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世紀的教會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粵語部 成人主日學
DNA 領袖進深訓練課程



1. 大貴格利和中世紀教宗制度、

2. 修道院 和修道生活、

3. 教皇權力之興衰 （十一至十四世紀）



大公會議 General Council

Ecumenical Council

七十士譯本 Septuagint

使徒信經

尼西亞信經

亞他拿修信經

Apostles’ Creed

Nicene Creed

Athanasian Creed



教宗的產生 – 城市主教的突出

社會結構導致大城市的主教
較為突出

羅馬主教於當中最為人尊崇

使徒統緒

彼得及保羅皆於羅馬殉道

帝國首都

教父意見

……



教宗的產生 – 行政原因

君士坦丁大帝為教會建立跟國家
平行的行政架構

全國設五位「宗主教」

由羅馬、君士坦丁堡、安提阿、
耶路撒冷、及亞歷山大主教出任



教宗的產生 – 東方教會

君士坦丁堡貴為國家首都，皇帝、
主要官員及貴族皆在當中教會聚
會，地位逐漸提升。

然而，中央政府對當地教會的影
響力也隨之而增加。

爭權奪利的場面亦並不罕見。



教宗的產生 – 西方教會

羅馬教會因著歷史因素，
繼續保持其超然地位。

由於遠離中央政府，運作
不受官方干擾。



教宗的產生 – 利奧一世
Leo I (Leo the Great)

411年，蠻族入侵羅馬城，帝國無
力招架，國民以為是世界末日。

452年，匈奴入侵羅馬城，被羅馬
主教裡奧一世勸退。

455年，羅馬城再被蠻族圍困，裡
奧一世代表談判，讓他們劫掠，
但不可傷人或縱火。



教宗的產生 – 利奧一世

在無政府狀態下，利奧一世
以教會資源重建羅馬城，並
照顧孤兒寡婦。

實際上已兼任政治領袖。

如此，其地位更被尊崇。



教宗的產生 – 貴格利一世
Gregory I (Gregory the Great)

放棄家財及官位，作修道士。

期間致力慈惠工作，救助貧病。

590年，人民擁戴任羅馬主教。

派宣教士到處傳教，遠至英國。



教宗的產生 – 貴格利一世

領導教會推行慈惠工作，藉以
安定民心。

將修道院的管理歸於教會，致
修士成為教會龐大的資源。

謙卑地自稱「眾僕人的僕人」。

被人民稱為 Pope，即「眾人父
親」之意。



教宗的產生 – 西方教會的擴展

被蠻族侵略的同時，教會更積極
向各蠻族傳福音。

不斷差派宣教士向西、北方傳教。

至八世紀初，差不多整個歐洲已
歸化基督。



教宗的產生 – 東方教會的萎縮

西方教會不斷擴展的同時，
東方教會卻日漸萎縮。

 權力鬥爭

 神學爭論﹝例：圖像之爭﹞

 伊斯蘭教之擴展

君士坦丁堡主教卻狂妄地自
稱為「普天下的主教」。



教宗的產生

如此，羅馬主教便成了整個歐洲教
會的當然領袖，集政、教大權於一
身。

成為日後的「教宗」或「教皇」。

東方教會卻只可在伊斯蘭教的靡下
掙扎求存。



法蘭克王朝 (Franks)

496年整個部族歸主。

對大公教會及教宗非常盡忠。

第七世紀伊斯蘭大軍開始向西
推進，橫掃北非。

至第八世紀初，向北攻陷西班
牙，再向東攻入法國。



查理馬特爾大將軍
(Charles Martel)

732年查理大將軍帶領法蘭克人撃退
伊斯蘭軍隊。

歷史上稱為「圖爾戰役」Battle of 

Tours。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爭鬥的決定
性轉捩點──保存基督教在歐洲領導地
位的爭鬥。

查理大將軍亦被稱為「鐵槌查理」。



「圖爾戰役」
Battle of Tours

畫家 Charles de Steuben 畫的《Bataille de Poitiers en Octobre 732》描寫在
普瓦捷戰役中，查理·馬特 (騎馬者) 迎戰阿卜杜勒·拉赫曼 (圖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5%E7%90%86%C2%B7%E9%A9%AC%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8D%9C%E6%9D%9C%E5%8B%92%C2%B7%E6%8B%89%E8%B5%AB%E6%9B%BC_(%E5%AE%89%E9%81%94%E7%9B%A7%E8%A5%BF%E4%BA%9E)


