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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不接納教皇和議會的權威，因為他們常常自相矛盾，除非是聖經或常理真理說服我，
我的良心是神話語的俘虜。我不能，也不會改變任何信念。這是我的立場，求神幫助我。
─馬丁路德 於 1521 沃木斯會議
以斯拉培訓網絡「博古通今、真知力行」的事工方向，不單是要將聖經背景，成為研究與教
導的重點，其實基督教會歷史也是包括在其中的。過往三年來，筆者曾出版《聖地涉獵》套裝系
列（2014）、《考古涉獵》（2015），以及《使徒涉獵》套裝系列（2016），因此於 2017 年，承
接初期教會之後，特出版《教會史涉獵》套裝系列。
1517 年 10 月 31 日，當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城堡教堂的門上，張貼「九十五條論綱」，歷史
學家大多數都以此事此日作為宗教改革運動的起點。自從 2008 年閞始，德國教會與世界信義宗聯
會（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早已展開「路德十年」（Luther Decade）的研討及反省活動，每年
都有一個重點主題，並於 2017 年宗教改革紀念日崇拜中達到最高潮。
為了迎接 2017 年之宗教改革運動 500 週年紀念，本會除了更新網絡上的「歷史文化公園」之
馬丁路德紀念館、宗教改革紀念碑、教堂演變影院、中世紀教堂，以及舉辦宗教改革運動講座和
展覽會之外，亦積極出版《教會史涉獵》三合一套裝系列，讓教導教會史的老師和教牧同工們有
合用的教材，亦讓基督徒們可以藉此有瞭解教會歷史的機會。
《教會史涉獵》整裝系列共有兩本書、四張做標記的研習地圖、一本研習手册：《教會史涉
獵 1：宗教改革 500 週年》、《宗教改革研習指南》、《教會史研習地圖 1：宗教改革的背景》、
《教會史研習地圖 2：宗教改革的經過》、《教會史研習地圖 3：馬丁路德與德國宗教改革》、
《教會史研習地圖 4：反宗教改革運動與歐洲革命》，以及《教會史涉獵 2：教會歷史 100 大
事》。
《宗教改革研習指南》和四張做標記的研習地圖，乃將宗教改革運動分成 55 件事件，在研習
地圖上做標記。期望這些材料能幫助研習者對宗教改革的前因、經過、後果，有更全面的認識。
研習指南之結構及部份資料乃參考或部份改編自 Franklin H. Littell, The Atlas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6）。
研習者要依照本書中的指示在地圖做標記，主要是用一支黃色的熒光筆，此外還需要其他顏
色的筆或熒光筆（粉紅、橙、淺藍、綠）、彩色木顏色筆或幼水筆（綠、藍、青、橙、紅、黃、
棕），及黑色、藍色、紅色的原子筆。若指示「HL」的話，即是用熒光筆塗在名字上。
在以上簡單的介紹之後，準備和馬丁路德及宗教改革家們一起穿越教會歷史的軌跡吧！

蔡春曦
以斯拉培訓網絡總幹事，2017 年 / 宗教改革運動 500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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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1：宗教改革的背景
閱讀：《教會史涉獵 1》pp.6-9 宗教改革的背景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樣宗教改革也不是因一個因素，或因一件事件而產生的。本指南最初的
1-13 事件，會從經濟和社會的改變（事件 1-2）、宗教的因素（事件 3-8）、知識的增長（事件
9-10）、地理的拓展（事件 11）、政治的形勢（事件 12-13）等作全面的了解。

事件 1：城市的興起（12 世紀）
研習目的：了解因社會的改變作為宗教改革的背景
在「地圖 1：宗教改革的背景」做標記


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國界邊及沿海邊，用青色的木顏色，輕輕力地如同陰影般，畫上約
1.5mm 的國界線。（☆在標示的「神聖羅馬帝國」旁也畫上同樣顏色在國界線下）



將以下「帝國城市」的城市點上加上黑色三角小國旗（☆參地圖「事件 1」的標示）：
（德國）科隆、多特蒙德、漢堡、呂貝克、法蘭克福（近科隆）、沃木斯、斯特拉斯堡、斯拜
爾、紐倫堡、烏勒麥、（巴伐利亞）雷根斯堡、（瑞士）巴塞爾。



將以下「漢莎同盟城市」的城市點上加上紅色（☆參地圖標示）：（比利時）根特、迪南、
（德國）蒙斯特、科隆、多特蒙德、奧斯納布克、漢堡、布里曼、不倫瑞克、呂貝克、戈斯拉
爾、馬得堡、羅斯托克、維斯馬、甚切青、柏林、法蘭克福（近柏林）、高爾堡、（波蘭）但
澤、庫爾姆、埃爾賓、托倫、布雷斯勞、克拉科夫、（條頓騎士團地土）哥尼斯堡、（利沃尼
亞）裡加。



