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粵語部主日學
DNA 領袖進深訓練課程

君士坦丁大帝與基督教、

奧古斯丁及其影響、

異端的紛擾與正統教義的確立



丟克里田 (Diocletian) 的改革

改革原因：
➢羅馬帝國幅員廣大，難於管治
➢帝國已呈現衰敗狀態
➢出現諸侯割據

➢世襲制不能保證由最合適人選
出任皇帝



丟克里田 (Diocletian) 的改革

改革行動：
➢將帝國分為東、西兩部份
➢分別由兩位皇帝 (co-emperors) 

統治
➢各皇帝以下設一位統帥
➢皇帝任期有限制
➢任滿後由統帥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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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篡位

君氏迫使東方之加利流承認其
帥位。

• 康士坦丟克羅如﹝君
士坦丁之父﹞去世後，
手下士兵擁護君士坦
丁接任皇位。



君士坦丁篡位

君氏得天使報夢，要以
特殊符號得勝。

這符號乃希臘文「基督」
的首兩字母的組合。

• 剛退位之馬克西勉不服，跟君氏
在意大利半島開戰。



君士坦丁篡位

君氏命士兵將之塗於
頭盔及盾牌上，結果
凱旋而歸。

• 及後，君氏跟當時東羅馬皇理吉
紐發生衝突，並爆發戰爭。

• 324 年，君士坦丁擊敗理吉紐，
統一羅馬帝國。



皈依基督

312 年，君士坦丁母親海倫拿
(Helena) 信主。相信他因此對基督
教產生好感。

打敗馬克西勉後，跟當時東羅馬
的理吉紐簽訂協議，共同頒布
《米蘭上諭》(Edict of Milan)，給
予基督教合法地位。



THE EDICT OF MILAN

“Our purpose is to allow 
Christians and all others to 

worship as they desire, so that 
whatever Divinity lives in the 
heavens will be kind to us.”



皈依基督

330 年，遷都東方的拜占庭 (Byzantium)，命名為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理由之一為遠離異教充斥之羅馬。為日後東、西教會
分裂埋下伏線。

雖自以為是基督徒，卻仍向太陽神獻祭。

自稱為「眾主教之主教」。

於 337 年臨終前，才在病榻中接受洗禮。



基督教合法化

政治原因：
➢ 以一神主義代替多神主義，以

統一民心。

➢ 羅馬帝國開始衰落，需要注入
生氣。

➢ 基督教作為新興宗教，可為帝
國提供精神動力。



偏袒基督教的政策

逐漸取締異教活動。

委任基督徒為政府顧問。

聖職人員無需服兵役。

教會產業無需繳稅。

國家資助興建教堂。

全國星期日休息。



基督成為國教
君士坦丁在位時，並未敢大幅改革，將基督教升格為國教。

其子君士坦丟 (Constantius) 即位後，開始激烈地壓制異教。

及至安波羅修 (Ambrose) 就任米蘭主教期間 (373-397) 大力推動，
一切異教正式被禁止，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唯一合法宗教。



