運動

才真正開始。在蘇黎世不到兩年，他便取得省議會的信任與支持，到了主後 1522 年，他竟敢與

十位聖職人員公然上書主教，要求准許他們結婚。不久，他們又進一步要求廢除大齋節。主教企

圖立刻鎮壓這種叛變，但慈運理已作好一切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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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 年一月安排了一次公開的神學辯論，並宣

布一切的辯論必須以聖經爲依據。 
 

在這次辯論中，慈運理大獲全勝，於是便在省議會的支持下展開改教運動。除了在教義上作出重

大改革外，慈運理更率領支持他的人，將教堂中的圖象及一切裝飾完全清除，甚至連風琴也不能

倖免。主後 1525 年，彌撒被簡單的聖餐儀式取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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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運理若能與路德達成協議，聯成一陣線，相信他未必會戰死沙場。主後 1529 年，位於瑞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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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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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準備以武力對付德國的

更正教徒。這正好是慈運理與路德攜手合作的時候。但可惜在商討中，他們對聖餐的理解出現分

歧。路德認爲聖餐中的餅真是基督的身體，而酒亦不折不扣地是基督的血，他用「同質論」

                                                 
1 Huldrych 亦譯作 Ul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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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bstantiation) 的觀念作解釋。2而慈運理卻認爲餅和酒只是一種象徵，並不是實質地成爲主

的身和主的血。他們各持己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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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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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教徒雖然在戰場上失利，但在和談上卻爭取到宗教自由的權利，每一個州郡自己決定自己的

宗教模式，更正教的州郡可保持更正教的模式，但不能煽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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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加爾文 
 

第二代改教領袖加爾文生於主後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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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léans) 大學及波格茲 (Bourges) 大學修讀法律，精通古典文學。他起初對於

宗教沒有多大的興趣，但在主後 1532 年，當他完成他的第一本古典文學註釋後，突然在屬靈上

有很深的覺醒。他開始埋首研讀聖經及早期教父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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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 1533 年，加爾文的一位好友柯布 (Nicolas Cop) ，被選爲巴黎大學的校長；在就職的演講

中，呼籲教會勵行改革，恢複初期教會的模式，宣揚純正簡單的福音。這篇演說詞據說是加爾文

爲他寫的。保守派對於這種大膽的呼籲極其憤怒，將講稿當衆焚燒，並派人四出緝捕柯布和加爾

文，他們只得落荒而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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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6 年寫成他的神

學巨著《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他將這本書獻給法蘭斯王，希望他能

清楚瞭解並支持改革派的觀點。當《基督教要義》出版，加爾文隨即被譽爲改革派的領袖。 
 

本來加爾文打算往瑞士的巴塞爾定居，過著安定的生活，然而神卻對他另有安排，在往巴塞爾的

路上，他路經日內瓦，打算在那裏留宿一夜便繼續前進。當時正在日內瓦推動改教的法惹勒 

(Guillaume Far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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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抗拒祂的命令，無論你作甚

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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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爾文在日內瓦起初教導保羅書信，但漸漸，他覺得這類學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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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瞭解信仰。他們也致力改革崇拜的程序，將崇拜的儀式簡化，講道成爲崇拜重要的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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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便引起市民普遍的反感，認爲他們過於專橫，更有

                                                 
2 Consubstantiation 也譯作「合質說」：意思是說：經過祝謝後，在領受的時候，聖餐的餅與酒，有同質性

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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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權貴人士採取不合作態度。當議會中支持他的人一個一個的失勢，他們終於主後 1538 年被

逐離開日內瓦。 
 

當加爾文離去之後，社會紀律變得鬆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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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人士便看準了這個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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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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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覺得作爲宗教領袖他不能不參與日內瓦的

政治，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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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日內瓦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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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奸淫的被處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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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思考問題 
 

▪ 綜合幾位改教運動領袖的生平，你認為甚麼是激發他們投身改教的最重要因素？ 
 

▪ 若你在當日主持路德及慈運理間的合作會議，你會如何說服他們放下成見、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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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18 日 

4 

 

 

(二) 路德、慈運理、加爾文的神學思想 
 

 

 

