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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會史基督教會史基督教會史基督教會史    
國教時期國教時期國教時期國教時期（（（（主後主後主後主後 313313313313～～～～590590590590 年年年年，，，，四四四四、、、、五五五五、、、、六世紀六世紀六世紀六世紀））））    

 

壹壹壹壹、、、、教會在這一時期的主要進展教會在這一時期的主要進展教會在這一時期的主要進展教會在這一時期的主要進展﹕﹕﹕﹕    

● 教會與帝國之間關係的發展—帝國基督教化 

皇室迫害→皇室統治→教皇掌權 

教權與政權逐漸結合 

● 基督教教義之發展與新約正典之形成—政權對教會的干預 

在此一時期乃是神學之爭辯與教義成形極富創意性與趣味性的時期。基督教

被看為維持帝國統一的基本要素，所以教義的統一格外令人關注。皇帝試著

透過各種手段，特別是由政府支付舉辦主教大公會議，來解決教義上的分

歧。 

● 教會的組織與崇拜儀式之進展—基督教世俗化 

教會按照羅馬帝國的結構，變得越來越制度化；崇拜儀式力求統一，逐漸注

重型式與外表；教牧階級與平信徒之分逐漸形成。教會越來越世俗化和結構

化。 

● 將將福福音音傳傳給給蠻蠻族族  

      烏烏斐斐拉拉（（UUllffiillaass，，331111～～338833 年年））在在哥哥特特人人中中的的宣宣教教事事工工  

帕帕提提克克((PPaattrriicckk，，338899--446611))在在愛愛爾爾蘭蘭的的宣宣教教事事工工  

法法蘭蘭克克王王克克羅羅維維（（CClloovviiss，，448811～～551111））歸歸信信羅羅馬馬大大公公教教    

科科倫倫巴巴（（CCoolluummbbaa，，552211～～559977））在在愛愛爾爾蘭蘭和和蘇蘇格格蘭蘭的的宣宣教教事事工工  

● 集集體體苦苦修修主主義義的的開開端端與與發發展展  

● 第第一一本本官官定定基基督督徒徒聖聖經經     
 

貳貳貳貳、、、、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主後主後主後主後 303303303303～～～～311311311311 年年年年））））﹕﹕﹕﹕    

● 戴克理先（Dieocletion，主後 284～305 年）的迫害（主後 303～305 年） 

 加列流（Galerius）在帝國東部的迫害（主後 305～311 年） 

● 四雄爭王﹕ 

康士坦丁（Constatine） 

理吉紐（Licinius） 

馬克森狄（Maxentius） 

馬克西勉努‧達亞（Maximinus Daia） 

    

參參參參、、、、黎明前的準備黎明前的準備黎明前的準備黎明前的準備（（（（主後主後主後主後 303303303303～～～～311311311311 年年年年））））﹕﹕﹕﹕    

● 教會人數與勢力增長 

● 半政治化的組織管理模式—教會教權化 （Clericalization） 

● 信經出現 

● 聖經正典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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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變天與轉折變天與轉折變天與轉折變天與轉折﹕﹕﹕﹕從世俗的觀點來看，在基督教史上，可能沒有比羅馬皇帝「歸信」基

督教更為驚人，更有影響力的事件。    

● 康士坦丁在米爾維安橋之役（主後 312 年），擊敗對手馬克森狄，登上西部羅馬

帝國皇帝寶座。 

● 米蘭諭旨（主後 313 年） ﹕與東部皇帝理吉紐（Licinius）聯合簽發一道諭

旨，承認基督教為一個合法的宗教，迫害解除。 

● 康士坦丁在羅馬「悔改」歸信大公教會（主後 312 年），但繼續作國家宗教（異

教）的最高祭司長，到臨終前（主後 337 年）才受洗。 

● 他在主後 321 年把每星期的第一天（星期日）定為官方假日，教會的崇拜因此得

到廣泛的發展。 

● 降殺理吉紐，主後 324 年成為當時羅馬帝國的唯一統治者，發出通諭，勸告全國

臣民改信基督教。 

● 他把從前屬於舊羅馬宗教機關的特權都轉授給基督教會，此外還加上幾種新的特

權，例如﹕免除教牧兵役和公民義務以及產業稅，廢除各種有害於基督教的慣例

和法令、給予大公教會各教會以庇護所（Asylum）的特權、准許羅馬教會有繼承

遺產之權，卻不將這權利給予異教、擢升基督徒來充任要職……等。 

 

伍伍伍伍、、、、教會與帝國教會與帝國教會與帝國教會與帝國﹕﹕﹕﹕    

● 康士坦丁時期（主後 313～337 年）﹕ 

 一、高舉基督教。康士坦丁自稱為「眾主教的主教」以及「第十三位使徒」，成

為基督教神治政體的第一個代表， 皇帝的地位高於教會。 

 二、他在主後 314 年召集了亞爾勒（Arles）會議試圖解決「多納徒派」

（Donatists）的紛擾。以高壓政策對付多納徒派徒勞無功。但從後來的發

展來看，他給多納徒主教所提「皇帝與教會有甚麼相干？」這個問題提出了

他自己的答案，那就是「在東方是永久的，在西方是一時的。」 

 三、他於主後 325 年又在小亞細亞的尼西亞召集並親自主持教會的第一次大公會

議，試圖解決「亞流爭議」，避免教會分裂，卻只得到有名無實的統一。但

此會議以及“尼西亞信經”的在教會歷史上的影響彌補了他在解決「亞流爭

議」的失敗。 

 四、遷都拜占庭（Byzantium，主後 330 年），打造東方的「新羅馬」，即康士

坦丁堡，主要原因是由於他不喜歡那異教依然盛行的羅馬，帝國中心東移，

成為後來帝國與教會東西分裂的根由。 

五、他在即康士坦丁堡建造壯麗的禮拜堂，並提高康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地位，使

之與羅馬宗主教的地位平等。 

 ● 後康士坦丁時期（主後 337～590 年）﹕ 

 一、康士坦丁死後，他的三個兒子瓜分帝國，試圖用權勢壓迫異教，但並未嚴格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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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內戰發生，傾向亞流主義（Arianism）的康士坦丟（主後 337～361 年，

Constantius）在主後 353 年取得勝利，壓迫尼西亞派及亞他那修，干涉教

會事物，三次放逐亞他那修（一生共被放逐五次）。 

  三、叛道者猶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主後 361～363 年）試圖恢復希臘羅

馬的異教，但不久就戰死，他的意圖也失敗了。 

  四、米蘭主教安波羅修（主後 340～397 年）與東羅馬帝國皇帝大狄奧多西

（Theodosius the Great，主後 379～395 年）數次的衝突交手結果，顯示

教會權力有顯著的增加，安波羅修是第一個能以主教地位左右民政統治者的

教會領袖，而大狄奧多西是羅馬帝國東西兩部最後一位擁有絕對權柄的皇

帝。對「皇帝與教會有何相干？」這個問題，安波羅修的回答是“「皇帝在

教會之內，而非在教會之上。」但坐鎮康士坦丁堡的皇帝繼續控制東方教

會，偶爾還要干擾西方教會，特別是在六世紀猶斯丁年重新征服義大利以

後。 

  五、 西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穆（Magnus Maximus，主後 383 年）是第一個把異端

處死的基督教皇帝，成了中世紀時把教會譴責的異端交給國家審判處死的先

河。 

  六、大狄奧多西於主後 380 年下令臣民都須信奉基督教，主後 381 年召開康士坦

丁堡會議，按照尼西亞模式制定了信經，使尼西亞信經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

陳述，直到如今，對大多數的教派而言，仍是如此。只有耶穌是神，我們才

能得救，這是福音的關鍵。 

  七、主後 392 年大狄奧多西下令禁止一切異教崇拜。 

  八、主後 395 年，狄奧多西的兩個幼子亞爾迦丟（Arcadius）與何挪留

（Honrorius）把羅馬帝國瓜分，東、西羅馬帝國正式分裂。 

  九、當時蠻族大量入侵，皇帝保衛不了羅馬，羅馬宗主教逐漸步上政治舞台中

心，填補權力真空，提供統一象徵。據說羅馬宗主教利奧一世（Leo the 

Great，主後 440～461 年），出面勸退匈奴王阿提喇（Atila，主後 452

年）、並使羅馬城在汪達爾王該瑟利克（Geisric，主後 455 年）的劫掠

下，損害減至最少，聲望大增，羅馬主教開始有了統治民事的地位。宣稱因

為彼得的使徒傳承，羅馬宗主教擁有管理全教會的權威，並且由後來的主教

繼承，甚至作得更為出色成功，例如大貴格利（Gregory the Great，主後

590～604 年），為西方世界的教會開了一個破天荒的先例，對國家與教會

行使權柄。 

  十、蠻族入侵。東哥德族的鄂多瓦克（Odovacer）在主後 476 年廢西羅馬帝國末

代皇帝羅穆路‧奧古斯督 （Romulus Augustulus），西羅馬帝國滅亡。羅

馬宗主教，從利奧一世開始，逐漸涉入西方拉丁世界的政治與文化真空，拾

起敗落的皇室威儀，盡力維持古老羅馬制度的外觀，成為西歐最重要的角

色。  

 十一、主後 529 年猶斯丁年一世（Justinian the first）封閉了雅典的哲學學校，

異教就喪失了最後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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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羅馬帝國之覆亡以及後續情勢羅馬帝國之覆亡以及後續情勢羅馬帝國之覆亡以及後續情勢羅馬帝國之覆亡以及後續情勢﹕﹕﹕﹕指的是西羅馬帝國的瓦解。但是以康士坦丁堡為首

