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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改教運動、亨利八世、普世聖公宗 

清教徒、重洗派、其他改革宗的發展 

天主教的改革與宣教、耶穌會 

 

（一）英國教會與亨利八世 
 

 

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1320-1384) 
 

▪ 聖經翻譯先鋒，將拉丁文的武加大譯本翻為英文，被稱為「改教運動的晨星」 

(Morning Star of the Reformation)。 

▪ 將教會定義為「每個被基督呼召的人所組成的群體」；認為每個信徒必須明白

聖經。 

▪ 聲稱耶穌基督在世時以眾人明白的語言教導人，今日的人也當受同樣對待，因

此聖經必須被翻譯為眾人明白的文字。 

▪ 被教會判為異端，但由於政治因素，刑罰從未執行。 

▪ 其教導影響遠至波希米亞﹝捷克﹞。 
 

 

丁道爾 William Tyndale (1480-1541) 
 

▪ 肆業於劍橋大學，任職貴族家中的家牧。 

▪ 有感於當時神職人員對聖經的無知，認為需要教導平民百姓認識聖經。 

▪ 在其主教反對下，逃到德國，將新約聖經由希臘文翻譯成英文。 

▪ 1526 年，由一些貴族資助，印行六千冊，偷運至英國；但大部份被英國主教焚

毀。 

▪ 其後開始將舊約聖經由希伯來文翻譯成英文，死後由其追隨者完成。 

▪ 其譯本於英國改教後，被改編為《馬太譯本》(The Matthew’s Bible)，成為英國教會的官方聖

經；並為日後風行數世紀的《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之藍本。 

▪ 因批評亨利八世離婚而被判火刑。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1491-1547，掌政於 1509-1547) 
 

▪ 一生共有六位皇后，首三位為： 

o Catherine of Aragon (1509-1533) – –  誕下公主，後為女皇瑪麗一世。 

o Anne Boleyn (1533-1536) – –  誕下公主，後為女皇伊利沙白一世。 

o Jane Seymour (1536-1537) – –  誕下太子，後為皇帝愛德華六世。 

▪ 曾因政治原因支持教皇利奧十世，撰文批判馬丁路德及其改教運動。 

▪ 後因與首任皇后 Catherine of Aragon 離婚一事跟羅馬教廷鬧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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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of Aragon 原為其亡兄亞瑟 (Arthur) 之妻，亨利於亞瑟身故後迎娶 

▪ 但亨利因 Catherine 未能產下男嬰，並正跟 Anne Boleyn 熱戀，引用利未記 18:16 及 20:21 作

休妻理由。 

▪ 聽從顧問意見，於 1532 年自稱為英國教會領袖，脫離羅馬天主教。 

▪ 委任克藍瑪 (Thomas Cranmer) 為坎特伯利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帶領國內改教

運動。 

▪ 國內改教支持者嫌亨利之改革太慢且不夠徹底，要求加快速度。 

▪ 亨利卻不滿被挑戰，於 1539 年將教會帶回天主教路線。 

 

 

 

亨利八世與皇后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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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藍馬 Thomas Cranmer (1489-1556) 
 

▪ 劍橋學者，並為國皇亨利八世顧問之一。 

▪ 1532 年被委任為坎特伯利大主教，帶領國內改教運動。 

▪ 為英國教會制定教義，兼收羅馬天主教、路德宗及改革宗各派之長。 

▪ 於愛德華六世掌政期間，全速推行改革。 

▪ 編輯《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以平民英語及較簡單儀式的崇

拜取代拉丁文彌撒。 

▪ 招攬歐洲加爾文派學者到牛津及劍橋任教，推廣改教思想。 

▪ 於瑪麗一世掌政期間，被迫簽署文件，否定改教。 

▪ 1556 年被判火刑，於行刑時再次公開肯定改教，並要求先燒其簽署文件的手。 
 

 

愛德華六世 Edward VI (1537-1553，掌政於 1547-1553) 
 

▪ 繼任皇位時只有九歲，由舅父森麻實公爵 (Duke of Somerset) 攝政。 

▪ 公爵本人為改教支持者。在大主教克藍馬的配合下，全速推行改革。 

▪ 十六歲時卒於肺病。改教亦因而暫停。 
 

 