路德神學重溫 
 

▪ 真心悔改的人才可真正得到赦免。 
 

▪ 教皇權柄不可能是絕對的。 
 

▪ 人和上帝可直接溝通。 
 

▪ 聖經是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標準。 
 

▪ 上帝在聖經中已啟示了祂的屬性。 
 

▪ 上帝的本體就是愛，凡信祂的都可接受白白的恩典。 
 

▪ 因信稱義。 
 

▪ 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唯獨聖經。(Sola Gratia, Sola Fide, Sola Scriptura) 
 

▪ 信徒皆祭司。 
 

▪ 聖餐 ── 同質論 (Consubstantiation) ── 基督的身體客觀地臨在餅及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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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運理神學簡介 
 

▪ 聖經的權威遠超過教會的傳統。 
 

▪ 聖經上沒有要求的都是禁止的，因此教堂內一切裝飾及圖像均

要清除，亦不能使用風琴。 
 

▪ 上帝的命定是絕對的，包括人的得救。 
 

▪ 聖禮只有洗禮及聖餐。 
 

▪ 聖餐只為記念主的死，餅和酒只是象徵或喻表。 
 

▪ 講道為崇拜的中心。 
 

▪ 政治及宗教改革均同樣重要，並相輔相成，故畢生致力瑞士的社會改革。 

 

 

 

加爾文神學簡介 
 

▪ 聖經 ── 全本聖經皆為上帝所默示，新、舊約具同等價值，並

且互相闡明，完全和諧，為信仰最終權威。當中沒有甚麼內容

是神秘不可知的，人人都可以明白，不需要特殊的屬靈眼光。 
 

▪ 啟示 ── 由於被罪蒙蔽，人在屬靈事上是徹底無知的，故單靠

理性，人無法尋得或明白真理。我們之所以能認識信仰，乃因

上帝首先向我們說話。 
 

▪ 上帝 ── 祂有絕對主權，統管萬有，掌管歷史。創造世界之

餘，更以權能托住萬有。歷史每個一片段，也得靠賴祂的恩

典。 
 

▪ 人 ── 人性被罪惡扭曲，失去不犯罪的自由，因此在得救的事上無能為力。惟有透

過耶穌基督，人才看見他原本的樣式，學習成為上帝所喜悅的人。 
 

▪ 基督 ── 擁有永在且完全的神人二性。三重職事：先知、祭司及君王。由於基督是

人的典範，所以基督徒也該履行這三重職事。 
 

▪ 救贖 ── 否定人的作為能在得救的過程中佔有任何位置，連他的信心也是上帝所

賜。人之所以蒙上帝悅納，不是由於人自身的義，卻是上帝把祂的義注入人的生命

中。 
 

▪ 成聖 ── 人不能達到聖潔的地步，卻永不可停止追求聖潔。需以屬靈紀律，加上聖

經的道德要求，幫助信徒追求成聖。身為受造物，人在世最大的責任是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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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 ── 得救不在乎人的選擇，而在於上帝的揀選和至終的保守。他們既然被揀選

走上正確的道路，上帝一定會保守他們，至終與祂在一起，享受永恆的救恩。 
 

▪ 教會 ── 功能為宣講上帝的道及執行聖禮，並教育信徒過聖潔生活。 
 

▪ 社會 ── 要以基督教倫理來建立社會秩序，信徒需積極參與世界。世界是信徒兌現

信仰的唯一場景，惟有在此活出與別不同的樣式，才算作鹽、作光，為主門徒。 
 

▪ 經濟 ── 職業乃上帝對人的呼召與委託，故當竭盡管家的職分，努力工作，做出優

越的成績。另一方面，信徒應過簡樸生活，戒絕鋪張奢華，濫用資源乃屬罪惡。富人

應將財富跟窮人分享，不可貪得無厭地追求利益，因此物價及利率皆當受管制。 
 

▪ 政治 ── 政府權力來自上帝，為要訂定法律，建立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活，並對

犯罪者執行公眾的報復。統治者要跟人民立約，決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彼此向對方

負責。 
 

▪ 文化 ── 重視教育，因人民需要明白真理；並籌建大學，為教會及政府訓練人才。

人文科學及自然科學乃由天賜下的知識，使人可以發現上帝所佈置的秩序。 

 

