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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六章 16 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
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
不行在其间。1517 年 10 月 31 日，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威腾堡

教堂的门上，至今已经过了 505 年。时间的流逝对人类微小的记忆有着奇

异的影响，大部分福音派新教人士随手忘记或忽略了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

的历史性事件。我们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它，并重新关注这一重大事件对所

有基督徒的属灵意义和历史价值。今天，在这末后的危险日子里，我们需

要重新燃起热情和洞察力，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深思的复述，为基督的圣

工作有效的福音见证，并警醒地捍卫至高神圣的信仰。 

 

了解历史背景 

在中世纪的教会中，宗教团体经历了一段普遍的属灵和道德腐败和破产的

时期，在其宗教生活中践行着傲慢、贪婪、贪欲、滥用宗教、暴饮暴食、

欺骗和懒惰等致命的罪。神职人员在灵性和道德上有极大的败坏和滥用教

会。在属灵上完全麻木了许多个世纪之后，负面影响终于显现出来了。这

在康斯坦斯会议上被留意到，在那里高级教士和红衣主教试图打击教会的

堕落和腐败，从 1414 年开始，这个时期有三个所谓的教皇在力争抢夺同

一最高的圣职宝位。他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不得不召集一个委员会

来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大约在同一时间，约翰·胡斯二世(约 1372-

1415)，一个被神所重用的波西米亚牧师和改教家，因着他的圣经布道和

教义而被不公正地逐出教会，据说是在西吉斯蒙德皇帝的安全指令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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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去康斯坦斯接受审判。康斯坦斯的主教囚禁了他，尽管他们未能指证小

册子中所谓的“错误”。议会不公正地将他处以火刑，他在 1415 年坦然无

惧地承受了这种痛苦的死亡，在这个过程中，波西米亚的光景复兴起来，

反抗宗教暴政。其他虔诚的基督教领袖，如英国的教授约翰·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他反对变质论，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文圣经，萨伏那

罗拉(Savonarola)、布拉格的耶罗姆(Jerome)和胡斯(Hus)都敦促基督徒回

归圣经，以真正复兴基督教的信仰和生活。十三世纪的瓦尔登是忠实的基

督徒，托马斯·肯皮斯通过他在《效法基督》(约 1418 年)和其他作品中的

反思，号召信徒追随耶稣。康斯坦斯会议之后，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

烈，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有权威改教家的工作 

马丁·路德(1483-1546)，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上帝呼召的人，成为了今天所

