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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之下產生宗教改革？ 

 當時的人如何看待宗教改革？ 

 為何宗教改革會得到當時部分人們的支持？ 

 什麼樣的人會支持宗教改革？ 

 是否有什麼政治、歷史與文化的因素？ 

什麼是「宗教改革」
（Protestant Reformation） 



回到原點：宗教改革的背景                   
與「五個唯獨」對新教根基的重要性 
 1. 什麼是「經院主義」？宗教改革為何反對純粹
的經院主義？ 
 2. 什麼是「神秘主義」？宗教改革與神秘主義有
何關係？ 
 3. 中世紀的教會論與聖禮觀，與宗教改革有何關
係？為何販賣贖罪卷會引發宗教改革？ 
 4. 文藝復興與民族主義對宗教改革有什麼影響與
幫助？ 
 5. 三個唯獨（之後擴充為五個唯獨）對新教有何
重要性？ 



 人不要倚靠理性爬天梯， 
 讓上帝自己啟示自己 

一、宗教改革反對純粹的
經院哲學 



 1. 經院主義整合神學
與哲學，以理性了解
與詮釋信仰 

一、宗教改革反對
純粹的經院哲學 



 要瞭解路德的宗教改
革，必須瞭解經院哲
學包含安瑟倫、阿奎
那、亞伯拉德、俄坎

等人的思想 

經院哲學
Scholasticism 



St. Augustine's Monastery (Erfurt) 



1. 經院主義整合神學與哲學，
以理性了解與詮釋信仰 
邏輯辯證 
神學常以「問題—解答」的方式呈現 
經院哲學：整合神學與哲學，追求以
理性表達神學的真理，意圖藉由知識
與理性的方法，理解與確認真理與救
恩 
 



1. 經院主義整合神學與哲學，
以理性了解與詮釋信仰 
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 
亞里斯多德主義（Aristotelianism） 
阿奎那（Thomas Aquinas）：《神學總
綱》（Summa Theologiae） 



 1. 經院主義整合神學與哲學，以理性
了解與詮釋信仰 

 2. 後期經院主義懷疑神學與哲學能否
調和，在認識論上為宗教改革鋪路 

一、宗教改革反對純粹的
經院哲學 



2. 後期經院主義懷疑神學與哲學能
否調和，在認識論上為宗教改革鋪
路 

蘇格徒（John Duns Scotus） 
俄坎（William of Ockham） 

懷疑神學與哲學能否調和？ 
俄坎的唯名論影響了之後的文藝復興
與路德的宗教改革（救恩論除外） 

 
 



（表格） 

  
實名論 

（ Realism， 唯實論）  
溫和的實名論
（ Moderate Realism）  

唯名論  
（ Nominalism）  

另外的名
稱 

古代方法 
（ Via Antiqua）  

概念論
（ Conceptualism）  

現代方法 
（ Via Moderna）  

對實體的
理解 

共相在事物之先
（ universalia ante rem）  
先有整體的概念， 才
有個別的事物。 看重
「 為何」 的層面。  
  

共相在事物之中
（ universalia in re）  
無須把心中的思想與
外在事物做對比。 在
瞭解個別事物時， 共
相就存在其中。  

共相在事物之後
（ universalia post rem）  
共相是人類思想的建
構， 本身不存在。 從
個別存在的事物， 可
以歸納出共相。 看重
的是「 如何」 的層面。  

信仰與理
性的關係 

我相信為了我要理解；
理性是啟示的僕人。  

我明白是為了使我能
相信；理性是明白啟
示必要的工具。  

我相信與我明白是兩
件不相干的事； 理性
與信仰屬於不同的範
疇。  

中世紀的
代表 

安瑟倫 亞伯拉德、 阿奎那 俄坎 

近代的代表 
福音派 羅馬天主教 文藝復興、啟蒙運動 



 1. 經院主義整合神學與哲學，以理性
了解與詮釋信仰 
 2. 後期經院主義懷疑神學與哲學能否
調和，在認識論上為宗教改革鋪路 
 3. 宗教改革高舉上帝的啟示，反對以
哲學作為神學最基礎的結構 

一、宗教改革反對純粹的
經院哲學 



3. 宗教改革高舉上帝的啟示，反對
以哲學作為神學最基礎的結構 

經院神學相信：人墮落（背叛上帝），
對意志影響很大，但對理性影響沒有
那麼深 
 



主張物質（material，質料）
與形式（form，本質）可
以共存。 

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的世界觀:
形而上的階梯 

純粹形式 
（pure form） 

 
第二質料：具體事物
（形式與質料） 

 
第一質料：純粹質料
（pure material） 



亞里斯多德的世界觀:
形而上的階梯 

上帝：純粹存有
（pure being） 

 
天使 

 
人 

 
動物、植物等生命體 

 
其他沒有生命的物質 



 反對倚靠人理性認識上
帝的方法論——人從感官、
經驗中獲得的知識來認識
上帝，要讓上帝自己啟示
自己 

路德：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
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世人憑
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
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
慧了。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
石，在外邦人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
太人、希利尼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
慧，」（林前1:18,21-24） 