 

 

加爾文與路德的異同 
 

▪ 路德與加爾文在「預定論」的看法上一致。他們都相信神已在萬世之前揀選了承繼永

生的人；兩人都根據奧古斯丁及保羅書信發揮這項教義。 
 

▪ 在崇拜的儀式上，路德盡量保留羅馬天主教的儀式，只要是聖經沒有禁止的事，他都

保留；加爾文則盡量遠離羅馬天主教的儀式，他只實行聖經所吩咐的事。然而他們二

人均以講道為崇拜的主要項目。 
 

▪ 在教會行政上，路德准許政府過問教會；加爾文不承認政府在教會中有任何權柄，他

甚至使教會有權干涉政府；而且加爾文比路德更強調教會懲治。他們二人都顧念窮

人，都在教會中安排執事，專做關懷貧民的工作。 
 

▪ 他們皆深信「每個人都有權自己讀經」。為了達到這目的，路德將聖經譯成德文，加

爾文將聖經譯成法文；二人均為語言文字專家，他們的譯文對本國的文字架構有不少

貢獻。 
 

▪ 他們二人都重視教育。路德本是威登堡大學的教授；加爾文晚年時創辦了日內瓦學

院，自己也成為該院教授。他們都強調信仰必須奠基在純正教義上，因此，二人都為

信徒寫了信仰問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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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聖餐的看法上，加爾文與慈運理都否認路德「基督的身體真正臨在餅和杯中」的

看法；但加爾文又不同意慈運理「聖餐僅為紀念儀式」的看法；加爾文認為「基督的

靈真正臨在餅和杯中，信徒憑信心領受聖餐時，真正領受了基督，不是屬體的，乃是

屬靈的」。 
 

▪ 加爾文和路德都堅信「因信稱義」的道理。對路德而言，「因信稱義」是教會站穩或

跌倒的根據；對加爾文而言，「預定論」是教會的基礎。 
 

▪ 路德強調「人的得救」；加爾文強調「神的榮耀」。 
 

▪ 加爾文的工作及領導，雖然和路德不同，但也極具意義。他是改教運動的第二代，已

有前人為他奠下基礎，因此，他可以繼續前行，進入基督教原理和聖經的闡釋。 

 

加爾文思想五項要點 (T.U.L.I.P.) 

教義 解釋 

   全然敗壞 因著亞當的墮落，全人類都受到影響，所有人都死在過犯及罪惡中。人本身

沒有能力自救。 

   無條件的  

   揀選 

因為人已死在罪中，他沒有能力主動回應神;因此，神從互古已揀選了一些人

得救。揀選和預定都是無條件的，這不是基於人的回應。 

    有限的   

    贖罪 

因為神決定了某些人得救 (這是神無條件揀選的結果)，衪就決定基督需要為

被揀選的人受死。所有蒙神揀選及基督為他而死的人，將要得救。 

    不能抗拒 

    的恩典 

那些蒙神揀選及基督為他而死的人，神會透過不能抗拒的恩典，引他歸向自

己。神令人願意歸向衪，當神呼召，人就作出回應。 

    聖徒蒙 

    保守 

神所揀選及透過聖靈引領歸向祂的人，都會持守信仰。沒有一個被神揀選的

人會失落。他們都是水遠穩妥的。 

 

加爾文神學的五項要點 

加爾文本人沒有提出所謂「加爾文思想的五項要點」(Five Points of Calvinism)，這些都是

起源於多特大會(1619 年);也是在該世紀以後對加爾文思想特色的確定。此五項要點主要

反映出神有至高主權。這是加爾文神學的核心，它強調神的主權及恩典，也強調人的墮落

及罪惡。通常人稱這五項為: 

1. 全然敗壞(Total depravity); 

2. 無條件的揀選(Unconditional election); 

3. 有限的贖罪(Limited atonement); 

4. 不能抗拒的恩典(Irresistable grace)及 

5. 聖徒蒙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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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家簡稱這五點為 TULIP (鬱金香)，這是根據每條教義首個英文字母所拼成的)。 

這五項觀念是按邏輯排列，而且互相關連。人若是全然的敗壞，他就不能主動地回應神;

