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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e #5-#11] 

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 

 

公元 1517 年十月卅一日，約當正午時分，馬丁路德將九十五條釘在威登堡(Wittenberg)教

堂的門，使所有人知道他對贖罪券的看法。路德最初的目的只是想提出他的想法並徵求學

術的辯論。以當日習俗而言，路德把九十五條釘在威登堡教堂的門上，並非不尋常之舉。

威登堡教堂的大門，就像大學的佈告欄一樣，因此，張貼條文在上面，本是一件常事。路

德這樣做，是為要引起一些神學博士們的注意，說不定他們願意公開為贖罪券辯論，這

樣，他可以達到澄清真理的目的。路德並沒有要推翻教廷，也沒有要進行一場宗教改革運

動。但他完全沒有想到，他的九十五條論綱卻成了宗教改革的導火綫。 

 

九十五條的主要論點是：得神赦免的唯一途徑是悔改（#1）。贖罪券只能贖買從人來的懲

罰（#34），不能贖買人在煉獄中所受的刑罰，第一，因為那是神所加的刑罰，教會法或

者教宗無權減免（#5,#20,#22）。第二，贖罪券也不能換取耶穌和聖徒的功德來減免刑罰

（#56-#58）。贖罪券反而助長發行經手人的貪婪（#66,#67），引發大眾對教宗的反對

（#81），是對信徒進入天國的虛假的平安保證（#95）。九十五條的第一條和最後一條是

這樣的：“當我主耶穌基督說「你們應當悔改」時，衪的意願是希望信徒們畢生致力於悔

改”。“唯有經歷各種苦難，而不是虛假的平安擔保，才能有把握進入天國。” 

 

九十五條論綱的原由 

 

中世紀教會非常強調罪，以及罪所帶來在地獄和煉獄中的刑罰，當時教會和今日天

主教均認為煉獄是在人死後，上天堂以前，靈魂被火煉淨的地方。在世期間，一個信徒

越忠心遵守聖禮，將來死後在煉獄所受的苦刑也越短。 

 

根據羅馬天主教的規定，有四個聖禮是有關赦罪、除罪及免刑的。它們是洗禮

(baptism)、聖餐禮(the Eucharist)、告解禮(penance)，和抹油禮(anointment of the sick)(原稱臨

終膏油禮 extreme unction)。在路德的時代，告解禮是教會最重要的聖禮。這項聖禮的重

點，在於神甫的宣赦(包括罪的赦免及永恆罪刑的解脫)。犯罪之人若要得赦罪，必須做三

件事：(1)痛悔(contrition)。 (2)向神甫認罪(confession)。 (3)因功補罪(satisfaction)。神甫在看

見悔罪者的痛悔又親聽他的認罪後，就可以宣赦。赦罪文的內容是：向悔罪者宣布罪得赦

免、永刑得解脫及恢復蒙恩的地位。然後，神甫就要決定悔罪者當行之善功，以期能「因

功補罪」。善功的方式很廣，也看所犯之罪的大小而定。大體上善功包括：念誦數遍禱告

文、禁食、捐項、朝聖、參加十字軍及苦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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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段時期後，告解制度有了新的發展。教會開始准許悔罪者，以償付某種款項

來代替苦刑或善功。教會則開出一張正式的聲明書，宣告該悔罪者已藉付款方式，從刑罰

中釋放。這樣一張公文，或「教皇票」(papal ticket)，被稱為「贖罪券」。這種取代刑罰

而付的錢，漸漸演變成所謂的「罰款」(fine)。一個人不但可以為自己買贖罪券，還可以

為已故的親友購買贖罪券，以減少他們在煉獄中受苦的時間。 

 

