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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教會歷史 
第五講：中世紀盛期 

導論 
• 我原先對中世紀充滿偏見，作為基督徒，我一直以為教中世紀歷史就意味著說我先得跟大家說抱

歉——基督教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就要揭開了。 
• 但是我越多研究中世紀的歷史，我就越意識到中世紀神學發展的豐富，以及中世紀的人和事給今

日教會帶來多麼深遠的影響。 
• 上周的時候，我們講到中世紀早期歐洲的政治局勢是怎樣的，以及當時已知的西方世界是怎樣的。

這很重要，由於中世紀早期歐洲缺乏強有力的、統一的政治勢力，所以教會作為最有號召力的機

構就自然地填補了這一真空。 
• 中世紀盛期，又稱中世紀中期，是西元 950 年到十三世紀，後期是十四到十五世紀。從十一世紀

到十六世紀的歷史見證了皇帝和教皇之間、教會領袖們和政治領袖們之間的權利爭奪戰。在這五

百多年中，人們一直努力地想要分辨地上的權柄和天上的權柄之間應有怎樣的關係，這一努力貫

穿了整個中世紀教會史。 

分裂的根源，改革的種子 

 
1. 當時的歐洲是怎樣的： 

A) 正如我們在上周所講到的，查理曼大帝統一了歐洲的大部分領土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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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但是，歐洲在被查理曼統一之後，立即就面臨了新一波的入侵，這波入侵發生在第九和第十

世紀，包括來自北歐的維京人、來自南方的伊斯蘭教軍隊，以及來自東方的匈牙利人。 
C) 隨著時間的流逝，查理曼的帝國逐漸瓦解為被本地的貴族和男爵們所管理的很多小王國。一

般人很少指望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能夠保護和幫到他，他們更多地向本地的君主尋求幫助，

這使帝國的皇權進一步被消弱。 
2. 教會的擴張 

A) 在第九和第十世紀，教會得到了地理上極大的擴張，這是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從未有過的。 
B) 在過去，教會的擴張主要是因為蠻族入侵羅馬、成為羅馬的一部分之後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現在基督教會的擴張則是因為宣教士去到那些掃蕩歐洲的蠻族所在的地方傳揚福音。 
C) 所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人民——包括丹麥、挪威和大部分的瑞

典——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D) 在歐洲的島嶼（冰島、格陵蘭）和東歐地區（匈牙利、俄國），人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甚

至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穆斯林部落都有成為基督徒的。 
3. 封建制度下的敘任權 

A) 第九世紀晚期到第十世紀早期的教會並不那麼強大 
• 歐洲處於封建制度之下，這裡所說的封建制度是一種分封的領地制度，中央政府並不強

大，國王擁有所有的土地，然後國王把土地分租給地方上的領主（高等貴族），領主再

分租給低等的貴族，貴族再分租給農民。在這種體制之下，教會沒有得到太大的權力。

教會成為這種封建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它之上。 
• 例如，一個修道院擁有一片土地，耕種這片土地的農民要把租金付給修道院。 
•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神職人員，例如修院的院長、地區主教，往往是一個富有的地主。

他們的宗教事務權力是地方領主授予他們的，就像地方領主同樣也授予他們土地一樣。 
• 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教皇沒有辦法命令地方領主必須讓某個人做主教，主教任命權

不在教皇手裡，而是在地方領主手裡。原先存在的政教關係問題就重新浮上了水面：政

府和教會的權柄分界線究竟在哪裡。 
• 這個問題被稱為“主教敘任權之爭” 

B) 在任命一位主教的時候，國王、貴族或者領主會把一片土地授予一個神職人員，以表示給這

位教會領袖一個屬靈權柄的職分。教會官員的任命儘管理論上是羅馬天主教會的任務，但實

際上由世俗權威履行。 
• 所以很多神職人員透過積累這些財產，而成為了非常富有的人，他們同時也不再是獨立

的神的僕人，而依賴于地方貴族和領主。【類比：和某些地區的三自非常類似，教會是

事業單位，牧師和神職人員有編制。】 
• 這樣，地方領主逐漸地掌管了他們領地上主教的任命權，即便是一個小貴族，也對教區

內的神父任命有很大的影響能力。 
• 這種做法帶來了很多問題。由於大批財富和土地與主教或修道院院長之位緊密相連，故

販賣教會職位（即販賣聖事活動）成了世俗領袖的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因為由於其識