神必須透過無條件的揀選，呼召人得救。為了這些人，衪以基督之死和聖靈的呼召，來保

證他們得救;衪並且保守他們，得到所應許的永生。附表及以下的討論，將提供更詳盡的

解說。 

 
亞米紐斯主義( Arminianism ) 

 

亞米紐斯主義是用來形容亞米紐斯( Jacobus Arminius , 1560 至 1609 年)的神學觀點,和亞

米紐斯的教訓所引起的運動。 至於亞米紐斯的立場,在他的跟隨者抗辯派 ( Remonstrants )

於 1610 年的檔中,已經清楚陳述;這些抗辯派正式對抗在荷蘭的加爾文主義。 

       

亞米紐斯主要的神學論點如下:神根據他的預知,而有條件地揀選人得著救恩;神的恩典可被

抗拒;基督的教贖是普世性的; 人有自由意志，人藉著先前恩典( prevenient grace ),可在救

恩上與神合作;信徒有可能失去救恩。雖然亞米紐斯主義,是改革宗教會內神學上分歧的結

果,但這些神學觀點也在今天不少神學派系中存留。循道宗( Methodism )和衛理宗

( Welseyanism )就是跟隨亞米紐斯的教義。 此外，聖潔運動、靈恩運動及其他宗派如自由

意志浸禮派( Free Will Baptist )等均是。    

 
亞米紐斯神學的歷史發展    

     亞米紐斯( Jacobus Arminius )在荷蘭出生,並且曾在馬堡、萊頓、日內瓦和巴色等地讀

書。 而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六年,他曾在阿姆斯特丹的一間教會當牧師( 1588 至 1603 年),則

在荷蘭的萊頓大學任教授。亞米紐斯起初是一個嚴格的加爾文派信徒。他在日內瓦時,曾

受學於加爾文的女婿伯撒( Beza )門下。但當他維護加爾文的思想,對抗古尼賀爾特

( Koornheert )時,他覺得對手比他更能保衛自己的觀點。亞米紐斯受駁斥後,也就摒棄了加

爾文主義。 

      亞米紐斯反對加爾文關於預定和定罪的教義,他將加爾文的思想加以修訂,令「神不致

被人當作是罪的創始者,人也不會成為神手中的一部機器」。他根據羅馬書第九章寫過一

篇論文,提倡有條件的揀選。他認為人有能力主動尋求救恩,人在救恩中可與神合作。亞米

紐斯與路德和加爾文不同之處,就是後者教導在墮落之後,自由意志已經喪失,但亞米紐斯相

信,神賜給每個人基本的( primary )或先前的( prevenient )恩典,讓每個人都可以向福音的呼

召產生回應。 亞米紐斯也反對墮落前揀選論( supralapsarianisrn )——按加爾文的觀點,在

神的計畫中,人未曾墮落,神已定下一些人得著救恩,並且向一些人定罪。他認為,墮落前揀選

論無疑將神定為罪惡的創始者。 

      亞米紐斯教導基督無限贖罪的觀點——那就是說,基督為每一個人受死。他又強調神的

恩典是可以抗拒的。 亞米紐斯又根據彼得後書一章 10 節,指出信徒有可能永遠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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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18 日 

9 

 

預定論之爭﹝亞米紐斯主義3 對 加爾文主義﹞ 
 

亞米紐斯主義 Arminism 加爾文主義 Calvinism 

▪ 自由意志 

Free Will (Human Ability) 

▪ 人全然敗壞 

Total Depravity (Human Inability) 

▪ 有條件的揀選 

Conditional Election 

▪ 無條件的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 普世的救贖 

Unlimited Atonement 

▪ 特選的救贖 

Limited Atonement 

▪ 人可以拒絕聖靈 

Holy Spirit’s Work Limited by Human Will 

▪ 不可抗拒的恩惠 

Irresistible Grace 

▪ 信徒能從恩惠中墮落 

Possibility of Losing Salvation Once 

Gained 

▪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思考問題 

▪ 若預定論成立，為甚麼我們還要傳福音？祈禱又有甚麼意義？ 

 