都的東羅馬帝國又繼續了將近一千年，直到主後 1453 年。 

    ● 日耳曼民族威脅羅馬帝國邊境已有幾個世紀，但是最後傾覆西羅馬帝國的卻是些

新興的民族，包括﹕哥特人、汪達爾人、勃根底人（Burgun-dian）、倫巴底人

（Lombards）和一些別的民族。    

        ● 匈奴（Huns）於主後 376 年侵入歐洲。 

 ● 西哥特人阿拉利（Alaric of Visigoths）於主後 410 年突襲羅馬城，洗劫三天

後撤出，八百年來羅馬城第一次被外敵侵佔。 

 ● 西羅馬帝國的行政中心遷到有沼澤保護十分安全的沿海城市拉溫那（Revenna） 

 ● 種族大遷徙，使歐洲發生了劇烈的改變，幾個蠻族的王國被建立起來﹕ 

 一、西班亞和高盧南部的西哥特王國（Visigothic Kingdom，主後 415～711

年） 

  二、義大利的東哥特王國（Ostrogothic Kingdom，主後 493～554 年） 

  三、高盧東部勃根底王國（Burgundy Kingdom，主後 443～534 年） 

  四、北非的汪達爾王國（Vandals，主後 429～533 年） 

  五、在墨羅溫王朝統治下的法蘭克王國（Frankish Kingdom，主後 486～752

年） 

 ● 在 443 至 485 年之間，盎格魯人（Anglo）、薩克森人（Saxons）、和朱特民族

（Jutes）離開了丹麥與德意志北部，移居到南不列顛。 

● 斯拉夫族（Slavs）隨後也移入了東羅馬。 

 ● 神已預備好教會，要傳福音給這些野蠻民族。最後所有條頓民族都歸依了基督

教，有的是在他們進入帝國以前，有的是在他們進入帝國以後不久。 

 ● 首先歸依了基督教的是西哥特族。在戰爭中被俘的基督徒將福音傳給他們。康士

坦丁堡派出的宣教士烏斐拉（Ulfilas，主後 311～383 年）又給他們安排字母，

並將聖經翻譯成他們的方言。 

● 法蘭克王克羅維（Clovis，主後 481～511 年）因其皇后克羅替爾達

（Clothilda） — 一位信奉大公教會的勃根底的公主— 而得以熟悉基督教。在

與阿勒瑪尼（Alemanni）戰爭以後，決定歸依基督教，他受了洗，並強迫他的軍

隊受洗。 

 ● 西班牙王理加得（Ricarred）接受了基督教。不列顛的盎格魯薩克森人，因大不

列顛人與克勒族而得與基督教有了接觸；基督教已經被設立於遙遠的阿比西尼

亞。 

 ● 蠻族歸主﹕ 

 一、哥特人﹕約主後 340 年（烏斐拉將亞流主義的信仰傳給他們）基督教從西哥

特族傳給東哥特族，傳給汪達爾族、並傳給倫巴底族。 

 二、匹克特人﹕約主後 400 年，由聖尼年傳給他們。 

 三、愛爾蘭人﹕約主後 435 年，由聖帕提克（St. Patrick）傳給他們。 

 四、法蘭克人﹕約主後 496 年，由克羅維傳給他們。 

 五、蘇格蘭人﹕約主後 496 年，由科倫巴（Columba）傳給他們。 

 六、盎格魯薩克森人﹕約主後 600 年，由坎特伯里的奧古斯丁以及艾瑟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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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何以崩解？ 

一、歷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在他的名著《羅馬衰亡史》的結論中，認

為羅馬帝國覆亡的原因，乃在「蠻族和宗教的勝利」。 

二、不可否認，近因是蠻族在五世紀進攻西羅馬帝國，西方各省中的日爾曼諸王

國取代了羅馬帝國的政府。但是蠻族入侵早在基督紀元以前已經困擾羅馬

帝國，何以到了五世紀成了致命之傷？ 

三、氣侯變化、水土枯竭、人種混雜的說法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四、道德淪喪。但羅馬帝國自立國以來一向如此，帝國末期的情況大概不會比其

它時期更差。教會一方面譴責這些蔽害，一方面阻止優秀的基督徒出任公

職，或許間接助長了政府的腐敗無能。 

五、較有說服力的原因是人力和物質資源的枯竭，西方一向比東方窮，在災難來

臨前的兩三百年更是如此。 

六、貧富差距懸殊，社會上不事生產的人多，從事生產的勞工太少，以少養多，

怎能不出問題？ 

七、基督教也有責任嗎？可是到了五世紀，帝國還值得挽救嗎？長遠來看，是帝

國的無能與覆亡，迫使基督教在當時接下了安定時局的重責大任。 

八、西羅馬帝國的基督徒常將蠻族的入侵看為是上帝的刑罰，並且和蠻族達成諒

解。教會一方面接受了蠻族的政治統治，一方面卻能使蠻族歸信了正統基

督教。 

 

柒柒柒柒、、、、禮拜與建築禮拜與建築禮拜與建築禮拜與建築﹕﹕﹕﹕    

 ● 康士坦丁在米蘭諭旨裏宣告了全體臣民都享有信仰自由，不久就反應在基督徒禮

拜用的建逐物上。 

 ● 皇帝本人在羅馬蓋了一座新教堂﹕拉特蘭聖約翰教堂（Church of At. John 

Lateran），成為新世紀來臨的象徵。 

 ● 在帝國的主要城市裏，會所型的教堂很快就取代了家庭式的教會。 

 ● 「會所型教堂」是個長方形的大廳，在短邊的一頭，有個半圓形突出，稱為壁

堂。大廳裏頭由兩排圓柱（有時四排）隔成比較寬闊的中央空間，和兩個或四個

平行的狹長空間。較寬的中央空間上面的房頂比側室的房頂高些。大廳外牆，包

括半圓突出的部份的外牆，沒有窗戶。光線只能從門道和中央圓柱上面的牆壁上

開的窗戶射入。後來教堂建築的高窗，本堂與側廊都由此發展而出。 

 ● 建築師之所以採用會所型教堂，因為它能隨需要而改變。最明顯的是它能提供空

間容納前來作禮拜的人。 

 ● 基督徒偶爾會把異教廟宇接收，改造後供禮拜之用。 

 ● 大約就在四世紀初，禮拜儀式從“全教會集體行動”變成“教牧主持，信徒聆

聽”。這與教堂的設計型式或許有關。 

 ● 長方形禮拜堂的設計可以將教牧和平信徒分隔開。半圓壁堂留給教牧；不屬直接

主持禮拜的教牧坐在靠牆安設的長凳上，中間的高座給主教。聖餐桌成了永久性

祭台，設在壁堂前面。中央空間，也教本堂，供詩班和較低級的聖職人員使用。

一般信徒都坐在側廊裏，男人坐一邊，女人坐另一邊。正在慕道的或接受懲誡的

信徒限定坐在大堂後部的走廊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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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長方形禮拜堂裏沒有天然光線直接照射，因為窗戶開在大堂屋頂下面的牆壁上，

叫作高窗。這並不算缺點，因為光線暗，祭台近處的燭光和燈光可以顯得更明

亮，並且加深了神秘感。 

 ● 教堂一般都面向西方，因之初昇太陽的光線正好照著站在祭台後邊面對會眾主持

聖餐禮的教牧的臉上。 

● 建堂的地址常選在聖徒殉道或埋葬的地點。在聖地，禮拜堂多建在與耶穌一生事

蹟有關的特別地點上。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和聖保羅大教堂是康士坦丁在傳說中

的兩位使徒的殉道或埋葬地點上興建。殉道地點用壁堂前面的一個建築物作標

誌。 

● 為殉道者興建的禮拜堂，設計人把重心放在中心部份，尊崇殉道者的傳統影響到

禮拜堂建築。由於以中央部份為禮拜堂主體的設計成為正規，需要一個圓頂。建

築師不斷改進技術，終於成功地在方形建築物裝上圓頂。 

● 康士坦丁堡聖索菲亞大教堂（St. Sophia）乃圓頂長方形建築中的翹楚。這教堂

是猶斯丁年皇帝下令建造的，於主後 537 年完工。中央那個大圓頂在二十一年後

一次地震中塌毀，於 563 年修復，直到現在仍睥睨群倫。 

 

捌捌捌捌、、、、此時期教會主要的教義爭論與發展此時期教會主要的教義爭論與發展此時期教會主要的教義爭論與發展此時期教會主要的教義爭論與發展﹕﹕﹕﹕    

 ● 多納徒派的爭論多納徒派的爭論多納徒派的爭論多納徒派的爭論（主後 311 年～七世紀，起源於帝國西部）﹕討論甚麼是真教

會？誰是真牧者？聖禮是甚麼？分裂主義，乃屬實際問題。 

  一、異端主要領袖—馬約利努（Majorinus）及多納徒（Donatus the Great） 

  二、異端主要主張—由在迫害時期曾背道的人所授之聖職無效 

  三、與之對抗的教會主要領袖—開其良（Caecilian，Bishop of Carthage）、

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主後 354～430 年） 

  四、對應的會議—亞爾勒會議（Arles，主後 314 年） 

 五、接受的結論—教會之外無救恩。奧古斯丁提出「因功生效」的神學觀點，主

張任何聖職均因基督，而非授職之人的功而產生效力。因此只要在使徒統緒

之內，任何人之授職均為有效。 

  六、造成的問題—康士坦丁大帝於主後 316 年鎮壓，北非教會分裂，地方動亂不

安，直到七世紀時北非落在回教徒之手為止。 

  

 ● 亞流的爭論亞流的爭論亞流的爭論亞流的爭論（約在主後 318 年，起源於埃及的亞歷山卓）：對基督與父神的關係

之看法起了衝突。 

  一、異端主要領袖—亞流（Arius）和尼哥美地亞主教優西比烏（Eusebius of 

Nicomedia） 

  二、異端主要主張—亞流是俄利根的門徒，發揚這位亞歷山卓大師所講的基督乃

受造之物，主張基督是次一戥的神，不與上帝同一實質。認為基督不全是

神，也不全是人，而是神人之間的第三者(tertiumquid)。 

  三、與之對抗的教會主要領袖—亞歷山卓主教亞歷山大（主後 312~328 年）和

繼任的亞他那修（主後 300~373 年） 

  四、對應的會議—尼西亞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Nicaea，主後 3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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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會議的結論—認定基督與父神乃是“本體相同”(homousios) ，並歸結出尼