將以下「漢莎同盟倉庫城」的城市點加上綠色（☆在標示的城市點也加上同樣顏色）：
（英格蘭）約克、赫爾、波士頓、諾維奇、雅茅斯、伊普斯維奇、倫敦、（英格蘭對上



將以下「義大利北部城鎮」的城市點加上青色（☆在標示的城市點也加上同樣顏色）：
（瑞士）洛桑、（義大利）米蘭、布雷西亞、威尼斯、比薩、佛羅倫斯、（德國）萊比錫、
（捷克）布拉格。

討論
中世紀教廷所付出的努力試圖創建一個整齊劃一的基督教界而終告失敗，不是即刻就顯現出來
的。費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貝拉（Isabella）屬於印諾森三世（Innocent III）時期，腓力二世
（Philip II）於 1558 年的無敵艦隊也是這一時期的。但各種爆炸性力量的作用足以把「基督教
界」渲染成一個十足的虛構概念，並且以清晰的多元化宗教與政治利益取代長達千年的政教合一
的身分。因著城市的出現和大學的興起加速了教宗權威的解體。
要打破箇中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都已呈靜態的一個封閉的圈子，必須要有不受過去統治勢力所左
右的政治與經濟基礎。上升中的城市，在十字軍東征中以及過後如此迅速地發展，在封閉的基督
教界圈子之外提供了這兩種基礎。在徵兵時代之前，軍隊都是雇用兵的時候，一座富庶的倫巴第
或者帝國之城已具備足夠的能力，如任何國王或主教一樣捍衛自己的利益並宣稱自己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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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網絡是漢莎同盟（Hanseatic League），神聖羅馬帝國之帝國城市（Imperial Cities）、倫巴第
同盟（Lombard League）之眾城、熱那亞（Genia）和威尼斯（Venice），及其相關的盟友。
漢莎同盟 乃 12-13 世紀中歐的神聖羅馬帝國與條頓騎士團諸城市之間形成的商業、政治聯盟，以
德意志北部城市為主。漢莎（Hansa）一詞，德文意為「公所」或者「會館」。12 世紀中期逐漸形
成，14 世紀晚期至 15 世紀早期達到鼎盛，加盟城市最多達到 160 個。1367 年成立以呂貝克城為
首的領導機構，有漢堡、科隆、不萊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貴族參加。15 世紀中葉後，隨着英、
俄、尼德蘭等國工商業的發展和新航路的開闢，轉衰，1669 年解體。
神聖羅馬帝國共有兩種城市：帝國城市（Imperial Cities）、帝國自由城市（Imperial Free Cities）。
前者由皇帝管轄，後直則本來是主教管駐地城市，後於 13 世紀和 14 世紀從他們的主教的手中解
放出來，名義上它們依然是主教的領土，向主教納稅和提供軍隊，但實際上它們不受它們的領主
的命令，同時也不向皇帝交稅和提供軍隊。
倫巴第同盟 是一個成立於 1167 年的中世紀聯盟，其目的是為了對抗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神聖羅馬
帝國皇帝在義大利擴張勢力的企圖。在其巔峰時期，北義大利的多數城市都加入了同盟，並且得
到了教皇的支持。隨着第三位、也是最後一位霍亨斯陶芬皇帝腓特烈二世在 1250 年去世，同盟的
使命完成，並隨後解散。
雖然各有其歷史和當地效忠者，阿爾卑斯山以北城市的發展大致遵循以下的這樣一個過程。我們
來設想該城位於歐洲主要的大道之一的萊茵河畔。首先，獨立的措施已經由主教那裡贏得～主教
的 Hofrecht 同時提供了該城宗教法與民法。其次，在公會和更低的法庭中成長起來的條例與通行
慣例已經成為了共通法律。第三，兩方議會發展起來，一方代表著城市居民，另一方由古老的貴
族家族的頭領組成。在此變化當中，城市確立其收費、發行錢幣、提供警察和軍隊的權力。至宗
教改革之時，城市已經在締結自己的盟友、派遣外交使節，以城市議會自行統治。
以這種方式演變而來的城市玩著它們自己生存的政治遊戲，有時與主教/教宗、國王/皇帝、競爭的
商業城市結盟，有時又與其陷入戰爭。大部份的城市當中以商業、金融和早期的製造商階層居
多。城中若有一所大學，使當地人引以為傲。城市的興起亦塑造了不少宗教改革先鋒及狂熱者：
城市