天主教頒發贖罪券乃是根據「分外善功」(works of super erogation )的教義而來。這

種善功是指超過律法規定而做的額外善行，而且這些善行可以賺得賞賜。耶穌基督因為

有完全聖潔的生命，已經做了超過拯救世人所需的善功，因此，基督在天上積聚了一個

豐富的「功德庫」。這個由「分外善功」積成的功德庫，已經交給基督在地上的代表—

—教皇所管。正如我們開支票從銀行提款一樣，教皇也可以為缺少功德的罪人，開出贖罪

券，從天上的功德基金中，支取功德。這種制度推行下來，真是皆大歡喜。因為付錢總比

受苦刑容易。人們寧可為死去的親人付錢，以減少他在煉獄中逗留的時間，而不願意為死

人一遍又一遍地念誦禱告文。教會方面更加歡喜，因為贖罪券帶給教會龐大的進項，金錢

滾滾而來，流進教皇的財庫。漸漸地，教皇的贖罪券越開越多。雖然贖罪券不斷漲價，購

買的人卻更多。贖罪券「行業」越發達，所產生的弊端也越多。 

 

16 世紀初，羅馬教廷修建梵帝岡聖彼得大教堂，缺乏資金。於是教皇利歐第十（Leo X）

假建新聖彼得堂之名售賣贖罪票。在德意志中部他委托大主教亞爾伯特（Albrecht）為總

裁，而亞氏又以帖次勒（Tetzel）為委辦。帖次勒(Tetzel) 是道明會修道士，善於辭令，是

個高端推銷員。他在薩克森邊界的威登堡城 (Wittenberg)附近，以不正當手法，販賣贖罪

券，竭盡宣傳勸買之能事，妄言購買此票，可以使生者罪得赦免，使死者減除煉獄痛苦。

諭令出售贖罪券，以徵集足夠的資金。凡自認犯罪者，可以購買贖罪券以贖罪。為了增加

推銷效果，贖罪券推銷員宣傳說：「錢幣落入錢櫃底響叮噹，靈魂瞬間脫離煉獄升天

堂。」「多買贖罪券不僅可以預先豁免今後犯的罪行，而且可以替已死的人買贖罪券，好

讓死者的靈魂儘快脫離煉獄、升入天堂。」 「看哪，當你將金幣投入錢箱的一剎那，你

母親的靈魂就跳出了煉獄」。這樣贖罪券無形中就成了犯罪通行證。 

 

當時，在威登堡大學授課的馬丁·路德剛經歷完痛苦的信仰掙扎，開始擺脫新亞里斯多德

主義哲學的錯誤思想，逐漸回歸因信稱義的聖經啟示。當威登堡附近的一些人來找路德告

解時，路德告誡他們需要悔改才能得赦免；當有人拿出贖罪券炫耀時，路德拒絕為他們做

赦罪禱告，並開始批評贖罪券。1517 年 10 月 31 日，路德按照當時神學辯論慣例，將

《九十五條論綱》貼在威登堡大教堂門口，要求對有關贖罪券功效問題公開討論。不過始

終沒人來和他討論，而這篇短文成了宗教改革運動的導火索。 

 

贖罪券在 1545-1563 年的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上正式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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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參《马丁·路德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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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e #20] 

• 近代教會 (1517 -- ) 

• 德國教會的改教運動 

• 墨蘭頓(Philipp Melanchthon, 1497-1560) 

 羅馬書概要 (1521)改革信仰的第一本系統神學 

 哥林多書信講義 (1521) 

 約翰福音筆記 (1523) 

 歌羅西書注釋 (1529) 

 擬訂的奧斯堡信條 (1530) 

 “寧可死也不與路德分離” 

 

墨蘭頓(Philipp Melanchthon, 1497-1560) 

  

馬丁路德於 1517 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了他的“九十五條”，雖然奢侈逸樂的教

皇利歐十世，沒有立即採取行動，但局勢的發展，與教廷的對立，漸形緊張。那正是馬丁

路德需要幫助的時候。 

 

1518 年八月二十五日，威登堡大學來了第一位的希臘文教授，一個二十一歲謙和

的年輕人，墨蘭頓。四天後，他在大學演講：“改進少年的研讀”，成為德國教育的里程

碑。後來他被稱為“德國的教師”，改進並建立多所學校，和數所大學。墨蘭頓注重教

育，認為如果沒有教育，宗教必將衰落，人類社會將淪為無異禽獸。他成為神對宗教改革

的賜福，是神應允了馬丁路德的禱告。墨蘭頓的性格不像是約書亞，卻像是和睦少爭的亞

倫。路德聽了墨蘭頓的第一篇演講，即對那二十一歲的少年才學和品格，無限傾佩；二人

一見投緣。路德在與許多朋友的通信中，稱讚墨蘭頓的曠世奇才，學識和敬虔。墨蘭頓充

分領會並接受路德的信仰立場。1519 年，他在萊比錫，跟路德的對手，羅馬教的學者厄

克 （Dr. Johann Eck） 辯論，主張聖經的權威，並在路德之先否認聖餐的化質說。他成為

路德的主要助手，他的寫作，並建立了主要的復原教義。 

 