瑪麗一世 Mary I (1516-1558，掌政於 1553-1558) 
 

▪ 可能由於其母所受的恥辱，對改教深感厭惡。 

▪ 企圖將國家帶回天主教信仰，並大力逼迫更正教牧者及信徒。 

▪ 屠殺超過三百更正教神職人員，因此得「血腥瑪麗」(Bloody Mary) 之名。大

主教克藍馬亦於此時殉道。 

▪ 大量神職人員逃難到歐洲內陸，尤其是日內瓦，並於當地繼續吸收改教思

想。 

▪ 執政僅五年便於自我壓力下病逝，結束對更正教的逼迫。 
 

 

伊利沙白一世 Elizabeth I (1533-1603，掌政於 1558-1603) 
 

▪ 恢復國內已被終止的改教運動。 

▪ 企圖兩面討好，將教義置於羅馬天主教及更正教之間。 

▪ 先前逃到歐洲的神職人員陸續返國。對女皇的宗教政策甚為不滿，感到「不

倫不類」，要求更深的改革，全面採用加爾文主義，引發日後英國的「清教

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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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普世聖公宗」（英文：Anglican Communion）由於英國聖公會喺世界各地建立教會所造

成。美國和蘇格蘭的聖公宗（又叫聖公會、安立甘宗、英國國教）英文名就用「The Episcopal 

Church」。（「Episcopal」意思是主教制。普世華人、韓國同日本基督徒都用「聖公會」作其稱

號。）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普世聖公宗嘅發展有兩個階段：(1) 17 世紀：聖公宗開始在美國、澳

洲、加拿大、紐西蘭及南非等前英殖民地創立教會。（2） 18 世紀起，由一批聖公宗傳教士到亞

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建立聖公宗教會。聖公宗是一個「世界大家庭」，有超七千萬教友，分佈於

39 個教省（他們都跟英國坎特伯里（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大主教在神學交流及團契生活上

有聯繫），當中有 160 個國家及地區的聖公會教友。普世聖公宗不同於羅馬天主教，並不是一個

統一的教會體制，乃是一個「教會團契」，所有聖公宗的教會地位平等，英國國教會（The 

Church of England，英格蘭聖公會）亦不做總會的角色，因此體現出「共融中自主」

（Autonomy-in-Communion）的原則。 

 

（二）清教徒、重洗派、其他改革派的發展 
 

 

清教徒 (Puritans) 運動1 
 

在英女皇瑪麗一世統治的時期，很多牧師及信徒爲了逃避她的逼迫，流亡到歐洲去。瑪麗女皇去

世後，他們便重返家園，並帶著歐洲加爾文派的思想回英國。他們希望英國教會也能夠和歐洲的

改革宗教會一樣，將天主教傳統的一切痕迹，完全清除。無奈繼任的伊利沙白一世爲了討好天主

教而保留了很多他們認爲要不得的東西。他們認為伊利沙白爲了討好天主教而不惜將天主教的一

些傳統、儀文摻雜在信仰中，她接受了改革派的神學，卻又保留天主教的儀文，結果是不倫不

類。於是他們提出要「潔淨教會」(Purifying the Church)，更清楚地與天主教劃清界線，因此便被

稱 為 「 清 教 徒 」 (Puritans) 。 其 中 主 要 的 領 導 人 物 是 劍 橋 大 學 的 神 學 教 授 卡 特 賴 特 

(Thomas Cartwright)。 
 

他們當中大部分都主張留在英國教會，以漸進的方式改革，他們也不反對以英皇爲教會的首領，

不反對國家和教會有密切的關係。不過當中一部分比較激進，他們要求脫離英國教會，故被稱為

「分離派」(Separatists) 或「不同意者」(Dissenters)。其中的一群強調每一個教會都是獨立自主

的，沒有一個教會可以干涉另一個教會。因此，他們又稱為「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s) 或