城市英文名

人物與事件

牛津

Oxford

威克里夫（1320-84）辯論說福音書有著終極的權柄，而不是教宗。

布拉格

Prague

約翰胡司（1373-1415）強調個人信心與福音的重要性

格恩豪森

Gelnhausen 格恩豪森的康拉德（1390）召集總議會來治癒教會

洛桑

Lausanne

被教廷判定於異端之洛桑的亨利（1116-75）

布雷西亞

Brescia

布雷西亞的阿諾（1155 卒）呼籲教會變賣田產和凡物公用的使徒教訓

布呂伊

Bruys

布呂伊的彼得（1138 卒）反對天主教會的建立和十字架的崇拜，反對
無所作為的教義，否認禱告對死者的功效。

貝納

Bena

貝納的阿馬利克（1200 卒）是法國神學家，在巴黎大學教授哲學和神
學，吸引了大量的聽眾，他的教義被大學所譴責，後上訴至教宗。

歐洲北部

Northern
Europe

伯格音（Beguines）與伯格德（Beghards）在興起的歐洲北部城市中過
著半宗教、簡樸的修道院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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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大學的興起（11 世紀至 1528）
研習目的：了解因知識的改變作為宗教改革的背景
在「地圖 1：宗教改革的背景」做標記
用青色幼水筆在城市名下畫上底線，這些只是當時部份而較為聞名的大學（☆在標示的地名下也
加上同樣顏色底線）：
義
英
法
義
法
法
義
捷
德
蘇
西
德

博洛尼亞 1088 建，歐洲最古老的大學。
劍橋
1209 建，是由牛津來避難的人所建；1511－伊拉斯姆，瑪嘉烈女勛爵資助。
巴黎
1219 的章程將大學定義為「教師與學生的相交」。
薩勒諾
1221 由皇帝腓勒德力二世授權行醫，是歐洲第一所醫學院。
圖盧兹
1229 建，最初是為了辯駁阿爾比根派。
亞威農
1303 建，彼脫拉克是義大利首位將古典主義與基督教主題結合的人文主義詩人。
佛羅倫斯 1321 建，著有《神曲》的著名義大利詩人但丁，因支持反教宗而被驅逐。
布拉格
1348 建，歐洲中部最古老的大學。
科隆
1388 建，建校之前道明會士就以科隆為其教學中心。
聖安德魯 1412 建，是蘇格蘭第一所大學。
埃納雷斯堡 1508 建，由康普路屯仙聖經的編輯卡德希梅内斯所建。
馬爾堡
1527 建，是復原派所建的第一所大學。

討論
現代大學的起源要拜託修道院和天主教學校。時至今日許多校園裡的宿舍、餐廳、小教堂和許多
教室的程式，都讓人回想起年輕的見習生在年長些的弟兄的監護與個人監理下學習的情境。
學識上的大爆炸～不僅是經典著述的重新發現，而且還有科學的蹣跚起步～都來自十字軍東征。
從穆斯林的學者，到某種程度上藉助威尼斯和拉文納來自希臘的，讓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其他
學者的著述在早期文本中又再次變得觸手可及，並非藉助轉述或翻譯的梗概。
過往的幾個世紀裡這樣的學識僅限於修道院，以及置於教會中的晉升體系內。
新興的商業階層為他們的子弟要求並得到了宗教從業之外的教育。國王和親王指望新興的大學為
他們提供會計及律師。對神學不感興趣的學者開始在大學裡發現了在惠顧岌岌可危的教會或者行
政長官通途之外令人心滿意足的替代。各城對自己當地的大學非常地引以為傲。神學是「科學之
母」，其院系引導了學術隊列；但起初源自神學院系的教師頻繁地以其「世俗的」學科而陷於與
同僚的爭議當中。被教會當局置於調查中的也並不少見。
大學的聲望及其作為一個社交機構的地位可由城市和親王行事為人的方式上判斷出來。復原派舉
足輕重的統治者黑森的腓力於 1526-29 年在其領土上著手改革之時，他頭腦中有三項切實的計
劃：首先，探訪並巡查當地各教會、學校和修道院；其次，組織從慕尼黑到丹麥的一個復原派的
同盟；第三；籌建一所大學。大學就是馬爾堡大學（建於 1527 年），第一所復原派大學，也是德
國第一所以親王章程而非教宗章程而興建的大學。

宗教改革研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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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3：被擄巴比倫～亞威農的教宗職分（1309-77）
研習目的：了解因教廷的遷移作為宗教改革的背景
在「地圖 1：宗教改革的背景」做標記


用粉紅色 HL 國家名：教皇國、神聖羅馬帝國。



在義大利半島，將「教皇國」的國界邊及沿海邊，用紅色木顏色，輕輕力地如同陰影般，畫
上約 1.5mm 的國界線。（☆在標示的「教皇國的國界」也加上同樣顏色在國界線下）