墨蘭頓受父母的熏陶，終生敬虔。在十歲時，父親去世。他自幼穎慧過人，受著名

人文學者的舅公羅可林 （Johannes Reuchlin） 教導，酷愛拉丁文及古典文學，並精通希臘

文，希伯來文。羅可林照當時的風尚，把他的原名 Schwartzerd （黑土），改為希臘文的

同義字“墨蘭頓”（Melanchthon）。他十二歲入大學；十七歲，獲碩士 （M.A.） 學位。

在二十歲以前，他已經有六本著作，包括受普遍採用的希臘文文法。那時，因他的名聲遠

播，有數所大學爭相羅致；但他選擇到威登堡大學，薪資遠為菲薄。以後，路德和選侯要

為他加薪，都為他拒絕而未成功。在 1519 年，他得到威登堡大學授予的神學學士 

（B.D.） 學位；但謙遜不肯接受博士學位，可能是他尊敬路德，不願跟他同稱為博士。

他終身沒有接受按立教職，從未登台說教；僅為了不通德文的學生，於每主日在一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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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以拉丁文作福音講章。不久，墨蘭頓即成為威登堡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他每天的工

作開始於上午二時；凌晨六時的講課，常常有六百學生擁擠滿堂聽講。 

 

在路德促請下，墨蘭頓講解羅馬書。1521 年，出版了有名的羅馬書概要（Loci 

Communes），將路德宗信仰系統化，成為改革信仰的第一本系統神學。到 1525 年，就已

經再版十七次之多。以後，多次重版，每次都有增改；並且翻譯成不同的文字。1535 年

版，題獻給英王亨利八世：亨利前極衛護羅馬教，受教皇封為“信仰衛護者”，與路德相

爭甚烈；那時，有傾向更正教的趨勢，墨蘭頓願意藉此緩和表示好感。後來英國脫離羅馬

教系統，女王以利莎白 （Elizabeth I, 1533-1603） 以 Loci 為了解神學的基要，熟讀到可以

背誦的程度。劍橋大學，列之為必讀書。到 1558 年再版時，更大為擴展增訂。路德認為

其書價值同於聖經正典。1521 年，墨蘭頓寫了哥林多書信講義，卻不願出版；路德偷取

去初版，並在“序言”中說：“是我出版了你的注釋，再送給你。”1523 年，路德以同

樣的手法，出版墨蘭頓的約翰福音筆記。1529 年，路德在為墨蘭頓的歌羅西書注釋寫的

“序言”中說：“我喜愛墨蘭頓寫的書，超過我自己的作品。” 

 

早在 1520 年四月，墨蘭頓即宣告：“寧可死也不與路德分離。”同年十一月，又

說：“路德的福利比我的生命更為重要。”後來他果然為了跟從路德的神學立場，不得不

與留在羅馬教陣營的羅可林分道揚鑣。路德說：“我生性粗獷，剛烈，暴躁，好戰。天

生我是為了同那無數的巨怪鬼魔鬥爭。我必須除去樹樁石頭，鏟掉荊棘蒺藜，清理野森

林；墨蘭頓則溫柔謙和，來照神所給他的豐富恩賜，喜樂的撒種澆灌。”神奇妙的安排

二人在一起，相知相補，對於宗教改革有極大的貢獻，成為教會史上不可多見的佳話。每

遇到路德暴怒的時候，墨蘭頓就從旁委婉緩解。 

 

1530 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帝為了土耳其人西侵的形勢，召開奧斯堡會議，尋求合

