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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3：21－26: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 虧缺了神
的榮耀 ；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 , 因基督耶穌的救贖 ，
就白白的稱義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 ，是憑著耶穌
的血 ，藉著人的信 ，要顯明神的義 ；因為他用忍耐
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 ， 
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 ， 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	
	
彼前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
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
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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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	
Ø  宗教上：	

•  教權低落：教會遷到法國雅威農－巴比倫之囚	
•  教權大分裂：兩個教皇在位。為解決分裂問題，1409

年召開比薩會議。但紅衣主教突然在會上又推出米蘭
主教為教皇，造成了歐洲當時有三個教皇的局面	

•  教會內部腐敗－販售贖罪券、徵收十一稅、買賣聖職	
•  改革先驅－英國衛克利夫、捷克胡斯	

Ø  政治上：	
•  民主主義興起，君王和貴族產生共識，對羅馬教廷干

涉各國政權，無法容忍	
•  神職人員的授與權和教會的司法權漸漸歸與皇帝，教

廷權力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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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	
Ø  文化上：	

•  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賞古崇古運動。人們開
始欣賞人類文化，藝術美學，重視今世生活	

•  文藝復興傳到北歐後，轉入宗教層面。人們開始研讀聖
經原文，主張回復使徒時代儉樸精神	

	

•  文藝復興時期的學朮研究，對改教運動領袖們有極重大
的影響，它為改教運動者提供了整個教會背景的資料，
使他們看清自己所處的教會已經與教父時期單純的教會
大相逕庭，而教會里所堆滿的各種宗教儀文、習慣與禮
儀，都是使徒教會所沒有的	

	

•  谷騰堡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對馬丁路德的改革運動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B. 路德及其信仰歸正的發起	
B1. 路德的早年:	
Ø  馬丁路德于公元1483年十一月十

日生在德國埃斯勒本城
（Eisleben）	

Ø  公元1505年，獲得碩士學位。為
了迎合父親的愿望，繼續攻讀法
律﹔后進入耳弗特奧古斯丁修道
院。半年後，他正式成為修道士	

Ø  公元1507年被按立為神甫﹔第二
年，到威登堡擔任該大學教師，
並拿到第一個神學學位－聖經學
士。一年後，在耳弗特，路德拿
到第二個神學學位－修辭學碩士。
公元1512年，路德開始一邊教授 
聖經，一邊講道，並獲得神學博
士	

	
	
	  
	  
	  
	  



 
 
 

B2. 路德信仰掙扎:	
Ø  受契約神學（Theology of Covenant)的影響，路德曾相

信通過苦修，禁慾，禱告，禁食，甚至鞭打虐待自己，
努力行善，可賺取救恩	

	

Ø  路德雖然不斷的認罪苦修，但整個人仍陷於恐怖和不安
之中。他的心倍受痛苦和煎熬，難有片刻的安寧	

	

Ø  路德寫信給教皇:“我经常忍受强烈的、类似地狱般的
痛苦，如果这些魔力再延长一分钟，我就会死去。”	

	

Ø  公元1512年年底，在威登堡的斗室中，路德開始研讀保
羅寫給羅馬教會的書信，當他看到羅馬書一章17節“義
人必因信得生”時，心中充滿喜樂，靈魂的重擔剎那間
完全脫落，天堂之門向他打開了	



 
 
 

B3. 路德的因信稱義論：	
Ø 稱義是被動的義(passive righteousness)：稱義是上帝主
動的工作，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人是完全被動的	

	

Ø 稱義是外來的義(alien righteousness)：不是我們自己
的義，是耶穌基督的義加在我們的身上。哥前1:30：
『但你們在耶穌基督裡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為
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Ø  宣告的義(announcing righteousness)：我們披上了公義
的外袍；地位馬上轉變－立刻性，瞬間的轉變	



                      
 
 

