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

黎明前的黑暗

文藝復興與人本主義

威克里夫與胡司



一、宗教改革前的環境背景

• 宗教層面

• 政治層面

• 文化層面

• 工技層面



宗教層面

異端裁判所﹕

• 十三世紀時，教皇下令由道明會修士充當裁判員，用嚴刑
拷打異端分子，充公家產，被定罪者用火焚死。由於當時
教皇權力的影響，各地政府均允許教會執行死刑。

• 1478年，西班牙異端裁判所成立，審判對象除一般「異端」
外，也包括曾（被迫）受洗的前猶太教徒及回教徒。1517
年後，也審判新教徒。另外有些「行巫術」的人也受審判。

• 1542年，羅馬異端裁判所恢復，控制異端的裁判所擴大。
其中最有名的受審者是加利略（1633）。



宗教層面

教皇之爭﹕

• 教皇於1309年因受法國的威脅而遷至亞威農（Avignon）
1377年貴格利11世終於遷回羅馬。次年病故。

• 在法、德樞機主教長期相持之下，最後選出義大利籍的教
皇烏爾班六世。
－ 規定所有主教都得回到自己教區，不得在羅馬眈延。
－ 若主教接受任何禮物，均視為受賄。

他又為怕法國派得勢，所以想任命更多義大利籍樞機主教，
卻先告訴法國主教們。結果引起法、意的主教都反對他。另
立革利免七世，即位亞威農。歐洲各國分別選邊站，形成西
方教會大分裂。兩位教皇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409年比薩公會。



政治層面

• 商業貿易帶來小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與他們合
作的國王得以統一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及北歐
各國。

• 國王權威因此增高，同時也加強了國家意識。國
王對教皇逐漸也不再言聽計從



文化（文藝復興 Renaissance）層面

• 人本主義：以人性的尊嚴與潛能，以及人在自然
界的地位作為著眼點。看重理性與感官的證據，
以此來追求真理。人本主義強調原證，而不是他
人所給的解釋。

• 恢復希羅文化：認為古老的希、羅文化是人類成
就的最高峰，尤其是在智慧的成就方面。當羅馬
被蠻族滅掉以後，這古文化就受到摧殘。文藝復
興就是追求在文學、藝術、倫理、哲學、歷史、
詩詞各方面去恢復這古文化。



文化（文藝復興）層面

• 相信雖然神在造宇宙的時候，事先都決定了每
種生命本性，但是神卻給了人享有特權，可以
選擇其本性。

• 人本主義在潛移默化之中將教會的權威移到知
識分子理性的邏輯之中。

• 加利略在1633年的受審成為人應靠自己的觀察
還是教會教導來決定信仰最有名的例子。



Pre-renaissance Last 

Supper Painting, 

（LACMA exhibit)

Last Supper by 

Leonardo da Vinci

【Elements of drawing:

Proportion & perspective

Light & shadow】



文化（文藝復興）層面

Pietà by Michelangelo





La Pieta, LACMA exhibit



工技層面

• 古騰伯格在十五世紀中葉發明活字印刷版
（Moveable Type Printing）。在此之前，聖經只
能手抄。（洛杉磯 Hungtington Library有一古騰
伯格聖經），在Carson有印刷歷史博物館。

(中國在868年，宋代

畢昇已發明瓷版活字印

刷術，比西方早600年）

現存洛杉磯卡爾森的古騰伯格印刷機



二 宗教改革要求的層面

• 教會行政腐敗的改革

• 教會教義錯誤的改革



教會行政腐敗的改革

• 抵制教皇權力過大 － 公會派

• 反對貪腐與道德敗壞

• 只進行行政方面的改革，沒有對教義有任
何的挑戰



公會派
年代 教皇 公會 事蹟

1409 本篤13(A)
貴格利12(R)

比薩 選出亞歷山大5世為教皇

1410 本篤13(A)
貴格利12(R)
亞歷山大5(P)

亞歷山大病故,改選若望23世

1414

-18

本篤13(A)
貴格利12(R)
若望23(P)

康斯坦斯公
會

廢若望23.貴格利12辭職.
改選馬丁5世.(1415)
判約翰胡司為異端,焚之(1415)

1423 馬丁5世 (R)
本篤13(A)

帕維亞->思
亞納

本篤13過世.

1430 馬丁5世（R) 貝色爾公會 馬丁5世過世,尤金4世繼位
尤金宣布散會,但參與公會者拒絕解散.