用黃色 HL 城市名：羅馬（義大利中部）、亞威農（法國南部）、美因茨（德國西部），並在
羅馬、亞威農兩城之城市點頂，加上黑色十字架，以代表之兩城是當時教廷的都城。再用紅
色原子筆把這三城的城市點連起來。
美因茨（Mainz）
巴 伐 利亞 （ 1282-1347），
由美因茨的紅衣主教加冕
的皇帝；反對法國教宗，
得到調和派的支持。

亞威農（Avignon）
亞威農教宗：
革利免五世（1305-14）
若望二十二世（1316-34）
本泥狄克十二世（1334-42）
革利免六世（1342-52）
印諾森六世（1352-62）
烏耳班五世（1362-70）
貴格利十一世（1370-78）

羅馬（Rome）
1378 年貴格利九世在訪問
羅馬時身故；在烏合之眾
的壓力下，義大利主教烏
耳班六世當選，從而為
「被擄巴比倫」畫上了句
號。

討論
於 910 年，克呂尼就開始改革修道院。這位偉大的修士曾試圖抗拒世俗的統治者對教會財政和人
事任免的指手劃腳。但是教會獨立於屬世權利的異象與兩個事實相悖離：首先，類似君斯坦丁大
帝和查理曼這樣的統治者一直都像掌控他們的將軍一樣掌控著「他們的」主教，而能幹的皇帝/國
王也一直在向嚴密控制的古老模式看齊；其次，在封建制錯綜複雜的關係中，教宗和主教作為其
中一個部份，要將「宗教」從政治或軍事義務中區分出來常常是不可能的。
教會中神職人員「敘任權鬥爭」是數個世紀來爭鬥的標誌，伴隨著買賣聖職、裙帶關係以及與神
職人員獨身生活相關的問題。事實上在時至今日依然有效的有些協約的條款中，教會都從未取得
過完全的指派與控制的自由。在緊隨印諾森三世議會與十字軍東征之後的解體過程中，巴伐利亞
皇帝與法國國王以及教宗之間的爭鬥在法國攫取並掌控了職位之後達到高潮。
革利免五世（教宗：1305-14）將教宗職分由羅馬遷至亞威農，並在其完成剿滅聖殿騎士團（1311
年）及其他事務上表明自己是國王腓力四世的忠實僕人。貴格利十一（教宗：1370-77）應西艾那
的聖迦他林的懇求將教宗職分遷回至羅馬，為的是在教宗的各州和佛羅倫斯重建秩序。在他身故
後，羅馬的烏合之眾要求一位義大利人並選出了烏耳班六世（教宗：1378-84）。
亞威農的教宗職分對除法國人之外的而言是公開的冒犯。還有更糟的是取消教宗由教宗各州得來
的收入使他穿上了財政緊身衣，為了擺脫困境他採取了更加冒犯道德家和人文學家的作法。出售
教會聖職和贖罪券成了稀鬆平常的事。

宗教改革研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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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烏耳班六世當選之後還發生了更具醜聞的事件，結果是綿及兩代，有時甚至是三代的「教
宗」：「西方最大的分裂」（1378-1409）。有人說烏耳班發了瘋；無論怎樣的情形對他都是一場
災難。有一點，他折磨了他的六個紅衣主教並處死了其中五個。法國人選出了革利免七世（熱那
亞的羅伯特）繼續亞威農的教宗職分。
西班牙、法國、那不勒斯王國、蘇格蘭和德國的一些州支持革利免。義大利、英格蘭、波蘭、葡
萄牙站在烏耳班一邊。情急之下，不同的作家、神職人員和統治者都轉向這樣一個想法：以一個
總議會來作為治癒支離破碎的西方基督教界的良方。巴黎大學的教授們曾有召集一個總議會來治
癒教會的孱弱與腐敗，而他們的寫作很具說服力。
老實說，調和派最為激進的成員，帕多瓦的馬爾塞利（1275-1342）早已被驅逐出教門，他在「和
平捍衛者」中的教導也遭到譴責。更有甚者，他曾經做過被逐出的統治者巴伐利亞的路易的顧
問。他關於民事與宗教事務的理論有著驚人的現代作派：皇帝的主權出自人民，皇帝出錯人民可
以罷免他；教宗的主權局限於屬靈的事務，出自國家。在所有宗教事務上，由神職人員和平信徒
組成的總議會，有著最高權限。

事件 4：大分裂（1378-1409）
研習目的：了解因教會的分裂作為宗教改革的背景
在「地圖 1：宗教改革的背景」做標記


用粉紅色水筆框著「教皇國」名字，用綠色水筆框著「亞威農」名字。



粉紅色 HL 效忠羅馬教廷的國家及地區名：（教皇國、神聖羅馬帝國已 HL）那不勒斯王國、
匈牙利、波蘭、挪威、瑞典、丹麥、芬蘭、條頓騎士團地土、英格蘭、威爾斯、愛爾蘭、葡
萄牙、科西嘉。☆在標示的地區名下也加上同樣顏色底線