神的至高主權 

神至高主權的教義，是整個加爾文思想系統的基礎。「加爾文斷言，神的主權是至高無上的。衪

擁有絕對的及不容爭辯的權柄，在一切受造物之上，沒有一事或一物不隸屬在衪的主權之下。 

衪不單是創造者，也是維持者 (upholder); 

從時間的起始到終結，衪更是萬事萬物的鋪排者(disposer)。 

加爾文認為神的照管可從三方面顯明:  

(I)神維繫整個受造本體--- 若沒有衪，一切就要瓦解; 

(II)神每天將生命和能力賜給萬物，好叫萬物能討神喜悅---若沒有禍，無一物能有生命及得以存

活。 

(III)神引導萬物，直到所命定的終局。加爾文進一步教導，縱然神維繫和引導整個世界及每一個

人，但衪的護佑，是特別集中在衪要彰顯自己神聖旨意的教會中。。雖然如此，加爾文卻也認

為，神聖的主權並沒有廢棄人的責任。神給人有理智，有意志，人就要為他的決定負責任。另一

方面，人的責任卻不能廢去神的主權。神並不是單單等待人的決定，然後才行動;相反，神勝過人

的行動和決定，以完成衪的目標。，簡單來說，神不會受任何環境所控制。一切都出於禍的旨意

口。因此，神可以決定一切人、事、物的結果。 

                                                 
3 Arminism 或譯「阿民念主義」。參：http://www.pcchong.com/mydictionary1/special/arminianism.htm。 

 

http://www.pcchong.com/mydictionary1/special/arminianis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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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主權是要讓禍的目標可以達成。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撓衪的計劃。歷史也是根據神預定的旨意

實現的。 

 

預定(Predestination) 

加爾文為預定所下的定義是:「我們稱預定為，神永恆的命定(decree)。每個人都因著這旨意而預

定了他將會如何……有些人是預定要得永生，有些人則預定要受永遠的刑罰。每個人被造，都必須

往其中一個結局走去;人若不是預定得生命，就是要死亡。」" 

預定也分廣義及狹義兩方面。廣義方面，它強調神已命定所有要發生的事情，這是根據以弗所書

一章11節。神從互古已決定了歷史的事件。狹義方面的預定，則針對個人，這是指神從互古已揀

選了某些人得救，又容許其他人走自己的路。後者在教義上稱為定罪 (reprobation，羅九16至

19)。"雖然人是一無所取，也不應該得著甚麼好處，但神仍揀選他們得救，而對某些人則置諸不

理，最後按照罪行定他們的罪，接受永遠的刑罰。加爾文稱這為一條「可怕」的教義;但他堅持這

是聖經中清楚的教訓，也是一條不可刪減的教義。 

「預定」(Predestinate) 希臘文是προορίζω (proorizó)，意思是「預先選出」(弗一5、11;羅8:29;徒

四28;林前二7)。加爾文在這個基礎上教導，神以一個預定的行動，揀選了某些人得救。揀選本身

是根據「呼召」，這字的希臘文是kaleo，意思是:「從中召出來」;這意味著神從萬人中選出一些

人得著救恩，這是一個帶著至高主權的作為。新約中，有很多論及「呼召」的經文．都強調神有

主權呼召人得著救恩(如:羅一1，8:28、30，九11;林前一 1、2) 

如前所述，加爾文神學系統中的重要教義，都有密切的關連。加爾文堅持，因為人的墮落，所以

揀選及預定都是必須的。人死在罪惡過犯之中(弗二 1)，神需要施行救恩。如果神沒有選出一些人

得著救恩，那就沒有人可以得。 

 

多特大會(The Synod Of Dort) 

在荷蘭，亞米紐斯(Jacobus Aminius)的跟隨者，與加爾文派發生了爭論。他們抨擊加爾文對預定

(Predestination)及定罪(reprobation)的教訓。於是國家首長於1618年在多特召開會議，要解決這問

題。但亞米紐斯沒有出席答辯，反而聚集了一群抗辯者(Remonstrants)宣告其教義;但這些教義都

被定為不當。此會議又重申(海得堡教義問答)及(比利時信條)。以下數點綜合了在多特大會中被肯

定的教條。4' 