文斷字具備管理能力，主教們以及修道院長們自己通常是世俗政府的一部分，故任命

（或賣職給）忠心之人對世俗統治者有利。此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具備特別的任命教

宗權能，而教宗則會任命和加冕下一位皇帝。因此，這樣一個對教會職位的世俗敘任便

成了永不停止的周而復始。 

衝突爆發：教廷與帝國 
1. 軟弱的教皇 

• 在第十世紀到第十一世紀，教會和羅馬皇帝之間發生了尖銳的衝突，主要原因是羅馬皇帝認

為皇帝有權力任命主教，而教會認為任命主教是教廷的權力，而不是帝國皇帝的。 
• 所以在開始的幾十年，教皇和反對教皇權力的人頻繁地在政治和宗教的舞臺上交替，上臺、

下臺、流放。最多的時候同時有三個教皇都聲稱自己才是彼得的主教座位的合法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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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漸地，有能力的教皇不得不讓位給軟弱的教皇，因為統治者們需要的是聽話的教皇，他們

就像君權底下的小狗一樣。所以教皇的素質越來越差。例如，教皇本篤九世（Benedict IX）十

二歲就當上教皇，他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惡棍，1044 年 7 月他由於想結婚，而將他的教宗職務

以 650 公斤黃金的代價賣給他的義父。 
2. 教皇利奧九世（1049-1054） 

• 在這混亂的年代裡，亨利三世（1039-1056）成為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他決定要停止這一

混亂局面，當時有三個教皇都聲稱自己才是正宗的（西爾維斯特三世、本篤九世和格列高利

六世）。 
• 在 1049 年，亨利三世在德國召開了一次宗教會議，在這個會議上他把教皇西維斯特三世革職，

同時格列高利六世辭職，並將他放逐到德國。他又召開另一次會議，將本篤九世革職。最後，

他使利奧九世——他的表兄弟——成為了教皇。 
• 利奧九世是當時想要改革教廷，並且使教廷從君權的手下解放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家。所以

利奧九世並沒有立即出任教皇的職位，相反，他穿著乞丐的衣服，從德國開會的地方長途跋

涉到羅馬，在教廷和羅馬人民確認他的任職之前拒絕就任教皇的職務。利奧不願意讓教皇職

位成為皇帝的玩物，他要把教會從君權之下解放出來。 
• 在亨利三世的去世之後，另一位教皇尼古拉二世（1058-1061）發佈了《教皇選舉令》，該命

令宣告說紅衣主教團（樞機團）——也就是教皇所選擇出來的一群主教——擁有選舉教皇的

權力，君主對教皇的選立沒有權柄。【注意：直到 1179 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現在通

行的教皇選舉法才確認下來。】 
3. 教皇格裡高利七世（1073-1085） 

• 尼古拉發佈《教皇選舉令》並不是他自己的主意，因為尼古拉本人並不是一個優秀的靈修和

思想家，而是羅馬教會的一位名叫希爾德布蘭（Hildebrand）的總執事所主張的。 
• 希爾德布蘭在羅馬很有影響力，他經歷了多任教皇的變遷，是教廷的一位老臣。他非常有智

慧地開展他對教皇制度的改革。 
• 在 1073 年，當時的教皇亞歷山大二世死在任上，希爾德布蘭被信徒從家裡抬到了羅馬廣場，

紅衣主教團迅速地舉行了正式選舉，他被以一致歡呼的方式當選教皇。他就是格裡高利七世。 
• 格裡高利一共擔任教皇十二年，他非常努力地想要使教皇的權柄得到提升，使教廷從被義大

利的君主奴役的處境下拯救出來。所以他比以前任何一個教皇都要努力地宣告教皇的權柄和

尊嚴。 
• 在 1075 年，他發佈了教皇諭令，聲稱沒有人可以判斷教皇的對錯，教皇可以任命和免職主教，

教皇也可以免職君王和皇帝。教皇的權力範圍包括了世俗統治者，世俗統治者在和教皇見面

時必須親吻教皇的腳，而且所有的教皇——包括他自己——都自動成為聖徒。 
• 格裡高利的這一命令同時也是向當時通行的君主任命的敘任權做法發動了戰爭。亨利四世立

即寫信表示反對，收回他對格裡高利七世擔任教皇的支持，並且用這句話作為結尾：“朕，

亨利，上帝恩眷之國王，同朕全體主教，曉諭爾，下臺，下臺，而且永被詛咒。” 
• 當亨利四世任其專職司鐸（chaplain）為米蘭主教，而當時已有一位侯選人在羅馬被教廷選中

