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今的德国是「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的简称，由
16个联邦州组成（各邦
拥有宪法及相对应的自
治权力），南北之间的
直线最远距离876公里，
东西相距640公里，其
边境线全长为3758公里。
德国的国土面积为
357,022平方公里，按
欧洲国家计算，仅少于
法国和西班牙，但人口
约有8,071万人，为欧
洲联盟中最多的国家。



德国位于欧洲中
部，北邻丹麦，
西部与荷兰、比
利时、卢森堡和
法国为邻，南边
是瑞士和奥地利，
东面与捷克共和
国和波兰接壤。
由于德国在欧洲
的中心地理位置
突出，位处要冲，
加上从16世纪教
会改革所产生的
影响，使它成为
近代最具影响的
欧洲国家之一。



德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共12,700公里的高速公路贯穿全国，
将近35,000 公里的铁路网，5,400 个火车站，还有40多个机场，
以及150多条主题旅游路线，使旅客不难进入国内的每一角落。



德国处于凉爽的温带，四季平均降雨，西北部靠近海洋，夏季
不太热，冬季多数不冷，而东部和东南部随地势的升高，气候
差异加大。最冷时气温可达 -10度，最热时接近 30度。



德国的地理风貌多变，从连绵起伏的山峦、高原台地、丘
陵、山地、湖泊直至辽阔宽广的平原。整个地势南高北低，
从北部的北海与波罗的海延伸至南部的阿尔卑斯山。



德国的三大河流是多瑙河（Donau）、莱茵河（Rhein）和
易北河（Elbe），而多瑙河是德国与邻国共有的河流。德国
的最高峰是楚格峰（Zugspitze），海拔2,963米，最长的河
流是流经境内865公里的莱茵河。德国有16个国家公园、
104个自然公园和15个生物圈保护区，还有40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使它成为在旅游上丰富多姿的地方。





德国民族源自古典时代的日耳曼部族，起初定居于今日德国的
北部地区。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100年，从那时
候开始，日耳曼部族逐渐向南扩张，组成后来德意志的领土。
自10世纪起，德意志领土组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部分。



「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以恢复罗马帝国为旨
的国名。它始自800年教宗封授法兰克国王查理
曼为「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以后再封赠给各
德意志王族。到了12至13世纪间，才正式有「神
圣罗马帝国」（拉丁文是：Romanum imperium）
的称谓。从14世纪开始，由于诸侯和城邦的势力
兴起，帝国权势日衰，至1806年正式告终。



16世纪时，德意志北部地区成为教会改革的中心，让这地区在
历史和文化上日渐重要。本书所述路德的时代，以这段时期为
经纬。



现代德国的历史起点是在19世纪。1871年，普鲁士王国统
一德意志各邦，建立德意志帝国。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
曾先后燃点两次世界大战，最终战败，但不久却再兴起。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前后，德国历经威玛共和、
纳綷，以及东西两德分治时期。到了1990年10月3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东德）正式加入联邦
德国，两德实现统一。从德国重新统一以来，国
家元首为联邦总统，政府首脑为联邦总理。



现今，德国的最大城市是首都柏林，居住人口为
340万。其他百万人口城市是汉堡（180万）和慕
尼克（130万），科隆也有近百万居民。至于缅因
河畔的法兰克福，是一座国际化金融中心。



德国更多的是小城小镇，这些地方除非由于战
争或其他破坏，大多保留中世纪末期至今的模
样，让德国成为认识中世纪的极佳游览地方。



德国国旗呈长方形，黑、红、黄三色自上
而下，横向相连而成。德国国徽以土黄色
盾牌为背景，上有黑色的雄鹰，其喙和爪
为红色。据考证，这一雄鹰图案可追溯到
12世纪的霍亨索伦家族，而以雄鹰入图的
做法，在9世纪已经出现，据说是由法兰
克国王查理一世的军队从罗马帝国传入的。





虽然德国基督教有漫长历史，并有深厚影响，但德国在宪法
上并不奉行任何宗教。国家拒绝定义「宗教」应该具有哪些
特殊的法律意义，拒绝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定义宗教。故此，
基督教在德国的影响性，主要是历史和人文的层面。



德国约三分之二人口信奉基督教（包括天主
教和新教）。德国北部多为新教徒，而天主
教徒主要分布在南方。除此之外，德国还居
住着约四百万名穆斯林和约10万名犹太教徒。



 

德國的宗教信仰 

 