B4.中世紀教會的贖罪觀：	
Ø  神學家阿奎納認為基督因救贖世人， 在天上聚集了“功

德庫”，歷代信徒因行善也加入了功德基金。此功德庫
已交給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皇管理。教皇可隨時支取
分發給功德不夠的人	

Ø  告解禮（Penace):	
•  痛悔（Contrition)	
•  向神甫認罪（Confession)	
•  因功補罪（Satisfaction)－念數遍禱告文，禁食，捐項，

朝聖，參加十字軍，購買贖罪劵	
Ø  贖罪劵（Indulgences)：以付金錢來代替苦行。出自於

“分外善功”（works of supererogation) 教義。信徒買了
贖罪劵後，教會開出教皇票（papal ticket) 以此宣告購買
者從刑罰中被釋放	

Ø  煉獄：天主教认为，炼狱中关押的是已经得救的信徒。
煉獄在天堂和地獄之間，靈魂淨化後便可進天堂 	

	  



B5. 路德張貼九十五條:	
Ø  公元1517年教皇利歐第十(Leo X)為重修羅馬城聖彼得大

教堂，派人兜售“贖罪劵” 以此籌措所需各項經費	
	

Ø  修道士帖次勒在威丁堡城的附近售賣贖罪票：“看哪，
當你將金幣投入錢箱的一刹那，你母親的靈魂就跳出了
煉獄”	

	

Ø  於是教皇的錢滾滾而來，民眾也樂意，因為他們寧可付
錢來減少苦行。結果是貪婪私慾增加，誠心悔改者少	

	

Ø  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在柏林威登堡教堂大門張貼
《九十五條論網》（拉丁文），反對販賣大赦，公開挑
戰教會的權威，要求對有關大赦功效問題公開討論	

Ø  路德所針對並非是贖罪劵本身，而是因兜售贖罪劵所帶
出的弊端與惡習	



B6. 九十五條論綱摘要:	
第二條： 基督和教會的一切恩惠都是上帝賜與的，即
使沒有大赦，虔誠的基督徒一樣可以享有	

第五條：教皇沒有免除任何罪孽的意志和權力，他只
能赦免憑自己的權力或教會法加於人們的懲罰 	
	
	

第二十二條：因此，推銷大赦的教士們鼓吹，教皇的
大赦能使人免除一切懲罰，並且得救，便陷入了謬誤	
	

第三十一條：真誠購買贖罪券的人，如同真誠悔罪
的人一樣稀少。的確，這種人極為罕見。	
	

第三十五條：凡鼓吹說，購買靈魂免受煉獄之苦或
購買懺悔特免權者便無悔過之必要，均不符合基督
之教諭	
	



C.來比錫之辨及沃木斯国会	
C1. 來比錫之辨（Leipzig Debate)	
Ø  公元1519年七月，厄克与路德彼此面对，厄克用巧计对

付路德，使路德不得不在最后宣称：	
•  君士坦斯会议对胡司的某些教导作了不公正的定罪	
•  自己与一位被教会正式指责为异端的人站在一边	

Ø  路德被革除教籍	
•  公元1520年六月十五日，教皇利奥签署了革除路德教

籍之教谕。教谕中列出路德的教导，并斥路德为「异
端、邪说、诽谤、虚假』。教谕呼吁所有人焚毁路德
的著作，并要求路德及他的跟从者于六十天内公开撤
销其看法	

•  路德出版一份单张，题名为「驳敌基督可咒之教谕」，
以示对抗	

•  公元1520年十二月十日路德公開焚燒教皇詔諭	



C2. 沃木斯国会（The Diet of Worms）	
Ø  路德于公元1521年四月二日首途前往沃木斯。	
Ø  四月十七日，礼拜三下午四点，路德出现在国会。此

次會面是查理五世和马丁路德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会。	
Ø  一位官員質問路德：“这些书是你写的吗？你要收回

这些书，还是继续维护？”路德肯定的回答了第一个
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他恳求皇帝给他时间，使他
的答案不至伤害到神，也不使自己的生命处于险境	

