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國教和 亨利八世、普世聖公宗

清教徒、重洗派、其他改革派的發展

天主教的改革與宣教、耶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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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教運動三大分支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德國

Germany

路德宗/信義宗

Lutheran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英國

England

聖公宗、安立甘宗

Anglican

慈運理

Ulrich 

Zwingli

瑞士

Switzerland

改革宗

Reformed

加爾文

John

Calvin

重洗派

Ana-baptists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英國

England

聖公宗/

安立甘宗

Anglican



英國改教運動的特色

• 馬丁路德﹝德國﹞─ 修士、大學教授

• 慈運理﹝瑞士﹞─ 神父

• 兩者皆由對教會及神學有認識的平民
發起﹝宗教原因﹞

• 亨利八世﹝英國﹞─ 國皇

• 英國的改教卻由統治者發起﹝政治原
因﹞



英國改教運動的主要人物

威克里夫

丁道爾

亨利八世

克藍馬大主教

愛德華六世
伊利沙白一世

瑪麗一世



威克理夫 (1320-1384)
John Wycliffe

• 牛津大學教授

• 羅馬教廷當時的教導：『真正的教會
才能正確地理解聖經』

• 威克理夫原則上同意

• 但他認為教會是「每個被基督呼召的
人所組成的群體」



威克理夫

• 因此每個信徒也需明白聖經

• 故此，聖經必須被翻譯為眾人明白的
文字

• “Christ taught the people in the 

language that was best known to 

them.  Why should people today not 

do the same?”



威克理夫

• 他將拉丁文的武加大譯本翻譯
為英文

• 及後被大公教會定為異端，並
兩度判處死刑

• 但由於天災及政治因素而未有執行

• 1384 年因中風而死，為極少數被判為異端
者可享有的待遇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Wycliffe_John_Gospel.jpg


威克理夫

• 在生時只能完成新約及少
部份舊約的翻譯

• 翻譯工作由其追隨者完成

• 1415 年再度被判為異端 (stiff-necked 

heretic)，屍骨於十二年後被掘出並燒
成灰燼

• 被後世譽為「改教運動的晨星」

Morning Star of the Reform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Wycliffe_bones_Foxe.jpg


丁道爾 (1480-1541)
William Tyndale

• 於劍橋大學修讀希臘文及人文主義

• 並於貴族家中任家牧 (family chaplain)

• 在宴會中跟其他神職人員辯論聖經的
解釋

• 深感他們對聖經的無知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Bust_Of_William_Tyndale.jpg


丁道爾

• 決心教導平民明白聖經

• “If God spares my life, I will cause 

the plow-boy to know more about 

the Scripture than you do!”

• 但其主教拒絕讓他翻譯聖經

• 故逃到德國，開始將新約由希臘文
翻譯至英文

http://images.google.ca/imgres?imgurl=http://www.wordinfo.info/words/images/Eng-hist-21a-Tyndale.gif&imgrefurl=http://www.wordinfo.info/words/index/info/view_unit/4209&usg=__saoyF8pA_8HYIegi4wbFd40BGGg=&h=337&w=300&sz=48&hl=en&start=12&um=1&tbnid=LuvJWGYvn1sfxM:&tbnh=119&tbnw=106&prev=/images%3Fq%3Dwilliam%2Btyndale%26hl%3Den%26sa%3DX%26um%3D1


丁道爾

• 1526 年一德國印刷商出版
六千本，並偷運進英國

• 大部份為英國的主教燒燬

• 另一方面，丁道爾再著手將
舊約從希伯來文翻譯至英文

• 最終由其追隨者完成

http://images.google.ca/imgres?imgurl=http://www.newtestamentchurch.org/html/Downloads/SoftwareDownloads/Bible_Translation_History/Pictures/TYNDALE.JPG&imgrefurl=http://www.newtestamentchurch.org/html/Downloads/SoftwareDownloads/Bible_Translation_History/Old_Bible_Pictures.htm&usg=__limighJFDSBXsNs3Szt7vHHtzaY=&h=1158&w=776&sz=378&hl=en&start=18&um=1&tbnid=YVpv4_OgwFI8SM:&tbnh=150&tbnw=101&prev=/images%3Fq%3Dwilliam%2Btyndale%26hl%3Den%26sa%3DX%26um%3D1