作的可能，以共禦外敵。其時路德仍處於非法分子的身分，且被教皇開除，自然不能公然

赴會。墨蘭頓所擬訂的奧斯堡信條（Confessio Augustana），說明其立場；此信條堅定宣

告福音信仰，成為路德宗的信仰基要。為後來抗羅宗信條的楷範。路德稱許其溫和。 

溫和避免爭議，是墨蘭頓的性向；但不是所有路德宗的人所喜悅的。這形成路德以後，為

了細微差異而紛爭的原因。當世首屈一指的人文學者伊拉謨斯 （Erasmus），對這位後起

之秀的學者，極為稱讚。後來伊拉謨斯派的羅馬教學者，甚至說：墨蘭頓在許多方面，都

可以與宗師伊拉謨斯並駕齊驅；在某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墨蘭頓與路德的聲

譽，各方的教授學者，紛紛來歸，那正是腓德烈王所深想羅致的；作生意的也來威登堡設

立印刷廠，一時成為文化的中心。 

 

1521 年，皇帝和教皇的代表，在沃木斯會議定路德為非法者，他被隱藏在瓦特

堡，潛心翻譯聖經為德文。那時，威登堡的改革事工，乏人領導，眾說紛紜，有的主張放

棄教育，有的聲言他從聖靈領受直接啟示，成為紛亂狀態。墨蘭頓的性向中和，顯然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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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處理危亂的局面。路德知道情勢的嚴重，不得不於 1522 年三月，親自回威登堡。他

講了八篇有關愛心的有力講道，秩序得以恢復。在威登堡安靜的厄爾波河岸邊，是腓德烈

王為墨蘭頓購備的住處；後面的小花園，同路德寓所的花園相連。有時兩位改革家摯友，

共坐在樹蔭下，談論神學問題。 

 

墨蘭頓小於馬丁路德十四歲，長於第二代宗教改革領袖加爾文 （John Calvin） 十

二歲，是聯繫兩代之間的重要人物。但他主要的恩賜是教師，不是組織的領袖。他們之

間的真摯友誼，共同忠心事主，致力於宗教改革事工，赤誠相見，終生不渝。路德去世以

後，墨蘭頓未能受一致擁戴，承繼路德的事工；但他建立的德國教育制度，產生了許多後

代的人才，使教會繼續並發展。1560 年四月十九日，墨蘭頓逝世，葬在威登堡墓地馬丁

路德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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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教會 (15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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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議宗(Protestants)，改革宗(Reformers), 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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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奧斯堡信條》告白路德宗信仰 

 

沃姆斯會議 (Worms) 1521 

 

沃姆斯會議是神聖羅馬帝國在萊茵河上的沃姆斯（今屬德國）舉行的帝國議

會。議會於 1521 年 1 月 28 日至 5 月 25 日在海爾索夫花園舉行，由皇帝查理五世召集。

雖然在會議中有很多議題，但最重大的是召見馬丁·路德及對宗教改革的影響。  

 

沃爾姆斯議會前一年（即 1520 年），教皇利奧十世發出了一道名為《主起來吧》

（Exsurge Domine）的訓令，並稱其概述了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及其他著作中的

四十一個錯誤。馬丁·路德被皇帝召見，以放棄或重申他的觀點，而馬丁·路德拒絕放棄

他的觀點，並為其辯護。 查理五世於 1521 年 1 月 28 日展開沃木斯議會。馬丁·路德被

傳召來放棄或重申其立場。當馬丁·路德於 4 月 16 日來到議會時，教廷使节田惟吾宣布

教皇旨意说：『奉我们圣父教皇利奥十世之命，垂示三款：一，你该熟思认错，撤回一切

错误建议和讲章；二，应许从此不再播散意见；三，平心自约，避免搅扰教会。』路德于

是要求使节，指出他所犯的错误是什么。使节答说：『有二点你所提出的意见，必须当

众撤回。第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功德，并非赎罪券之根据；第二，接受圣礼的

人必须先有信心。』 

 