Ø  四月十八日，路德第二次出席国会。路德回答第二個
問題：“如果皇帝所要的只是简明的答案，我可以给
他。对我而言，决不可能撤销，除非圣经证明我错了，
我的良心持守神的话，昧良心的行为既不诚实，也不
安全。我站在這里，別無选择，神啊，帮助我，！”	

Ø  路德宗（信義宗）也就在這一番話中誕生	
Ø  五月四日，腓勒德力選候下令騎士們將路德劫持到瓦

特堡，保護起來。	



馬丁路德 

查理五世 

1521年伏姆斯會議圖	



D. 路德的宗教改革信仰概括：	
D1. 三论著：	

Ø  「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书」：提出“人人皆祭司”摡念
（彼得前書2:9，啟示錄5:10），信徒有權來改革教會。
呼籲德意志的基督徒貴族起來推動教會的改革	

Ø  「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主要的思想仍然是“人人皆
祭司”。在此文中，路德將天主教的聖禮由七個減到
兩個－洗禮和聖餐禮	

Ø  「论基督徒的自由」：	
•  基督徒一方面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因不受罪的管轄。但

另一方面，基督徒因為愛的緣故，願意做眾人的僕人	
•  基督徒因信稱義，不靠行為得救，但是卻要從信心中自然

流露出好行為來	
•  信心是恩典，不是人的功勞，不是好行為，但是信心又是

首要的善功，是第一個好行為	



D2. 四唯獨	

Ø 公元1521年底，路德确定了宗教改革信仰大纲：	

•  惟獨圣经: 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最高权威。该教义并
非要抛弃大公教会传统，也不是要忽视初代教父的言
论，而是针对中世纪后期流行的“双重源头说”－圣
经和传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信仰权威	

	

•  惟獨恩典: 我们在神面前的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工
作白白归算（imputed）给我们的，人没有任何功德，
完全是恩典	

	

•  惟獨信心: 基督的義透過信心歸算給我們；信心是上
帝的恩典。稱義單靠信心，但信心從不單獨出現	

	

•  惟獨基督: 強調是基督是神與人之間的中保。此關
點是針對教皇是神與人之間中保的教義	



E. 德國信仰歸正的展開 	
Ø 路德恢復基督徒的自由:	

•  教皇制被弃绝；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差别也被摒除。	
•  聖禮只有兩個－洗禮和聖餐，而非七個﹔聖禮不是得救

的必要條件	
•  不再向聖徒及馬利亞禱告，也棄絕了拜像 、拜遺物、朝
聖、宗教游行、聖水、外表禁欲、修道、為死人祈禱及
相信煉獄等  	

•  羅馬天主教認為聖餐就是獻祭﹔必須由祭司獻上。他們
的教導說：當祭司宣讀聖禮的詞句時，餅和酒就會奇跡
式地變成基督真正的身體和血。這就是所謂的化質說
（Transubstantiation）	

•  路德否認聖餐是獻祭，他不承認每次聖餐就是將基督再
度獻上。他認為：基督已經在十架一次獻上，永遠獻
上﹔因此教會中不需要祭司。從路德以后，復原教中只
有傳道人，沒有祭司﹔而且在聖餐時，所有信徒都可以
領受餅和杯。	



  
 	

Ø 教會管理制度的發展: 	
•  路德派教會不設主教，只有監督（superintendents）。

他們執行主教的工作。信徒是教會的基層份子，由教
會議會（counci1）所管理。議會是由牧師及几位當選
的平信徒組成	

	

Ø 編寫研讀與崇拜的材料:	
•  公元1521年，路德將聖經譯成德文	
•  路德寫了許多詩歌。其中的一首“上主是我堅固保

障”成為永垂不朽之作	
•  為了將路德派教會的信仰正式公諸于世，他撰寫了一

份信仰告白（奧斯堡信條），提交公元1530年召開的
奧斯堡國會	

	