丁道爾

• 其譯本後來被稱為 Matthew’s Bible

• 及後流行數百年至今的《欽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乃建基於丁道爾的譯本

• 有學者計算，KJV 有 90% 是出於
Matthew’s Bible，二十世紀初流行的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 也有
75% 是出於 Matthew’s Bible



亨利八世 (1491-1547)
Henry VIII

• 在位早期，為聯合西班牙孤立法國，
成為教廷的支持者

• 第一任皇后亦為西班牙公主

• 曾撰文批評馬丁路德的改教，教宗利
歐十世 (Leo X) 將他封為 Defender of 

the Church

http://www.tudorhistory.org/henry8/henryholbein.jpg


亨利八世

• 第一任皇后 Catherine of 

Aragon 原為其亡兄亞瑟
Arthur 之妻

• Catherine 未能為亨利生子，
使亨利擔心繼位問題

• 同時，他正跟另一女子 Anne 

Boleyn 熱戀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atherine_aragon.jpg


亨利八世

• 1529 年，他引用利未記 18:16 

及 20:21 向教廷要求准許離婚
另娶

• 教宗革利免七世卻因為政治原
因拒絕

• 1532 年，亨利聽從顧問建議，
趁改教時勢，自立為英國教會
領袖，脫離羅馬教廷

http://www.tudorhistory.org/henry8/henryjoos.jpg


亨利八世

• 1533 年，亨利迎娶 Anne Boleyn

• 同年，Anne 為他誕下另一女兒

• 1537 年，亨利娶 Jane Seymour 為第
三任皇后

• Jane 稍後為他誕下一子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AnneBoleyn55.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Hans_Holbein_d._J._032b.jpg


亨利八世

• 另一方面，1530 年當亨利籌劃離婚另娶
時，丁道爾公開指責

• 亨利將丁道爾判處火刑

• 丁道爾臨終的禱告 ─ “Lord!  Open the 

king of England’s eyes!”

• 禱告於八年後蒙應允 ─ 亨利批准使用丁
道爾的聖經譯本為英國教會的官方譯本



亨利八世

• 國內改教支持者大部份受加爾文
主義影響，以為亨利會按加爾文
的模式建立英國教會

• 他們嫌改革太慢而且不夠徹底，
要求加快速度



亨利八世

• 亨利卻不滿權威被挑戰，一怒之
下將教會帶回天主教路線，此為
1539年

• 幸好亨利於 1547年去世，由其子
愛德華六世繼任，改教工作得以
繼續



克藍馬 (1489-1556)
Thomas Cranmer

• 劍橋學者，亨利八世顧問之一

• 早年遊歷歐洲，跟不少改教派接觸，
對他們甚表認同

• 故支持亨利跟羅馬教延斷絕關係

http://images.google.ca/imgres?imgurl=http://strangeherring.files.wordpress.com/2009/05/1533-thomas-cranmer.jpg&imgrefurl=http://strangeherring.wordpress.com/2009/05/12/anglicans-to-re-evaluate-how-they-read-scripture-many-in-u-s-stunned-to-learn-any-still-do/&usg=__6wtKA0Tpni7VpBxWedxyfKf5YpU=&h=502&w=400&sz=234&hl=en&start=1&um=1&tbnid=atuZKaGLgAnTcM:&tbnh=130&tbnw=104&prev=/images%3Fq%3DThomas%2BCranmer%26hl%3Den%26sa%3DX%26um%3D1