人的理性受罪的影響，會尋求假神，
代替真正的上帝 



基督的中心是十架 
• 透過信心：接受父神在十架上間接、隱藏
的啟示 

• 人只能在苦難中與基督的十架上看見上帝。
人從經驗中所得到的神觀都要廢掉 

• 十架考驗一切（神學主張）               
（crux probat omnia） 

• 唯獨十架是我們的神學                         
（crux sola est nostra theologia） 



肯定在基督裏 

 客觀的聯合 

二、宗教改革離開主觀經
歷與上帝合一的神秘主義：                             



 宗教改革反對過於帶有泛神
論、階梯論的神秘主義，但汲
取神秘主義與「上帝聯合」的
思想，建立了客觀的「唯獨基
督」、「唯獨恩典」神學概念。 



對抗當時教會的經院神
學與龐大的教會階級、
腐敗的教職人員，以及
與聖禮系統： 
• 伯爾納（Bernard of 

Clairvaux）的神秘主義 

• 追求藉個人的宗教經驗，獲
得對上帝最直接的認識 

 

 



神秘主義追求與上帝合一 



宗教改革離開主觀經歷與上帝合一的
神秘主義 

• 東方（希臘）教會、條頓式的神秘
主義（Teutonic mysticism），以及拉
丁式的神秘主義（Latin mysticism） 

• 路德主要受條頓式神秘主義的影響；
加爾文則受拉丁式的神秘主義影響 
 
 



宗教改革離開主觀經歷與上帝合一的
神秘主義 

• 艾卡德（Meister Eckhart） 
• 陶勒（John Tauler） 

批判有牆（體制化）的教會，鼓勵信
徒要進行內在的遷徙（從體制教會遷
到上帝裏），才能得到上帝的安慰。
此點為宗教改革提供了動力 

 