矮子丕平 (Pepin the Short)

矮子丕平為查理大將軍之子，
751年繼承其父作法蘭克王。

756年打敗倫巴底人後將其領
土一部份割讓給教會。

歷史稱為「丕平獻土」
Pepin’s Donation。

從此教會開始擁有土地。



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

查理曼為矮子丕平之子，於768年繼
承王位。

教皇利奧三世於800年將皇冠加於他
頭上，稱他為「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皇帝。

從此教皇開始參與政權之「認可」。

政教關係進一步結合。









修道院 和修道生活

Monastic Movement



修道主義之興起

沒有正式記錄

估計早至第二世紀已有人
開始過隱修生活



興起的原因

遵守主的教訓，為其放棄一切﹝太
19:16-22﹞

追求屬靈高峰，與上帝契合，深入靈
交

教父的榜樣﹝例：俄利根、居普良﹞

逃避逼迫﹝三世紀及以前﹞



興起的原因

 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二元論 ─ 

壓制肉體﹞

 不滿教會世俗化﹝四世紀或以
後﹞

 白色殉道 White Martyrdom 
﹝四世紀或以後﹞

 英雄主義



修道主義的發展

個人 ─ 沒有組織，「各自修行」

集體 ─ 三五成群，互相照應、鼓
勵、效法

規章 ─ 修道院



如何修行？

禱告

讀經

禁食

敬拜

• 默想

• 工作﹝耕種﹞

• 苦行

• 教導



修士跟教會的衝突

修士認為教會不夠虔誠，太
世俗化

教會指責修士不合群，不受
主教管轄，將信徒帶至極端



亞他拿修的影響

因對抗「亞流主義」，
亞他拿修曾多次被放逐

• 期間得到修士接濟

• 複職主教後，撰寫《安東尼傳》
一書，肯定修道士的價值



其他教父的影響

其後有安波羅修、屈梭多模、
奥古斯丁等，支持將修士及修
院納入教會體制中

修道主義逐漸成為教會確認的
一種生活形式



典型修會 ─ 本篤會
Benedictines

本篤 (Benedict of 
Nursia, 480-550)

在羅馬接受教育，二十歲
成為修士

聲名日噪，多人跟隨學道

故成立數家小修院



典型修會 ─ 本篤會
訂立簡單規章，讓修士過紀律生活

其他修院隨之效法

規章逐漸成為各修院之標準

跟隨此規章之修院便被稱為「本篤
修會」

但修會間並無緊密關係



典型修會 ─ 本篤會

貴格利一世當羅馬主教時，將各
本篤修會組織成大公教會期下之
「機動部隊」，成為教會的強大資
源

查理曼大帝當政期間，強制各地
修院遵行本篤會的體制。



典型修會 ─ 本篤會

本篤修會之規章並不複雜，但已
包括組織、權責、生活安排、訓
練、詩歌、讀書、時間運用、接
待、懲罰等專案。

卻保留彈性，讓各修院能有自己
的特色。



典型修會 ─ 本篤會

修會最重要的目的是「操練順服」

此乃人遠離神的主因

學習順服便可抵擋罪惡

修士必須順服院長，如同順服基督

絕不能有任何不滿、質詢、怨言



典型修會 ─ 本篤會

每位修士均許下三個承諾 （願）─ 

貞潔、貧窮、順服，一生遵行

每天最少有七次敬拜，包括半夜

並要從事體力勞動，負責修院大小
事務



The cross of our holy father Benedict

May the holy cross be my light!

May the dragon never be my guide!

Benedictine monks 

singing Vespers （晚禱）
on Holy Saturday in 

Morristown, NJ





典型修會 ─ 本篤會

由於修會的獨特社會地位，貴族家庭
皆希望有成員加入其中，以振家聲

貴族或多或少有參與不公義活動，派
成員加入修會作「補贖」



本篤會之沒落

貴族化，甚至成了貴族的專利品

不斷增加規條，變得刻板僵化

花費龐大，收入卻減少

建制鋪張，使命卻萎縮



托缽修會 Friars

隨著本篤會的沒落及城市急速發
展，新的宗教團體應運而生

托缽修會乃此類新興修會的統稱

強調貧窮、不離群



奥古斯丁修會 Augustinians

並非由奥古斯丁創辦

以奥古斯丁於五世紀時
指導修會生活的信件為
規章

十一世紀興起的非正式
修道團體



奥古斯丁修會

在城市中設立

不離群獨居

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從事教育、醫療等服務

馬丁路德亦是其中一員



奥古斯丁修會



道明會 Dominicans

道明 (Dominic, 1170-1221)