克藍馬大主教

• 1532 年被委任為坎特伯利大主
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帶領英國的改教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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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藍馬大主教

• 於愛德華六世掌政時，全速推行改教

• 編輯《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以平民英語及較簡單的儀式
代替天主教的彌撒

• 招攬歐洲各地加爾文派學者到牛津及
劍橋任教，推廣改教思想









愛德華六世 (1537-1553)
Edward VI

• 亨利八世第三任皇后 Jane 

Seymour 之子

• 登基時只有九歲

• 由舅父森麻實公爵 Duke of 

Somerset 攝政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dward_VI_of_England_c._1546.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dward_Seymour.jpg


愛德華六世

• 公爵本人乃改教支持者，故全力配
合克藍馬大主教的改革，將教會重
新定位於 1539年以前

• 愛德華六世於十六歲時死於肺病，
改教工作亦被迫暫停



瑪麗一世 (1516-1558)
Mary I

• 亨利八世第一任皇后
Catherine of Aragon 之女

• 可能由於母親所受之屈辱，
對改教深感厭惡

• 將國家帶回天主教信仰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ary1_by_Eworth_3.jpg


瑪麗一世

• 瘋狂逼迫更正教牧者及信徒

• 屠殺超過三百名更正教神職人員，故被
稱為「血腥瑪麗」Bloody Mary

• 迫使克藍馬大主教簽署文件，否定改教

• 1556 年當克藍馬接受火刑時，要求把
他簽署文件的手先燒掉

http://images.google.ca/imgres?imgurl=http://viewfinder.english-heritage.org.uk/gallery/450/HT6/HT6853.jpg&imgrefurl=http://viewfinder.english-heritage.org.uk/search/reference.asp%3Findex%3D505%26main_query%3D%26theme%3DARTISTIC%2520WORK%26period%3D%26county%3D%26district%3D%26place_name%3D%26imageUID%3D58865&usg=__Ru8yYmkkQKYVcmnIXD0QfTV41jU=&h=347&w=450&sz=31&hl=en&start=14&um=1&tbnid=KmqcbXgD70cgQM:&tbnh=98&tbnw=127&prev=/images%3Fq%3DThomas%2BCranmer%26hl%3Den%26sa%3DX%26um%3D1


瑪麗一世

• 由於逼迫的緣故，大量神職人員逃
到歐洲內陸，包括日內瓦，並於當
地繼續吸收更正教思想

• 瑪麗執政五年後便因病去世，結束
對更正教之逼迫



伊利沙白一世 (1533-1603)
Elizabeth I

• 亨利八世第二任皇后 Anne 

Boleyn 之女

• 登基後恢復愛德華六世時
的改教行動

• 但速度比前為慢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l_bieta_I_lat_13.jpg


伊利沙白一世

• 企圖兩面討好，將教會置於羅馬天主教
及更正教之間

• 採取更正教的教義﹝主要為加爾文派﹞

• 儀式則採用羅馬天主教的傳統



伊利沙白一世

• 早前流亡歐洲的神職人員陸續返國，對女
皇的宗教政策十分不滿，認為不倫不類

• 他們要求加強改革，全面採用加爾文主義

• 此事引起日後之「清教徒運動」，亦導致
後來聖公會分成「高派」High Church 及
「低派」Low Church （禮儀上簡約）





普世聖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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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聖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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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問題

• 今天信徒提及聖公會時，常想到其
繁複的禮儀（liturgy）。究竟禮儀
背後的意義為何？你對禮儀的看法
/感受如何？



Rev. Dr. John Robert Walmsley Stott, CBE

斯托得／司徒德 (1921 - 2011 )

Rector Emeritus, All Souls Church, London

Principal Author, Lausanne Covenant

Founder, Langham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Rev. Canon Dr. James Innell Packer

巴刻 (1926 - )
Professor of Theology, Regent College, BC

Honorary Assistant Minister, 

St. John’s Shaughnessy Anglican Church

Vancouver

Theologian emeritus of the Anglican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ACNA)