「獨立派」(Independentists)。 
 

1563 年出現了一次衝突，因爲清教徒反對教牧人員的衣著規定，認爲不應太注重形式。於是便在

教會的總議會中提議取消這規定，並同時提議在聖餐時信徒無需跪著領聖餐，在洗禮時取消畫十

字的儀式；有些較激進的更提議將風琴拆掉，在結婚儀式中不用戒指作信物等。雖然這次議會中

清教徒的要求未能通過，但他們已得到極大的鼓舞，因爲投票結果，只是一票之差，可見他們的

勢力是多麽強大。經過這次精神上的勝利，他們便更大膽， 1572 年一個清教徒的會議上，竟有

人提出驚人的言論，就是教會不需要主教，地方教會的牧者也不應由主教指派，而應該由平信徒

選出來。這群人的領導正是卡特賴特，他在流亡歐洲時，深受長老會會體制的影響；他提議英國 

                                                           
1 參 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 及 http://www.pccho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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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援用長老會體制，更在 1572 年創立了一個這樣的教會。伊利沙白和她的主教們當然不能容

忍這樣的事情發生，於是大舉鎮壓，卡特賴特又再流亡歐洲。 
 

面對分離主義的勢力擴大，伊利沙白女皇立刻向他們施壓力。她委任惠特吉夫 (John Whitgift) 爲

坎特伯利大主教。惠特吉夫對於清教徒主義，特別是分離主義，非常憎惡。他設立了一個近乎是

異端裁判所的法庭，檢查聖公會內牧師及信徒的信仰，結果很多支持清教徒主義的人受到嚴重的

處分，二百多名牧師被他停職查辦；很多清教徒的領袖也是死於他手中。到 1593 年，形勢更加

惡劣，女皇頒下禦令，凡那些不出席國家教會的崇拜而到一些私自聚集的地方崇拜，一經查出，

便要被趕出英國，假若他們潛返而被捕，則可判處死刑。 
 

然而，壓迫越大，清教徒卻越發增加；不單如此，清教徒主義的支持者在國會的數目也越來越

多，造成日後清教徒與國會有很密切的關係。同時，流亡海外的清教徒在歐洲建立起重要的據點

﹝特別是荷蘭﹞，在那裏發展得非常快。 
 

伊利沙白女皇死後，情況變得更壞。她的皇位由蘇格蘭皇雅各六世繼任，他到英國即位時，改皇

號爲雅各一世。雅各一世（James I）在蘇格蘭時受盡蘇格蘭長老會領袖的氣，故此一到英國，搖

身一變而成爲教會首領，便得意忘形。爲了表現他的威風，便向那些不肯俯首順服的清教徒施

「下馬威」。英國的清教徒也估計錯誤，他們以爲雅各一世既受長老會傳統的熏陶，便一定會體

諒他們，於是便大膽地在 1604 年的一個議會中，聯名上書，請求雅各皇簡化崇拜儀式，並修改

《公禱書》的某些部份。誰知雅各一世不但不允許，反而嚴厲地斥責他們，要他們順服於英皇及

主教的領導之下，並下令將三百名教牧人員革職，任何不完全依循國教的規定舉行崇拜的人，便

受到嚴重的處分。至此，和解的希望似乎幻滅，而那些本來願意留在聖公會以內作內部改革的

人，也被迫投入分離主義者的陣營。2 
 

雅各一世去世後，清教徒與英皇之間的鬥爭，由宗教的鬥爭演變成政治的鬥爭。在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的領導下，清教徒在國會的勢力越來越大，日後英皇與國會的對立越來越尖

銳，不久內戰爆發，英王查理一世戰敗，被國會判處死刑。克倫威爾掌握大權，英國成爲清教徒

的天下。但克倫威爾死後，他們便又失勢。此時，他們已經成爲龐大的一群，英國不得不容忍他

們的存在。於是在 1689 年頒下容忍條例 (Toleration Act)，允許不奉國教者有公共崇拜的自由，結

束對清教徒的迫害。 
 

在 逼迫過 程中， 不能忍 受的人 便紛紛 移民到 北美洲 。 1620 年 ，朝 聖先輩 （Pilgrims ，即

Separatists,乃從英國國教中分離出來，自組教會的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Mayflower)，在約