時，形勢變得更緊迫了。1076 年，額我略的反應是絕罰國王，將其開除出教會，並罷免其德

國國王之位。這是自西元 4 世紀後首次發生的國王被罷免事件。 
• 德國貴族很高興聽到國王被罷免。他們利用宗教掩護作為藉口試圖奪取皇家保有地，他們同

時宣佈支持教皇。最後，亨利四世在 1076 年被迫戲劇性地披了件剛毛襯衣並翻越阿爾卑斯山，

在數九寒冬赤腳立於雪中三天，教皇才赦免他並且允許他親吻自己的腳，亨利四世的這次跋

涉後來被稱為卡諾莎之行。 
• 在此之前，教皇從未如此得到世俗權力的尊重。世俗權力終於在教權面前低下了頭。雖然格

裡高利七世最後失敗，並於 1085 年在流放途中去世，卡諾莎門外的這一幕始終成為後世教皇

們常常回味的榮耀時刻。 
• 格裡高利七世相信教會是上帝創造的，其目的是將全人類組織在一個單一的，執行上帝的旨

意的社會中。因此教會高於任何人造的機構，尤其高於國家，而教宗作為教會的首領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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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間的統治者，因此任何對他的不服從也是對上帝的不服從，也就是背離基督。但這個解

釋的結果是教會得消滅所有的國家。因此作為一個政治家，格裡高利七世不得不採取一個折

衷的手段。他承認國家作為一個統治機構的存在，他將教會與國家的同時存在解釋為上帝的

意願並強調教會與帝國的統一的重要性。但他從未想到過將這兩個勢力作為平等的來看待。

對他來說教會在國家之上是毫無疑問的和不可討論的。 
4. 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 

• 在格裡高利七世之後，繼任者中好幾位很有能力的教皇，所以在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教皇

的權力達到了巔峰。 
• 在這些很有能力和權勢的教皇當中，最偉大的應當算是英諾森三世，他在 1198-1216 年間擔

任教皇的職務。 
• 英諾森進一步地鞏固教皇擁有絕對屬靈權柄的這一說法。他宣佈說，“彼得的繼承者是基督

的代理人……教宗是神和人之間的中保，在上帝之下，在人之上；比上帝微小，比人偉大；教

宗能判斷一切，卻沒有人能判斷他。” 
• 他進一步地得出結論說，君王在地上所擁有的權柄也是教皇授予的。他說，“正如月亮反映

的是太陽的光輝，君主權力的神聖性也是從教廷權柄而出。” 
• 英諾森是一個傑出的外交家。他常常斡旋在歐洲的君主們之間，透過合縱連橫來增強自己的

權力。他集合中世紀當時所進展一切有利的傾向，轉化成為教廷大而統一的組織。他決意要

把教廷在義大利建成一個強大國家，世俗君主不能隨便使用經濟力量來逼迫羅馬教會就範。 
•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英諾森使用他的權柄命令法國國王和休掉的王后復合，法國國王不願

意，英諾森就停止了整個法國境內所有民眾參與彌撒的權利（interdict），直到法國人民成功

地說服他們的國王重婚為止。 
• 然而，教皇們想要控制的不只是歐洲…… 

十字軍東征 (1096 年－1291 年) 
1.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 我們需要簡短地討論一下十字軍運動，我們無法迴避這一話題。十字軍事件極大地影響了基

督教世界的格局。 
• 在 1009 年，第六任埃及法蒂瑪王朝哈裡發暴君哈基姆（Al-Hakim bi-Amr Allah），當時耶路撒

冷的佔領者，下令摧毀包括聖墓教堂在內的所有耶路撒冷基督教堂和猶太會堂，加深了對非

穆斯林的迫害。雖然這些教堂後來都被重建和回復，可是前往耶路撒冷的朝聖者被越來越粗

暴地對待。1070 年，塞爾柱突厥人佔領了耶路撒冷，但是他們對基督徒也並不友善，基督教

與伊斯蘭教互相對立氣氛更加嚴重。 
• 教皇烏爾班二世於 1095 年 11 月在義大利皮亞琴察召開宗教會議，正好東正教的拜占庭皇帝

派來特使在會議上痛陳突厥人西侵的壓迫，於是教皇在會議上疾呼西歐應收復聖地並解救同

為基督教兄弟的危難，但對抗強大的穆斯林勢力必須有更多的團結勢力，於是教皇在同年 11
月冬天在法國克萊芒召開更大的基督教會議發表演說以號召更多響應者，此次參與會議多達