西班牙人

被主教派指派對付異端

發覺神學理論不易為平民百姓
接納

必須建立簡單的信仰群體，生
活於人民中間，以表達信仰



道明會

1217年開始建立此等小群體

分散于各城市，在窮人中從事服務

後來卻致力于學術研究，成為羅馬
天主教的神學搖籃

著名神學家 Thomas Aquinas 亦
為其中一員

日後之「異端裁判所」亦由此而生



方濟會 Franciscans

方濟各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

義大利人，生於富有家庭

自幼生活奢華，但愛幫助
窮人

蒙主呼召為新的「傻子」
Simpleton



方濟會 Franciscans

以服侍窮人為志

與窮人徹底認同，過赤貧生活

穿破爛衣物，與痳瘋病人親吻

不帶任何東西傳道，勸人過合乎
神心意的生活



方濟會 Franciscans

逐漸有人認同及跟隨

1210年成立方濟會

修士皆變賣一切分予窮人

一無所有，以致一無所慮

修院也不許擁有財產



方濟會 Franciscans

每位修士只有一件外
衣、一根繩子、兩條
褲子

蹲在地上吃飯，睡於
乾草堆上

靠勞力為生

要是不足以過活，便
向人討飯



方濟會 Franciscans

致力服侍貧窮人

興辦學校、醫院等

亦注重講道及教導工作

其精神影響及其他修會



加爾默羅會 (迦密會，俗稱聖衣會)

托缽修會之一。

12世紀中葉，由意大利人
貝托爾德（Bertold）創建
於巴勒斯坦的加爾默羅山
（又譯「迦密山」）

會規嚴格，包括守齋、苦
行、緘默不語、與世隔絕。

http://www.wikiwand.com/zh-hk/%E6%89%98%E9%92%B5%E4%BF%AE%E4%BC%9A
http://www.wikiwand.com/zh-hk/%E6%84%8F%E5%A4%A7%E5%88%A9
http://www.wikiwand.com/zh-hk/%E5%B7%B4%E5%8B%92%E6%96%AF%E5%9D%A6
http://www.wikiwand.com/zh-hk/%E8%BF%A6%E5%AF%86%E5%B1%B1


熙篤會 Cistercians

十二世紀興起

遠離人群，過隠修生活

修院建於人跡罕至的地方

強調體力勞動

要求復興本篤會失去的簡樸精神



修會的貢獻

宣教、植堂

慈惠工作

保存文化

抄寫聖經

• 教育

• 學術研究

• 神學、護教



教皇權力之興衰

（十一至十四世紀）

56



教皇權力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
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權柄原文作門〕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
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 你
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16：
18-19 )

57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58

東西方教會分裂（1054）

拜占庭帝國 (東羅馬) 的教會用希臘語，西
邊教會用拉丁語。政治文化和語言不同，
教會形式與架構不同，隔閡日益加深。



59

東西方教會分裂（1054）

1054年，權力和教義見解不同，導致羅馬
和君士坦丁堡之間分裂。君士坦丁堡教會
稱東方正統教會，簡稱東正教。羅馬教會
稱羅馬大公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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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教會分裂（1054）

1053年，君士坦丁堡牧首馬格爾·賽魯拉留斯（Michael 
Cerularius）把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禮教堂全數關閉，因其拒絕使用
希臘禮拜儀式。賽魯拉留斯致函羅馬，指責教皇篡改聖經內容以及
教義，質問西方教會聖餐用無酵餅是源自猶太教異端，准許食未出
血肉等。

教皇利奧九世指派樞機主教亨拜（Humbert of Silva Candida）
等人到君士坦丁堡與希臘教會協商，使節團尚未達成任務，卻傳來
教皇於1054年4月19日逝世的消息，使者是否能代表教廷有爭議，
雙方談判失敗，性情暴躁的亨拜與他的同伴於1054年7月14日進入
聖索菲亞大教堂 (Hagia Sophia) ，將破門（絕罰 )的判書放到
祭臺上，並對賽魯拉留斯提出抗議，然後亨拜跺腳走出教堂，發誓
說：「願我主臨鑑，評判我輩！」賽魯拉留斯不肯屈服，當眾把教
皇送來的詔書燒毀。 最後，羅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將對