教會的改變

從非法到合法：
➢ 不再對現世消極
➢ 積極對社會問題表態
➢ 例如：反對殘忍的運動娛樂
➢ 發展更宏觀的神學思想
➢ 指導社會發展方向



教會的改變

信徒人數大幅増加：
➢ 質素卻下降

➢ 人民「自動」成為基督徒，無
需作決定

➢ 滲入異教風俗，將之「聖化」

➢ 教會組織膨漲，跟國家行政組
織掛鉤



教會的改變

從貧窮到富有：
➢ 信徒不再限於低下階層
➢ 權貴大量奉獻，以求「方便」
➢ 建築及禮儀力求奢華
➢ 部份教會變為富人及權貴俱樂部
➢ 買賣聖職



教會的改變
政教互相利用：
➢ 政權為防止分化，要

求信仰統一，極力壓
制異端。

➢ 教會亦藉此利用政權規限「純正」
之信仰，逼迫異教及異端。

➢ 例如：325 年之尼西亞會議，由
君士坦丁大帝親自主持。



溫習

1. 君士坦丁 CONSTANTINUS I   306-337年在
位。

2. 313年頒布米蘭上諭 ，承認基督教為合法
宗教。

3. 325年成為羅馬世界唯一的統治者。

4. 325年召開第一次大公會議── 尼西亞會議 ，
通過了《尼西亞信經》。

5. 330年將首都從羅馬，遷到拜占庭，改名為
君士坦丁堡。







Coliseum, Rome, 80 A.D.

>50,000 seats    Arena is 272 ft by 157 ft







奧古斯丁

是一位拉丁教父。

西方教會發展中最舉足輕
重的人物，影响千多年来
基督教神學思想，是保羅
以後最重要的人物。



奧古斯丁及其影響

354年，奧古斯丁生於非洲北部小鎮，父親是貧窮的
異教徒，性情粗暴。母親慕尼加（Monica），是敬虔
的基督徒。奧古斯丁在年輕的時候，才華洋溢，但個
性叛逆，而且滿心渴求享樂。

370年，父親送他去北非名城迦太基（Carthage）學修
辭學。同年父親過世。只有17歲，奧古斯丁與一女子
同居。

19歲進入哲學思考，接受摩尼教善惡二元論的信仰。
20歲完成羅馬帝國的三年級制教育學業。奧古斯丁信
奉摩尼教共有九年。



摩尼教Manicheism，又稱作牟尼教或明教，是一個源自古代波
斯的宗教，為波斯人摩尼（Mani）所創立。結合基督教的異端、
波斯的拜火教 ( Zoroastrianism)及佛教混合而成。



以下是奧古斯丁在名著《懺悔錄》裡所提到的「梨樹事件」。提到當他十六歲時的事。

「由於內心缺乏正義感。我被邪惡所充滿。我所偷的東西，自
己原是有的，而且更多更好。所以我不是為了享受偷的東西，
卻是為了偷竊本身，還有它所帶來的刺激，以及為了去做不
該做的事。」

「在我家附近有一株梨樹，樹上結實纍纍。形色與香
味並不可人。我們把果子都搖下來帶走，那夜我與
一幫年輕人在一起，一如往常於深夜岀發。我們在
街上繼續嬉戲，帶著那一大批梨子，不是為了吃，
最後丟去餵豬。我們如此去做，是因為做這事是不
被允許的。我作惡時毫無目的，只是為作惡而作惡，
罪是醜陋的，我卻愛它。我愛自我毀滅。我愛我的
墮落，不是愛墮落的對象，而是愛墮落本身。我這
邪惡的靈魂，掙脫祢的扶持而自取滅亡。我藉著恥
辱的手段，不是要追求什麼，卻是追求恥辱本身。」