數萬人並且包含了各地大主教與封建貴族騎士與平民，造成貴族與平民間熱烈響應，並且確

立以十字記號為軍隊徽幟，制訂大量徽章大量發放，十字軍的名稱由此而來。到 1098 年的時

候多個東方城市被奪回，包括埃德薩、安提阿和耶路撒冷。 
• 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後的六十年，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與穆斯林軍隊展開了巴勒斯坦地區

的爭奪戰，也就是隨後的幾次十字軍東征。 
•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是在教皇英諾森三世在位的時候發生的，我們前面剛剛提到他。這次東征

最初的目標是埃及，希望能夠給當時的穆斯林領袖撒拉丁以迎頭痛擊，並使埃及成為日後行

動的基地，來解救被穆斯林控制的耶路撒冷。一位名為小阿列克修斯的東羅馬王子要求丹多

洛羅總督幫他奪回東羅馬帝國王位，並換取幫忙付給十字軍欠威尼斯商人的糧錢的承諾，於

是，丹多洛利用這東羅馬國內的糾紛轉而進攻君士坦丁堡，最終在 1204 年 4 月 13 日攻陷君

士坦丁堡後對城中居民搶劫和破壞後血腥屠殺三天。雖然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東羅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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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首都，而不是伊斯蘭的首都，但是十字軍居然不加區別地加以屠戮。雖然天主教會

對君士坦丁堡的佔領只持續了五十年，雖然東羅馬帝國後來復國，但是第四次東征中十字軍

的行為使十字軍東征在道德上破產，東西教會交惡，並且最後聲名狼藉。 
• 隨後，多次十字軍東征相繼發生，但是都沒有什麼戰果。神聖羅馬帝國在 1229 年通過談判得

到了耶路撒冷，又在 1244 年丟了它，自此巴勒斯坦被穆斯林控制，直到 20 世紀的聯合國 181
號巴以分治決議。 

• 關於十字軍的一些其他問題： 
 十字軍不限於朝向東方穆斯林的進攻，在中世紀時發生了許多其他方向、針對不同敵人

的“十字軍”。比如收復西班牙的十字軍戰爭（中世紀大部分時間內西班牙被穆斯林佔

領），攻擊異端的十字軍（例如針對阿爾比派，以及後來針對胡斯派的戰爭），天主教

國家與新教國家之間的戰爭（例如 1588 年天主教的西班牙進攻新教的英國）。 
 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與十字軍的聯繫並不強烈，宗教裁判所的目的是處理異端，因

為在中世紀盛期及以後，西歐的異端問題日趨嚴重。另外，與一般的印象不同，宗教裁

判所的司法程式相比當時世俗國家的司法過程並不更糟糕，甚至更好。宗教裁判所的

“糾問程式”在當時更有助於查明事實真相。 
 引起不良名聲的宗教裁判所，是十五世紀晚期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這是西班牙國王設

立的裁判所，而非教廷設立。它也從屬於獨特的歷史背景，因為當時西班牙光復不久，

需要面對穆斯林數世紀佔領留下的複雜局面。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確實是相當殘酷的。 
 十字軍東征同時也帶來了其他後果和影響，例如增強了教皇的權力，使西方基督教世界

和穆斯林世界的敵意加深，但同時也使阿拉伯的哲學思想影響到了西方世界，亞里斯多

德哲學因此重新復活，最後影響了一代思想家，例如我們今天會提到的湯瑪斯·阿奎那。

十字軍在事實上也促進了商路的開通和東西方交流。 
• 今天的基督徒該如何評價十字軍運動？ 
 今天的基督徒該如何回應十字軍東征呢？非基督徒常常在我們和他傳福音的時候提到這

段令人尷尬的歷史，他們會因此批評基督教的虛偽和攻擊性。 
 我覺得我們可以下面四點來回應： 

(a) 首先，我們需要理解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戰爭”是一種常見的活動，甚至是日常