西亞信經成為正統教義的基礎。 

  六、造成的問題—對正統教義來說，尼西亞會議是一個勝利；對君士坦丁大帝團

結教會的目標來說，似乎也是個勝利，因為最後只有兩個主教站在亞流那一

邊。但就會後發展的事實來看，這仍只是一場有名無實的勝利，因為兩派之

間仍然持續地拒絕讓步。尼西亞立場仍有待亞他那修的繼續努力才獲得最後

的勝利。 

   

 ● 伯拉糾的爭論伯拉糾的爭論伯拉糾的爭論伯拉糾的爭論（爆發於主後五世紀初，起源於帝國西部）：討論人如何得救？屬

實際問題。 

  一、異端主要領袖—大不列顛修道士伯拉糾（Pelagian）、瑟勒丟斯

(Coelestius)、約翰‧迦賢奴(ohn Cassianus)、南義大利伊克納農主教猶

利安(Julian of Eclanum)、及亞爾勒之該撒留(Caesarius，469?~542 年) 

 二、異端主要主張—與一般斯多亞派的倫理一致，不承認自亞當遺傳下來的原

罪，力言人人都有避免犯罪的能力。 

  三、與之對抗的教會主要領袖—奧古斯丁、耶柔米 

 四、對應的會議—以弗所大公會議（主後 431 年）、奧蘭治（Orange）會議（主

後 529 年） 

  五、接受的結論—半奧古斯丁主義﹕聖事恩典使人克服內在的罪性 

  

 ● 三位一體教義的爭論三位一體教義的爭論三位一體教義的爭論三位一體教義的爭論（起源於帝國東部）﹕乃基督神性之爭。論到神如何同時是

一又是三？父、子、聖靈之間是甚麼關係？屬於一種思辯推理的性質。 

  一、異端主要領袖—亞流、尼哥美第亞的優西比烏 

  二、異端主要主張—反對聖靈與父神本體相同 

  三、與之對抗的教會主要領袖—亞歷山大城主教亞歷山大、亞他那修、該撒利亞

的 巴 西 流 (Basil of Caesarea) 、 拿 先 斯 的 貴 格 利 (Gregory of 

Nazianzus)、女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以及希波的奧古斯丁 

  四、對應的會議—尼西亞大公會議（主後 325 年）、康士坦丁堡大公會議（主後

381 年） 

  五、接受的結論—基督是「與父神同體」，父、子、靈共同永恆，共一體、同

等。 

  

 ● 基督論的爭議基督論的爭議基督論的爭議基督論的爭議（起源於帝國東部）﹕乃基督裏的神性與人性關係之爭。「論到基

督，你們的意見如何？祂是誰的子孫？」（太二十二 42）。傾向思辯推理

的性質。安提阿學派與亞歷山大學派之爭。 

  一、異端主要領袖—亞波里那留、涅斯多留（Nestorius）、歐迪奇 

  二、異端主要主張—反對基督具有完全神及完全人的真理 

  三、與之對抗的教會主要領袖—區利羅（Cyril）、狄奧多若、利奧一世 

 四、對應的會議—康士坦丁堡大公會議、以弗所大公會議（主後 431 年）、以弗

所會議（強盜會議，主後 449 年）、迦克墩大公會議（主後 45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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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接受的結論—基督是一位二性，沒有混淆，沒有改變，沒有區分，沒有隔

離。馬利亞是 神之母。 

    

玖玖玖玖、、、、奧古斯丁對抗多納徒派奧古斯丁對抗多納徒派奧古斯丁對抗多納徒派奧古斯丁對抗多納徒派﹕﹕﹕﹕多納徒分子是源自《黑馬牧人書》和特土良傳統的基督

徒，這個分裂主義的起源可回溯到第三世紀晚期，基督徒在皇帝德修與戴

克理先迫害基督徒時期。他們認為大公教會的主教是不道德、敗壞、沒有

屬靈權威的一批人，而輕視他們。 

 

 教會的本質 教會聖禮的本質 教會與國家的關係 多納徒派 一群聖徒的會眾，永遠是一小群餘民，在地如在天。 道德純粹主義者。 分裂主義者。 否認不稱職的教牧所施行的所有聖禮；甚至連稱職的教牧在不稱職的主教之下，所施行的聖禮都無效。 多納徒主教問﹕「皇帝與教會有甚麼相干？」以武力暴動來回應皇室與大公教會的糾正與鎮壓。 奧古斯丁 分佈在全世界的教會，同時包括了良善與邪惡分子，等到末日時才會分別出來。反對分裂，大公教會外無救恩。神的國度是教會，無論何時何地，神的旨意在人間實現出來，神的國度就存在。 
浸禮和聖餐等聖禮，乃是以「因功生效」的方式傳遞恩典；聖禮的能力與有效性，在於基督的聖潔，施行的教牧人員只是基督恩典的器皿。 神甫和主教可以施行傳遞恩典和更新生命的聖禮，只要他們經過使徒統緒的按立。 

羅馬帝國內有兩個城糾結在一起，一是按照上帝法則生活的真正基督徒社區“上帝之城”；另一個是順從人的慾望，追求物質利益的異教徒的社會，也就是“人的城市”。只有“上帝之城”是永恆的，但這兩個城不能分開，要並存到世界末了。 
 

拾拾拾拾、、、、奧古斯丁對抗伯拉糾派奧古斯丁對抗伯拉糾派奧古斯丁對抗伯拉糾派奧古斯丁對抗伯拉糾派﹕﹕﹕﹕奧古斯丁關於罪與救恩的神學，大多是因他與伯拉糾以及半伯拉糾主義者的爭辯而打造出來的成果。   罪（Sin） 恩典（Grace） 預定（Predestination） 伯拉糾主義 不情願的異端 否認原罪是遺傳的，而是受到敗壞社會後天的影響。 否認人類絕對需要超自然的恩典，主張自由意志的力量，使人能作到救恩所要求的。 所暗示的自由意志與預定論不能相容。 
奧古斯丁主義 人類絕對且完全的敗壞，原罪是普世 基督恩典絕對必要而且完全夠用， 堅信神絕對完全的大能與至高無上的主權。這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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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的罪。人類沒有不犯罪的自由。自由意志乃是「作一個人所要作的事。」 信心是神的恩賜，而人只回應。  權預定了所發生的每一件事。 神不是邪惡的源頭與原因，神的預定實在是個奧秘。 半伯拉糾主義 馬賽港的約翰．迦賢（John  Cassian，主後360～432 年） 里寧斯的文森（Vincent of Lerins） 里茲的浮斯圖斯（Faustus of Riez） 

●  人類只能因著神透過恩典得救，但是這個救恩可以由人心裏的善念開始；也就是說「神助自助者」，強調人類的主動性。 
●  神的恩典與人類的自由意志對於救恩的成就都是必要的，並非誓不兩立。他們所謂的自由意志，乃是指「作另一個選擇的自由。」雖然強調恩典人類的本性與努力，（無須超自然恩典的幫助），能夠促使神用拯救的恩典回應他們。 
● 在救恩上，神與人互動的核心是個奧秘，絲毫不給預定論留任何餘地。  爭議的影響 ● 所有基督徒都把救恩歸給神的恩典，並把基督和祂的十字架置於福音的核心，作為得到赦免與更新的基礎。但是，奧古斯丁與伯拉糾以及半伯拉糾主義者的辯論，使這個問題，進入令人頭痛的新層面。 
● 在主後 418 年以及 431 年的以弗所大會，先後都譴責伯拉糾否認神超自然恩典幫助的必要性與完全夠用的教義，但教會也沒有肯定奧古斯丁在這個問題上是贏家。在主後 529 年於奧蘭治（Orange）舉辦的主教會議中，最火熱的奧古斯丁支持者與最極端的反對者以及半伯拉糾主義者，都敗下陣來。教會對於罪、自由意志和恩典，採納了中庸之道但相當不一致的立場。 
●名為羅馬天主教的基督教形式，深受這個辯論及其結果的影響。有些最有影響力的教會領袖，並沒有遵行議決的官方宣言。仍有許多基督徒和神學家，繼續在奧古斯丁的「神恩獨作說」與伯拉糾的靠行為稱義之間，尋找中庸之道的「神人合作說」。認為在神的至高主權與人類的自由決定和行動之間，仍有可以發展出更圓滿之救恩教義的餘地，帶出半伯拉糾主義的大爭議，企圖為「人在救恩上扮演的是甚麼角色（如果有份的話）？」的問題繼續尋找更合人心意的答案。 
● 奧古斯丁的神學，因為引介「神恩獨作說」，對西方基督教的神學產生深刻的影響。幾乎所有的教皇及主要的更正教改革者，都推崇他是最偉大的教父。但西方教會從來沒有全然接納激進的「神恩獨作說」，東方的教會則否認這種觀點。十六世紀威權式的宗教改革者往往接受它，但是有些更正教會友卻拒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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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兼教父、神學家與主教的奧古斯丁在基督教會史上，像一個碩大的里程碑，矗立在神學的十字路口，指引著整個西方基督教行進的方向。 
 

● 自由意志﹕奧古斯丁對自由意志的定義﹕「作一個人所要作的事。」，這看法，

與把自由意志定義為﹕「作另一個選擇的自由。」大相逕庭；後者可

能是伯拉糾與其徒眾的看法。 

● 亞當在墮落之前，具有不犯罪的自由（posse non peccare） 

 亞當在墮落之後，不可能不犯罪（non posse non peccare） 

● 奧古斯丁心理學模式的三一神論﹕把神的統一與人的統一作類比，以及神的三個

位格與人格的三個方面作比較，例如﹕記憶、認知與意志。因為奧古斯丁

的緣固，西方的神學往往強調神本質的合一，超過三個位格的論述；但是

東方的神學，在加帕多加教父的影響下，往往強調三位格，超過一個實

質。 

 