383年，29歲到了羅馬，追求享樂，事業成就。

384年，30歲到了米蘭。跟米蘭主教安波羅修
（Ambrose）學習信仰與神學。

386年，32歲，覺察自己污穢悲慘，讀羅十三：
13-14，經歷悔改，生命有了悔悟。

387年，33歲受洗禮。母親多年來流淚禱告，
得神垂聽。奧古斯丁決定放棄事業，過苦修生
活，終生奉獻，追求基督的智慧。

奧古斯丁生平





388年，34歲回到非洲過修道生活。

391年，北非希坡（Hippo今日Annaba ）教會
選他為長老（監督）。致力牧養教會、宣講
福音、救濟貧弱等。

396年，42歲被選任北非希坡主教，事奉三十
多年。

430年，羅馬帝國崩潰前夕，奧古斯丁離世。

395年羅馬帝國分為兩部分。476年，西羅馬
帝國滅亡。

奧古斯丁生平



奧氏的神學思想也多采多姿，他維護聖經正典的確立，
在信仰教義的演譯及闡明上，有極深的創見；思想影
響西方羅馬教會。

他確立了基督教哲學；主張信仰使人看見真理，而理
智使人多了解真理。他反對人為求學問而求知“如果
要明白，就應當相信，因為除非你們相信，你們不能
明白”。

他悲嘆有學問的人不是聖徒，而聖徒卻沒有學問。奧
古斯丁重視讀經實踐，以愛心行真理。信徒讀經，不
是作審判官。而是敬畏順服遵循，如同僕人。

奧古斯丁的影響





為了解決教會爭端，奧氏四出召開宗教會議，並從事寫作。他遺留下著作

超逾百本，講章五百多篇。其中有《懺悔錄》、《上帝之城》、《論三

位一體等》。

他參與四次主要爭辯，分別是對

◦ 摩尼教 的 善惡二元論；

◦ 多納徒派 的 聖禮觀；

◦ 伯拉糾 的 罪與救贖觀，

發展出自由意志、原罪、救恩、預定、神的主權等論說。

奧古斯丁是自使徒以來，影響教會最大的神學家，他的影響力，直達一千
年之後的改教時期。

奧古斯丁的影響



《懺悔錄》(Confessions) 是一篇禱告文，描寫
在上帝面前認罪悔改的過程。

奧古斯丁以優美詞句，詩的體裁，表達一個不
悔罪的人，心靈的痛苦空虛、黑暗掙扎。這本
書是他的自傳，靈性改變的見證。為西方第一
部懺悔自傳。

奧古斯丁的作品和神學



寫作期間超過十二年，是本鉅著。當時羅馬城被哥德蠻族攻破。人們
把羅馬帝國的衰退，歸咎於基督徒，咒罵上帝，歸咎錯在離棄傳統多
神宗教。當時世局混亂，人心惶惶。

奧古斯丁在書中為攻擊辯護，羅馬衰退是因為道德衰退；基督教有助
道德提升，不是衰退原因。

人類歷史是地上之城的歷史，是跟隨該隱與罪惡的歷史；另一條是上
帝之城的歷史，是跟隨亞伯與基督徒的歷史，是拯救的歷史。真正的
平安，公義社會，在上帝之城尋見，是愛神之人的將來。

本書展現從創造到最後審判的歷史全景。奧古斯丁詮釋啟
示錄廿章的千禧年論，認為基督與眾聖徒在苦難中的教會，
就是現今的世代。可惜這部書在中古時代被誤解為贊同教
會的神權統治。

《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奧古斯丁原本放蕩不羈，雖然追求真理，卻徬徨苦悶。他的罪觀
來自對羅馬書的研究。他認為人裡面的善，是神的恩惠。神並非
勉強人的意志去行善；乃是改變人的意志，甘願選擇善，並且去
行善。惟有人的意志得到釋放，人才會渴望與神結合。當人甘願
將生命主權放在神手中，人的自由選擇意志就轉變為聖潔。

原罪: 亞當受造是完美的，原是善良正直的，他擁有不犯
罪的自由及能力，被神的恩典所包圍。亞當最後犯罪是
自取的，他驕傲妄想取代神。他墮落的本性傳遞給世人，
世人都從罪中所生，也都承接罪的本性。人的罪性使人
遠離神，而導致惡。罪主要的根源是用「對自己的愛」
取代了「對神的愛」。這是奧古斯丁原罪的由來。他認
為藉著洗禮，人能除去原罪。

從這觀點，發展出嬰兒洗禮的教義。可惜這觀點被人濫用。

罪觀及恩典觀



381年 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確立三位一體上帝觀。討論
其中，奧古斯丁貢獻不少。

上帝是全能偉大、良善公義、一切萬有的創造主。奧
古斯丁認為神是三位一體。父是神、子是神、聖靈亦
是神，同尊同榮同質。聖父、聖子、聖靈並非分開的
個體。祂們的本質相同，本體相同，完全平等。但因
子從父生，所以子稱為子，父稱為父；聖靈又從父子
而出，因此有稱謂的區別。在三位一體中。沒有先後
及高低的分別。