活動。而我們生活在一個長期和平的世界，且有可能賦予“和平”本身過高的價值。

十字軍戰爭與當時的其他戰爭相比並不更殘酷和邪惡。 
(b) 如今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穆斯林在東方和北非一些地區的統治，對待基督徒確實

是相當殘酷的。這表明在這段歷史中，並不存在完全清白的一方。十字軍東征也不是

現代國家意義上的“侵略戰爭”。 
(c) 十字軍戰爭中確實發生了許多罪行。作為基督徒，我們知道人性是有罪的，所以我們

不應該對罪人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即便這罪行是以上帝之名而犯下的——而感到驚

訝。我們的身份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份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過去的基督徒、其他的基督

徒做了什麼之上。 
(d) 我們需要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來看待十字軍東征，十字軍運動是在中世紀教會面臨許

多挑戰和威脅的處境下發生的，當時的教會正面臨著腐敗、政教關係的混亂、異端的

攪擾、政治鬥爭，以及救恩論的不明確。所以，我們要為著上帝最後仍然保守了祂的

教會而感恩。 

大公會議 
1. 修道運動和教皇權力的上升並不是中世紀教會僅有的改革途徑。你還記得嗎？幾個禮拜之前我們

討論到在早期教會，他們怎麼解決教義上的分歧？他們會召集一個會議，這個會議被稱為“大公

會議”。在中世紀早期，他們偶爾也也會這麼幹。例如，在 787 年召開的第二次尼西亞大公會議

說在敬拜中使用圖像是可以接受的，查理曼就召集了法蘭克福大公會議譴責了尼西亞會議的這一

決定。我們需要知道的兩個主要大公會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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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1215 年）。這一會議在羅馬的拉特朗山召開，這一會議召集的原本

目的是為了改革教會，也就是解決教權和政權之間的問題。但是這一會議最後形成的決議卻

是教義性的，這些決議引發了整個中世紀無休止的辯論，這些教義包括：聖餐禮中的“變質

說”、反猶主義、建立異端裁判所等等。 
• 康斯坦斯大公會議（1414～1418 年）。記得嗎，當時悲劇再度發生：三個人都自稱自己是正

宗的教皇，然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再次介入，把三個教皇都罷免了——這時權力就集中到

皇帝手裡。然後皇帝召集了康斯坦斯會議來選拔一位新的教皇。這是中世紀最大規模的大公

會議。兩大成果：1）罷免前面的三位教皇，重新選舉新的教皇馬丁五世；2）大公會議的權

柄高於教皇，並且應當定期召開。這樣，大公會議應當至少十年召開一次（盡可能五年一次）

來處理教會的問題。該大公會議同時還定了約翰·胡斯（我們一會兒就要提到他）的罪，宣佈

他是一個異端。 

僧侶和經院學者 
1. 在中世紀，好幾個條件開始融合在一起，使 16 世紀實際的宗教改革變為可能。這些條件包括：

修道主義運動、歐洲中央集權的弱化和地方君主的權力增長、修道院的復興和經院哲學的興起。

這些都給宗教改革提供了土壤。 
2. 我們先來認識修道運動。當格裡高利和英諾森在自頂向下地推動改革時，很多改革也在下層神職

人員中發生，主要是在修道院裡。我們要認識三股改革力量：克呂尼改革(Cluniac Reforms)、熙篤

會(Cistercians)和方濟各會(Ordine francescano)。 
• 阿基坦公爵威廉一世于 910 年建立了首個克呂尼修院（Cluny Abbey 法國勃艮第），這位公爵

因為謀殺了自己的兄弟而感到不安，所以建立了這個修院。該修院直接向教宗而不是向一位

本地君主彙報，所以不受地方君主的控制。 
 進而，克呂尼隱修院院牧對他的修士們所建立的分院保留權威。到 12 世紀，克呂尼修會

已經有了超過 1000 座修院。該修會強調與世界分別和保持獨立，很快因為快速地發展而

擁有了大量財富。 
 逐漸地，這些財富使克呂尼修院陷於腐敗，教會需要另一種改革。 

• 在 1098 年熙篤會建立，熙篤會的建立是為了反對克呂尼修院的腐敗。所以他們主張生活嚴肅，

重個人清貧，終身吃素，每日淩晨即起身祈禱。他們在黑色法衣裡面穿一件白色會服，所以

有時也被稱作“白衣修士”。他們所寫的詩歌我們今天還在唱，例如《哦！至聖之首受創

傷》。熙篤會的擴張也是非常迅速的，在 1119 年，他們只有五座修道院，而到 1150 年的時

候有了 150 個，1250 年的時候 647 個。 
 熙篤會最著名的僧侶，也是當時最著名的教會人物就是克勒窩的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聖伯納德，1090-1153）。他可以說是歐洲的屬靈指導者。因為他擁有優美的