翰羅賓遜牧師 (Rev. John Robinson) 的領導下從英國普里茅斯(Plymouth)出發，到新大陸去尋找他

們的宗教自由。他們於 1620 年在美國普里茅斯 (P1ymouth) 建立殖民地的。隨後出現了大移民

潮，使麻省海灣區的人口增加到九千人。這些清教徒到了北美洲之後，在自由的空氣中建立他們

的教會及家園。他們大多是極其敬虔、勤奮的加爾文主義者。他們以民主的形式管理教會。日後

美國的民主政制，便是由此奠下基礎的。除了民主政制外，他們生活的各方面都帶著濃厚的信仰

色彩。他們的信仰對於日後美國文化的孕育與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2該會議雖未通過清教徒的要求（英國國教大獲全勝，並規定清教徒和分離派一致附從），卻決定了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出版一本新譯聖經。這項決議，帶出了西元 1611 年所出版的英王欽定版聖經（King  James  

Bib1e）。這本聖經，直到今天仍為說英語者所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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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洗派 (Anabaptists) 
 

在慈運理發動改革瑞士教會的初期，他有兩位很要好的同工，一

位叫格列伯 (Conrad Grebel, 1498-1526)，一位叫曼茲 (Felix Manz, 

1498-1527)；他們兩人深受慈運理的影響。然而，他們漸漸覺得

慈運理推行改革不夠徹底及過於緩慢，但慈運理卻不肯急進。在失望之餘，他們開始召聚一些志

同道合的人，晚上在曼斯的家中研經及禱告。漸漸地，他們開始懷疑「嬰兒洗禮」的聖經理據。 
 

當格列伯 和曼斯研讀聖經時，一方面在聖經中找不到嬰兒受洗的教訓，一方面認識到受洗是一種

決志、一種立誓跟隨主的表示。因此，他們認爲一個人必需心志成熟，才能受洗。於是他們便向

慈運理表達，促他廢除嬰兒洗禮。慈運理卻不想操之過急，便要他們忍耐，待他考慮清楚和時機

成熟。到了 1525 年，慈運理提交省議會公開辯論。省議會決定保留嬰兒洗禮，更下令停止格列

伯 及曼斯他們晚間私下的研經聚會。 
 

接到這命令，格列伯 及曼斯在當晚召聚那些與他們站在同一戰線的人，共同相討對策。在禱告

中，其中一位名叫布洛克 (George Blaurock) 的弟兄受感動，跪在地上懇切禱告，隨後要求格列伯 

爲他施洗，格列伯 隨即爲他施洗。「重洗派」便這樣誕生了。 
 

另一方面，他們認爲教會是基督徒的團契，不應與任何政權聯系，也不應受有形的組織所捆縛。

他們強調信徒個別的自由，對於教會組織抱一種懷疑的態度。牧者應由信徒選出並支持，責任則

是研讀聖經、教導督責信徒、主領聚會、關心信徒屬靈的狀況等。教會的聖禮只有兩種，就是洗

禮及聖餐，洗禮應用浸的形式，並且只有那些真心悔改、決志爲主而活的人才配領受洗禮。聖餐

是爲了記念主的受死，也是弟兄姊妹團契的表達，表明他們是一家人，共同享受主爲他們設的愛

筵。亦因爲這緣故，聖餐應在家庭中舉行，爲的是表示那種家庭的親切。 
 

他們也強調嚴謹、聖潔的生活，信徒應與世界完全分開，縱然受到逼害，他們也應堅守原則。他

們絕不會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因此，很多教會領袖及執政者對重洗派都非常敵視，彷彿重洗派是

代表混亂、反傳統、反秩序的一群人，於是對他們的逼害便相當嚴厲，上述幾位領袖皆被逼迫而

死。 
 

經過激進的發展過程，有些重洗派的信徒痛定思痛後決意改正那些激進的傾向。門諾西門(Menno 

Simons) 便是當時的代表。他帶領受挫敗的重洗派信徒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現代的「門諾會」

(Mennonites) 便是由這時開始的了。3 

                                                           
3 門諾．西門 (Menno Simons) 是當時重洗派傑出人物。1536 年他在韋特馬森 (Witmarsum) 改正歸主後, 便

走遍歐洲西北部, 激勵勸慰正在受迫害的信徒; 時而宣講, 時而印發單張, 以申明他們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因