Ø  公元1525年六月十三日，路德與凱瑟琳結婚。許多祭司、
修士、修女都照他的榜樣而行，成為改教運動中，脫離
羅馬天主教的另一步	



  
 	

F. 瑞士的信仰歸正運動	
（公元1484－1531）	
	
公元1484年1月1日，慈運理
（Ulrich  Zwingli）出生在
瑞士德語區的威得赫斯城
（Wi1dhaus）	
	

慈運理的一生和路德完全不
同。他從未在修道院中過修
道士生活。他在文藝復興的
影響下受教，研讀的是早期
希臘羅馬的著作	



  
 	

F. 瑞士的信仰歸正運動（公元1484－1531）	
	

Ø 慈運理在巴塞爾（Basel）、伯恩（Bern），及維也納
（Vienna）各城受教育，于公元1506年得文學碩士學
位，然后進入教會事奉，公元1519年成為瑞士重要城
市蘇黎世（Zurich）教會的牧師	

	

Ø 慈運理最先受伊拉斯姆很深的影響。他詳盡研讀全部
新約及教父著作﹔他和伊拉斯姆的看法一樣，無意攻
擊羅馬教會，只希望藉教育慢慢改善教會。最初，他
個人的某些改教看法與路德無關，但后來他完全被路
德影響，以致越來越遠離伊拉期姆的看法	



  
 	

F2. 慈運理的改教	
Ø 公元1518年，慈運理開始攻擊贖罪券。路德在來比
錫之辯中的立場以及焚毀教皇詔諭之舉深深感動慈
運理，使他對羅馬教會作有系統、有計划的攻擊	

	

Ø 蘇黎世教堂中的圖像被搬走﹔彌撒被廢止﹔祭壇、
聖人遺物及宗教游行都被棄絕﹔教會的行政管理、
窮人的照應工作交給市政府來辦理﹔學校制度也改
善了	

	

Ø 從蘇黎世開始，改教運動蔓延到好几個瑞士的縣郡，
但仍有不少縣郡維持原來的天主教	



  
 	

F3. 慈運理與路德的不同	
Ø  聖餐論：	

•  路德對“這是我的身體”采用“字面”解釋，他認
為基督升天后，他的身體無所不在，所以基督的身
體確實臨在聖餐的餅和杯中	

	

•  慈運理則認為基督的身體只在天上，把“這是我的
身體”解釋為“這預表我的身體”﹔因此，聖餐是
一項“紀念主”的儀式，“餅和杯”是 “基督身體
與血的象征”	

	

Ø  公元1529年十月，路德和慈運理在馬爾堡（Marburg）
會談，但這兩位改教領袖至終無法獲致一樣的看法。一
段時期，慈運理的影響力遠及瑞士各地及德國南部。但
他于公元1531年的一次戰役中陣亡，以致該區復原教信
徒漸漸傾向加爾文	



  
 	

化質說 	
(天主教）	  

同質說 
(Lutheran) 	  

紀念說（慈運理）	   象徵說（加爾文）	  

天主教認為
經過神父的
祝福後，餅
和酒變成基
督的身體和
血。領受者
藉著餅和酒
分享基督。	
	  

馬丁路德認為經
過神職人員祝福
後，基督的身體
和血臨到餅和酒
當中，餅和酒並
未發生物質上的
改變；但是擁有
基督真實的同在。
領受者藉著分享
餅和酒，領受基
督的身體和血並
獲得罪的赦免。	
	  

慈運理認為聖餐
是在紀念基督的
替罪代贖：祂的
身體為我們擘開，
祂的血為我們而
流。我們如此行，
為的是要紀念主。
餅和酒與基督沒
有任何物質上與
靈性上的關係。
領受者藉著分享
餅和酒一起紀念
基督的替罪代贖。	
	  

加爾文認為基督
在靈性上臨到餅
和酒，餅和酒沒
有基督在物質上
的同在；但是擁
有靈性上的同在。
領受著藉著分享
餅和酒領受基督
的同在並獲得恩
典。	
	  

各教派關於聖餐論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