人格，口才很好，擅長講道與寫作，會寫神學論文以及美妙的詩歌，所以當時有這樣的

一句話“做母親的把兒子藏起來、做妻子的把丈夫藏起來、朋友把朋友藏起來”，免得

他們受感化去做修道士。 
 在他 《論愛神》（On Loving God）這部著作中，伯納德清晰地表明，愛的本質和動機是

神自己。若非神把祂的愛放在人裡面，人不可能認識神。因此，人被貪婪驅使，用那些

不能真正滿足他們的東西來充塞生活——因為人所真正缺乏的，乃是神自己。 
 伯納德的影響力超過他所在的時代，加爾文就深受伯納德的影響，並且非常尊重他。 

• 最後，我們要認識一下方濟各會。在 1209 年亞西西的方濟各（Francis of Assisi）建立了方濟

各會。方濟各會比熙篤會走的更遠，他們宣佈放棄所有世上的財產。很多僧侶支持他，他們

強調神的良善和憐憫，以及基督的體恤。隨著方濟各會的增長，方濟各本人最後宣佈放棄帶

領這一運動並且選擇了隱修。 
3. 經院哲學 (scholasticism) 

• 當修道士們致力於改革修道院時，在大學裡另一場運動正在進行著，就是經院哲學。經院哲

學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查明和確認理性與信仰之間的關係。經院哲學家們常常使用希臘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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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亞里斯多德——的觀點來完成這一工作。在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十字軍遇到了穆斯

林學者們正在學習和翻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所以他們把這些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帶回了歐洲。 
4. 安瑟倫（Anselm 1033-1109 年） 

• 經院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安瑟倫，出生於 1033 年，死於 1109 年。安瑟倫是坎特伯雷大主

教（英格蘭主教長），一個很有才華的領袖，也是一個優秀的神學家。 
 安瑟倫深受柏拉圖的影響，他主張說理性的思考必須符合信仰的原則。“我決不是理解

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因為我相信；除非我信仰了，我決不會理解。” 
 作為經院哲學之父，他首先提出了對上帝之存在的本體論論證： 

(a) 上帝就是“無法設想比它更偉大或更完美的那一位存在者”，上帝的不存在是無法設

想的。 
(b) 如果一個人的意識能夠設想一個比神更偉大的存在，那麼這個受造物就會比神還要偉

大並且審判上帝，這是不可能的。 
(c) 他不信任人的感覺，所以他認為神的存在是我們研究其他一切領域的前提。 

 安瑟倫最傑出的貢獻是《神為什麼成為人》（Cur Deus Homo），在這本書裡，他把基督

的道成肉身和基督的受難聯繫在一起了。他強調說，因為我們的罪是如此干犯這位聖潔

的神，所以沒有一個人可以為我們的犯罪付上贖價，惟有一位在十字架上為我們而死的

完美的神-人才可以，那就是耶穌基督。 
5. 經院主義哲學在湯瑪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身上達到了巔峰。 

• 阿奎那在 1225 年出生于一個富裕的義大利家庭，湯瑪斯很快就表現出他在學習上的天分，並

且要求加入一個多明我會（道明會）修道院。他的父母為此感到非常驚恐，在去羅馬的路途

中，阿奎那被他的幾個兄弟逮住、押送回聖齊奧瓦尼城堡，並在那裡監禁了一兩年，以迫使

他放棄自己的志向。根據最早有關阿奎那的傳記的記載，他的家人甚至安排娼妓去誘惑他，

許諾花錢給他買個那不勒斯主教當當，但他不為所動。在教皇諾森四世的干預下，最後其家

庭還是妥協了。十七歲時，他終於穿上了多明我會會服。1245 年，他跟隨大阿爾伯特去巴黎

大學三年，隨後在巴黎和義大利任教 
• 阿奎那主要是基於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討論基督教的真理。 
 和安瑟倫不同，阿奎那常常從人的觀察和理性來作為出發點，他相信從人的理性和觀察