羅馬天主教會—2376萬成員：指以羅馬教廷（梵蒂岡）為中心

的羅馬天主教教會 

新教教會—2227 萬成員：指 16 世紀宗教改革之後，不受天主

教或東正教管轄的其他派別基督教教會 

440萬穆斯林 

10萬猶太人 

10萬佛教徒 

 



教会改
革之后
的欧洲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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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不奉行任何宗教。国家拒绝定义「宗教」应该具有哪些
特殊的法律意义，拒绝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定义宗教。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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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宪法（或《基本法》）保障德国每个人的宗
教自由。德国政府致力于在宗教事务上保持中立，
以使国家和教会彼此分离。然而，德国政府征收教
堂税，德国的《基本法》中规定了学校的宗教教育。



德国日常生活的标志之一是，最重要的基督教公
众假期—复活节、圣诞节和圣灵降临节是假日。
由于基督教的传统，星期日也是关闭商店的日子。



基督教在德国已有千多年历史，故此在这片土地上建构了大
量教堂，不少有数百年的岁月。由于不同时期的教堂建筑风
格各有特色，旅客在参观当地的宗教建筑时，宜有概念。



早期教堂建筑（公元800年前）

The Cathedral of Trier is the oldest cathedral 
in Germany. Originally, it was built on a Roman 
site that broke ground in the late third century. 



罗马式建筑风格
（ 9-13 世 纪 ）

The Bremen Cathedral 
commands the central market 
square has 1,200 years of history.



哥德式建筑风格
（ 12-16世纪）

The Cathedral of Cologne 
(or Kölner Dom) is one of 
Germany's most important 
architectural monu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ogne 
Cathedral began in 1248 in 
order to house the precious 
relict "Shrine of the Three 
Holy Kings". 



文艺复兴式建筑
风格（14-17世纪）

St. Michael's is a Jesuit church 
in Munich, southern Germany, 
the largest Renaissance 
church north of the Alps. The 
style of the building had an 
enormous influence on 
Southern German early 
Baroque architecture.



巴洛克式建筑风
格（17-18世纪）

Dresden, Germany. Frauenkirche
Lutheran church. Baroque church 
rebuilt after World War 2 
destruction.



新古典主义建筑
风格（18-20世纪）

St. Nicholas Church (German: St. 
Nikolaikirche) in Potsdam is a 
Lutheran church under the 
Evangelical Church in Berlin, 
Brandenburg and Silesian Upper 
Lusatia of the Evangelical Church in 
Germany on the Old Market 
Square (Alter Markt) in Potsdam. 
The central plan building in the 
Classicist style and dedicated to 
Saint Nicholas was built to plans by 
Karl Friedrich Schinkel in the years 
1830 to 1837.



马丁路德与德国教会



从马丁‧路德
到今天

1528年的马丁路德，由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1472-1553）绘画。



宗教改革意味
着什么？

宗教改革是㇐场革新教会的运动，几乎席卷整个欧
洲，使西方的基督信仰分裂为新教和天主教。这是
㇐种多重意义的新起点：路德及其学说在德国、斯
堪的纳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波罗
的海沿岸国家占主导地位，在其他国家占据主导的
是宗教改革者约翰·加尔文（Johannes Calvin）（法
国/瑞士）和乌尔里希·慈运理（Ulrich Zwingli）
（瑞士），从他们的思想中产生了所谓的「改革
宗」。在英格兰，随着基督教圣公宗的建立，诞生
了㇐种新教的国家教会。



路德玫瑰

「首先是十字，黑色，在心中，
心的颜色是它自然的颜色。只有
凭心做事的人才可能是正义的
人……这样的心应该放在一朵玫
瑰的中央。表示信仰给予人欢乐、
安慰和宁静……因此玫瑰是白色
的，而不是红色的。因为白色是
圣灵和所有天使的颜色。这样的
玫瑰放在天色中，这样的心灵和
信仰的黄了来自天堂的欢乐…… 
在天色周围是一道金色的环，表
示这样的天堂的欢乐是永久的，
无尽的，是所有欢乐中最昂贵的，
就像金是所有矿物中最昂贵的一
样……」



从马丁‧路德
到今天

马丁路德金原名Michael King 
Jr.,生于1929年1月15日。1935
年，他父亲Michael King前往
德国出席会议，对路德深感佩
服，把自己及儿子改名，儿子
为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从马丁‧路德
到今天





德国基督教概况
基督教是主要宗教，新
教（主要分布在北部和
东部）和天主教（主要
在南部和西部）现在各
占总人口的33％。



德国近年大量的
外来人口



德国基督徒的生活

崇拜
圣经学习
团契／小组
儿童事工
探访
布道
节日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