宗教改革離開主觀經歷與上帝合一的
神秘主義 

與上帝合一 



宗教改革離開主觀經歷
與上帝合一的神秘主義 
• 《德意志神學》
（Theologia Germanica） 
 



宗教改革離開主觀經歷
與上帝合一的神秘主義 
• 文德（Bonaventura，1221-

1274） 
• 拉丁式的神秘主義者，認
為默觀（默靜）：思想上
放空，什麼都不想，單單
注視上帝 

• 路德與加爾文十分推崇文
德 



中世紀拉丁教會的神秘主義 
• 強調人需要花時間與上帝親近、渴慕
上帝與上帝的同在 

• 強化信徒個人信仰的體驗與實踐，不
只有乾燥的理性與認知 

• 強調謙卑、捨己，甘願為主受苦 
• 「與基督神契婚姻」的概念，影響了
路德產生「罪人與基督聯合被稱義」 



中世紀拉丁教會的神秘主義 
• 屬靈人的靈（或是火花），是沒有被
罪污染的 

• 神秘主義靠苦修禁慾的方式追求與上
帝合一 

• 路德遠離主觀神秘主義：轉向在基督
裏客觀地被稱義的神學路徑 
 





 宗教改革反對過於帶有泛神
論、階梯論的神秘主義，但汲
取神秘主義與「上帝聯合」的
思想，建立了客觀的「唯獨基
督」、「唯獨恩典」神學概念。 



 聖禮恩典不是物件，是
上帝對人的偏愛； 

 教會無權自己給予恩典 

三、宗教改革反對操縱聖
禮與教會絕對的權威：                             



 1. 聖禮被解讀為可被給予的物件，化
質說成為主流 

三、宗教改革反對操縱聖
禮與教會絕對的權威 



聖禮被解讀為可被給予的物件，化質
說成為主流 

• 奧古斯丁「恩典與記號」相連的神
學：認為聖禮是記號與上帝的話語 

• 「聖禮為上帝恩典的注入」：罪人
因領受聖禮，被注入（impart）基督
的義而被父神稱義。 



• 彼得‧倫巴（Peter 
Lombard）認為：當神
職人員祝聖酒、餅時，
餅與酒的本質就被摧毀，
變成基督的身體和血。 

• 這就是化質說，後來成
為羅馬天主教官方關於
聖餐的教義。 



 1. 聖禮被解讀為可被給予的物件，化
質說成為主流 

 2. 中世紀教會成管理聖禮與救恩的政
府，神職人員成為居間階級（中保） 

三、宗教改革反對操縱聖
禮與教會絕對的權威 



中世紀教會實行聖禮，成為管理恩典
的機構： 

• 沒有聖禮，就沒有恩典；教會之外
無恩典（救恩） 



中世紀教會實行聖禮，成為管理恩典
的機構： 

• 沒有聖禮，就沒有恩典；教會之外
無恩典（救恩） 

• 流行煉獄說； 
• 認為聖人所行的超過上帝的要求，
因而有「餘功」積攢在天上 



• 宗教改革之前: 羅馬教廷為重建教會聲威
建築聖彼得大教堂，向各地主教與貴族
募款。 

• 羅馬教廷以教會的權柄打開天上聖徒功
德的寶庫，宣布赦免購買贖罪券人特定
的罪 



 1. 聖禮被解讀為可被給予的物件，化
質說成為主流 
 2. 中世紀教會成管理聖禮與救恩的政
府，神職人員成為居間階級（中保） 
 3. 宗教改革質疑教會是否有如此大的
權柄，強調基督是唯一的中保 

三、宗教改革反對操縱聖
禮與教會絕對的權威 



宗教改革前：人們因為過往教廷犯所
的錯誤，開始懷疑教廷的權威，使宗

教改革成為可能。 
• 路德強烈抗議販賣贖罪券，認為救恩的教
義僅能根據聖經制訂 

• 教宗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ius VIII）去世，
教皇的權威因此一落千丈 

• 西方教會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
1378-1417） 
 



• 威克里夫（John Wyclif）
強調聖經的權威，教皇的
權柄不能管治世俗政權 

• 人人都可以領餅與酒 

• 胡司（John Hus）受威克
里夫思想影響 

• 「唯獨恩典」及「唯獨基
督」，取代中世紀的聖禮
觀與教會論 

 



 民族主義使反對羅馬成為可能 

四、文藝復興提供宗教改
革的工具 



 1. 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預備了宗教改
革在方法論上所需要的語言與工具 

四、文藝復興提供宗教改
革的工具 



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預備
了宗教改革在方法論上所
需要的語言與工具： 

• 古騰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活字
印刷術」 
 
 



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預備
了宗教改革在方法論上所
需要的語言與工具： 
• 伊拉斯姆（Desiderius 

Erasmus）出版希臘文新
約，與各處的學者與政
治家通信，對他們有極
大的影響力 

• 毫不留情地攻擊販賣贖
罪券的行為 
 
 



伊拉斯姆（Desiderius 
Erasmus） 
• 攻擊販賣贖罪券的行為，
並支持路德貼出《九十
五條論綱》（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The Ninety-
five Theses on the Power and 
Efficacy of Indulgences） 

 
 



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預備了宗教改革
在方法論上所需要的語言與工具： 

• 《希伯來文法與字典》 
• 《詩篇五種譯本合參》 



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預備了宗教改革
在方法論上所需要的語言與工具： 

• 《希伯來文法與字典》 
• 《詩篇五種譯本合參》 
• 墨蘭頓是新約學者，幫助路德翻譯新約；
佛斯特（Johann Forster）是舊約學者，協
助路德譯舊約。 



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預備了宗教改革
在方法論上所需要的語言與工具： 

• 人文主義不反對經院主義的哲學體系，但
拒絕經院主義悔澀晦譅的討論、表達學問
的方式，也反對經院哲學在神學推理上的
空論，意即把上帝講的太玄虛 



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預備了宗教改革
在方法論上所需要的語言與工具： 

• 文藝復興強調考古與證據 
• 支持教皇權威書信被證實為贗品 
• 人民更加不信任教廷及教會 



 1. 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預備了宗教改
革在方法論上所需要的語言與工具 

 2. 民族主義使反對羅馬成為可能 

四、文藝復興提供宗教改
革的工具 



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預備了宗教改革
在方法論上所需要的語言與工具： 

• 抗衡中世紀教權高於政權的概念 
• 腓特烈克（Frederick III of Saxony）：路德
在他的領土境內生活、教學 



 路德求學過程中經歷了3個學派： 
經院哲學：強調人具有理性、良知與良善 
神秘主義：強調人裏面的靈（火花）沒有
被罪污染，與上帝同質，可以直接認識上
帝 
人文主義：強調人的自由意志 

  

小    結 



伊拉斯姆繼承經院哲學對人自由意志
的觀念，與路德強調唯獨恩典、唯獨
信心的神學發生衝突。 

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姆盼望路德留在
教會內改革，但最後與路德分道；路
德與這3個學派漸行漸遠。 

小    結 



路德對於基督中心的詮釋，與經院哲
學、神秘主義以及人文主義都不相同。 

小    結 



 

五、「五個唯獨」對新教
根基的重要性 



1. 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 

2. 唯信稱義（Sola Fide） 

3. 唯獨恩典（Sola Gratia） 

4. 唯獨基督（Solus Christus，Solo Christo） 

5. 唯獨上帝的榮耀（Soli Deo Gloria） 

五、「五個唯獨」對新教
根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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