倒推，人是可以理解和確認上帝的存在的。 
 阿奎那發展出了有關神是否存在的“第一因”論證，他主張說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原因，

都是另一事物造成的。既然如此，從邏輯反推，最後我們就認識到神才是第一因，他才

是一切事物存在的首要原因。 
 他相信特殊啟示（聖經）和自然都是同一位神所創造的，所以信仰和理性不應該互相矛

盾。 
 阿奎那還發展出了“自然之法”這一觀點，他認為借著人的理性，人可以理解神所賜予

人的道德法則，並不需要特殊啟示，也不需要特別的恩典就可以順服。自然法也是根基

於他的“第一因”觀點之上。 
 阿奎那的偉大之處是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個堅實的理性基礎，在基督教信仰的範疇之

內對信仰進行了很好的理性總結。 
• 阿奎那對人類理性和本性的過分樂觀是受到早期天主教傳統的影響而來，他的這些觀點逐漸

被後來的神學家所吸收，導致了半伯拉糾主義的興盛：人稱義是神的恩典透過神與人的合作

而達成。（這一錯誤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國的唯名論主義者。例如，加百列·比爾教導

說，“神不會拒絕任何把恩典賜予哪些按著本性而行的人。”根據唯名論主義者的觀點，人

的本性是良善的，所以即便沒有恩典的幫助，人也是有能力愛神的，即便只是那麼一小會

兒。所以，根據比爾的觀點，當一個人盡他的努力做到最好時，他可以得到對等的恩典，也

就是說“一個罪人有可能根據他天然的能力和善行向神索取些什麼，甚至要求些什麼。”路

德在愛爾福特（Erfurt）時就是比爾的門下受教，並借著比爾認識到了阿奎那的神學。所以，

從一方面來說，由於阿奎那的著作和神學，教會能夠更好地和當時歐洲大學中興起的人文主

義更好地對話和互動，而這一互動進一步地帶來了宗教改革。從另一方面來說，阿奎那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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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樂觀主義導致了唯名論神學家進一步地發展出錯誤的神學。這導致路德首先絕望，然後

被因信稱義的福音所吸引，最後帶來宗教改革運動。） 

宗教改革的先行者 
在 15 世紀末期路德出生之前，很多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們已經被教廷定罪為異端，為著改革教會而獻

上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有機會去到德國的沃木斯（路德就是在那裡受審判的，我們下周就會認識

路德和他的偉大貢獻），你會有機會看到路德紀念雕像，在雕像的底座上有四個人物，他們被看作

是路德之前的宗教改革先行者：約翰·威克裡夫，約翰·胡斯，彼得·瓦勒度，以及可能你很少聽到的薩

佛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 

1. 彼得·瓦勒度（Peter Valdez or Waldo 生卒年份不詳，可能是 1140-1218），他因著認識耶穌基督而

將財產分給了窮人，然後開始巡迴宣教。 
• 在他的講道中，他激烈地抨擊教會的道德敗壞和錯誤的神學，尤其是主餐的變質說和有關煉

獄的教義。雖然瓦勒度本人沒有留下什麼著作讓我們去瞭解他，但是他的跟隨者們，被稱為

“瓦勒度派”，從十三到十四世紀建立了一套清楚的教義，後來被改教家們所認識和同意： 
 他們認為惟有聖經才是教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最高權威； 
 他們認為聖經應當被翻譯為大家可以理解的語言，瓦勒度本人也把拉丁文的武加大譯本

翻譯為法語； 
 他們認為施捨和憐憫窮人應當是自願的，而不是為了得到罪得赦免。 

• 儘管他們飽受來自教廷和國家的逼迫，瓦勒度派仍然傳遍了法國南部和義大利西北部。 
• 在宗教改革時期，瓦勒度派因為法惹勒（William Farel）的邀請而加入了新教的改革宗陣營。

他們對加爾文翻譯和出版法語聖經提供了基礎和資金的支持。 
2. 約翰·威克裡夫（John Wyclif 約 1328-1384 年）是十四世紀晚期牛津大學的教授，也是英國政府的