論三位一體（On The Trinity）：



在人有限經驗上，沒有類似的事，可比擬三位一體
的奧秘；奧古斯丁以智、情、意來比擬。智、情、
意三種官能，雖各不同，卻難分開，乃構成一個心
意、一個本體。一個生命。

奧氏最滿意的比喻，是人對神愛的表達: 愛神包括人
的記憶，內心回應，和意志行動。愛神是全心投入，
全人參予，全力以赴的合一。一個生命、一個心靈
及一個行動。奧氏以人對神愛的表達，來類比神的
三一；目的不在證明神是三一，乃在幫助人瞭解神
絕對的一又的三。

三位一體論（The Trinity）：



奥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



異端的紛擾
與
正統教義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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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面對異端的沖擊，產生了三樣東西: 

1.大公會議 - 解釋聖經的權威制度

2.信經 - 信仰基本條文:列明基督信仰
的核心

3. 聖經正典 (即新約廿七卷書)



大公會議 - 解釋聖經和教義的權威制度

313年，君士坦丁承認教會的權益，十二年後召開第一
次大公會議。是教會主教的代表大會，旨在解決分歧，
為教義達成一致意見。重要的是其中最早的七次大公
會議。

在教會初期，東方教會(希臘語) 較繁榮進步，西方教
會(拉丁語) 開發較晚，會議地點多在東方。在大公會
議外，也有多次地方性會議。比如397年迦太基會議，
會中確定了新約正典的目錄。

45



大公會議

46

325 尼西亞
381 君士坦丁堡
431 以弗所
451 迦克墩
553 君士坦丁堡
680 君士坦丁堡
787 尼西亞



信經 - 信仰基本條文

基督信仰的核心。歷代教會公認及接受的
信經共有三條。

◦使徒信經、

◦尼西亞信經、

◦亞他拿修信經。

其他有君士坦丁堡信經、迦克墩信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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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經 - 早期基督徒綜合使徒所教導而寫成的。

我信上帝，即全能之聖父，創造
天地之主。

我信其獨生之聖子，我主耶穌基
督；我信耶穌為受聖靈感動之童
貞女馬利亞所生；我信耶穌在本
丟彼拉多手下遇難，被釘十字架，
死而埋葬，降至陰間，第三日從
死復活，升天，坐於全能之上帝
聖父之右；後必自彼處降臨，審
判生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赦罪之恩；
我信身死後必復活；我信永生。

48

對抗馬吉安主義

對抗幻影說
對抗神格唯一論

對抗神格唯一論，
對抗諾斯底派
靠知識得救的論點。



尼西亞信經（The Nicene Creed）
是在第一次召開的大公會議議會中制定的。這個議決確定了聖父、聖子、聖
靈為三位一體的上帝，本質相同。

我等信獨一之神，即全能之聖父，創造天地，及一切有形無形之萬
物之主。

我等信獨一之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之聖子，是聖父在萬世之先所
生，是從神所出之神，從光所出之光，從真神所出之真神，是生非
造，是與聖父同體，萬物皆藉聖子而造；聖子為要拯救我等世人，
從天降臨，為聖靈感動之童貞女馬利亞所生，成為人身，在本丟彼
拉多手下，為我等釘十字架，被害而葬，照聖經之言，第三日復活，
升天，坐在聖父之右；將來復必有榮耀而降臨，審判生人死人，其
國無窮無盡。

我等信聖靈即是主，是賜生命者，是從聖父、聖子所出，與聖父、
聖子，同是當拜，當稱頌者，眾先知說預言，皆是被聖靈感動；我
等信使徒所立獨一聖而公之教會；我等信因為赦罪設立之獨一洗禮；
我等望死後之復活，又望來世之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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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他拿修信經
（The Athanasian Creed）