谓的十六世纪新教改革的神圣催化剂。马丁·路德是上帝所呼召的，他在

接受神学训练后成为奥古斯丁修道士。他出生的时候，波吉亚家族的教皇

亚历山大六世领导下的教会正处于灵性衰退之中。为了重建罗马原始的教

堂，教皇利奥十世参与了赎罪券(或宽恕券)的销售，此卷可以赦免世上炼

狱中的人的所有罪恶。约翰·特策尔(Johann Tetzel)等专职僧侣出售这些

赎罪品，大部分利润用于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与此同时，路德在上帝

的眷顾下对自身的灵魂有着深切的关注，盼望与上帝和好，并试图通过仪

式和功德来拯救自己，他跪在圣彼得的楼梯上为自己的罪赎罪，但没有成

功。他在威腾堡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罗马书“义人必因信得生”时，突然重新

发现了真理(罗马书 一：16-17)。在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中，神所显

出的不配得的恩典中，“义人必因信得生”。虽然保罗的教导在教会中为人

所知，但他的核心信息——上帝在拯救中有不配得的恩典——在黑暗时代

被中世纪教会忽视了好几个世纪。 

路德被上帝的灵重生，他在九十五条论纲中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这些

论纲随后被张贴在教堂的墙上，供知识分子讨论。他不知道的是，这将竟

然成为当时世界的集结点，在上帝的旨意下，震动欧洲的伟大属灵觉醒。

在 1520 年，他还写了一些宣传单张，这些宣传单张是用新的印刷机印刷

的，而这些印刷机在这之前已经将《圣经》和单张提供发送给了公众。詹

姆斯·哈金森·斯迈利补充说，这些单张包括《致基督教贵族的演说》，敦

促贵族加入教会的改革；教会被囚禁于巴比伦，攻击教会的圣礼制度，否

认基督徒从基督荣耀的福音中获得真正的益处；自由，就是路德宣称基督

徒的自由，从行为的义，到上帝对那些仅凭恩典和信心而活的人的应许。

由于他的教导，1521 年 4 月，路德被传唤到沃尔姆斯城接受审判，由查

理五世皇帝主持。在为自己辩护时，路德求助于《圣经》，他强大的对

手，皇帝和教皇，都宣称要在《圣经》的权威下生活。他认为，除非经文



证明他是错的，否则“我不会也不能放弃，愿上帝帮助我”。传统的说法还

认为，他呐喊道：“这是我的立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讽刺的是，虽然

路德被宣布为异教徒，并被皇帝判处 21 天的监禁，但他却没有受到伤

害。他被皇帝的军队追杀，但不可思议的是，他被绑架了，被选帝侯腓特

烈隐藏和保护，在沃堡城堡里以乔治的名字藏匿了 10 个月，在 1522

年，他在那里将希腊文圣经翻译成德文新约圣经。《坚固的堡垒是我们的

上帝》这首赞美诗是路德在这一事件中所创作的。 

那个时代的权威改教家包括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他们主张对中世纪教

会进行灵性上的复兴和改革，因为中世纪的教会充斥着迷信、毫无生气的

典礼、仪式和传统。他们回归圣经中的权威、明晰，充分性，将其作为我

们信仰的基石和基础，并重新发现了在中世纪教会所缺失的书写文字圣经

的真正的活泼与动力。他们发现了救赎恩典的教义，通过以信称义(而不

是藉着行为)，信徒皆祭司(而不是通过守身神父的告解室)，圣经的权威和

其充分性(而不是通过公会的法令和个人的通谕)。这些人在失去了近 1000

年的信仰重新得着，藉著对基督的胜利和鲜活的信仰，灵魂得以释放。到

十六世纪末，这一现象蔓延到了整个西欧，从德国到瑞士、英格兰、苏格

兰、法国和荷兰，以及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521 年 4 月，沃尔姆斯

议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会议，弥合了新成立的宗教改革派与中世纪教会之

间不可调和的分歧。宗教改革已经有了充分实现其教义和实践意义的良好

基础，而且势不可挡。 

 