為門諾是當時最著名的領袖人物, 故重洗派便漸漸被稱為門諾會 (Mennonites) 以至今日。迫害和困苦繼續趨

使這個日漸壯大的門諾會跨越歐洲而進入新大陸。1789 年，部份人士受俄國女皇嘉德琳之邀而移居俄羅

斯。同時，部份人士則移民美國, 所有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建家園與教會，實踐基督的信仰。詳

參：http://www.wcmchurch.net/files/Mennonite_Introduction.pdf  

 

1860 年於俄羅斯南部創立的宗派「門諾弟兄會」，着重宣教，現全球重浸主義教會佔了四至五份之一是門

諾弟兄會信徒。諾弟兄會在加拿大相對來說較小，該會在加拿大屬於第二大門諾宗教會，他們在加拿大福

音派團契(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Canada)及門諾中央委員會(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MCC)中的積極

 

http://www.wcmchurch.net/files/Mennonite_Introduc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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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受到不斷的排拒，重洗派卻在改教歷史上佔相當重要的位置。歐洲的自由教會傳統，英國浸

信宗及公理宗的發源，都是受了重洗派重大影響而産生的。 

 

 

長老會 (Presbyterians) 
 

當時，蘇格蘭與英格蘭是兩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在蘇格蘭地區的宗教改革就因著一個非常出色的

領袖而聞名天下，他叫約翰諾斯 (John Knox)。 
 

當約翰諾斯提出改革主張的時候，受到當時統治者的反對，於是他逃亡到日內瓦。在此他看到加

爾文是如何有秩序及有效的建立教會。當蘇格蘭爆發內戰時，約翰諾斯帶領許多加爾文份子回到

蘇格蘭。內戰結束之後，蘇格蘭政府便堅決地支持宗教改革。 
 

在這樣的氣氛底下，聞名的蘇格蘭「長老會」被建立起來。她在許多方面成為了長老會制度的一

個典範，也是改革宗信仰的一個主要發展地。在瑞士，加爾文只是影響一個城市，但約翰諾斯卻

在整個國家實踐加爾文的教會理想。蘇格蘭教會在這種理念下就出現了一個四級的議會制度。也

就是說，蘇格蘭教會是以議會的方式來組織，有四個不同的等級，即教會、城市、省份、及國

家。 

 

 

公理會 (Congregationalists) 
 

公理派主義所強調的是：每個教會獨立自主；各教會選擇自己的一位牧師、一位教師、數位長老

及執事。教會間彼此沒有管轄權，卻以弟兄友愛之情互相幫助。在需要時，各教會可以派代表在

一起開會，案件可以在會中提出思考，並加討論；會議的決定，各教會可以自己決定是否採納。 
 

第一個在英國傳播公理派思想的人是布饒恩 (Robert Browne)。1581 年，當伊利沙白一世在位時

期，他在諾域治 (Norwich) 組織了一個公理派教會，在教義及崇拜方面，他們屬於加爾文派。他

們是為了教會行政制度的問題而脫離英國教會。因此他被送進監獄，從監獄釋放後，他帶著大部

份會友逃到荷蘭的密得爾堡 (Middleburg)。亦曾有公理派的領袖因為不肯承認女皇伊利沙白在教

會中有最高權柄，而被送上斷頭台。 
 

1587 年，在倫敦一位名叫巴饒 (Henry Barrow) 的律師及一位名叫革林武得 (John Greenwood) 的

牧師，因為舉行分離派聚會而遭監禁。在獄中，他們寫了幾篇文章，攻擊聖公會和清教徒，並帶

出公理派原則。這些文章，被偷運到荷蘭出版，將公理派思想更加廣傳，也贏得許多信徒。稍

後，大部份倫敦公理派信徒都逃到阿姆斯特丹。 

 

 

                                                                                                                                                                                           

參與，使他們與這兩方面的關係頗為密切。門諾弟兄會於 1880 年代末期在加拿大緬省開始工作，自此便不

斷發展，遍及全國，最大的省議會在卑斯，卑斯省堂會數目近百，是該省最強大的福音派教會之一。二千

年之始，加拿大門諾弟兄會約有二百二十所堂會及 33,000 名會友，全球的會友數目為 22 萬 5 千人。詳

參：http://www.mbcca.ca/zh/faith-and-life/faith-and-life-series-zh/2-%E9%96%80%E8%AB%BE%E5%BC%9F%E5 