二十世紀福音派其中兩位代表人物



斯托得牧師（John Stott）

斯托得牧師畢業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24歲就任母
會倫敦萬靈堂教會，也曾任英國皇家牧師。他屢次參加
國際性事工，包括1974年洛桑福音會議起草「洛桑信約
」。他的著作約50本，中文譯本有《當代基督十架》、
《認識聖經》、《當代基督徒與社會》、《當代講道藝
術》等。葛理翰牧師稱讚他是「當代最值得尊敬的牧者
」。
他曾說過：「基督徒生活不只是個人私事。如果我們重
生在上帝的家，不只是祂成為我們的父，其他世上的基
督信徒，不論其國族或教派，都成為在基督裡的弟兄姊
妹。因此，若是只擁有教友資格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隸
屬於當地的教會 …分享敬拜、交誼和見證。」《基本的
基督信仰》



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

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在其著作《認識神》
（Knowing God）前言中說：
「本書背後的信念是認為今天教會積弱的主因
在於對神的無知，對神的道路和如何
與神相交的無知。」



清教徒、

重洗派、

其他改革派 的發展



改教運動三大分支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德國

Germany

路德宗/信義宗

Lutheran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英國

England

安立甘宗

Anglican

慈運理

Ulrich 

Zwingli

瑞士

Switzerland

改革宗

Reformed

加爾文

John

Calvin

重洗派

Ana-baptists



慈運理

Ulrich 

Zwingli

瑞士

Switzerland

改革宗

Reformed

加爾文

John

Calvin

重洗派

Ana-baptists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英國

England

安立甘宗

Anglican

清教徒

Puritans



慈運理

Ulrich 

Zwingli

瑞士

Switzerland

改革宗

Reformed

加爾文

John

Calvin

重洗派

Ana-baptists



重洗派 (Anabaptists)

• 慈運理的兩位追隨者：

➢格伯列 (或譯「格裏寶」，Conrad 

Grebel, 1498-1526)

➢曼茲 (或譯「曼斯」， Felix Manz, 

1498-1527)

http://images.google.ca/imgres?imgurl=http://pabook.libraries.psu.edu/palitmap/Grebel.jpg&imgrefurl=http://pabook.libraries.psu.edu/palitmap/originsamish.html&usg=__S4g2LDxoStb8O1kzJsK3sYrR554=&h=323&w=220&sz=13&hl=en&start=1&um=1&tbnid=HWR5UF1tdn9OJM:&tbnh=118&tbnw=80&prev=/images%3Fq%3Dconrad%2Bgrebel%26hl%3Den%26sa%3DX%26um%3D1