拾壹拾壹拾壹拾壹、、、、三位一體教義的歷史發展三位一體教義的歷史發展三位一體教義的歷史發展三位一體教義的歷史發展﹕﹕﹕﹕「三位一體的教義神秘兮兮又危險重重，因為如果否

認這教義，你就會失掉救恩；但是如果你想要暸解這教義，你就會喪失腦

袋。」（希波的奧古斯丁） 

● 內容—以符合聖經觀點的方法，來描述神的三位成員間的關係。 

● 主要問題— 神如何同時是一又是三。早期基督徒在高舉耶穌基督為他們的救主

時，仍堅信他們猶太人獨一真神的信仰。當人們試著解釋基督教的神，

卻不願成為三神論者（猶太人很快便如此控告他們），異端就產生了。

基督徒論證，舊約猶太人的一神論並沒有排除三位一體的觀念。 

● 形成的高潮—於主後 381 年的康士坦丁堡會議，正統的三位一體觀得以成形，全

歸功於此次會議。並非意味，教會或任何會議創作這教義。而是教會在

面對異端作出回應時，對聖經早已認定的部分，提出詳細的解說。 

● 尼西亞大公會議之前的發展— 

 一、使徒時代（主後 33～100 年）— 使徒的教導明確地接受耶穌完全和真實的

神性，同時也接受並採用三位一體論的洗禮方式。 

 二、迫害時期（主後 100～313 年）— 迫害和異端的增加，迫使基督徒的作家須

更精確地說明，並維護聖經中關於父、子和聖靈的教導。 

  （一）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主後 100～165 年）﹕基督在功能上

與父神是有差別的。 

（二）雅典那哥拉（Athennagoras）﹕基督是無始的。 

（三）提阿非羅（Theophilus）﹕聖靈與道（Logos）是有差別的。 

（四）俄利根（Origen，主後 185～254 年）﹕聖靈與父和子是亙古永存

的。創立了聖子由父永恆生出（eternal generation）的教義。因為

他主張將聖子『置於次位』（Subordination），所以他曾被稱為亞

流主義（Arianism）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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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土良（Tertullian，主後 150～212 年）﹕論及三位一體和位格。

在數目上是三位，實體上卻是一個。是第一個使用拉丁字 trinitas

（三位一體）的人（主後 220 年？）。拉丁神學之父，出生於迦太

基，約四十歲才歸信基督。在西方對神學發展的影響，幾可媲美奧古

斯丁。 

● 尼西亞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Nicea，主後 325 年）﹕由於否定基督神性的

亞流爭議的擴散，極可能動搖羅馬帝國的統一和未來。於是剛歸依基督教

的皇帝康士坦丁在尼西亞召開一次普世主教會議，來解決這個議題。 

一、主要議題﹕基督是完全的神，抑或祂是次等的存有？ 

二、亞流主義（Arianism）﹕由亞歷山大的一個名叫亞流（Arius）的長老於主

後 318至 320 年間公開發表他的『基督論』，主張﹕ 

 （一）只有父神是永恆的 

（二）子是有起源的，是首先與最高的受造物 

（三）子與父神在實質上不同 

（四）基督次位於父 

（五）祂被稱為神只是一尊稱的頭銜 

（六）基督既不是真神，也不是真人，而是天父與人之間的（Demi-god）半

神半人。 

三、正統三一論﹕由當時亞歷山大城主教亞歷山大（Alexander, Bishop of 

Alexadria）領銜召開亞歷山大城主教會議（主後 320 年）譴

責亞流與他關於基督的教導為異端，重申﹕ 

（一）基督與父神是亙古同存的 

（二）基督是無起始的 

（三）子與父在實質上是相同的 

（四）基督不是次位於父神 

四、會議有關三一神論的重要聲明﹕尼西亞信經 

「我們相信……獨一主耶穌基督……出於真神而為真神，非被造，與父同一

本質。」「但有人說，起初祂曾一段時間不存在，被生前祂是不存在的……

他們都被大公教會咒詛。」「我們相信聖靈。」 

五、會議的結果﹕ 

（一）亞流主義正式被指責 

（二）本體相同（homoousios同質）的聲明帶來分歧 

（三）亞流派人士重新解釋本體相同，並且控告該會議採形態神格唯一論

（Modalistic Monarchianism） 

（四）聖靈的教義尚未發展 

● 亞他那修（Athanathius，主後 296～373 年）﹕ 

一、最著名的三位一體正統教義的辯護者。 

二、在亞流爭議時，擔任亞歷山大城主教亞歷山大的秘書。親身參與尼西亞大公

會議。 

三、主後 328 年被任命為亞歷山大城宗主教。曾五次被放逐。終身禁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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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神學論文，包括﹕《論道成肉身》（On the Incarnation of Word）、

《駁亞流》（Four Discourses Against Arians）與《駁亞波里那留》。 

●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Basil，主後 329～379 年）﹕ 

一、基督教家庭背景長大。 

二、在亞典讀哲學。 

三、過禁慾苦修生活。 

四、主後 370 年成為迦帕多家的該撒利亞主教。 

五、反亞流主義，著有《駁歐諾米》（Against Eunomius）五卷。 

六、建立麻瘋病院。 

七、著作《聖靈論》（On the Holy Spirit），這是基督教領袖或神學家，對於

聖靈位格所寫的第一本完整的論文；對於尼西亞信經的修訂，最後並增加描

述三位一體第三位的條款，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 拿先斯（Nazianzen）的貴格利（主後 330～391 年） 

 一、拿先斯主教之子。 

 二、與巴西流在雅典一起學習。 

 三、禁慾苦修生活。 

 四、主後 374 年成為拿先斯主教。 

 五、主後 381 年成為康士坦丁堡主教，主持康士坦丁堡大公會議。 

 六、反亞流主義，著有《神學演說》（Theological Orations）等書，把各種光

怪陸離的異端批駁得體無完膚。 

 七、著名的演說家和詩人。 

● 女撒（Nyssa）的貴格利（主後 330～394 年） 

 一、巴西流的弟弟。 

 二、受俄利根影響。 

 三、寓意解經家。 

 四、禁慾苦修生活，雖然曾經結婚。 

 五、主後 372 年半推半就成為女撒主教。 

 六、反亞流主義。 

 七、第一位區別三一神之位格和體的不同。 

八、參與康士坦丁堡大公會議 

● 歷史上稱巴西流、拿先斯的貴格利和女撒的貴格為利加帕多家三教父。他們整體

的貢獻包括﹕ 

一、 澄清、界定與護衛三位一體的教義，用很高明的方式，闡釋本體相同這個關

鍵字，堅持子具有完全的神性，以及祂在永恆裏就與父有所區別。 

二、把教會的信仰系統化，並且揭盡所能把它的邏輯闡釋得清楚透徹，揭發異端

的真相，使整個教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並且藉著正統的信仰合一起來。 

三、促成康士坦丁堡大公會議的召開。 

● 康士坦丁堡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主後 381 年）﹕亞流

主義在尼西亞會議雖被譴責，反而聲譽更漲。此外馬其紐頓主義

（Macedonianism）出現，否認聖靈的位格，將之列為次等的神，正如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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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基督列為次等一樣。於是皇帝狄奧多西在康士坦丁堡正式召開第二次基督

教大公會議。 

一、議題﹕聖靈是完全的神嗎？ 

二、會議的重要聲明﹕「……我信聖靈，是主和賜生命者，是從父而出，祂與父

和子同被敬拜和尊崇。」 

三、會議的結果﹕ 

 （一）亞流主義被駁斥，尼西亞信經重新被肯定。 

 （二）馬其頓紐主義被指責，聖靈的神性被肯定。 

（三）三位一體論的主要衝突被解決（雖然基督論的爭議持續到主後 451 年

迦克墩會議） 

● 歷史上有關三位一體的主要觀點﹕ 

 一、動力神格唯一論（Dynamic Monarchianism） 

  （一）源自狄奧多士（Theodotus）為要保持神的獨一，將三位一體簡單合

理化成一個神格，不承認基督的神性，只承認祂有一種超自然天賦的

神能（Dynamis），至高的神僅是在耶穌基督這人身上作了工或感化

了祂。現代的神體一位論（Modern Unitarian）就是源自此一理論。 

  （二）這一派也就是後來的撒摩撒他的保羅（Paul of Samosata）所謂的

『嗣子派』（Adoptionists），因為此派的教義乃是﹕耶穌的本性並

非上帝的兒子，乃是後來受洗時藉著嗣續成為神的兒子。 

 二、形態神格唯一論（Modalistic Monarchjanism） 

 （一）源自帕克西亞（Praxeas），看基督和聖靈只是獨一神的另種表現，不

清楚分別父與子，認為父與子只是形象上的差異，那獨一的神格藉著

這形象顯現祂自己。 

（二）這一派又分為『天父受苦論』（Patripassians）與『撒伯流主義』

（Sabelians）。 

（三）『撒伯流主義』者認為父、子、聖靈不過是同一位格的不同的名稱而

已。 

 三、聖子從屬聖父論（Subordinationism）﹕ 

  （一）源自亞流，帶有亞利山大俄立根色彩。 

  （二）只有聖父才擁有神本質固有的單一性，「三而一」是自相矛盾的，違

背了一神論的聖經原則。 

  （三）守望台聖 經 與單張協會 （ The 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俗稱耶和華見證人會（Jehovah’s Witnesses）是它的現

代版。 

 四、「功能的」三位一體論（“Economic” Trinitarianism）﹕ 

  （一）源自希坡律陀（Hippolytus）和特土良（Tertullian）。 

 （二）神的特質是三而一的特性﹕父、子、聖靈是完全相同，不可分割的本

質的三種表現。這完美的的合一性和同質性，在創造及救贖這類顯然

是三合一的行動中最能被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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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神的多位格存在是藉著「區別」「分配」等名詞清楚表達，並有效地