%85%84%E6%9C%83%E7%B0%A1%E4%BB%8B.html  

http://www.mbcca.ca/zh/faith-and-life/faith-and-life-series-zh/2-%E9%96%80%E8%AB%BE%E5%BC%9F%E5%0b%85%84%E6%9C%83%E7%B0%A1%E4%BB%8B.html
http://www.mbcca.ca/zh/faith-and-life/faith-and-life-series-zh/2-%E9%96%80%E8%AB%BE%E5%BC%9F%E5%0b%85%84%E6%9C%83%E7%B0%A1%E4%BB%8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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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 (Baptists) 
 

英國浸信會的創始人斯密特 (John Smyth) 原為英國聖公會牧師。受到門諾派的影響，認定只有真

心信主的人纔可以受洗。他帶同部份會友於 1606 年加入分離運動，逃到荷蘭阿姆斯特丹。1609

年，斯密特將水澆在自己身上，為自己洗禮。後來，有一部份會友於 1611-12 年間，回到英國，

在倫敦建立了第一間浸信會。 
 

英國的浸信會後來分成「普遍浸信會」(General Baptists) 和「特殊浸信會」(Particular Baptists) 兩

派。前者接受阿民念的「普遍救贖」教義，意即基督為全人類而死，不止是為少數人死而已；後

者則接受加爾文的「局部救贖」教義，意即基督只為被揀選的人受死。 
 

浸信會所標榜的是一個成年人，必須以他的意志經過思考才接受耶穌基督的，方可接受水禮。而

且這些人不應該用點水或洒水的方式，而應該全身浸到水裡面去受洗。因此就被稱為「浸信

會」。 

 

總括而言，浸信會反對給嬰兒行浸禮，主張得救的信徒方可受浸，且受浸者須全身浸入水中，稱

為“浸禮”，故名。並主張獨立自主、政教分離，反對英國國教和政府對地方教會的干涉。浸信會

傳入美國後，自 1836 年差派宣教士到中國。1845 年，美國的浸信會分立為美南浸信會和美北浸

禮會，爾後仍繼續在世界各地宣教，美南浸信會國際傳道部現在是基督教會最大的宣道差會。 

 

在教會治理上，浸信會採用會眾制，各地方的浸信會教會都是獨立、自主和自治，這是浸信會的

特色之一。各類型浸信教會聯會（例如：世界浸信會聯會、美加華人浸信會聯會、美南浸信會聯

會、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聯會、香港浸信會聯會、馬來西亞浸信會聯會、新加坡浸信會聯會、日本

浸信會聯會、德州華人浸信會聯會、南加州浸信會聯會等等），並不是管理各地方浸信會的組

織，其目的在協調及推動共同事工，各地方浸信會教會自由加入。 

 

貴格會 (Quakers) 
 

創立者福克斯 (George  Fox, 1624-1691) 生於英國，是個織工的兒子，長大後成為一名鞋匠。他

所知道唯一的一本書就是《聖經》。 

 
福克斯是一位極其嚴肅而敬虔的人，他堅信聖經，心中切切地渴慕真理和真誠的信仰。福克斯及

他的追隨者深信在他們心中有一樣東西會指示他們對與錯，也帶給他們生命、能力與喜樂﹔他們

稱它為「基督之光」或「神的種籽」。  

 
貴格 (Quakers) 這個名字的由來共不確定。可能是源於有一次福克斯叫一位英國長官要「因主的

話而戰慄」。有些人則說是因為早期福克斯的門徒非常熱誠，在聚會中，尤其是禱告時，因情緒

激動而戰慄，外人便譏笑他們為「戰慄者」(Quakers)。然而，他們很不同意這個名字。他們最喜

歡《約翰福音》中主那穌所說的：「我稱你們為朋友」﹔因此，他們喜歡被稱為「朋友」。他們

的組織，不稱為教會，而叫「朋友會」(Society of Friends)。他們聚會的地方非常簡單，裡面沒有

講台、沒有樂器，也不唱詩。他們坐在一起，安靜地等候聖靈的感動。如果經過一段時間沒有聖

靈的感動，他們就靜靜地離開﹔但有時聖靈會感動一位或數位「朋友」，不論是男或女，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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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他們的信息。在信息之間，有時也會渡過一些完全沉默的時光。他們被殘酷地逼迫，人數卻