馬丁·路德祈禱了一段長時間，咨詢了朋友及調解人的意見後，在翌日出席會議。

馬丁·路德認為其著作可以分為三類：  

• 一般被承認的著作：他認為這些著作甚至其敵人亦應承認及接受，故不會收回。這

些著作亦對宗教改革產生影響。 

• 攻擊基督教世界的弊病及謊言：他相信這些著作不能安全地收回，以避免這些弊病

繼續，故拒絕。 

• 個別的人身攻擊：他就其尖銳凡言詞而道歉，但不會收回當中的教導。若能證實他

的教導是違反《聖經》，他會斷然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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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姆斯議會結束後，皇帝頒布了《沃爾姆斯詔書》（Wormser Edikt）。該法令

譴責路德是「臭名昭著的異端」，並禁止帝國公民傳播他的思想。雖然宗教改革通常被認

為於 1517 年開始，但《沃爾姆斯詔書》標誌著西方教會第一次公開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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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教會 (1517 -- ) 

• 德國教會的改教運動 

• 改教運動 

• 路德恢復基督徒的自由 

• 教會管理制度的發展 

• 研讀與崇拜的材料 

 

改教運動 

 

到底什麼是改教運動？首先，它是指教會的改革，包括所有使教會進入更完善的各

項改變。每個教會都有教義、行政、崇拜與生活等層面；所謂改革，就是將教會的各層面

加以改善，使它更臻完美。然而這種改變並不止於教會內部的改革，也帶出教會以外的改

革。因為教會教導信徒把信仰應用在生活中，結果便把教會內部的改革原則，應用到教會

以外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以致影響到整個國家。因此，造成今日天

主教國家和新教國家之間極大的差別。 

 

路德恢復基督徒的自由 

 

路德的性格是由兩個相反的特徵揉合而成的。他可以同時非常激進又非常保守。他

雖給教會帶來巨大改革，但在除舊佈新的工作上，他卻採取緩慢的步調。開始時，憑著他

的聰明與機智，只做了些微改善。但路德的跟從者就大不如他。當他隱居瓦特堡時，有些

跟從者便在威登堡開始激進式的變革，造成混淆、衝突、紊亂的局面。以致路德不聽智者

腓勒德力之勸，也不顧死刑的宣判，毅然離開瓦特堡，回到威登堡；一連講道八天，總算

恢復了秩序。 

 

許多重大改革被逐步地帶進教會：教皇制被棄絕；聖職人員和平信徒之間的差別也

被摒除。路德宣稱：「所有信徒都是祭司；聖禮只有兩個，而非七個；聖禮不是得救的

必要條件。」就這樣，路德敲響了羅馬天主教體系的喪鐘，他折斷了數世紀來羅馬加給

信徒的重軛，而恢復了基督徒的自由。這份自由對當日基督徒的意義，是我們今天這些從

未負過「羅馬之軛」的人所無法了解的。他們不再向聖徒及馬利亞禱告，也棄絕了拜像。

拜遺物、朝聖、宗教遊行、聖水、外表禁慾、修道、為死人祈禱及相信煉獄等事。 

 

***天主教會有七件聖事：﹝天主教教理 1210﹞ 

1. 聖洗聖事：慕道友因授洗成為信友，即為天主的子女，豐盛的生命得以開展。 

2. 堅振聖事：使信友生活得到聖神的助佑而見證信仰，使之生命日趨成熟。 

3. 聖體聖事：信友的生命得到恆常的滋養，在彌撒共融中領受天上神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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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好聖事：信友因軟弱及過失而獲得寬恕，生命再放姿采、得著心靈自由。 

5. 病人傅油：病弱衰老的信友得到關懷和鼓勵，勇敢迎向生命的限制。 

6. 聖秩聖事：男信友因聖召與修道成為公務司祭，並授予職務，服務教會。 

7. 婚配聖事：男女信友因相互許諾結為夫婦，在婚姻中共組家庭、傳遞生命。 

 

 

當路德進行各種改革之際，他「保守」的個性，使他仍保留那些沒有直接被聖經禁

止的事。例如：路德會教堂中，雖然挪走了旁邊的祭壇及偶像，但仍保留中間的主壇、臘

燭與基督畫像。 

 