用綠色 HL 效忠亞威農的國家及地區名：法國、納瓦拉、卡斯蒂利亞（西班牙）、阿拉貢、
撒丁島、西西里、蘇格蘭。☆在標示的地區名下也加上同樣顏色底線

討論
事件的發生是因為法國紅衣主教在亞威農選出了反教宗的革利免七世，因此帶來了 1378 年「大分
裂」。而亦因為基於義大利人的壓力，1378 年烏耳班六世在羅馬當選，藉此對抗法國紅衣主教而
拒絕回到亞威農。
兩個教宗的存在讓有組織的教會所處的可憐光景公開地鬆了一口氣，極大地毀掉了自它作為唯一
的西方的秩序原則就環繞在教宗周圍神聖不可侵犯的主權光環。
大分裂為像約翰威克里夫（1329-84）這樣激進的改革家及其追隨者創造了聽證機會。威克里夫以
聖經挑戰教宗的權威，呼籲不是看重財產、或是招搖的屬世權利的教會，並且他在普通人當中散
發翻譯本的聖經，好讓他們能夠自己來判斷誰是不忠心的教會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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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要遺忘約雅斤費奧利（1132-1202）的教導，他在激進的各派別中頻繁受苦。約雅斤引介了一
種新的歷史週期，由此引發了對教宗存在的懷疑。他宣稱「屬靈時代」的破曉，教會及其聖禮秩
序將逐漸凋零。屬靈聖方濟會的有些人在與教宗相爭時，把教宗視為「敵基督」～ 新世代的敵
人。威克里夫用過這樣的字眼，馬丁路德也用過～他們倆不過是眾多的將教宗等同於消亡時代的
人當中的兩位。

事件 5：比薩議會（1409）後的分裂
研習目的：了解因會議的失敗作為宗教改革的背景
在「地圖 1：宗教改革的背景」做標記


用棕色水筆於 1409 年後在效忠羅馬教廷的國家及地區名下加上一底線：教皇國、那不勒斯
王國。☆在標示的地區名下也加上同樣顏色底線



用藍色水筆於 1409 年後在效忠亞威農的國家及地區名下加上一底線：納瓦拉、卡斯蒂利亞
（西班牙）、阿拉貢、撒丁島、西西里、蘇格蘭。☆在標示的地區名下也加上同樣顏色底線



用橙色水筆於 1409 年後順從大公教會的國家及地區名下加上一底線：法國、神聖羅馬帝
國、匈牙利、波蘭、挪威、瑞典、丹麥、芬蘭、條頓騎士團地土、英格蘭、威爾斯、愛爾
蘭、葡萄牙、科西嘉。☆在標示的地區名下也加上同樣顏色底線



將三次舉行議會的城市點畫上黑星（參考標示）：（義大利）比薩、（瑞士以北）康士坦
斯、巴塞爾。

討論
漸漸地兩個陣營的紅衣主教們終於同意召集一個議會。在比薩（1409 年）兩個教宗都被免職，紅
衣主教們另選出了一個。現在有三個教宗。
給出調和派理論基礎的其中兩人是彼埃爾戴依（1350-1420）和冉格爾森（1363-1429），在比薩議
會（1409）、康士坦斯議會（1414-18）和巴塞爾議會（1431-49）期間，他們的思想佔據主導。作
為巴黎大學的關鍵人物，他們全無參與帕多瓦的馬爾塞利的事業的污點。他們也沒有被懷疑是約
雅斤那樣的激進派，好像站在激進的方濟會士一邊反對教宗若望二十二世的俄坎（1300-49）那
樣。他們的論點限於教會的情急之下：唯有一個天性優於教宗的總議會，可以結束分裂。
令人遺憾的是，比薩議會將事情複雜化。比薩議會同時免去了教宗和反教宗，選出亞歷山大五
世，讓分裂變為三方。康士坦斯議會是喜憂參半的祝福。它確實彌合了分裂。調和派這邊的若望
二十二世和亞威農的本尼狄克十三都被免職；羅馬教宗貴格利十二世榮譽退位。康士坦斯議會解
決了三個對立的教宗，選出了教宗馬丁五世，為大分裂畫上了句號。新的教宗馬丁五世（教宗：
1417-31）正直又有能力。令人憂傷的是康士坦斯議會是以火刑焚燒兩位教會改革的倡導者約翰胡
司和布拉格的耶柔米開始的，因此讓一直作為懷柔理論基礎部份的對話與共識神學染上了相當的
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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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3：馬丁路德與德國宗教改革（第一部份）
事件 18：馬丁路德時代的圖林根及薩克森州
研習目的：了解馬丁路德時代的宗教、工業、人口、交通、城市建築等背景
在「地圖 3：馬丁路德與德國宗教改革」之 3A 做標記
a.