仍然增加。1654 年時，只有六十位信徒﹔四年後，增加到三萬人。 

 

現在貴格會又名教友派、公誼會（ 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貴格會的特點是沒有成文

的信經、教義，最初也沒有專職的牧師，無聖禮與節日，而是直接依靠聖靈的啟示，指導信徒的

宗教活動與社會生活，始終具有神秘主義的特色。全世界共有成年信徒超過 20 萬人，主要集中

於美國，其他人數較多的國家有肯亞及英國，該會國際組織為“世界公誼協商委員會”（Friends 

World Committee for Consultation），總部設於英國伯明罕。 

 
 

反思問題 
 

總合而言，教會體制指基督教在其教內實行的組織原則和管理制度。各基督宗派根據其對《新

約》中記載有關基督教會組織的解釋或其教會的性質和職能而製定。一般大體分三種制度：主教

制、長老制和公理制（又稱會眾制），一些教派實行混合性的制度。試反思教會制度的目的何

在？如何保持讓制度活在聖靈中？ 

 

 

 

 

附註：不同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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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10 

 

 

 

（三）天主教的改革與宣教、耶穌會 
 
天主教的反躬自省4 

 

早在改教運動前，羅馬天主教內已有人察覺到改革的需要。面對著改教運動的衝擊，天主教會不

得不進行反思，從而開始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教皇保祿三世 (Paul Ⅲ) 即位不久 (1534 年) 

便成立了一個九人委員會進行研究，促成改革。 

 

更新運動 

 

大致上，天主教的更新運動，循四方面進行。第一，他們使中古時代的敬虔模式復甦過來。中古

時代嚮往與神契合的情操漸漸擴散，很多聖職人員及平信徒都追求與神契合的經歷。同時，中古 

 

時代的修士常以貧窮、服事貧病無助的人爲屬靈操練的必經歷程。這種生命的理想及情操沉寂多

時，現在又再一次成爲一股屬靈的動力。例如在 1520 年，聖方濟會出現了一群以恢復聖方濟會

精神爲己人任的人，他們穿著粗衣，學效聖方濟會當年過著極其貧窮的生活，將生命、時間完全

擺上去服事貧病無依的人。另一方面，中古時代的另一特色便是對教會的傳統有極度的尊敬。恢

復中古的敬虔亦即恢復對傳統的尊敬。於是一股完全與改教派反對傳統的不同潮流在天主教中興

起。亦因爲這緣故，天主教中的更新運動常常被稱爲「復古運動」。 

 

第二方面，天主教的領袖們受了改教派的刺激，不得不對傳統的神學體系來一次重大的檢討。他

們開始注重聖經的教導、傳統的闡釋及生活的實踐。固然，經院學派的氣味依然很濃，阿奎那的

神學依然是天主教的主導，但新興的經院學派對於時代的需要更適切，不再像過往的經院神學遠

離人群。 

 

第三方面，天主教與人文主義攜手，合力發展文化，企圖産生一種新的文化融和，就像中古時代

一樣，基督教信仰成爲文化建立的基礎。現在中古文化崩潰了，他們便嘗試透過扶助人文主義的

發展，在文化更新取得領導的地位。在文化重建這一方面，天主教比改教派更有成就，是因爲他

們不單沒有像路德一樣摒棄人文主義，反而與他們結合，於是很多重要的科學家和思想家成爲天

主教很大的助力。 

 

第四方面，一股宣教的熱忱在天主教內興起，成爲日

後教會擴展的基礎。宣教的熱忱最初是針對那些改教

派的，一些天主教的修士以向這些「異端」傳正統信

仰爲己任。後來，這些企圖引導改教派信徒重回天主

教懷抱的修士們漸漸擴大他們的工作目標及範圍，以

至在十七世紀時，天主教的向外宣教活動便展開了，

並且發展得相當快。而這時候改教派卻爲了內部的紛

爭，停滯不前，向外宣教幾乎連想也未想過，因此宣 

                                                           
4 參：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 

 
天特會議 Council of T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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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運動的開展比天主教遲了兩個世紀。天主教雖然在歐洲失利，但在其他地方卻因宣教活動而得