羅馬天主教認為聖餐就是獻祭；必須由祭司獻上。他們教導說：當祭司宣讀聖禮的

詞句時，餅和酒就會奇蹟式地變成基督真正的身體和血。這就是所謂的化質說

(Transubstantiation)。只有祭司可以飲「杯」，因為怕平信徒不小心把基督寶貴的血，濺出

杯外。平信徒領聖餐時，只能領受「餅」；這餅非常薄，稱為「聖餅」，領受時，由祭

司將餅放在信徒的舌頭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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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導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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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從路德以後，改革宗中只有傳道人，沒有祭司；而且在聖餐時，所有信徒都可以領受餅和

杯。雖然路德不承認「餅」變成了基督的身體，但他強調基督的身體真正臨在聖餐之

中，因為當基督升天后，他的身體是無所不在的。 

 

教會管理制度的發展 

 

路德對教會的形式、組織及行政管理，並不特別關心。他所採用的教會管理制度，

不是根據聖經，而是根據當日教會的實際情況。 

 

路德推行教會「訪問員」(Visitors)制度。當這些訪問員觀察了不同教會後，每個人

都感到教會迫切需要改革。他們看到天主教聖職人員的失職，百姓和祭司對真理的無知，

而且無知到令人無法置信的地步；大部份祭司不會講道，只會喃喃地念誦彌撒詞句。這些

訪問員參觀各教會後，寫出一套規條，作為教會生活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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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議會是由牧師及幾位當選的平信徒組

成。路德的教會管理制度，最獨特之處是：他給政府的地位。路德受環境影響，認為政

府應當高於教會。從人的角度來看，路德個人的安全，全賴撒克遜選侯的保護；而且，也

只有在接受復原派信仰的君主治下，復原派教會才能生存。由於這種環境因素，路德勢必

給復原派君主特權。有一段時期，路德深盼能在德國興起全國性復原派教會，將所有德國

人包含在內。但這項期望始終未能實現。甚至在德國境內的教會也分裂成區域性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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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中，在不同方法、不同情況下，教會改革也在丹麥、挪威、瑞典各國展

開，他們均採用路德的方式。丹麥和瑞典的改教成功，成為後來宗教戰爭的決定性因素。 

 

研讀與崇拜的材料 

 

公元 1521 年四月至公元 1522 年三月，路德隱居在瓦特堡其間，將聖經譯成他同胞

的語言一－德文。羅馬天主教只許教會領袖及學者研讀聖經，路德則認為每個人都有權、

也有義務自己讀聖經。在教會崇拜中，路德以德文取代拉丁文。 

 

路德也積極從事教育工作。為了幫助一般愚鈍無知的百姓，他不遺餘力，在各地設

立學校。為了使孩子們從小接受純正道理，他寫了「小本信仰問答」(Shorter Catechism)。

雖然是一本小書，卻是這位偉大改教家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成為後來信義宗各教會，世世

代代的兒童最基本教義。這個新教會也需要新詩本。路德，這位不尋常人物的另一項偉大

成就是：在他四十歲左右，正與羅馬教會力搏之時，他卻綻放出寫詩的能力，為新詩本寫

了許多詩歌。路德的詩歌，大部份不夠典雅，但其中的一首「上主是我堅固保障］卻成為

永垂不朽之作。 

 

路德堅信宇宙間只有一個有形的真教會。他不認為自己和跟從者是脫離教會，相反

的，是羅馬教會離開了新約的教會。路德也不認為自己是在建立新教會，他所作的，只是

把一個走了樣的教會加以改革。為了將路德派教會的信仰正式公諸於世，他撰寫了一份信

仰告白，提交公元 1530 年召開的奧斯堡國會。這份信仰告白就成為後來有名的「奧斯堡

信條」(Augsburg Confession)，這也是初期教會制訂信經以來的第一份信條。奧斯堡信條並

未取代初期教會的信經(包括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迦克敦信經等)，乃是根據這些信經

增補而成，包括這些信經的內容，並加以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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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事實幫助你瞭解路德宗 《取自福音聯盟網站, The Gospel Coalition》 

 

2017 年 11 月第一週是宗教改革 500 週年紀念周（英文原文發於 2017.11.2）。路德在 1517

年的行爲引發起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運動，也影響了一個用他的名字開始的新教宗派——