宗教改革的遗产 

宗教改革对欧洲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它带来了福音，如改教家所推动的

普及识字和教育。由于《圣经》的普及和那些年不断扩大的学习，这一点

变得更加重要。加尔文在文艺复兴时期受过良好的中世纪知识的训练，他

的技能被上帝大量使用，在 1536 年撰写了《基督教要义》和其他圣经注

释书。(改教家认为教师是圣经中认可的教会职务之一。)改革宗认为，所

有信徒都应该能接触到圣经、信仰的法则、生活和学习，并被呼召以所有

神圣恩典的恩赐侍奉上帝。因此，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强调普及教育，其

中包括阅读圣经。例如，在日内瓦，教会条例规定“年轻人应该被忠实地

教导”。这包括将要接受初等教育的贫穷青年和妇女。这是提高妇女福𧘲

的重要一步。加尔文参与了这一过程，并领导了日内瓦的复兴，在长老会

体制下实行普及教育和严格的教会纪律，尽管最初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

和接受。加尔文的一生在日内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都有上帝的手在掌

控着。在那里他本应在日内瓦停留一天，但当他被威廉·法尔挑战时，他

变成了在当地 25 年的服事。改革宗的教导从神的话语激发信徒的心灵，

为西方社会和整个世界带来经济利益。新教的工作伦理很快传遍欧洲，推



动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精神、社会和经济发展和进步，导致他们成

为今天的发达国家。 

宗教改革对政治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是通过人民参与代议制宪政。

民政长官是上帝的礼物，它鼓励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人类行为，并劝阻和

遏制邪恶。改革宗从他们对希腊和罗马经典和历史的研究中了解到这一

点。詹姆斯·哈钦森·斯迈利在《长老会简史》中说：“政府的各种形式及其

危险——君主制和暴政(一人统治)、贵族和寡头政治(少数人统治)、民主

和暴民政权(暴民统治)。”在教会事务和政治领域，他们走向了参与式和代

议制的政府制度。他们主张将民主与功绩贵族制相结合，作为政府的最佳

形式。”长老会形式的教会体制是作为圣经中的教会治理模式引入的，长

老和执事是由教会选出的职份。这种形式将在教会和长老会中提供适当的

制约和平衡，促进公民责任和防止滥权。这将是今天许多国家各种形式的

民主议会制的先驱。 

 

改革，仍在改革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除了中世纪教会的基调和策略在现代变得更加调和之

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世界上的普世运动包括新纪元，邪教和信心话语

运动，以及近年来帮助巩固罗马教会和新教教会之间联系的有争议的启发

课程。有更多的声音支持以牺牲真理为代价的表面性的组织合一，从而削

弱了我们的祖先用生命捍卫真理的改革信仰的重要精神遗产。保罗在帖撒

罗尼迦后书 二：15 警告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
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保罗在使徒行传 

二十：28-31 中，清楚地说明了所有从内部有危险的教会，以及我们警戒

别人的责任：“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
群谨慎，牧养 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或译：救赎的）。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
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
当警醒，记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戒你们各人。 ” 

更大的危险是放弃我们的属灵遗产和根基，以适应和安抚日益增长的对合

一宗教的要求，首先是为反基督政权的道路做准备。在过去的七十年里，

普世运动的影响力和成员人数都有了极大的增长，许多教派和独立教会被

迫加入并容纳他们。历代记下十九章 2 节说：“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

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

因此耶和华的忿怒临到你。” 

 