用橙色 HL 州名：圖林根州、薩克森-安哈爾特州、薩克森州、下薩克森州、黑森州、巴伐利
亞州。

b.

用藍色 HL 河名 ：
薩勒河（地圖中間「哈雷」城左上）、
易北河（地圖出現兩處：地圖最右邊、地圖中間上方之「得紹」城左上）、
埃爾斯特河（地圖正中間）、普萊瑟河（埃爾斯特河右邊）、
溫斯特魯特河（埃爾斯特河左邊）、維珀河（溫斯特魯特河左邊）、
威拉河（地圖左邊近「黑森州」）、格拉河（威拉河右邊）、
穆爾德河（地圖出現兩處：易北河左邊、地圖中間「得紹」城右下）、
博德河（地圖上邊左方「馬得堡」城下邊）。

c.

閱覽地圖右下標示：現代定居點的人口在標示上共有四種，用不同字碼的城市名和大小不同
的城市點作表示。在馬丁路得的時代，市鎮人口只分兩種：> 5000 人、2000-5000 人。

d.

用黃色 HL 與馬丁路得有關當時代人口超過 5000 人的城市名：（地圖中左）埃斯勒本、曼斯
非得、北豪森、（中左上）馬得堡、（中左）瑙姆堡、堡耶拿、魏瑪、耳弗特、埃森納、
（上右）威登堡、（中右）萊比錫、托爾高。

e.

用綠色 HL 與馬丁路得有關當時代人口 2000-5000 人的城市名：（左中下中）莫赫拉、瓦特
堡、施馬加登、（中左下中）奧爾拉明德、卡拉、（左上中）施托堡、（左下）科爾堡、
（中左）斯多騰海姆（斯多騰海姆當時並未有居住）。

在「地圖 3：馬丁路德與德國宗教改革」之 3B 做標記
f.

用黃色 HL 與馬丁路得有關當時代人口超過 5000 人的城市名：沃木斯、馬爾堡、海德堡、奧
斯堡、羅馬（指向地圖以外）。

在「地圖 3：馬丁路德與德國宗教改革」之 3A 做標記
g.

在地圖標示找到路德時代的「修道院」（形狀較教堂大，且有 5 個窗），用粉紅色 HL 標示
之「修道院」的「十字架」，然後把地圖中所有「修道院」的「十字架」也用同樣顏色 HL，
一個城市若有兩座修道院，就會有兩個較高的十字架。注意教堂的建築物及其十字架都是較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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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圖標示找到路德時代的「教堂」（形狀較修道院小，只有 3 個窗），用橙色 HL 標示之
「教堂」的「十字架」，然後把地圖中所有「教堂」的「十字架」也用同樣顏色 HL，一個城
市若有兩座教堂，就會有兩個較小的十字架。注意修道院的建築物及其十字架都是較大的。

i.

在地圖標示找到路德時代的「城堡」，用青色水筆在標示之「城堡」下畫上底線，然後把地
圖中所有「城堡」也用同樣顏色畫上底線。注意有些「城堡」並列在「教堂」和修道院」之
中。

j.

在地圖標示找到路德時代的「礦地」，用淺棕色塗在標示之「礦地」的「斧頭及石頭」，然
後把地圖中所有「礦地」的「斧頭及石頭」也塗上同樣顏色。注意在地圖中共有三處地區有
這些「礦地」的標記。