路德宗（Lutheranism，又譯信義宗）。關於路德宗，下面九個知識可以幫助你更多認識他

們：  

 

第一，路德宗是開始於新教宗教改革的一個基督教傳統。在全世界範圍內信徒大約有 8 千

萬，路德宗是僅次於聖公會和五旬宗的第三大新教運動。  

 

第二，路德宗信仰建立在馬丁·路德第一次清楚表達嘗試改革天主教的教導之上。然而直

到 1525 年，路德才第一次實行路德宗式的敬拜聚會和授予路德宗聖職。在路德死後 100

年，第一間路德宗教會才在美國植堂，就在現今特拉華州威爾明頓（Wilmington, 

Delaware）的市中心。  

 

第三，路德的反對者第一次用「路德宗」 這個術語是在 1519 年，路德自己更喜歡「福音

派」這個詞，但是該術語也用作於對跟隨其他改教家教導（如加爾文和慈運理）的信徒。

路德宗的會眾接受「路德宗」這個稱呼是在 16 世紀中期。  

 

第四，路德宗數量非常龐大，而在美國有兩個主要的路德宗宗派：LCMS（the 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一般譯爲密蘇里路德會）和 ELCA（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America，一般譯爲美國路德會）。相較而言，LCMS 是更爲保守的宗派，他們

教導聖經是上帝啓示的、無謬誤的話語。而 ELCA 則認爲聖經所有細節或者部分不一定

總是準確和值得信賴。這兩個宗派在「聖餐和講台的團契」（altar and pulpit fellowship)

（「聖餐和講台的團契」的意思是，允許一個教會的牧師去另一個教會講道和舉行聖餐）

上也無法彼此認同。LCMS 將這種活動限制在其他認信路德宗的教會之間（confessional 

Lutheran church bodies），而 ELCA 有個名叫完全共融（full communion)的成員名單，名單

中有美國長老會（PCUSA）、美國歸正會（RCA）、聯合基督教會（UCC）、美國聖公

會、摩拉維亞弟兄會和 聯合衛理公會，只有在名單中的才可以進行「聖餐和講台的團

契」。  

 

第五，路德宗地方教會屬於路德宗區域組織或全國性組織的一部分，這區域或國家組織被

稱做一個教會議會（synod）。 （只是從名稱中分辨該教會議會是全國性的還是區域性是

很困難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密蘇里路德會，這是一個分爲多個地區（例如，密歇根地

區）的全國性議會。教會議會整合了轄區內各個地方教會的工作，提供區域性支持，也

指導各地方教會招聘牧師和其他全職服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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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路德教的歷史教義標準是《協同書》（Book of Concord）。 該書於 1580 年首次出

版，包含 10 份被認爲是路德宗權威的信條文件：《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亞

他那修信經》、《馬丁路德博士小問答》、《馬丁路德博士大問答》、《奧斯堡信條》、

《奧斯堡信條辯護》，馬丁·路德的《施馬加登信條》，《論教皇權與首位》和 《協同

信條》。  

 

第七，路德宗主要的信仰告白是《奧斯堡信條》（Augsburg Confession）。 在 1530 年，

路德教派被要求在德國奧斯堡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面前宣讀他們的信仰告白。 菲利

普·梅蘭希頓 (Philip Melanchthon) 撰寫了《奧斯堡信條》，並於 1530 年 6 月 30 日在宮廷

宣讀。自 16 世紀以來，在傳統中多數人認爲，對路德宗信徒而言，對奧斯堡信條的認信

是很重要的準則。  

 

第八，路德宗相信有兩種聖禮（路德宗將其定義爲「具有上帝命令並附加了恩典應許的儀

式」），洗禮和聖餐（也就是主的晚餐）。路德宗教導說，洗禮「聖洗爲得救所必需；

上帝的恩典乃是藉聖洗賜給人；小孩子必須受洗；他們藉聖洗被獻給上帝，接入上帝的

恩寵之中。」 關於聖餐，他們教導說：「基督的身體和血真實的存在，並分給凡領受聖

餐的人。」 （然而，他們拒絕天主教關於變質的教義：「關於變質說，我們毫不關心， 

無論他們教導多麼天花亂墜，認爲餅和酒離開或失去它們自己原有的本質，只剩下餅的外

觀和色澤而不是真正的餅。因爲正如保羅自己所說的那樣，餅的存有和持續是不變的，哥

林多前書 10:16 我們所擘開的餅。」）  

 