官員，他對當時教廷的分裂感到非常不解，當時有兩位教皇都聲稱自己才是正統。 
• 威克裡夫認為，既然是神設立權柄，那麼那些擔任領導職分的人就應當效法基督的榜樣，做

謙卑的僕人，而不是貪婪的掌權者。 
• 因為大量閱讀奥古斯丁的著作，威克裡夫開始認識到基督的真教會不一定是教廷。 
 基督的身體是那些神所揀選、得著救恩的真信徒。 
 這一認識帶來了兩個重要改變： 

(a) 首先，威克裡夫相信教皇和很多當時的宗教領袖都是值得懷疑的； 
(b) 其次，因為所有的信徒組成教會，所以信徒應當能夠讀到自己語言所寫的聖經，這樣

他們才能夠為自己、也為教會正確地認識神和神的旨意 
• 在威克裡夫死後，他的跟隨者們把聖經翻譯成了英文，這些人被稱為是威克裡夫譯經者。 
• 最後威克裡夫指出，聖餐的變質說主張是錯誤的。 
 變質說是十三世紀開始成為教會的官方教義的，該教義認為餅和酒在祝謝之後，真實地

變成了基督的身體和基督的血。 
 威克裡夫認為這違背常理，並且沒有聖經依據。他認為，基督雖然在主餐的要素中與我

們同在，但是餅還是餅，酒還是酒。 
• 雖然威克裡夫並沒有被除教，他很快地發現教會領袖們開始厭惡他，最後他退休並且隱居，

並在 1384 年去世。 
 他的跟隨者被稱為是羅拉德派（Lollards），努力地傳播他的教導，並且散發英語聖經。 
 雖然很多羅拉德派的信徒因為信仰而被處死，他們還是努力地把威克裡夫的著作帶到了

波西米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區。 
 在 1415 年的康斯坦斯公會議上，威克裡夫被宣佈為異端，在 1428 年他的骸骨挖出並焚

燒，且經他的骨灰丟至史威福（Swift）溪中。雖然威克裡夫死後仍遭到這樣焚骨揚灰的

對待，但是老湯姆福勒（Tom Fuller）在他的教會歷史裡寫道：“他的骨灰流至亞芬河

（Avon），又流至塞芬河（Severn），然後流入海峽，最後流入汪洋大海。就這樣象徵威

克裡夫之教義的骨灰，如今已散佈至各地。”（《不列顛教會史》）。威克裡夫被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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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宗教改革的晨星”。 
3. 約翰·胡斯（Jan Hus 1369-1415） 

• 威克裡夫的著作在波西米亞（今捷克）遇到了一個饑渴的讀者，他就是約翰·胡斯。胡斯是一

個神學教師，在 1402 年的時候成為布拉格大學的校長。 
• 胡斯一開始是對教會的腐敗、教會領袖的爭鬥而感到厭惡，他希望能夠恢復教會到聖經的樣

式。在讀了威克裡夫的著作之後，胡斯認為真教會應當是由神所揀選的百姓所組成，他也相

信聖經才是最高的權威，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教皇——都應當在聖經的引領之下。 
• 胡斯也警告當時的信徒，敬拜雕像、圖像和聖徒遺物都是錯誤的，對虛假神跡的信仰和盲目

跟從也應當被丟棄。 
• 當時的教皇是約翰二十三世為了對抗那不勒斯王（支持另一個教皇格裡高利十二世），大事

聚斂金錢，推銷贖罪券，企圖發起一場新的十字軍運動。胡斯表示公開的反對： 
 胡斯相信只有神能夠赦免罪，所以煉獄、贖罪券都是錯誤的做法。所以他反對教皇販賣

贖罪券的做法，教皇因此而將他絕罰（除教）。 
 這時同情胡斯的皇帝給了他赦令，並邀請他來到康斯坦斯大公會議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但是狡猾的教皇欺騙了胡斯，最後胡斯在康斯坦斯大公會議之後，因為拒絕放棄自己的

觀點，而被燒死在火刑柱上。 
(a) 當他要被綁在火刑柱上時，胡斯大聲地禱告：“主耶穌啊，我為了你而靜默忍受這殘

忍的死，我求你施憐憫給這些我的仇敵。” 
(b) 在胡斯的去世之後，胡斯的跟隨者們發誓要傳揚他的教導和精神，儘管天主教發起了

一次又一次的武裝征服，但是他們仍然矢志不渝。 
(c) 受胡斯影響的先行者們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直到德國的馬丁路德給宗教改革帶來新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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