消除了分離或分開的觀念。 

 五、正統三位一體論（Orthodox Trinitarianism）﹕ 

  （一）源自亞他那修，支持者有該撒利亞的巴西流、拿先斯的貴格利、女撒

的貴格利、，米蘭的安波羅修、希波的奧古斯丁、阿奎那、馬丁路

德、加爾文、當代正統基督教。 

  （二）神的存有是完全地合一與單純﹕父、子、聖靈都擁有神的本質。這三

個位格是同質、同固有、同等、及同永恆。 

  （三）神的存在可說是同時在三個存有形態或位格裏發生。因此，神是「不

可分的，但又有三個分別的位格」。這觀點深思熟慮到本質的相同，

功能的合作，但又不否認神有不同的位格。 

 

拾貳拾貳拾貳拾貳、、、、基督論的爭議與發展基督論的爭議與發展基督論的爭議與發展基督論的爭議與發展﹕﹕﹕﹕基督論（Christology）乃是有關基督神性與人性奧秘的詮

釋與表達。有些詮釋方式是否會從根本上破壞真理，而必須加以駁斥，甚

致宣告其為異端？ 

 ● 這議題所牽涉的一切都是為了救恩的緣故。如果耶穌基督並非同時是真神與全

人，那麼祂怎能拯救我們呢？在神之下，又不是人類的存在，怎能作為兩

造之間的橋樑，使雙方復和，完成救贖呢？這是所有捲入這場爭議之教父

們共有的中心關懷，目的在於，儘可能地向人解釋，基督徒所謂的相信耶

穌這個人同時是神與人的意義是甚麼，以護衛救恩的福音。 

 ● 基督論爭議的確實根源與原因，複雜難明。但可從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切入﹕那就

是存在於兩個東方的基督教大城，並且把它們視為智慧泉源的神學家之

間，年深日久根深柢固的神學差異。這兩個大城就是亞歷山大與安提阿。

成為基督論爭辯的主戰場。 

 ● 雖然在爭辯與發展過程中，政治與神學糾纏不清，政教陰謀層出不窮，但最終成

果仍是真理的勝利，即真理仍舊保留著奧秘的本質。 

 ● 三個盛大的基督教全體大會作為背書的靠山﹕康士坦丁堡大會（主後 381 年，開

場），以弗所大會（主後 431 年，轉捩點），迦克墩大會（主後 451 年，

完結篇） 

 ● 迦克墩大會制定了一個教義的定義，宣告有關耶穌基督位格的官方信條，名為

「本質合一」。 

 ● 有關基督論的異端﹕ 

  一、伊便尼派（Ebionites）﹕發生於第二世紀，由猶太派基督徒所提倡。否定

基督真實的神性，主張基督在祂受洗之後才具有聖靈，基督不是先存的。

主要反對者有愛任紐、希坡律陀（Hippolytus）、俄利根、優西比烏，力

倡唯有具神性的基督才配受敬拜（約一 1、廿 28、來十三 8）。 

  二、幻影派（Docetists）﹕發生在第一世紀晚期，提倡者包括巴西理得

（Basilides）、瓦倫提努（Valentinus）、聖父受苦說者、撒伯流派

（Sabellians）。只承認基督的神性，而否定祂真實的人性，主張耶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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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樣子呈現，但其實不是人。主要反對者有愛任紐、希坡律陀，強調如

果基督沒有人性，祂就無法為人類贖罪（來二 14、約壹四﹕1～3）。 

  三、亞流派（Arians）﹕發生在第四世紀，為亞歷山大的長老亞流所提倡，教導

基督次於父神，是首先和最高受造的存有，與父神是「本質相似」

（homoiousia），而非「本質相同」（homoousia）。於主後 325 年的尼西

亞會議被定為異端。主要反對者有亞他那修（Athanasius）、奧色斯

（Ossius），主張只有神性的基督才配受敬拜，才能拯救（腓二 6、啟一

8）。 

  四、亞波里那留派（Apollinarians）﹕亞歷山大學派內的爭議。發生在第四世

紀，由老底嘉主教亞波里那留（Appollinaris of Laodicea，主後 310～

390 年）所倡，為反對亞流主義的過激回應。主張在基督裏，神的心智與心

靈完全取代了純粹的人之心智與心靈，否定基督人性的完整性。在主後 381

年的康士坦丁堡會議中被廣泛批駁。主要反對者有巴西流、拿先斯的貴格

利、女撒的貴格利、狄奧多西（Theodo-sius），強調如果基督沒有人的完

全心智，祂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人（來二 14、約壹四﹕1～3），基督取了完

整的人性對救贖是非常重要的。 

  五、涅斯多留派（Nestorians）﹕由第五世紀康士坦丁堡宗主教涅斯多留

（Nestorius，主後～451 年）所提倡，區別曾死的人性耶穌和不能死的神

子，兩性在基督裏的聯合是道德的聯合，而非生命體的聯合，因此有兩個

位格 ，否定 基 督位格 的 統 一 性 ，反對稱馬利亞 為「神 之母」

（theotokos）。主要反對者有亞歷山大的區利羅，認為任何人不承認童貞

女是「神的母親」以及在合一的基督裏將位格區分，是不符合道成肉身的

關鍵及屬靈原則。 

  六、歐迪奇派（Eutychians）﹕發生在第五世紀，以修士歐迪奇為代表，關切基

督的合一與祂的神性，基督的人性被神性吸收，產生一個新的第三性，否

定基督本性的區分。在主後 451 年迦克墩會議中被定為異端。主要反對者

有康士坦丁堡的夫拉維亞（Flavian of Constan-tinople）、羅馬宗主教

大利奧、居魯士的狄奧多勒（Theodoret）。 

 

拾參拾參拾參拾參、、、、新約正典的發展新約正典的發展新約正典的發展新約正典的發展﹕﹕﹕﹕    時代 特色 大概時間 重要來源 接受的書卷 存疑的書卷 後使徒時代 沒有嚴重爭辯 沒有官方決定 主後 100 ～140 年 後使徒時代教父著作中的引文 四福音書 保羅書信 無 
諾斯底的反抗 對諾斯底正典的反擊（特別是針對馬吉安的 主後 140～

220 年 教父著作中的引文       穆拉多利經目（約 四福音書 使徒行傳 保羅十三封書信 希伯來書   雅各書       彼得後書   約翰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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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主後 180年） 諾斯底派的「真理的福音」 
彼得前書 約翰壹書 猶大書       啟示錄       約翰參書   黑馬牧人書  十二使徒遺訓                   彼得的啟示錄 俄利根 四福音書 使徒行傳保羅十三封書信 彼得前書 約翰壹書       啟示錄 

希伯來書   雅各書       彼得後書   約翰貳書   約翰參書   猶大書    黑馬牧人書  十二使徒遺訓                   優西比烏 四福音書 使徒行傳 保羅十三封書信       彼得前書 約翰壹書       
雅各書       彼得後書   約翰貳書   約翰參書   猶大書      啟示錄    黑馬牧人書  十二使徒遺訓                   亞他那修（主後367 年逾越節書信）最後被東方教會接受 

現有的正典  

最後共識的形成  主後 200～

400 年 

羅馬大會，主後382 年被西方教會接受。 現有的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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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太基主教會議，主後 397年被全體教會接受 現有的正典  
 

拾肆拾肆拾肆拾肆、、、、尼西亞與後尼西亞與後尼西亞與後尼西亞與後尼西亞時期的教父尼西亞時期的教父尼西亞時期的教父尼西亞時期的教父﹕﹕﹕﹕    

 ● 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主後 263～339 年） 

  一、以教會歷史之父聞名。 

  二、任教該撒利亞神學院。 

  三、嘗試協調亞流爭議，同時反對亞流和亞他那修。 

  四、他是康士坦丁的朋友和顧問。 

  五、成為該撒利亞主教 

  六、著有《教會歷史》、《歷代志》、《康士坦丁生平》 

 ● 米蘭主教安波羅修（Ambros of Milan，主後 339～397 年） 

 一、於主後 374 年新任米蘭總督時在混亂中意外當選主教，當時尚未受洗。 

  二、堅決反對亞流主義。 

 三、用講道逼使皇帝狄奧多西撤消，要求基督徒賠償，主後 388 年在幼發拉底河

畔迦立尼庫姆鎮暴亂中猶太人的損失之命令 

  四、使皇帝狄奧多西於主後 390 年在帖撒羅尼迦的大屠殺後當眾悔罪。 

  五、他的講道影響奧古斯丁。 

  六、著有《論信心》、《論聖靈》、《論聖禮》 

 七、對於「皇帝與教會有何相干？」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皇帝在教會之

內，而非在教會之上。」 

 ● 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主後 350～407 年） 

  一、屈梭多模是他的別名，意思是「金口」。 

  二、初代教會最有口才的講道家，強調道德應用。 

  三、在安提阿牧會，主後 397 年成為康士坦丁堡主教。 

  四、主後 407 年被皇后優多迦放逐時，被虐致死。 

  五、著有《論祭司職份》及《佈道集》。 

 ● 耶柔米（Jerome，主後 345～420 年） 

  一、西方教會領導群倫的聖經學者，以研究聖經和註釋經文聞名。 

  二、鼓吹修道主義，隱居沙漠數年，鼓勵許多羅馬婦女過禁慾生活。 

  三、是當時少數懂得希伯來文的聖經學者。 

  四、曾任羅馬主教達馬蘇（Pope Damasus）的秘書。 

  五、生涯最後三十五年隱居伯利恆。 

  六、他的拉丁文聖經譯本以《武加大譯本》聞名，成為羅馬天主教官方聖經。 

 ● 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主後 350～428 年） 

 一、安提阿神學之父，屈梭多模之友。 

  二、放棄修道生活而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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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後 392 年被任命為摩普綏提亞主教。 