1431

-49

尤金4世(R)
費里斯5世(B)

貝色爾公會
(31-49)
費拉拉公會
(38-45)

貝色爾公會罷免尤金,另選費里斯5世.
尤金另召開費拉拉公會,君斯坦丁堡主
教參與.東西教短暫復合.



弗羅倫斯 (斐冷翠 Firenze) 的改革

薩沃那柔拉 (Girolamo Savonarola )﹕

• 1452生于意大利，為道明會修士。

• 1494成為弗羅倫斯統
治者，指責教皇與教
會在道德上的敗壞，
反對文藝復興，燒毀
道德敗壞的書籍。

• 1498被捕，絞死焚屍。

阿爾諾（Arno) 河流經翡冷翠



教會教義錯誤的改革

• 威克里夫（132？-1384）『信仰的根據是聖經』

• 約翰胡司（1374-1415） 『教會的頭是基督，不
是教皇』



威克里夫

• 1320中期生于英國

• 1361任牛津大學教授

• 將聖經翻譯成英文

• 1384因病去世

• 1415年，康斯坦斯大會定威克里夫為異端，將其遺體
自墳墓挖出焚燒，骨灰拋入River Swift。



威克里夫的主張

• 所有世上的權力都是神所賜，但必須維持於神所賜的範圍
內，且應效法基督，服事人而不是要人服事。教會不可徵
稅。

• 主張基督的教會不是教皇，而是所有蒙召被揀選的信徒所
共同組成。

• 聖經是神賜給教會的。不是僅屬於教皇，而是屬於全體會
眾，因此應該還給全體會眾。應當翻譯成自己的語言。他
死後，他的跟隨者將聖經翻譯成英文。

• 拒絕接受變質論及。他認為基督身體在聖餐的同在並沒有
改變餅杯的物質性。

• 拒絕接受可以為死人禱告
• 聖品人員不應為政府官員。
• 圖像、神父獨身及朝聖都是應咒詛的事。



約翰胡司

• 1369生于波希米亞（捷克）

• 1402年任布拉格大學校牧，常在學
校附近的伯利恆小教堂以波希米亞語講
道，提倡聖職人員道德的改革。

• 1406年後受到由英國傳入威克里夫
的著作之影響。

• 1410年，布拉格總主教由教皇處下
令，不得在小教堂講道。胡司在長考
後拒絕接受，繼續在小教堂講道。

• 1411年, 教皇因其抗命而開除其教籍

伯利恆小教堂現況



約翰胡司

• 他在這段時間中發現，不配的

教皇的命令是不需要遵從的。

• 他也提出聖經才是信徒最高的

權威，一個不遵守聖經的教皇

不配受人尊崇。

• 其時，教皇要發行贖罪卷來募款去發動戰爭。胡
司雖然二十年前也買過贖罪卷，到此時，已改變
看法，認為只有神才能赦免人得罪。鼓動捷克人
拒賣贖罪卷。

布拉格老城廣場的胡司紀念碑



約翰胡司
• 1414年，教皇若望23世（後來被宣布為“偽教皇” anti-

pope）召開康斯坦斯公會，表示願意改革教會。德皇特
邀胡司與會，去為其信念辯護，並保證其安全。

• 當胡司到達康斯坦斯時，立刻被教皇

收押，胡司在受審時，要求人以聖經

來證明他是異端。德皇抗議教皇違反

他對胡司的安全保證，但他發現胡司

極可能被判為異端時，決定洗手不管，

免得被認為是異端的同伴。

• 六月五日，他被判為異端

• 七月六日，處以火刑。死時仍背誦詩篇。

• 數日後，他的朋友耶柔米由布拉格趕到，

也被處以火刑。
現存伯利恆小教堂內的
胡司被焚壁畫



約翰胡司後續事件

• 波希米亞人大大憤慨，452位貴族集合公開支持胡司的立
場，正式與教廷絕裂。其後十幾年間，天主教曾八次出兵
攻打，均未能達成目的。波希米亞人的教會改稱弟兄會。
在十六世紀改教年間，曾幾乎加入路德會，但受到支持天
主教的德皇迫害而分散。至十七世紀，其剩餘的信徒被稱
為莫拉維弟兄會，接受改革宗的信念。

• 1999年，在約翰胡司被燒死近六世紀後，教皇若望保祿二
世遺憾聲明“對胡司所受的殘忍死刑感到深度的遺憾”
（“deep regret for the cruel death inflicted” on Huss）。

• 他並建議成立調查委員會，審核是否可以“平反”胡司的
異端判決。迄今未有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