重洗派的產生

• 兩人認為慈運理的改革太慢，
亦不夠徹底

• 自行召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在家中研經及禱告

• 認為嬰孩洗禮並非聖經的要求



重洗派的產生

• 慈運理卻有所保留，將之交予
議會討論

• 議會決定保留嬰孩洗禮

• 另一方面，禁止他們私下研經



重洗派的產生

• 當他們再次聚在一起禱告時，布洛克
(George Blaurock, 1491-1529) 突然
要求格裏寶為他施洗

• 「重洗派」便這樣誕生了



重洗派的主張

• 教會不應跟政權有任何聯繫

• 教會不需要有形的組織

• 牧者應由信徒選出

• 真心悔改者才可接受洗禮



重洗派的主張

• 聖餐只是紀念主的死

• 聖餐應在信徒家中舉行

• 強調嚴謹、聖潔的生活

• 不參與政治活動



重洗派被逼迫

• 由於強調個人自由並輕視教會組織，
引起教會領袖敵視

• 成為反傳統、反秩序的代表

• 各領袖陸續被捕及判處死刑

• 能逃亡者則到處宣揚重洗派的信仰



重洗派的發展

• 由於逼迫關係，思想漸漸
變得極端

➢主張近乎無政府主義

➢企圖在世上建立神國

➢出兵起義



重洗派的發展

➢按字面解經

➢凡物公用

➢重視末世預言

➢甚至預言主何時再來



重洗派的重整

• 1536年開始，由門諾西門 (Menno 

Simons) 帶領，重整信仰

• 及後成為現今的門諾會 Mennonites

• 突出的信仰有二：

➢只有「信徒」才可接受洗禮

➢政府不能規限人民的信仰

http://images.google.ca/imgres?imgurl=http://www.radionewjerusalem.com/Graphics/Resources/Menno_Simons.jpg&imgrefurl=http://www.radionewjerusalem.com/resources.html&usg=__b3mFKIoHemcH3yS8FdL4IobwoXU=&h=399&w=309&sz=44&hl=en&start=2&um=1&tbnid=q1C26-g6FJngGM:&tbnh=124&tbnw=96&prev=/images%3Fq%3Dmenno%2Bsimons%26hl%3Den%26sa%3DX%26um%3D1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英國

England

安立甘宗

Anglican

清教徒

Puritans



清教徒的產生

• 於瑪麗一世時流亡歐洲的英國更正教
信徒，逼迫後陸續返國

• 他們大多數深受加爾文思想影響，認
為伊利沙白一世的改革「不倫不類」

• 一方面接受更正教信仰，另一方面卻
保留羅馬天主教的禮儀



清教徒的產生

• 他們提出要「潔淨教會」
(Purifying the Church)

• 因此被稱為「清教徒」
(Puritans)

• 主張清除教會內所有聖經
沒有要求的傳統



清教徒的產生

“The Church ought not to 

be governed by any 

human invention, but by 

the laws and rules which 

Christ hath appointed in 

his Testament.”



清教徒的發展

• 早期大部份清教徒也沒有
離開聖公會或分裂的念頭

• 他們希望留在英國教會作內部改革

• 在國會議員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的帶領下，跟伊利沙白
一世及繼位之雅各一世不斷衝突

http://images.google.ca/imgres?imgurl=http://www.harpers.org/media/image/blogs/misc/oliver_cromwell4.jpg&imgrefurl=http://www.harpers.org/archive/2008/03/hbc-90002570&usg=__Ydar-ZxjD3D1xQnzebGw8NvlYXM=&h=694&w=520&sz=266&hl=en&start=7&um=1&tbnid=qg6qshV_wunWKM:&tbnh=139&tbnw=104&prev=/images%3Fq%3DOliver%2BCromwell%26hl%3Den%26sa%3DX%26um%3D1


清教徒的發展

• 雙方也曾作過妥協

• 1611年，清教徒放棄使用他們喜
愛的《日內瓦聖經》

Geneva Bible，而改用

新出版的《欽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清教徒的發展

• 後來雙方分歧加大，各佔一
段時間的優勢

• 甚至由政治鬥爭演變為內戰



清教徒的發展

• 1689年，英國國會頒下《容忍條例》
Toleration Act

• 人民只要同意《三十九條》信仰條文
Thirty-nine Articles，便可享有公共崇
拜自由

• 亦即賦予人民有限度的宗派自由



清教徒的發展

• 由於清教徒思想的影響，一時間英
國湧現多個「不奉國教」的宗派

• 較著名的有：

➢公理會 Congregationalists

➢貴格會 Quakers

➢浸信會 Baptists



清教徒的分散

• 在逼迫期間，不能忍受的便
逃離英國

• 部份選擇遷居歐洲內陸

• 浸信會的創辦人史密特 John 

Smyth 便逃到荷蘭阿姆斯特
丹，在當地宣揚其思想



清教徒的分散

• 亦有部份選擇逃到
「新大陸」

• 1620年，羅賓遜
John Robinson 帶領
一批分離派的清教徒，
乘坐「五月花號」
Mayflower逃到北美



北美的清教徒

• 因風暴關係，登陸並
定居於麻省

• 使麻省成為日後抵埗
的清教徒的首站

• 他們被稱為Pilgrims



北美的清教徒



北美的清教徒

• 此等清教徒並沒有「宗教自由」或
「政教分離」的概念

• 他們只期望以共有的信仰建立社會

• 那時，只有承認基督救恩的人才有
投票權

• 可見信仰跟社會的密切關係



政教分離的起點

• 第一位挑戰此種制度的是
Roger Williams (1603-1683)