改教家的挑战 

宗教改革并非没有问题，在一些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挫折和障碍。 



首先，1523 年的农民起义对宗教改革的好名声造成了不利影响。路德必

须公开谴责由于狂热者和过度兴奋的追随者袭击和烧毁建筑物，并以激烈

行动反抗当局而造成的暴力。极端的热心和狂热不会对基督的事业有积极

的贡献，今天有些人因过分热心于不按真知识行事而有罪(罗马书 十：1，

2)。 

其次，是 1529 年路德与茨温利在马尔堡会议上的分歧所造成的德瑞宗教

改革的不合一。 

这种分歧是如此尖锐和分裂，以至于他们在圣餐的一个问题上愤怒地分裂

(在其他 14 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对宗教改革运动的统一战线和效果产

生了不利影响。事情不必如此结束，但上帝的主权允许它如此结束。人的

愤怒并不能证明上帝的公义，我们今天必须记住这一点，不要再犯同样的

错误。 

第三，瑞士宗教改革中发生了一件令人哀伤的事件，茨温利在 1531 年参

加卡佩尔战役时过早死亡，留下他的继任者布林格继续宗教的改革。事后

看来，为了基督的事业，有必要进行实际肉身的战斗吗？撒但经常成功地

用极端主义和狂热破坏我们真正的事奉主的努力，这经常造成教会的分

裂，但我们承认神的大手允许这一切的发生。这些对我们今天来说是谦卑

和深省的教训，因为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为信仰而斗争，如果不这样

做，撒旦就会有站稳的机会来摧毁或分裂我们，损害我们的利益，并使我

们在世界上失去为基督做有效的见证，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严重后

果。 

还有其他关于改教家不同风格的问题，英国圣公会的法衣争议，以清教徒

为代表，还有迈克尔·瑟维图斯，异教徒和一些重洗礼派领袖被处理的争

议方式。但每一种情况都必须在适当的背景下仔细验证，以获得完整和正

确的视角。它只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经常祷告，耐心和谦卑，总是寻求

神的旨意，在做神的工作时，要贴近神的引领。 

在二十一世纪的末后日子即将结束之际，我们面临着更严重的危险。世界

将普遍赞成一个世界宗教，它将支持一个世界全球秩序，由一个拥有政

治、经济、军事、宗教扶持和解决全球问题的权力的最高世界领袖来管理

(帖后 二：7-21)。最近的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向我们表明，世界各国需

要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发生瘟疫，某种形式的

人员管控将不可避免，这在未来几天可能是必要的。最近，随着同性恋、

变性、堕胎、安乐死、克隆等伦理问题的出现，亚洲、中东和西方世界的

一些国家发生了一些事件，许多人对基督教信仰不宽容，因此对基督徒的

迫害也在增加。 

即将到来的世界最高领袖(反基督者，他将在末后的日子里暂时领先于基

督在世界上的统治和权力)将带来虚假的和平，让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最后，如果主来的时间耽搁，他将在七年苦难的后半段迫害教会。那些日



子将是极其艰难的考验，在人类历史的最后时刻，我们要凭着主的忍耐和

恒心，坚忍警惕(太 二十四：1- 24)。 

 

改教运动的过程 

宗教改革真的随着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了吗?面对过去

和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今天仍有许多工作要进行。首先，在自由主义、神

秘主义、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日益增长的氛围中，仍然迫切需要继续为曾经

交付给圣徒的信仰而作战，传扬纯洁和纯正的福音，散播和捍卫正道。在

全球不断上升的妥协的群众福音(即有争议的财富福音和主的晚餐能医治

疾病的错误教异，以及流行的启发课程中所釆用的删节福音而被一些教会

使用)，新纪元运动，自由派和普世运动，以及邪教和神秘主义的影响，

合乎圣经的分别为圣的立场，仍然是需要的。国际基督教协会成立于

1948 年，为捍卫信仰，今天仍在继续，第 75 届大会将于明年在美国新泽

西州举行，由 Brad Gsell 博士和他的团队领导，上帝保守，他们需要来

自基督选民的祷告和支持。 

其次，何西阿书 四：6 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
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 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
的儿女。”教会需要了解真相，因为无知不是福，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或

比利时信条或海德堡信条和多特信经)需要教导给信徒，以免我们忘记我

们的改革遗产。宗教改革代表了对圣经的深刻认识及其对教会、家庭和个

人生活的解救作用，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同样的更新。今天，你是否以改教

家的真正精神，在神的话语中正确地扎根和打桩，或者那些耸人听闻的、

暂时的恩赐、医治的服事和所谓的奇迹，这些事是否令你异致兴奋和统治

着你的生活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的改革宗教会和家庭，以神的话语为根

基，以改革宗信仰的认识和实践为基础。 

 

结论 

保罗在腓利书 一：27 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
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
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要求主赐

给我们虔敬的谨慎，求主赐给我们勇气，忍耐，和神圣的分辨能力，愿意

趁还有自由和机会的时候，传扬，捍卫，宣讲那纯正无玷污的福音。在这

宗教试炼和教会妥协的时代中，我们不应懈怠，而应当火热和忠心。马太

福音 二十四章 14 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
末期才来到。”愿主保守我们，坚固我们，赐给我们虔敬的谨慎和魄力，

使我们在艰难、不确定和危险的末世，始终坚持忠实于基督。 

 

孙友强牧师 



 

权望堂笃信圣经长老会 

 

(NB.要深入研究，请阅读罗伯特·戈弗雷的《宗教改革札记》，2003 年和
詹姆斯·哈钦森·斯迈利的《长老会简史》，199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