討論：三州概況
馬丁路德的出生、成長、求學、修道、改革等，都是發生在德國的圖林根州（Thuringia）、薩克
森 - 安哈爾特（Saxony-Anhalt）、薩克森（Saxony）等三州。
圖林根州 的西南面是黑森（Hesse），西北面是下薩克森（Lower Saxony），北面是薩克森-安哈爾
特（Saxony-Anhalt），東面是薩克森（Saxony），南面是巴伐利亞（Bavaria）。圖林根州面積
16,200 平方公里，現今人口 245 萬。首府是耳弗特（Erfurt）。圖林根州綠色植被覆蓋良好，加之
位於德國中部，被稱作「德國的綠色心臟」。
圖林根境內最著名的地貌是位於南部的圖林根森林（Thüringer Wald），為一個山脈西北部包括哈
茨山脈的一小部分東部普遍是平原地帶。圖林根州和附近一帶有多條河流，其中以由南到北流過
該片平原之薩勒河，以及由西北流向東南的易比河為主。
薩克森州 從地形上來看，可以分平原、丘陵和中德山脈三個部分。平原包括萊比錫周圍的地區以
及上盧薩蒂亞的北部。這兩個平原都是更新世冰川以及河流的沉澱形成的。它們的一個特點是地
下的褐煤礦藏。平原以南的丘陵地區的特點是黃土沉澱以及高質量的土壤。它是由終磧形成的。
薩克森邦的中部山脈從西向東沒有明確的分界。向西南沃格蘭延伸到巴伐利亞、圖林根和波希米
亞境內。厄爾士山盆地為其北界，埃爾斯特山脈位於它的東南。薩克森州內最大和最重要的易北
河，是唯一一條可以行船的河流，它從東南向西北穿過薩克森州。其它重要的在薩克森州發源的
河流有穆爾德河和施普雷河。
薩克森-安哈爾特州 的北部是平原，這裏的城市與北德的城市有着共同的歷史關係，它們中有些
是漢莎同盟的成員。中部是肥沃的馬格德堡平原。西南部是哈茨山。南部靠近薩克森的邊界上以
哈雷為中心是一個重要的工業區。
薩克森-安哈爾特州有兩個重要的工業區，在南部從哈雷開始一直到薩克森州的萊比錫是德國歷史
上傳統的重工業區，中部以馬得堡為中心是另一個重要的工業區。馬得堡的優點是它交通方便。
這座城市位於中歐東西交通要道之上，貫通中歐的中歐運河和從捷克既可以航行的易北河在這裏
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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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城市與人口
圖林根州、薩克森州、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現代定居點的人口在地圖標示上共有四種，用大小不
同和城市名大小字碼作表示。人口超過 10 萬人的城市共有 8 個，包括萊比錫（56 萬人）、德累
斯頓（54 萬人）、開姆尼茨（24.9 萬人）、哈雷（23.7 萬人）、馬得堡（23.6 萬人）、耳弗特
（21 萬人）、格丁根（11.8 萬人）、耶拿（11 萬人）。3 萬至 10 萬人的城市共有 27 個，1 萬至 3
萬人的城市共有 24 個。在馬丁路得的時代，市鎮人口只分兩種：超過 5000 人、2000-5000 人。
★ 表示路得時代此城市尚未存在。詳列如下：
No.

城市中文名

城市英文名

現今人口

路德時代 >5000

路德時代 <5000

1

萊比錫

Leipzig

560,472

2

德累斯頓

Dresden

543,825

☆

3

開姆尼茨

Karl-Marx-stadt

248,645

☆

4

哈雷

Halle

236,991

☆

5

馬得堡

Magdeburg

235,723

☆

6

耳弗特

Erfurt

210,118

☆

7

格丁根

Gottingen

118,914

☆

8

耶拿

Jena

109,527

☆

9

格拉

Gera

96,011

10

茨維考

Zwickau （au）

91,123

☆

11

得紹

Dessau

77,394

☆

12

普羅思

Plauen

65,201

13

魏瑪

Weimar

64,131

☆

14

戈斯拉爾

Goslar

50,782

☆

15

咸登堡

Wittenberg

46,475

☆

16

哥達

Gotha

45,410

17

埃森納

Eisenach

42,417

☆

18

哈爾伯施塔特

Halberstadt

43,768

☆

19

北豪森

Nordhausen

42,217

☆

20

弗賴

Freiberg

41,641

☆

21

科爾堡

Coburg

41,257

☆

22

沃爾芬

Wolfen

40,480

23

魏森費爾斯

Weissenfels

40.398

☆

24

包岑

Bautzen

39,845

☆

25

弗賴塔爾

Freital

39,734

26

蘇爾

Suhl

36,778

現代城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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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9 年馬丁路德更寫下〈上主是我堅固保障〉的經典聖詩，成為復原派信徒在難困之刻祝禱、吟
誦之內容。雖然全詩是以讚美上帝對信徒的堅實護衛為基調，但開宗明義就明白提到「上帝是我
們堅固的城堡， 完善的防衛及武器」。路德在此雖將上帝比喻為一種無形的城堡， 能為信徒帶來
防衛和保障，但由此也明白彰顯中世紀城堡建築對當時神職及世俗民衆的强烈感知，視同一個如
上帝般最為堅固、信賴的據點。
與馬丁路德有關共有三個城堡：瓦特堡城堡、科爾堡城堡、威爾豪森城堡。
瓦特堡城堡（Wartburg Castle）
路德在得到薩克森選侯、威登堡大學的創立者腓勒德力和其他德國親王提供的保護之下前往沃木
斯，出席由神聖羅馬帝國新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於 1520 年春在沃木斯（Worms）召集國
會，並就自己的觀點答辯。他的朋友們在回威登堡的路上將他劫持到了瓦特堡城堡（Wartburg
Castle）。瓦特堡城堡實位於埃森納城郊外的山上。在隱居在瓦特堡期間，路德於該古堡把新約聖
經翻譯成德語。他避居至 1522 年。
進深閱讀 : 《教會史涉獵 1：宗教改革 500 週年》pp.39-40【10】埃森納
科爾堡城堡（Coburg Castle）
1530 年春天，在奧斯堡舉行的御前辯論時期，馬丁路德被勉強拘留在科爾堡的一座建於十二世紀
的城堡。在這裡停留的六個月，馬丁路德每天透過差役的傳達，瞭解辯論的結果，也提供資料參
予辯論。其間他最堅定的支持者墨蘭頓在帝國國會發表了著名的「奧斯堡信條」（信義宗的信仰
告白）。十月四日，馬丁路德在選侯的護衛下離開科爾堡。
進深閱讀 : 《教會史涉獵 1：宗教改革 500 週年》p.47【18】科爾堡
威爾豪森城堡（Wallhausen Castle）
於 1515 年 5 月 1 日，路德來到威爾豪森的城堡，在當地的地主面前傳講馬太福音 7:15 的信息。當
等正當農民暴亂的日子，因此不是每個人都接受路德的講道，有會眾即時引起了不同的意見，甚
至憤怒。有一些會眾敲響教堂的鐘聲造成騷優，更有些使路德的身體受到威脅。