• 曾是公理會及浸信會之牧師

• 亦有向原住民傳道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Roger_Williams_statue_by_Franklin_Simmons.jpg


政教分離的起點

• 他深信不應以法律規範信仰

• 亦堅稱原住民才是北美的擁有者

• 上述兩信念使麻省法庭於 1635年
將他趕離麻省



政教分離的起點

• 翌年，他向原住民買下麻省南面
一塊地，命名為 Providence，
即今天的羅得島 Rhode Island

• 成為北美第一塊
宗教自由的土地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ap_of_USA_RI.svg


政教分離的起點
“No person within said 

colony shall be called in 

question for any opinion 

in matters of religion.  

Persons may enjoy their 

own judgments in 

matters of religious 

concernment.” (Rhode

Island Charter, 1663)

Rhode Island became a haven for Baptists, 

Quakers, Jews and other religious minorities.



政教分離的起點

• 1681年，另一片宗教
自由的土地出現

• 乃是由貴格會的
William Penn 建立的
殖民地 Penn’s 

Forest，又名
Pennsylvan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enncolony.p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William_Penn.png


北美清教徒面對的問題

• 宗教及宗派的容忍

• 政教關係

• 向原住民傳福音

• 下一代的信仰…

[十八世紀的大覺醒運動是清教徒運動在北美

的延續…下回分解，請勿錯過]



不同的「新教」宗派



天主教 的

改革 與宣教、

耶穌會



天主教的改革

• 為甚麼要改革？

➢教會腐敗

➢面對社會轉變

➢抗衡更正教



天主教的改革

• 何時改革？

➢開始 ── 十一世紀﹝貴格利七世﹞

➢結束 ── 還在進行中

➢課程範圍 ── 1520 - 1648



天主教的改革

• 十六世紀初，改教運動開始以前，
羅馬天主教內已經有修士帶領頗具
規模的改革

• 馬丁路德釘上《九十五條》之前數
月，便有一群神職人員及信徒，在
羅馬組成「神愛社」Oratory of 

Divine Love，以操練敬虔開始，
引發教會的屬靈更新



天主教的改革

• 稍後，新的團體陸續成立，鼓勵健
全的靈性生活，並學效中古時期的
敬虔模式

• 1520年，方濟各會出現一群以恢
復該會精神為己任的修士，他們效
法方濟各過赤貧生活，服侍貧病無
依者，後來成為「嘉布遣修會」
Capuchins



天主教的改革

• 1534年，教宗保祿三世 Paul III 

委任數位紅衣主教，研究教會
內部的問題

• 報告於1538年完成，提出多項
更新教會的建議

• 包括…



天主教的改革

➢對修道院清理門戶

➢提高屬靈質素

➢恢復中古時代的敬虔模式

➢重視宣教，特別針對改教派



天主教的改革

➢重新取得文化的領導地位

➢改革神學體系，使之更切合
時代需要，著重聖經教導及
生活實踐

➢阻止教義上的分歧

➢成立教會法庭，對抗異端



耶穌會 Jesuit Order

• 由西班牙神父羅約拉
Ignatius Loyola (1491-

1556) 創立

• 1540年獲教宗批准成立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Ihs-logo.sv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Ignatius_Loyola.jpg