  四、解經時強調文法和歷史的處境，反對寓意式解經。 

  五、著有《小先知註釋》、《駁原罪的辯護者》及《駁寓意解經家》 

  六、他的基督論觀點在主後 431 年的以弗所大會和主後 553 年的第二次康士坦丁

堡大會受到譴責。 

  七、涅斯多留的老師。 

 ● 希波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主後 354～430 年） 

 一、父親為異教徒，母親為基督徒，曾在迦太基修讀哲學。 

  二、早期為摩尼教（Manichaeism）信徒。 

  三、主後 386 年在米蘭受安波羅修以及羅馬書十三章 13～14 節的影響，改信基

督教。 

  四、擁有絕頂才智能力和修辭學技巧，於主後 395 年被任命為希波主教，信奉溫

和的禁慾苦修主義。 

  五、反對摩尼教（證明它是基於神話與充滿矛盾的宗教，反對其宿命式的預定

論）、多納徒派（提出一個教會生活與禮儀的神學，最終攻克多納徒派對大

公教會的教階與禮儀的抗拒）、與伯拉糾主義。 

  六、著有《懺悔錄》（Confessions）、《默想》、《上帝之城》、《手冊》及

《修訂重審集》。 

  六、撰寫第一部基督教歷史哲學。 

  七、為基督教神學思想注入一個名為「神恩獨作說」（monergism）的觀念，其

著作被中世紀神學爭論的雙方使用。 

  八、奧古斯丁主義（Augustinianism）強調「神至高無上的主權，附帶絕對軟弱

無助的人類靈魂，以及人類對於神恩典的絕對依賴性 

 ● 亞歷山大的區利羅（Cyril of Alexandria，主後 376～444 年） 

 一、擁護亞歷山大派神學。 

  二、約在主後 412 年成為亞歷山大宗主教。 

  三、反對屈梭多模、狄奧多若、涅斯多留。主持 431 年的以弗所會議，把涅斯多

留免職。 

  四、支持馬利亞崇拜。 

  五、著有《駁涅斯多留》、《駁斥叛教者猶利安》 

 ● 羅馬宗主教利奧一世（Leo the Great，主後 440～461） 

  一、於主後 440 年成為羅馬主教，把羅馬教會在西方教會中提到當時最高地位，

為羅馬主教從羅馬皇帝那裏取得法律上的支持 

  二、行政能力強，還是出名的講員。 

  三、在五世紀關於基督論的爭辯中居於領導地位，利奧的《大卷》（Tome）就是

他對基督位格的聲明，說明基督具有完整的人性，也具有完整的神性，但非

分裂的位格，在主後 451 年的迦克墩會議上成為草擬基督釋義的主要文件。 

  四、於主後 452 年說服匈奴（Hun）王阿提拉（Attila）從羅馬撤退。又於 455

年羅馬受到汪達爾王該賽利（Caeseric）的劫掠時，使羅馬受損害至最少，

提升了自己的威望以及羅馬主教這個職位的威望。羅馬主教開始有了統治民

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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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他為羅馬宗主教權力制定了理論基礎。這個理論是以聖經上的三段經文為根

據﹕太十六 18～19；約廿一 15～17；和路廿二﹕31～32。在這理論中把使

徒彼得立為耶穌基督在地上的代表。羅馬的主教既然是彼得的直接繼承者，

也就自然享有這位大使徒一切的特權。羅馬教會有使徒的統緒，這個權力是

康士坦丁堡的教會所不能僭取的。 

 

拾伍拾伍拾伍拾伍、、、、教會的行政教會的行政教會的行政教會的行政、、、、組織結構組織結構組織結構組織結構、、、、崇拜儀式與基督徒生活崇拜儀式與基督徒生活崇拜儀式與基督徒生活崇拜儀式與基督徒生活﹕﹕﹕﹕    

● 教會的行政組織﹕教會行政權力逐漸集中於教牧，特別是關於教牧界的地位和特

權。到了第四、五世紀，教牧和平信徒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有以下幾種原因，

造成這種現象﹕ 

 一、在這個時期，教會的組織和習慣力求統一。 

 二、教牧界在經濟上獨立，特權增加。 

三、教會成了法庭，權限擴大。 

四、教牧界形成了特殊階級。 

五、教會的法律和遺傳逐漸編訂起來。 

● 教會神職人員結構演變﹕ 時  期 根  據 發         展 第一世紀 《新約》 每個教會中長老（監督）和執事是在使徒監督之下。 第二世紀 伊格那丟 長老和主教被區分出來，每個會眾集會受主教、長老和執事管理。 第二世紀末 愛任紐 特土良 教區主教—以地理區分一個主教所管轄的區域；他們被認為是使徒的繼承人。 第三世紀 居普良 祭司和祭祀﹕長老被視為主持祭祀的祭司。 羅馬主教的優越性被維護。 第四世紀 尼西亞大公會議 大主教區主教（大主教）—由於他們所在地區是群眾聚集中心，因此擁有高於鄉村主教的權力。（西方教會在這個世紀初才開始向鄉村發展，東方教會在這方面比西方教會早一些） 第五世紀 康士坦丁堡大公會議 宗主教—給予羅馬城、亞歷山大城、安提阿、康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主教特別的榮譽地位。 康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地位僅次於與羅馬城宗主教 第六世紀 利奧一世 迦克墩大公會議 羅馬的最高權威利奧一世宣稱，因為彼得的使徒傳承，羅馬主教擁有管理全教會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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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與崇拜生活與崇拜生活與崇拜生活與崇拜﹕﹕﹕﹕    

    一、家庭中嚴格地實行一夫一妻制，婚姻關係被視為神聖的，婦女地位提高，兒

童成了可尊重的。 

 二、基督徒的家庭生活與教會生活都充滿了真愛，不單在他們自己人當中，也是

在殷勤接待人和慈善事業上向非基督徒表現出來。 

 三、基督徒注重平等與責任觀念，為公民在國家中立下一個新的標準。注重對神

的本分，無私的付出，個人的道德、貞潔、和誠實。因此有些職業是基督

徒所不願做的。例如﹕製造偶像、占星家、行邪術、優伶、借貸家、或旅

館主人。對於軍隊中的服務，意見不同。 

 四、當羅馬大眾基督教化的時候，基督教也開始世俗化，且異教化。許多屬世俗

的要素進入了準備接受群眾的教會。 

 五、基督徒的崇拜是任其內部固有的傾向而自由發展的。但在教會中有許多尚未

悔改的屬世俗的人，他們只是表面承認基督教，卻用對於天使、殉道者、

聖人、圖像和遺物的崇拜來代替先前所有的異教信仰和神祇。 

 六、敬拜主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她乃是『上帝之母』，又成為祈求的對象，奉馬

利亞的名禱告而不奉主的名，其後不久，馬利亞的母親亞拿也成了特別敬

拜的對象。這可能脫胎於希臘與羅馬神話中被叫作戴安納（Diana）的亞

底米女神（Artemis）的崇拜。也有歷史學家認為與伊西斯（Isis）崇拜

有關係，伊西斯是古埃及的女神。基督時代的羅馬帝國境內流行伊西斯崇

拜。伊西斯自身被尊為“偉大童女”和“上帝之母”，他的崇拜者在四世

紀末遭受查禁和廟宇被毀以後，自然會有瞻仰馬利亞尋求安慰的傾向。 

 七、康士坦丁的母親赫琳娜（Helena）朝拜聖地，將耶路撒冷重新又變成了基督

教的城市，使西方人對聖地產生興趣。 

八、聖誕節、復活節、五旬節成為教會中主要的節期，另外又加上許多小節期來

紀念馬利亞、天使、殉道者、和聖人。許多壯麗雄偉的禮拜堂被建造起

來，多半是採取巴西里加式（Basilica）。 

九、十二月二十五日是羅馬太陽神的生日。從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是古羅馬

的冬節—農神節，節日的歡樂、送禮和點燃蠟燭，也是後來聖誕節日的特

色。太陽崇拜在羅馬時代的基督教中仍然持續，羅馬宗主教利奧一世在五

世紀中期斥責過那些先向太陽朝拜，然後才向聖彼得堂禮拜的信徒。最早

提到十二月廿五日聖誕節為教會節日的，是在主後 336 年。東方教會喜歡

用一月六日顯現節（Epipha-ny）來慶祝耶穌誕生並舉行洗禮。西方教會

的聖誕日是由約翰‧屈梭多模在四世紀末帶到東方的。從此東方和西方教

會都以十二月廿五日為耶穌誕辰。 

十、約四世紀早期，復活節開始延長為長達一週的節期，紀念耶穌受難和慶祝復

活節的活動分開進行。復活節的星期日前幾個禮拜用來給慕道友準備受

洗，後正式成為四十天的「預苦期」。復活節之後，慶祝耶穌復活擴大為

為期七個禮拜，直到聖靈降臨節（整個時期稱作五旬節）。 

 十一、對聖徒和殉道者的膜拜，在四世紀時發展迅速。小禮拜堂甚至大教堂開始在

殉道者的墳墓上興建，這一習俗影響了教堂的建逐設計。甚至墮落為迷信

式地尋求遺物，有時演變成強奪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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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聖禮之發展﹕聖洗和聖餐的儀式原來是簡單的，這時卻誇大地加上一些精心

製作的項目，並且加上新的聖禮。在第四世紀末葉堅振禮成了一個聖禮。

因著人看教會的祭司職為神所立的，於是授職也成了一個聖禮。奧古斯丁

看婚姻是個聖禮。臨終抹油的聖禮是在印諾森一世（Innocent I）在任時

（主後 401～471 年）才開始被承認，告解補贖也被承認為教會聖禮系統

的一部份。羅馬天主教會七聖禮的系統經長期發展，至中世紀（主後 1215

年）的時後正式定案成形。 

 十三、聖餐被看為不只是一種聖禮，也是一種祭祀。相信那奉為神聖物質的餅和

酒，實際上改變成了基督的體血。設一次彌撒，就看為是一種功勞的行

為。聖餐中獻祭的觀念最終把真正的意義和內涵給取代了。 

 十四、崇拜的儀式以及禮節發展地更華麗，全部的禮拜都是以舉行祝謝餐

（Eucharist）（聖餐）為中心，教會音樂與全體會眾唱詩的事較前更為

普遍。講道僅成為修辭與儀文的演講。 

 十五、這時期的教會生活固然有黯淡無光的一面，但也有光明面。那所殘留下的福

音仍能在團體之中表現自身為有力的麵酵，在社會道德和公眾關係上發揮

應有的正面影響。教會的懲戒自然是遠不如前一個時期嚴謹，只有那些惹

起毀譭的大罪才被革出教會。 

 