關於神聖的預定:所有人都因亞當犯罪而有罪，活在咒誼之下;但神透過基督的死，為人預備了救

贖。但由於神永恆計劃的揀選及定罪，只有某些人得著信心的賞賜，而某些人卻得不著。揀選是

無條件的，它不是基於神的預知;而是神按至高的旨意，行使主權，去揀選某人得救，這是發生在

創世以前，而且純然是出於恩典，不被揀選的卻要被定罪。然而，神卻不是罪惡的源頭者。 

                                                 
4 阿民念在大會之前九年，即 1609 年便去世。其跟隨者於 1610 年擬定抗辯文（Remonstarance）五點，清

楚陳述他的神學立場。多特大會(於 1618 年召開，會期由 1618 年 8 月 13 日至 1619 年 5 月 9 日，共有 84

位成員出席，其中 58 位是荷蘭人。由於會議的主持和首席秘書都是屬加爾文派的，而且整個荷蘭代表團都

持正統觀點，所以抗辯派的命運已定。會後，阿民念派被定為異端，二百名亞米紐斯派的牧者喪失職位；

政客巴尼弗爾特（John van Olden Barneveldt）遭斬首。抗辯派的五項要點被否定，而加爾文派的五部法

典、《比利時信條》（Belgic Confession）及《海得堡教義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均被確定。逼

迫在 1625 年停止，抗辯派就返回荷蘭，根據 1630 年所批准的諭令，在那裡建立教會和學校。他們在阿姆

斯特丹設立了一所著名的神學院，阿民念思想便因此得到發展，影響著循道宗（Methodism）和衛理宗

（Welsey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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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基督的死:基督的死具有無限的價值，足以拯救整個世界。但衪代贖的死，只會臨到被揀選的

人。 

關於人的敗壞及向神的回轉: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但因著亞當犯罪，全人類都敗壞了。罪已經

傳給全人類，所有人都生在罪中的，都是可怒之子。因為人不能自救，神就透過聖靈的工作，為

每個被揀選的人完成救贖。那些在永恆中被選的人，神會按時候呼召他們。而認識救恩的信心本

身已是一種賞賜。 

關於聖徒掠保守:神一定會釋放衪所呼召的人脫離罪的控制與奴役。因為神是信實的，所以衪必一

直保守信靠衪的人。 

 

韋斯敏德信條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查理一世(Charles I)統治英國時期，政治上的風暴引致韋斯敏德信條的誕生。查理欲將監督制度在

蘇格蘭的教會裏施行，令其崇拜禮儀依從英國的《公禱書)(Common Book of Prayer)，但他遇到很

大的阻力。隨後內戰爆發，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領導清教徒戰爭獲勝，查理被斬首。1643