到非常大的成果。 

 

在天主教的更新運動中，有兩股重要的力量在其中推動──「天特會議」及「耶稣會」。 

 

更新的推動──天特會議 (Council of Trent) 

 

「天特會議」是 1545 年至 1563 年間在北義大利的天特（或譯：特倫托）保祿三世爲在急變時代

中重新確定教會身份及方向而召開的大公會議。在會議的初期，他們討論教會中的流弊及改革的

步驟，並尋求與改教派復合的可能。然而教會內的強硬派卻力主用嚴厲的手法對付那些叛教的

人，結果教皇在他們的協助下，組織異端裁判所對付改教派，並加強他們宣教的活動，叫更多的

人重回天主教的懷抱。 

 

在另一方面，他們致力於確立天主教的神學立場，否定改教派對因信稱義的看法；堅持教會傳統

的七項聖禮；同時肯定煉獄的存在，肯定爲煉獄中被困的靈魂禱告是有效的；也肯定贖罪券的功

效，但對於贖罪券所引致的種種弊端亦加以指責。或許更重要的是，天特會議重新確立了教皇的

權威，認爲只有他才可以解釋教會傳統的信條及諭令。 

 

我們可以說，天特會議一方面把教會中一些敗壞、流弊清理過來，但另一方面卻在信仰上使天主

教會變得更保守。 

 

更新的推動──耶穌會 (Jesuit Order) 

 

對天主教內部的更新運動有莫大貢獻的另一個因素是「耶稣

會」的成立及擴展。耶稣會的創始人是羅耀拉 (Ignatius Loyola, 

1491-1556)。他年輕時嚮往行軍的紀律操練，並且滿懷軍事野

心，可是在一場戰役中他的腿部嚴重受傷，變成殘廢，不能再

從軍。在極度的痛苦中，他瘋狂地閱讀屬靈書籍，特別是一些

聖人的傳記。最後他受感動，將殘缺的一生獻與神，爲祂打屬

靈的戰爭。他痊愈後本來想到耶路撒冷傳福音，但那裏的瘟疫

使他不能前往。在等候神的這段時期，他內心充滿掙扎──罪

的引誘，疑惑的侵擾。但是在掙扎中他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定

論，就是若要一心一意地獻與神，首先要學習的便是絕對的服

從，而服從神最具體的表達便是服從神在地上的代表，亦即教

皇。 

 

後來他終於可以去耶路撒冷傳道了，卻發現自己才疏學淺，許多工作無法勝任。這使他明白到，

要爲主作見證便得好好的裝備自己，於是由小學讀起，直到大學。在大學中他認識了六位同伴。

他們一起禱告，有極大的負擔傳福音。經過一段時間的等候，他們終於一同誓死效忠教皇，聽任

教皇差遣，並以貧窮、貞潔爲生活的標記。耶稣會便是這樣成立了。 

 

 

 

 
澳門大三巴牌坊是耶穌會會院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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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會在教導平信徒，辦學及宣教方面，有極高的成就，也是近幾百年來天主教會中發展最快的

修會。他們有如教皇手下一支龐大的軍隊，爲他效命，一方面帶領改教派回轉，一方面展開海外

宣教，在十六世紀，他們的宣教士已經踏上了遠東的土地了。 

 

 

反思問題 

 

▪ 天主教和更正教至今仍不能在信仰上合為一個，原因為何？  

 

 

（儘管天主教自梵二會議之後，對基督教普遍持開放態度，但是他們核心的教義仍然沒有離

開天特會議時期的保守觀點。其中，主要教義的分歧包括兩者對救恩、聖禮、聖經權威、教

宗無誤及馬利亞的不同看法。5
） 

 

 

 

 

 

 

 

 

▪ 如何向天主教徒分享福音？ 

 

 

 

 

 

 

 

 

 

 

我今天的學習和領受： 

 

                                                           
5 參：張穎新。「新答客問—再思天主教與基督教之別」。下載自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 

/WCheung/CatholicsVsProtestant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