方破門（絕罰 )，標誌著基督教歷史正式分裂為羅馬公教（天主教
）和希臘正教（東正教）。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6%A0%BC%E7%88%BE%C2%B7%E8%B3%BD%E9%AD%AF%E6%8B%89%E7%95%99%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5%A3%AB%E5%9D%A6%E4%B8%81%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7%9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9%A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85%B5%E9%A4%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C%B6%E5%A4%AA%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5%B0%E7%AB%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7%9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5%A5%A5%E4%B9%9D%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9E%E6%A9%9F%E4%B8%B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8%E6%8B%9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BF%E7%AF%80%E5%9C%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BB%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7%B4%A2%E9%9D%9E%E4%BA%9A%E5%A4%A7%E6%95%99%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9D%E7%BD%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9%94%E6%9B%B8


61 東西方教會分裂
（1054）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62

東西方教會分裂（1054）



東西方教會分裂
63



東西方教會分裂
64

Montreal Notre Dame Vs Russian St Basil Orthodox



65

Saint Mark's Basilica, 

Venice, 

Byzantine Architecture, 

1094



Hagia Sophia
Istanbul, Turkey

66

Constructed as a church 

between 532 and 537 A.D, 

remained the largest cathedral 

for 1,000 years. All interior 

surfaces are sheathed with 

polychrome marbles. There are 

forty windows around the base of 

the dome. 

聖索菲亞大教堂﹝Hagia 

Sophia﹞是一座結合西方的巴西
利卡式教堂和東方的集中式圓頂
構造，而形成圓頂式長方形的建
築。圓頂直徑達 33 公尺，離地
高 55 公尺除了象徵天國之外，
尚有護蓋聖潔處所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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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Catholics and Orthodox have been divided for almost a millennium, but 

relations have vastly improved in recent decades. In 1965, Pope Paul VI and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 Athenagoras II lifted mutual excommunications, and 

Pope Paul XI, Pope John Paul II, Pope Benedict XVI and Pope Francis have 

all made well-received visits to Istanbul.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十一世紀時教皇制度腐敗，教會衰落。年輕修
士希爾得布蘭 (Hildebrand) 受奥古斯丁「上
帝之城」的影響，他的理想，就是要在地上
建立一個「神的國度」。他深信，教會就是
神預備以實現這個國度的。

在他的觀念中，教皇代表基督作教會的頭，
因此教皇高於地上一切的權勢，包括國王及
所有人民。

71

【貴格利七世】(Gregory VII，1015～1085)



改革: 1049-1073年，在二十四年中，六
位教皇都任用希爾得布蘭推動改革。他
掌握大權，輔佐教皇推動革新，下令：
(1) 強制神父獨身；
(2) 嚴禁聖職買賣；
(3)非經聖職人員及會眾選舉，沒有人可
擔任教會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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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貴格利七世】(Gregory VII，1015～1085)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在1059年廢止「平信徒授職禮」(聖職人員
不由國王或貴族指派) ，宣佈教皇選舉制度，
教皇由樞機主教團選出。

羅馬教廷在其重整下，逐漸提升威信。他自
己也於1073年被奉為教皇，號稱貴格利七世

Gregory V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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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格利七世】(Gregory VII，1015～1085)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鬥爭: 1075年，德皇亨利四世公然違
反教皇禁令，給三位主教行了授職禮。

教皇貴格利七世給亨利譴責信。亨利
宣佈不再尊奉貴格利為教皇。

教皇宣佈革除亨利的教籍。亨利頒諭
令給羅馬百姓，要求將教皇逐出羅馬
城；教皇也送信給德國百姓，叫他們
另選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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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格利七世】(Gregory VII，1015～1085)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結果亨利四世認罪，
親自爬越阿爾卑斯山，
求教皇赦免。

隨後一片混亂劫掠，
貴格利死於放逐途中。
他臨終時說：「我所愛
的是義，恨的是不義，
所以我死在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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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格利七世】(Gregory VII，1015～1085)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教皇權勢的巔峰時期。1215年第四次
的拉特蘭會議，是羅馬天主教統治高峰
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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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1198~1216)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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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1198~1216)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依諾森三世是第一個使用「基督的代表」這個
名號。他宣稱基督已將全世界交給彼得，叫他
管治，所有世上的權柄，都屬教皇所有。