耶穌會

• 鼓吹以嚴格自治來得著神的異象

• 強調貞潔和貧窮的生活

• 重視傳福音及教育

• 對教宗絕對服從，藉以實踐對神
的順服

• 至死效忠，任憑差遣



耶穌會

• 在教導平信徒、辦學及宣教方
面，有極高成就

• 十六世紀已有宣教士踏足遠東

• 直至現在仍是天主教中發展最
快的修會

• 猶如教廷中一支龐大的軍隊



耶穌會
聖保祿教堂最早創建於1583年，在
1595年和1601年及1835年先後發生
三次大火而燒毀。
教堂於1602年重建，由意大利籍耶
穌會會士卡洛斯•斯皮諾拉神父設
計，又被稱為聖母堂，教堂於1603

年建成，至於前壁及石階於1640年
才完成，是當時遠東最大的天主教
石建教堂。 1762年，葡萄牙帝国
政府下令沒收耶穌會財產，聖母教
堂先後被改作軍官宿舍、兵營。
1835年1月26日黃昏，教堂的廚房
起火，火勢過大，最後把教堂燒剩
前壁及68級台階。由於教堂前壁與
中國古代的牌坊非常相似，故本地
人便稱之為「大三巴牌坊」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Stpaulruins.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7%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7%89%99%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BF%E8%88%8D


天特會議 Council of Trent

• 為應付改教運動而召開的
大公會議

• 1545-1563年間，於意大利
天特市，分三期舉行

• 主要議決…



天特會議

➢教會傳統跟聖經同樣重要

➢聖經正典包括次經

➢只有教會有權解釋聖經

➢武加大譯本乃唯一之官方
認可聖經



天特會議

➢彌撒必須以拉丁文舉行

➢編輯《羅馬問答》，藉以
教導信徒基本信仰

➢訂定禁書目錄，包括大部
份更正教書籍



天特會議

➢確認神職人員的道德標準…

✓ 要有良好教育

✓ 多講道

✓ 多關懷信徒

✓ 嚴守獨身



三十年戰爭 Thirty Years’ War

• 自改教運動開始以來，先後發
生多次地區性戰事

• 隨著雙方衝突加劇，加上政治
鬥爭，1618年爆發大規模戰爭

• 幾乎所有歐洲國家均牽涉在內



三十年戰爭

• 戰事延續三十年，至1648年結束

• 各方簽訂「威斯發里亞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

• 同意各國諸侯可自行決定各地區
之信仰



三十年戰爭

• 故歷史上稱為「三十年戰爭」

• 歷史學者亦將1648年訂為宗教
改革的結束



天主教改革 的

其他里程碑



第一次梵諦岡會議
Vatican Council I

• 1869-1870年間，於梵諦岡
舉行

• 主要議決…

➢ 當教宗代表教會論及
信仰或倫理議題時，
他是無誤的



第二次梵諦岡會議
Vatican Council II

• 1962-1965年間，於梵諦岡分
四期舉行

• 主要議決…

➢ 更正教徒乃分離的弟兄

➢ 鼓勵宗教對話



第二次梵諦岡會議
Vatican Council II

➢ 鼓勵聖經翻譯及閱讀

➢ 以地方語言舉行彌撒，並
允許信徒參與

➢ 撤銷1054年開除東正教會
教籍

➢ 取消禁書目錄



改教運動

總結



改教運動背景

• 十字軍東征

• 文藝復興

• 歐洲各國民族主義興起

• 封建制度末落，城市急速發展

• 中產階級冒起



改教運動背景

• 印刷術及造紙術的發明

• 知識普及

• 教會僵化，無力面對社會變遷

• 聖靈引導



改教的過程

• 爭論

• 逼迫

• 互相指責

• 戰爭



改教的結果

• 百花齊放？

• 四分五裂？

• 百家爭鳴？



思考問題

• 一向為人垢病的贖罪劵、政教權力
糾纏不清等問題，今天已不復存在。
為甚麼兩者仍然不能合為一個？

• 天主教有那些地方是更正教不能認
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