年，英國國會指派韋斯敏德會議 (Westminster Assembly)，去草擬英國教會的信條，由1643年至

1649年間，有121位英國清教徒傳道人，共花了1163天來討論。信條終於在1646午完成，稱為韋

斯敏德信仰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此信條確定了加爾文信仰的地位，否定了「亞

米紐斯主義、羅馬天主教及分離主義的錯謬」。 

以下是韋斯敏德信條數點概括說明目 

聖經:六十六卷新舊約聖經，都被認定是「神聖默示、具權威性，及充分地可作信仰和生活的無誤

法則」。至於羅馬天主教的傳統、次經，及人文主義均被否定。 

神:神的本體是無限的，神以聖父、聖子及聖靈的形式出現。衪是絕對至高無上的，衪在永恆中運

用自由意志，命定各樣要發生的事情。三位一體神在六日之內，從無有創造了世界。在衪的保守

中，萬物都因衪至高的主權而得以 

保守。 

人:人從原先「義」的境況中墮落，並且死在罪中。這罪及死都歸到所有人。起初神與亞當建立了

一個行為的約(covenant of works)，但亞當犯罪後，神便與人訂立恩典的約(covenant of grace)。

人在罪中，失去了願意實行屬靈美事的一切能力。 

基督:耶穌基督與父同一本質，禍由童貞女所生，既有神人的身分，作為中保獻上完美的祭，基督

為神所賜給禍的人類建立和好。 

救恩:神透過衪的道及衪的靈，呼召衪所預定得永生的人。衪更新他們的靈，引他們歸向基督。因

此，救恩是完全出於恩典。神以信徒為無罪，稱他們弓義;接納他們為兒女;使他們成聖。得救的信

心是基督的靈賜予人的禮物;每改應該是與得救的信心一起傳揚的教義，善行是真實信仰的果子。 

保守:神所救拔的人，永不會完全地，或最終地離開恩典，他們可蒙保守，直到末了，永遠得救。 

保證:惟有真信徒才獲得保證，活在恩典中。不信者則得不著這個保證。 

敬拜:神是配得人盡心、盡性、盡力，去敬畏、愛、讚美、呼求、信靠及服侍的。受敬拜的也只能

是父、子及聖靈，此外沒有其他。禱告也只能獻給神。合理的立願，也可以是敬拜的一部分。 

公民義務:信徒應該為神所委派作掌權的人代禱，也可蒙召作地方官員。 

離婚: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間的事，若有通姦或淫亂事情發生，受害的一方可提出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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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大公教會或普世教會，是由所有被揀選者組成的。有形的教會，則由那些公開認信的人組

成。敬拜神的時侯，所有信徒都與基督聯合，也是活在一個神聖的團契中。聖禮是恩典的約的印

記，每種聖禮都有屬靈的含意，或禮儀上的契合。洗禮是一種聖禮，也是恩典的約的一個標誌或

印記。洗禮的形式是可將水傾倒，或僥灑於人身上。聖餐是屬靈的滋養，能讓人在基督裏成長;聖

餐不會帶來罪的赦免，它只是一個記念儀式。基督已授予教會人員權柄，讓他們制訂教會的紀律;

教會若要有良好的管理，就必須有議會或宗教大會。 

死及審判:死後，肉身便歸塵土;但靈魂會立刻歸回神那裏:義人會被接進天堂，而壞人則被送到地

獄。基督已獲得一切的權柄，以公義審判世界。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準則，日後就成了長老會的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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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18 日 

13 

 

 

唯獨聖經｜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唯獨基督｜唯獨榮耀上帝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家們放棄生計、家庭 、財富、與生活為了能使教會再次

恢復耶穌基督福音的教導。這教導以五句拉丁文標語作為總結：5 

Sola Scriptura、Sola Gratia、Sola Fide、Solus Christus、Soli Deo Gloria。翻

譯成中文就是：唯獨聖經、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唯獨基督、與唯獨上帝得

榮耀（或「唯獨上帝的榮耀」/「唯獨榮耀上帝」）。 

  

唯獨聖經 

「祢那關乎生命的聖言已經，並在我們中間，信實地被集合成聖經的神聖紀

錄。⋯⋯聖經是祢榮耀的反映、你國度的律法、天上的梯子、樂園的大門、救

恩的號角。」——泰奧多爾·貝撒（Theodore Beza, 1519-1605） 

唯獨恩典 

「遵守律法的生活無法除去罪，因為沒有人能成全律法⋯唯獨藉著上帝的恩

典，才能除去罪。」——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唯獨信心 

「當稱義被歸因於信心時，它就是被歸因於上帝的憐憫；它將人的努力和功

德都排除在外。」——菲利普·墨蘭頓（Philipp Melanchthon, 1497-1560） 

唯獨基督 

「唯獨透過基督，我們得到拯救、祝福、恩典、饒恕，和一切能讓我們於各

方面，在公義的上帝看來都是配得的。」——胡爾德萊斯·慈運理

（Huldrych/Ulrich Zwingli 1484-1531） 

唯獨上帝的榮耀 

「我們的存在應該是為神的榮耀：對於神所塑造和維持的受造物而言，為其

他目的而活，卻不為頌讚祂的榮耀而活，這是毫無道理的。」——約翰·加爾

文 (John Calvin, 1905-1564) 

 

 

 

 

                                                 
5 參：http://www.crts.tv/index.php/blog/others/233-the-five-solas-a-free-inf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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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這「五個唯獨」如何活現在你的信仰中？對你的信徒生活有何提醒？ 

 

2. 思想以下這句說話對你的意義： 

 

「當教會不再明白改教家們的呼喊，教會就會失去福音。」 

 

 

我今天的學習和領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