此信經以詩體寫成，可分兩部份：

1.第一部份以三位一體為主題，是
依據奧古斯丁的神學寫成。
2. 第二部份強調基督的神人二性，
道成肉身及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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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正典 Canon

舊約：舊約聖經在主前四百年集成。耶穌和使徒引用的都是舊約。

此外有15本次經，寫於主前200到主後70年，雖然之後被收入希臘譯本的舊約，
猶太解經家不承認它們是正典。

主後70年猶太拉比確認正典僅有39卷。

(Council of Jamnia)

(天主教以次經為聖經的一部份。馬丁路德整理翻譯聖經時，把次經放在後頁
作為附件，而未有刪除。目前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聖經包括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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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
寫作期：從主後50-90年，新約各書卷寫成，在教會間流傳，並且在聚會中誦
讀。

促進期：初期教會很早便視四福音，及保羅書信為正典。但有其他作品，也深
得尊重。主後160年異端領袖馬吉安 (Marcion) ，編訂新約目錄，他把許多經卷
排除在外，只剩下去掉頭兩章的路加福音，及十封保羅書信。當時許多教會領
袖反對，認為有其他書卷也應列入正典；這些書卷可作為辨明信仰的依據。當
時異端興起，教會遭受迫害，編訂正典愈感迫切。

52



完成期：從主後200-400年，教會對那些書卷應列入正典，逐漸形成共識。在老
底嘉 (363) 與迦太基 (397) 兩次會議中作最後確認；

前者確認，只有正典中的書卷，方可在崇拜宣讀，後者確認27卷的正典。此後，
新約正典就很少再引起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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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正典的標準：神的默示

◦使徒權威: 作者必須是使徒，或跟使徒有密
切關係。

◦教會公認: 為初期各教會普遍承認及接納。
◦教義純正: 書卷信息與使徒教訓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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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流傳
現存最古老的抄本

◦梵諦岡抄本 Codex Vaticanus (藏在梵諦岡 )

◦西乃抄本 Codex Sinaiticus (英國倫敦博物館 )

◦死海古卷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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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者 原著寫成時期 最早版本 相隔年代 手抄本數目

羅馬大帝凱撒 BC100-BC44 AD900 1000 10

羅馬史學家李維 BC59 -AD17 20

柏拉圖 BC427-BC347 AD900 1200 7

羅馬史學家塔西圖 AD100 AD1000 900 21

羅馬巡撫小普力尼 AD61 -AD113 AD850 900 7

希臘史學家蘇西戴得士 BC460-BC400 AD900 750 7

羅馬史學家蘇東尼亞 AD75 -AD160 AD950 1300 8

希臘史學家西羅多德 BC480-BC425 AD900 800 8

羅馬詩人賀瑞斯 900

希臘悲劇家沙孚克理斯 BC496-BC406 AD1000 1400 100

羅馬哲人陸克里帝亞士 BC53 or BC55 1100 2

羅馬詩人加塔加斯 BC54 AD1550 1600 3

希臘悲劇作家尤里拔帝 BC480-BC406 AD1100 1500 9

希臘政治家狄摩西尼斯 BC383-BC322 AD1100 1300 200

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 BC384-BC322 AD1100 1400 5

希臘喜劇家亞理斯多芬 BC450-BC385 AD900 1200 10

新約聖經 AD50 -AD100
最早第二世紀
大多第四世紀

250-300 
原文 5000

不全抄本 1300056



世界最古老完整卷《聖經》
西乃抄本現身網路2008-07-23 

本次工程是大不列顛圖書館於2005年發起的，共耗資65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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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經 Deuterocanon
(天主教會在1546年「天特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中接
納 27卷新約連同七十士譯本（包含次經）為聖經正典。 )

次經 = 旁經 secondary scripture

即第二正典

次經不同於偽經

目前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聖經包括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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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經有十五卷
以斯拉續篇上 Esdras I 