拾陸拾陸拾陸拾陸、、、、修道主義修道主義修道主義修道主義﹕﹕﹕﹕    

  ● 定義—棄絕屬世之生活，以追求聖潔到可以與上帝取得深入靈交的一種生活方

式。這並非基督徒所獨有，在任何宗教都可能出現。 

 ● 修道主義的理論基礎﹕ 

  一、相信這世界的罪惡是無藥可救的。 

  二、相信最高尚的聖人，都是那些為良心的緣故而極端刻苦的人。自願貧苦、

自願獨身、和自願遁世。 

 ● 發展過程﹕ 

  一、在有組織的教會內厭世的傾向。 

  二、隱士生活，就是與社會隔絕以期達到獨身生活之目的。 

  三、修道院生活，就是同一個地方之隱士的一種自然結合的團體。 

  四、修道會，就是幾個隱士團體在同一規則與同一名義下所組織的。 

  基督教的修道主義在尼西亞大會以前已發展到第三階段。 

 ●  第一位聞名世界的隱士乃是一位名叫安東尼（St. Anthony）的埃及厭世者。約

在主後 250 年生於曼斐斯（Memphis）。他一生大部份都在曠野隱居（從

20 歲到 106 歲）。聖安東尼逐漸成為極孚眾望的人，以致隱士生活變成

了一種群眾運動，各地方的隱士漸漸多得不可勝數，以致隱士會社（修道

院）的組織變成了必需的。 

 ● 極端的形式﹕據說「柱上的西面」（Symeon the Stylite，主後 390～460 年）

住在一根六十呎高的柱子上達三十年之久。還有難以控制的麥撒憐派

（Messalians），他們四處流浪，生活刻苦，不斷唱詩。 

 ● 第一個著名的基督教修道院組織（集體苦修主義），是由帕科謬斯

（Pachomius）這個人於主後 320 年在尼羅河中一個小島成立。早期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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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男修士，但在他死前，曾監督設立了最早的女修道院。帕科謬斯給後來

的修道院建立了基本的架構。 

 ● 苦修主義先在東方基督教會出現，後來亞他那修在被放逐時才把它介紹給西方

教會。他寫了一本聖安東尼的傳記。受這本書影響的有希坡的奧古斯丁。

在西方修道主義一開始就受到教會領袖米蘭的安波羅修的支持。 

 ● 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主後 330～379 年）對東方修道主義的貢獻很

大。他既是主教又是苦修主義者，協調了修道團體與教會的關係。巴西流

的修道院為人醫病，救濟窮人，也作些教育的工作。他極不贊成走向極端

的，只顧個人的修行。他的規則到現在仍為東方教會遵守。他認為基督徒

生活最高的成就就是修道，通過鍛煉人的靈魂可免受身體的糾纏，他認為

人是可以履行上帝的十誡。 

 ● 都爾的馬丁服完軍役後開始度隱士的生活。他的聖潔吸引許多人來和他同住，

於是他成立了一個社團。他於主後 372 年被說服出任都爾主教。好奇的人

還是不斷來看他，馬丁被迫退隱到馬穆提埃（Marmoutier），他在那裏成

立了一座修道院，作為向大多數尚未信主的法國農村地區傳佈福音的基

地。他的修道院紀律嚴格且聖潔，成為培養主教的苗圃。他可能是第一位

非殉道者被尊為聖者的人。督爾的馬丁後來成為中世紀「聖者」的典範。 

 ● 希波的奧古斯丁提供了修道主義一個新的面貌，他安排一批獨身聖職人員住在

一起，服務一個地方教會。他於主後 388 年回到北非後，聚集了一些朋友

一同生活在一個苦修的社團裏，主要獻身於研究。主後 395 年他被任命為

希波主教後，他們還繼續過那種生活。這就是後來安置在他座堂的修院與

中世紀鄉鎮主教把屬下聖職人員和受訓待封聖職的青年安置在他左右習俗

的根源。 

 ● 在埃及和敘利亞，修道社團曾參加過政治鬥爭。有組織的武裝修士群在神學爭

論中偏袒一方，結群威迫主教會議。最出名的是埃及白修道院（White 

Monastery）的院長施諾第（Schinoudi）。他使用暴力成功地幫助了亞利

山大的區利羅在主後 431 年的以弗所會議上譴責了涅斯多留。有時修道士

還會出頭破壞異教廟宇，騷擾甚至暗殺異教徒與異端分子。 

● 約翰．迦賢（John Cassian，主後 360～432 年）﹕五世紀時，西方的修道主義

在高盧南部欣欣向榮。 

 一、於 415 年在馬賽港（Marseilles）建了一所男修道院和一所女修道院。 

 二、西方研究修道主義的大作家，對推廣修道運動極有貢獻。 

 三、反對奧古斯丁的神學過於強調人性軟弱，主張人憑藉自己的意志就能對神

有所回應，縱使不能完全實踐。這個觀點在當時法國南部的修道社團裏極

為常見，被稱作「半伯拉糾主義」。在當時法國南部逐漸受歡迎，直到

529 年才在奧蘭治會議（Synod of Orange）上才受到譴責。 
 ● 苦修運動從埃及發展到小亞細亞，從那裏到西方教會，而採取了更實際的作

法。在義大利、高盧、不列顛、愛爾蘭、蘇格蘭各地所立的修道院成了學

術上的中心。 

 ● 塞爾特修道主義﹕五世紀末或六世紀初在塞爾特人（Celtics）中間興起，但起

源不詳。形式大部取自埃及模式。愛爾蘭隱士極端刻苦，修道院外有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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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內有小室，兩者都反映受到埃及的影響。愛爾蘭修士對研究學問也極

熱心，這可能受到歐洲大陸學者的影響；這些學者是為了逃避五世紀蠻族

入侵而來到愛爾蘭。五世紀的愛爾蘭是個部落社會，沒有大的鄉鎮，修道

院對教會生活影響極大。愛爾蘭修士不長久居住在一個地方。從六世紀開

始，歐洲大陸上常見到賽爾特流浪修士。他們創建了一些大陸上早期最出

名的修道院。 

 ● 努西亞的本泥狄克（Benedict of Nursia，～主後 547 年）於主後 529 年在蒙

特迦西諾（Monte Cassino）成立修道院，為西方的修道院提供了最明確

的規條，以致從六世紀末期，這修道院所定的規條逐漸取代了西方教會絕

大多數修道院的規條，成為準繩。是根據禱告與工作這兩個活動制定的，

其中規定凡能擔得起的人，每天至少工作七小時，並有兩小時的讀書。本

泥狄克派的修道士成為中世紀極熟練的農夫和各種匠人。這指定每天讀書

的規矩形成了修道院學校的開端，在中世紀那長時期的理智黑暗中保存了

西方的學術。修道院內秩序穩定良好，又著重敬拜，對當時世道人心的維

繫極有幫助。 

 ● 迦修多儒（Cassiodorus，主後 490～583 年） 

 一、羅馬貴族，把古代和早期基督教文明和中世紀僧侶與蠻族的世界，永久連

結在一起的人。 

 二、使用傳統拉丁的典雅文筆為東哥德宮廷服務，還影響了以後的習俗。他最

富於獨創性的《哥特人史》現已失傳。 

 三、於 535 年前後，在羅馬主教亞加比多（Agapetus）監督下在羅馬成立了一

個圖書館。 

 四、於 540 年後，定居於義大利南部海岸自置的產業“金魚池”，建立了一所

園林優美的修道院。 

 五、著有《神學與世俗研究入門》一書，倡導聖經研究與文科相結合。他對非

宗教學術的熱心，雖然不為本泥狄克和大貴格利所認同，卻給後來的本泥

狄克習俗留下了深刻的影響。“金魚池”的圖書館和抄經室對保存和抄錄

早期基督教作家的手稿與古典著作一視同仁。 

 六、他的理想是“教養”（Civilitas, 人的價值與秩序）。對有特別恩賜的人

來說，這是一種修道文化，在優雅的環境裏對教養進行研究，把羅馬的和

基督教的文明結合，就像前期他把哥特的和羅馬的文明揉合在一起一樣。 

 

拾柒拾柒拾柒拾柒、、、、宣教事工宣教事工宣教事工宣教事工﹕﹕﹕﹕    

● 烏斐拉（Ulfilas）﹕生於主後 311 年，宣教對象是哥德人（Goths），是住在

現今羅馬尼亞一帶的野蠻民族。四十之久，他在哥德人中間傳福音的工作非

常成功，可惜後來因逼迫而停頓。他在哥德人中愛心的勞苦，其中最費時的

是聖經翻譯工作，當時哥德族還沒有語文，他就先設計一套字母，然後把希

臘文聖經譯成哥德語文。他的這套方法成了後世許多語言演變的楷模。故意

省略掉撒母爾記上、下和列王記上、下，因為所記載的都是以色列南、北兩

國的戰事，而哥特民族特別喜歡打仗。這種好戰的天性必須克制。烏斐拉或

多或少受他的老師君士坦丁堡主教尼哥美地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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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media）的影響，而帶有亞流的異端思想，並將之傳給哥德人。雖然他自