事件 19：馬丁路德：從出生到改革（1483-1517）
研習目的：了解馬丁路德由童年至打開宗教改革序幕的人生歷程
在「地圖 3：馬丁路德與德國宗教改革」3A 做標記用


利用以下提供的資料，在地圖上找著有關「城市名」（之前已指示用黃色 HL 人口超過 5000
人的城市名、用綠色 HL 人口 2000-5000 人的城市名。英文城市名可用作當找不到城市位置
時作互聯網尋索參考），然後用黑色原子筆在「城市名」旁的「紅色年份」下寫上「連圓圈
的次序數字」，並閱讀當年在該城市所發生的馬丁路德「有關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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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名

次序數字

紅色年份

有關事蹟

①

1483

埃斯勒本
Eisleben

馬丁路德生於德國的艾斯勒本，父親原為一名礦工，
路德年輕時所看見，鄉民對宗教的迷信，使他印象深
刻。閱讀 : 《教會史涉獵 1》p.38【8】埃斯勒本

②

1484-97

曼斯非得
Mansfeld

全家遷居至曼斯非得。在曼斯非得（Mansfeld）拉丁
學校的一個早晨，他被鞭笞十五下。他身為農民的父
母，尤其是他虔誠卻迷信的母親諄諄教誨他各類的迷
信。在路德掙扎如此之久為自己的靈魂尋找救恩時，
其中的某些恐懼一至陰魂不散。熱愛艱苦工作，意志
堅強和務實的保守主義，這些從最初就表現在他身
上。 閱讀 : 《教會史涉獵 1》pp.38-39【9】曼斯非得

③

1497-98

馬得堡
Magdeburg

在 馬 得 堡 的 共 同 生 活 弟 兄 會 （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的學校曾作短暫的學習。
閱讀 : 《教會史涉獵 1》p.40【11】馬得堡

④

1498-1501

埃森納
Eisenach

1498 至 1501 年間路德被送去埃森納上學。一些好心
的朋友，如科大烏爾蘇拉夫（Ursula Cotta）為他提供
食宿。在此他接受高級拉丁語的教導，如果他打算上
大學的話，這是基本的。
閱讀 : 《教會史涉獵 1》pp.39-40【10】埃森納
1501 年他在耳弗特大學（University of Erfurt）時開
始研讀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哲學，受到追隨威
廉奧克漢唯名論思想的教師的影響。威廉曾教導說啟
示是信心領域唯一的指引；推理是哲學真理唯一的指
南。因此路德在耳弗特學習的哲學讓他意識到人若是
想知道屬靈的真理和想要得救，得要有神的介入。
1502 或 1503 年，路德獲文學士學位，1505 年他被
授予文學碩士學位。

⑤

1501-04

⑥

1505

路德在行近斯多騰海姆（Stotternheim）時，險些被
斯多騰海姆
Stotternheim 閃電擊中，他在危急之餘，向父親的守護聖人聖安妮
起願，只要大難不死，就願意成為一名修士。

⑦

1505

耳弗特
Erfurt

兩星期後，在父親嚴厲的反對下，路德加入了當時修
院團體中，最嚴謹清貧的奧古斯丁修道會。然而孩童
時代的迷信，加上對煉獄的恐懼，路德的修道生活一
直掙扎在苦修與贖罪之中，盼望得到神的赦免。

⑧

1507

耳弗特
Erfurt

在耳弗特被按立為神甫，並於五月二日，「懼怕戰慄
地」誦讀他首次的彌撒，因為在言語或在行動上若有
一點小錯失，就可構成死罪。

耳弗特
Erfurt

閱讀 : 《教會史涉獵 1》p.41【12】耳弗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