以斯拉續篇下 Esdras II 

多比傳 Tobit 

猶滴傳 Judith 

瑪喀比傳上 Maccabees I 

瑪喀比傳下 Maccabees II 

所羅門智訓 The Wisdom of Solomon 

便西拉智訓 The Wisdom of Jesus the Son of Sirach 

巴錄書 Baruch 

三童歌,《亞薩利亞之禱言》 The Prayer of Azariah … 

蘇散拿傳 Susanna 

比勒與大龍 Bel and the Dragon 

耶利米書信 The Epistle of Jeremy 

以斯帖補編 The Rest of the Book of Esther 

瑪拿西禱言 The Prayer of Man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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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縱觀早期教會各異端，普遍的錯誤在那方面？今天是否仍有
這等錯誤？

•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 Mormon 
Church）

• 耶和華見證人會（ Jehovah's Witnesses )、

• 基督教科學會（Church of Christ, Scientist / Christian 
Science)

• 統一教（Unification Church)

……

「信經」在今天是否仍有作用？（如：在崇拜時一起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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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東方閃電派」

「東方閃電派」是在九零年代崛起，發展迅速，遍及河南、安徽、
山東、廣東、福建各省。他們取名來自馬太福音二十四章27節：
『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他們
宣布主耶穌已再度降臨於中國，而且降臨的是一位女基督，名叫
「閃電」。由於他們領導人極為神秘，很少人見過。但是經費充
足，自己印製的經典數量又大，印刷又精美，與一般新興的異端
團體不同。很可能背後有一股力量在操縱。

「東方閃電」與一般的異端團體使用的策略相似，就是專門勾引
初信主、根基不深的信徒。他們在農村特別活躍，尤其是向一些
真理根基不夠的家庭教會同工下手，可以達到大批「拉羊」的目
的。東方閃電常常強調聖經已經過時了，既然基督已經再次顯現，
就有新的啟示了如《東方發出的閃電》、《神向全宇的發聲》、
《話在肉身顯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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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閃電派」的錯謬

1. 反對三一神論

他們反對三位一體的神論，認為是父變子、子變靈。他們主張神在不同的
時代有不同的名稱。律法時代的神名叫「耶和華」。他造人，卻不是無所
不知的。耶穌是「恩典時代」神的名稱，但是他卻是受造者。現在是「國
度時期」，神的名就叫做「閃電」。唯有相信這位「閃電—女基督」才能得
救。而以前耶穌的話，全部作廢。

(答辯經文：約1:1-3; 太3:16-17; 腓2:5-8)

2. 反對聖經的權威

「東方閃電」要人放棄聖經，認為聖經是摩西及其他作者想像出來的，不
是聖靈的啟示，而且已經過時了。因此他們要人不要讀聖經，不要相信聖
經。相反的，他們要人相信他們自己的經典—《東方發出的閃電》。答辯經
文：啟22:18-19; 彼後3:16; 提後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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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閃電派」的錯謬
3. 基督再臨的謬論

「東方閃電」斷章取義地為女基督已降臨辯護。除了馬太福音外，他們還引
用以賽亞書41章1-2節：『誰從東方興起一人…耶和華將列國交給他。』來證
明基督將降生於東方(中國)。又引用耶利米書31章22節：『耶和華在地上造了
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護衛男子。』來證明再來的基督是女的。

答辯經文：太16:27; 啟20:11-14; 帖前4:13-18

4. 分門結黨

「東方閃電」將人分為五個等級。「眾長子」是最高級的，其實他們都是神，
是神在創世以前就生的，他們都有審判、咒詛和刑罰權。「眾子」則是順服
女基督，並且為女基督奉獻一切財物與精力的信徒。「子民」則是透過神的
發聲，達到標準的信徒。「效力的」則是指一般只信耶穌，但是不信女基督
的人，他們死後將輪迴再度做人，為神效力。最低等級的「滅亡的」，乃是
不信女基督，又抵擋到底的人。他們要在永火中受刑。

答辯經文：弗4:5-6; 林前8:4-6; 可12:29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