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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概覽及我們的信仰反思』 

Overview of Church History and our Faith Reflections 

 

（一）引言 

1. 課程介紹 

教會歷史就是一連串基督的「新婦」的生命故事，述說神藉著祂的子民，在這個世界上成就了極

奇妙的事情。透過研讀教會歷史，我們不單明白為何我們相信我們所相信的，更可認識中外古今

不同地方的教會，同屬於基督的身體，是永生神的家。教會經歷了在地上近二千年的時間，在每

一段時期，都有其問題和危機，教會也經過挫敗，有時分裂，有時敗壞。但神卻不斷興起僕人，

潔淨及復興教會。我們研讀教會歷史，不但了解神的工作，也更認識我們的信仰。換言之，透過

『教會歷史概覽及信仰反思』這個課程，我們為學員提供教會歷史及發展有概覽式的認知，更鼓

勵同學反思在現今的教會生活中如何引領自己及弟兄姊妹活得更像主的身體和主的家﹐又如新婦

預備迎見那為她死而復活的主。 

2. 課程大綱1 

日期 題目 課堂目標 

 

反思/應用問題 

Oct 21 1. 課程介紹、導論、歷史大綱 

2. 使徒時代的教會(33-100 AD)  

3. 教父時期（上）：尼西亞前期

（100-325 AD﹞ 

1. 認識早期教會的

發展和掙扎，並

一些重要教父的

名字 

2. 反思今天我們為

主的擺上 

 

1. 我們今天仍然護教嗎？

如何呢？ 

2. 我們今天為信仰付出了

甚麼？ 

Oct 28 教父時期（下）： 

1. 君士坦丁大帝與基督教 

2. 奧古斯丁及其影響 

3. 異端的紛擾與信仰的確立 

1. 認識基督教成為

國教的利弊 

2. 認識奧古斯丁的

處境和影響 

 

1. 政教應該合一還是分

離？ 

2. 今天的異端和當日的異

端如何比較？ 

Nov 4 1. 大貴格利和中世紀教皇制度 

2. 修道院和修道生活 

3. 教皇權力之興衰 

1. 認識中世紀教皇

制度的腐敗 
2. 認識修道院的貢

獻 

1. 權力叫人腐化嗎？ 

2. 我們今天的退修跟中世

紀的退修如何比較？ 

Nov 11 1. 教會的貢獻與敗壞 
2. 改教運動的醞釀: 文藝復興 

3. 改教運動與馬丁路德 

認識宗教改革的誘

因、過程和結果 

我們從馬丁路德身上學到甚

麼？ 

                                                           
1 大綱供參考之用。日後可能按需要作輕微調整。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粵語部 主日學 

DNA 領袖進深訓練課程 

2 
 

Nov 18 1. 加爾文和改革宗 
2. 馬丁路德、慈運理、加爾文的神

學思想 

3.  

認識路德宗和改革宗

的神學思想比較 

我們從加爾文身上學到甚

麼？ 

 

Nov 25 1. 英國的改教運動、亨利八世、聖

公會 

2. 清教徒、重洗派、其他改革宗的

發展 

3. 天主教的改革與宣教、耶穌會 

1. 明白聖公會的由

來 

2. 認識其他各主要

基督教宗派的由

來 

 

天主教和基督教可以合一

嗎？ 

Dec 2 1. 福音大復興： (英國)衛斯理 

    (美國)愛德華滋、芬尼、慕迪 

2. 基督教會的宣教運動（威廉克  

   里、李文斯頓、馬禮遜） 

 

認識福音大復興及宣

教運動的主要領袖 

我們從這些傳福音和宣教勇

士的身上學到甚麼？ 

Dec 9 1. 二十世紀的的挑戰和宣教    

2. 基督教來華（戴德生） 

3. 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 

 

認識戴德生對基督教

來華的中國。 

如何為基督教在中國祈禱？ 

Dec 16 1. 基督教會近代的發展及挑戰 

2. 結論 

認識自由主義、後現

代主義對基督教會的

衝擊，及網絡世代對

信仰的影響 

 