教皇有權廢除君王、接受貢物、割讓土地、懲
罰異己和廢除國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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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1198~1216)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他認為教皇這個職務，處於神與人之間；在神
之下，卻在人之上。他自稱為麥基洗德，是有
祭司身分的君王，要使世上出現一個合一的基
督教社會。

因為教皇擁有天國的鑰匙，又擁有捆縛和釋放
的權柄，任何人不順服教皇，就被稱為異端。
在羅馬天主教會以外，沒有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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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1198~1216)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英王約翰違抗教皇，教皇宣佈全英國不准舉
行教會儀式，英王約翰被革除教籍﹔他的臣
民不必再臣服於他，他也失去了王位。約翰
只得向教皇屈服。其他的國王們相繼承認教
皇是屬靈的領袖。

80

【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1198~1216)



教皇皇權的巔峰 (主後1073年 ~ 1294年)

依諾森三世設立「異端裁判所」，他推動第
四次十字軍，引領舉行第四次拉特蘭會議。

依諾森在位期間使百姓所流的血，較任何一
個教皇都多。持異議者都不被容忍，受到嚴
厲的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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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1198~1216)



教皇皇權 的衰落 (主後1294年 ~ 1517年)
82 【教皇受辱的開始】

教皇波尼
法修八世
(Boniface 

VIII

1294~1303)



教皇皇權 的衰落 (主後1294年 ~ 1517年)

教皇與國王間的勢力鬥爭，一直持續。

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VIII，
1294~1303)，企圖調停英法的百年戰爭，
卻受到兩國的漠視。

法王向國內的聖職人員課征重稅。波尼法
修禁止聖職人員繳稅；法王也禁止金銀寶
石出口，作為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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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受辱的開始】



教皇皇權 的衰落 (主後1294年 ~ 1517年)
84 【教皇受辱的開始】

法王腓力三世（Philip Ⅲ，1279―1285）
「美男子」極受法國人擁戴

教皇波尼法修八世
（Boniface VIII ;1234-

1303 A.D.）



教皇皇權 的衰落 (主後1294年 ~ 1517年)

教宗就開除法王的教籍。法國百姓反
而團結支持法王。1303年法王派遣軍
人，捕捉教皇。當時波尼法修已八十
七歲，被拳打腳踢。返回羅馬，便憂
憤而死。波尼法修以傲慢狂妄開始，
以羞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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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受辱的開始】



教皇皇權 的衰落 (主後1294年 ~ 1517年)

1309年，羅馬動盪不安，教皇革利免五世把教
廷從羅馬遷到法國的 亞威農 (Avignon)，教
廷就留那裡，前後七十年，期間教皇有七人，
都是法國人。

86 【被擄巴比倫時期】



教皇皇權 的衰落 (主後1294年 ~ 1517年)

這時期被稱為「被擄」，因為教皇完
全聽命於法國國王。教皇過著奢靡腐
敗的生活，出賣主教職位及贖罪券，
向信徒抽取重稅，各國人民不再尊重
教皇。使得教皇權勢大為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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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擄巴比倫時期】



教皇皇權 的衰落 (主後1294年 ~ 1517年)

1378年義大利與法國各選出一位教皇﹔
因此出現兩位教皇，一在羅馬，一在亞
威農﹔長達四十年間，兩位教皇互相敵
對，彼此咒詛，彼此開除對方教籍﹔教
皇制的尊嚴受到重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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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裂時期】



教皇皇權 的衰落
(主後1294年 ~ 1517年)

1409年，為解決分裂，在比薩舉行會議。
會議決定廢除雙方教皇，另選亞歷山大
五世為教皇，但沒有一位教皇願意讓位，
結果造成三位教皇同時存在的局面。
1417年君士坦丁會議中，又另選教皇，
終止「大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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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裂時期】



教皇皇權 的衰落 (主後1294年 ~ 1517年)
90

【大分裂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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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問題 : 

1. 改革教會除去腐敗，聖職人員不再由國王貴族指派
，教會在組織權勢方面達到顛峰。但中世紀的教會何
以又衰落下去？當中有甚麼事惰是神不喜歡的？[高舉
人甚於高舉神/貪財/貪權…] 今天的自己以至教會如
何避免這些陷阱？

2. 如何可將「修道精神」貫注於更正教信徒之中（如
：實踐簡樸生活？）我們今天可如何把所有與人分享
，幫助他人，學效基督捨己的愛？

3. 今天我們如何可認識伊斯蘭世界的人？如何為他們
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