己滿腔傳福音的熱誠，但在羅馬官方的眼中，他是擴張版圖的好工具。 

● 帕提克（Patrick，主後 389～461 年）﹕是主後第五世紀愛爾蘭的一位偉大宣

教士。於主後 389 年，生在不列顛省的一個基督教家庭。他不是羅馬天主教

徒，也不是愛爾蘭人。他之被推舉為聖人，是在他死後二百年的一次惠特比

會議（Council of Whitby）中受追封的。羅馬天主教為了要控制塞爾特教會

（Celtic Church）才出此一招。結果今天他的名字幾乎與愛爾蘭天主教相提

並論，而他真正的工作與貢獻卻已隱晦於無形。 

在他十來歲，在不列顛西岸，就是他居住的市鎮裏，被一群愛爾蘭盜賊

擄走，賣作奴隸，在愛爾蘭替人看豬達六年之久。在他奴隸生涯第六年快要

結束的時候，逃離主人的軛，來到法國里維邱拉（Riviera）海岸外一個名叫

聖安樂立（St. Honorat）的小島。在那裏的修道院隱藏了一些時候，後來便

啟程回不列顛。就在這段時間，神向他發出呼召到愛爾蘭。但他並沒有立刻

往愛爾蘭，而是先到高盧（Gaul）的區茲拉（Auxerre）教會進修，訓練完畢

後被封為執事。可是他的上司還不能確定他可以勝任愛爾蘭的傳教工作，結

果選派了波來底亞斯（Pauladius）。但波氏抵達愛爾蘭不到一年便去世，空

缺便由派翠克補上。那時他已過了四十歲。主後 432 年，帕提克抵達愛爾

蘭。該地有一小撮基督徒分成不同的小團體，大多數都生活在異教的歪風

裏，他們崇拜太陽、月亮、風、火、水和石頭，又迷信森林或山間住有各種

善惡的幽靈。他們的祭司在祭祀儀式中玩巫術，有時還獻人為祭。 

帕提克的出現很自然招惹了祭司們強烈的反對，但因他能接納他們社會

及政治上的習俗，終於帶領了一些有影響力的領袖歸入基督教。到愛爾蘭不

久，帕提克便說服了羅加利王（King Loigaire）讓基督徒有宗教的自由。不

久，王弟信了主，把自己領土裏的一塊地送給他建禮拜堂。帕提克見教會已

成立，便繼續往福音未傳到的地方去，經過十五年的傳道，到了主後 447

年，福音差不多傳遍了愛爾蘭。這時派翠克在愛爾蘭已名聞遐邇，是一位德

高望重的神僕。他能達到這個地步，實在是歷經許多的艱難危險。其中鞭策

他不斷前進的一個因素是控懼。他說﹕「我唯恐失去已開始的工作。」「唯

恐神看我為不忠。」 

帕提克每到一個新地方，第一步總是先贏取政治界領袖的信任，希望他

們的從眾尾隨而來。帕提克及塞爾特宣教士有一樣與許多天主教宣教士不同

的地方，就是他們很重視靈性的長進。他們要求新信徒接受嚴格的聖經訓

練，而且儘量鼓勵他們參與服事奉。姊妹在塞爾特教會中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 

作為一個宣教士，派翠克有顯著的成就。他共設立了二百間教會，經他

受洗的人估計超過十萬人。但是他深知自己的能力不足，這些成就其實都是

神的作為，神的恩典補償了他力有未逮的地方。 

● 科倫巴（Columba，主後 521～597 年）﹕是塞爾特宣教領袖中最著名的一位。

在主後 521 年生於愛爾蘭的貴族家庭，從小受基督教薰陶。年輕時便進了修

道院，在那裏被封為執事，後來還被封為神甫。他對宣教的熱忱在早期工作

中便已顯露出來。後來在愛爾蘭創立許多教會和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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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倫巴四十二歲時由本地福音工作轉去海外宣道，是受了主愛的激勵，

但顯然還有其它原因。科氏曾被教會議會開除會籍。 

他投入海外宣教，在大不列顛留下了巨大的影響。他在蘇格蘭沿岸的愛

奧那島（Iona）上建立一個大本營，他的屬下共有十二位傳教士。在他所設

立的修道院，修士們每天過著規律化的生活禁食、禱告、潛修、默想、查考

聖經和體力勞動。修道院也是訓練傳道人的地方，他們受過訓練後，便被派

出去宣揚福音，建立教會，同時在各地設立更多修道院。科倫巴本人多次去

蘇格蘭傳道，特別向蘇格蘭高原上的匹克特人（Picts）傳福音。後來連統治

北匹克特人的勃特王（King Brude）也信了主。科倫巴與一世紀前的派翠克

一樣，要面對塞爾特人強烈的反對，但他也一樣毫不畏懼地向他們挑戰，以

神的大能與他們的邪術較量。 

羅馬大公教會的傳教士與塞爾特宣教士存著強烈的競爭，後來羅馬大公

教會佔了上風，但大部分大不列顛和中歐的福音工作，其實都是由活力充

沛，忠心耿耿的塞爾特修道士們所開始的。 

    

拾捌拾捌拾捌拾捌、、、、往中世紀世界的門檻往中世紀世界的門檻往中世紀世界的門檻往中世紀世界的門檻﹕﹕﹕﹕    

● 逼迫的停止使基督徒的靈命明顯地墮落，基督教成為一種群眾運動，許多人因

受財富和權勢的吸引而追求教會的職務，教牧界普遍存在著貪婪的問題。 

● 教會於主後 401 年在迦太基舉行了一次會議，禁止教牧界閱讀任何異教著作。

在蠻族入侵以後，希臘學術在西方被遺忘幾歷千年之久。 

● 許多教義上的爭辯使一些小團體與教會分離。 

● 在道德方面接受雙重標準，一為教牧界，一為平信徒，並極端地厭世，這都是

靈性生活腐敗的徵兆。 

● 蠻族的入侵和回教的擴張，使歐洲的靈性和理智生活，陷於昏暗之中，歷數世

紀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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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表一表一表一表一﹕﹕﹕﹕羅馬史分期羅馬史分期羅馬史分期羅馬史分期    

分期分期分期分期    跨越時間跨越時間跨越時間跨越時間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王政時期 

（伊特魯里亞時期） 

主前 753-509 第一王羅穆盧斯建羅馬城 

七王統治 

拉丁、薩賓、及伊特魯里亞人 

臨時執政提名王位侯選人 

人民大會（Comitia Curiata）通過、元老院批准 

臨時執政由元老院提名 

共和時期 主前 509-27

（44） 

正式名稱是元老院與羅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元老院、執政官，和部族大會(Comitia Tributa)

三權分立 

成立 主前 509-326 平民運動（主前 494)）、十二銅表法（主前 451) 

初步擴張 主前五世紀 收服義大利半島和部分希臘城邦 

擊敗迦太基 主前 264-146 三次布匿戰爭 

征服希臘 主前 215-148 發動四次馬其頓戰爭 

在亞非擴張  羅馬-敘利亞戰爭及外交手段，控制西亞部分地區 

征服高盧 主前 58-49 建立高盧行省 

內戰時代 主前二世紀 30

年代-主前一世

紀 30 年代 

西西里奴隸起義 

斯巴達克斯起義 

破產農民與大地主的鬥爭 

無權者與當權者的鬥爭 

騎士派與元老派的鬥爭 

格拉古兄弟改革（主前 133-123) 

馬略實施軍事改革（主前 107），推行募兵制 

義大利人起義爭取羅馬公民權，史稱同盟者戰爭

（主前 90） 

蘇拉率軍佔領羅馬，迫使公民大會選舉他為終身獨

裁官，開羅馬歷史上軍事獨裁的先例（主前 82-81) 

 

成為帝國 主前 60-27 前三頭同盟﹕克拉蘇、龐培、凱撒（主前 60-44） 

後三頭同盟﹕安東尼、雷必達、屋大維（主前 43-

27） 

帝國時期 主前 27（44） 

-主後 395 

 

西羅馬帝國 主後 395-476 亡於日耳曼將軍鄂多瓦克（Odovakar） 

東羅馬帝國 

（拜占庭時期） 

主後 395-1453 亡於奧圖曼土耳其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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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羅羅羅羅馬帝國的分期馬帝國的分期馬帝國的分期馬帝國的分期    羅馬帝國前期 元首專制(The Principate)   1 朱里亞·克勞狄王朝 Julio-Claudian Dynasty 主前 27-主後 68  2 四帝內戰之年 Civil War Year of The Four Emperors 主後 69   3 弗拉維安王朝 Flavian Dynasty 主後 69-96  4 涅爾瓦-安東尼王朝  （五賢帝時期） Nervan-Antonian Dynasty 主後 96-192  羅馬帝國後期（一） 元首專制   5 193 年內亂期  主後 193  6 塞維魯王朝 Severan Dynasty 主後 193-235  7 三世紀危機的高潮 Crisis of the 3rd Century 主後 235-284 接連出現了26位皇帝，平均只在位2至 3 年 8 高盧帝國 Gallic Empire 主後 260-273 地方割據 9 伊利里亞諸帝  主後 269-284  羅馬帝國後期（二） 君主專制(The Dominate)   10 四帝共治 Tetrarchy 主後 284-323  11 不列顛帝國 Britannic Empire 主後 286-297 地方割據 12 君士坦丁王朝 Constantinian Dnasty 主後 305-363  13 瓦倫提尼安王朝 Valentinian DDynasty 主後 364-392 匈奴在歐洲出現（主後376） 14 狄奧多西王朝 Theodosian Dynasty 主後 379-395  西羅馬帝國    15 末期王朝  主後 395-476 亡於日耳曼

鄂多瓦克 東羅馬帝國  主後 395-1453  16 東羅馬帝國狄奧多西王朝 Theodosian Dynasty 主後 395-457  17 東羅馬帝國利奧王朝 Leonid Dynasty 主後 457-518  18 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王朝    Justinian Dynasty 主後 5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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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附圖一附圖一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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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附圖二附圖二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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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附圖三附圖三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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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附圖四附圖四附圖四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                                                             2011 年夏季班成人主日學                                                             

楊萬宏 
Page 32 of  35  

附圖五附圖五附圖五附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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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六附圖六附圖六附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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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七﹕三位一體觀的古代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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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八﹕聖子在位格中神性與人性的聯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