第九，儘管在預定論和基督論等問題上路德宗與其他改革宗宗派存在差異，但是在教義方

面的主要分歧，是路德宗對聖禮的獨特觀點。 例如，加爾文相信基督在聖餐中屬靈地臨

在，而路德教導說：「在餅與葡萄汁中的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真實身體和寶血。」 改革

宗也反對路德宗關於洗禮重生的教導（路德宗認爲洗禮是得救所必需的）。路德教導說：

「洗禮不是簡單的普通水，這水而是包含在上帝命令中，與上帝的話語相聯結 ……正如

上帝的話語和應許所宣告的那樣，使罪得赦免，從死亡和魔鬼中拯救出來，爲所有信靠祂

的人提供永遠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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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宗的基本教義 

 

《聖經》與《路德教會之認信》 

路德改革運動中一條重要的標誌性教義主張是“唯獨聖經”。信義宗相信，《聖經》是傳

道與授教的唯一準繩。信義宗也認為，《協和信條》(Formula of Concord)是對《聖經》的

解釋說明。依照傳統，信義宗的牧師、教會和教徒均須學習《協和信條》，以理解上帝的

話語。因此，信義宗教徒，尤其是保守派的信義宗教徒常以“懺悔的信義宗”自誇。此

外，那些大體認同路德教義的信義宗教徒，卻也對某些部分抱有異議，則自足於《聖

經》。一些信義宗教會堅信《聖經》確切無誤。也有一些信義宗教會認為《聖經》固然為

上帝的話語，但卻是人寫就的文獻，因此不免會有所弊漏。儘管如此，後者與現代自由派

神學仍然有所區別。 

路德宗的中心教義(四個唯獨)： 

·唯獨恩典  

·唯獨信心  

·唯獨基督  

·唯獨聖經  

 

信義宗堅信，上帝創世之始，世界是完美、神聖及無罪的。然而，亞當與夏娃選擇了背棄

上帝，寧可依靠自己的力量、知識和智慧，是為原罪。原罪導致了人類其後的諸多罪惡，

所以每個人都生而戴罪，每個人都是罪人。信義宗所指的罪，並非指個體主動所犯下的罪

行。 

 

信義宗相信以下四點： 

 

·罪人無法逃離上帝公義的審判。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都受罪及罪惡動機的濡染。上帝

愛罪人，因此不會袖手旁觀，唯獨憑他的恩典，他無條件的救恩，人才能得到赦免，成為

神的兒女，並得到永恆的救贖。 

·人唯獨通過信心，才能領受神的救恩－－要全心相信神的承諾。因為就連信心，也來自

上帝的賜予，所以，聽神的話語，並接受洗禮，是獲得信心的途徑。 

·救贖是通過耶穌基督的出生、受難和復活，才降臨於人類的。信義宗相信耶穌基督是道

成肉身，兼具神性與人性。因神性，他生而無罪，因人性，他會死亡。他以自己的死贖買

了一切人類的罪惡。  

·基督徒死後，會直接進入天堂，他們在天堂等候基督的再度降臨，從而得到復活和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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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信義宗教會也持有如下觀念： 

·預定論：在創世之前，上帝已經揀選了他的兒女。  

·嬰兒洗禮  

·聖餐儀式上的餅與酒，是基督真實的肉身和血。  

·千禧年 

 

宗教理念的實踐 

信義宗強調禮拜儀式的重要性。音樂在傳統禮儀中舉足輕重。信義宗教會大都設有音樂

部，包括唱詩班、手鈴樂隊、兒童唱詩班，建有鐘塔的教堂甚至會組建鍾樂隊。著名音樂

家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是虔誠的信義宗教徒，他的作品多為信義宗教會創作。 

信義宗也很注重教育，教會中多設兒童部門。信義宗教徒建立了大量主日學、護士學校、

國小、神學院和大學。牧師往往使用當地的日常用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