如何在後現代主義的氛圍下

保持信仰的純正、傳真理的

福音？ 

 

 

3. 課程筆記 

 

每課的課堂筆記/錄音將盡量安排在課堂後不久上載自以下網址： 

http://rhcccm.com/portfolio/2018-dna-leaders-advanced-training/ 

 

鼓勵同學親來上課及參與課堂討論及活動，也可其後重溫教學片段及資訊。 

願主賜福保守大家有愉快的學習過程和豐盛的成果！ 

 

 

http://rhcccm.com/portfolio/2018-dna-leaders-advanced-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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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徒時代的教會(33-100 AD)  

 

1. 「教會」的定義  

 

 

 

 

 

 

「1 奉上帝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2 寫信給在哥林多 神的教會，就

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

的主，也是我們的主。」（林前1:12）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弗5:20） 

 

2. 「教會」的成立  

 

a. 經過 (徒1:15, 2:1-4)  

i. 聖靈的降臨  

ii. 聖靈的恩賜  

 

b. 成員 (徒2:5)  

i. 希伯來人 (徒6:1, 21:40)  

ii. 希利尼的猶太人 (徒2:9-11, 6:9)  

iii. 進猶太教的外邦人 (徒6:5)  

 

c. 教義  

 

i. 耶穌是基督 

ii. 耶穌的復活  

iii. 耶穌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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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紀教會的三個階段 

 

▪ 30-44 AD – 耶路撒冷 

 

 

▪ 44-68 AD – 安提阿 

 

 

▪ 68-100 AD – 以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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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發展 

▪ 基督教跟猶太教的關係 

 

▪ 基督教中心的轉移 

 

▪ 福音從猶太人到外邦人 

 

▪ 教會增長的因 

 

 

神學問題 

▪ 外邦人應如何接受基督教？ 

 

▪ 舊約聖經的詮釋 

 

▪ 信仰偏差 

 

o 律法主義 

 

o 諾斯底主義 

 

逼迫 

▪ 來自猶太教 

o 使徒行傳 4 

 

o 使徒行傳 5:17-42 

 

o 使徒行傳 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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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政府 

 

1. 尼祿 (Nero；統治期是 AD 64-68） 

 

在主後 64 年 7 月 19 日,羅馬城發生大火，一直燒了六天六夜，把羅馬城的十四個

區燒了十個區。羅馬的居民普遍相信是尼祿皇帝縱火，為了消除百姓對他的懷疑，

他便將縱火的罪推到基督徒的身上，並用極殘忍的方法來懲治他們。在競技場內，

不少基督徒被迫穿上獸皮，使他們看起來像野獸一樣，然後放出一群獵犬，將他們

活生生地撕裂咬死。這一群在競技場殉道的，已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其餘的，尼

祿皇帝吩咐部下把他們與乾草捆在一起，製成火把，排列在花園中，然後在入夜時

燃燒，以照亮尼祿皇帝的園游會。按教父革利免的記述，保羅與彼得便是在尼祿的

迫害中殉道的。 

 

2. 提多 (Titus；統治期是 79-81 年） 

66A.D.的五月，奮銳黨人在耶路撒冷偷襲羅馬兵營，殺死不少羅馬兵士，羅馬派了

提多將軍率領大兵援救，在逾越節期間，耶路撒冷城充滿了來朝聖的猶太人, 

70A.D.提多圍城大施屠殺，有差不多 60 萬猶太人被殺，當時耶路撒冷三棟圍牆被

摧毀，又大肆搶掠聖殿，而聖殿亦被拆毁。而猶太人亦四散於世界各地，猶太教的

祭祠制度，祭司亦完全崩潰，但對基督教來說：耶穌就是那聖殿，被拆毁後三日再

重建起來，這當然是指著耶穌的死與復活，但 70A.D.耶路撒冷被毁，更啟開新的

一頁－基督教就完完全全地脫離了猶太教。 
 

3. 多米田 (Domitian；統治期是 AD 81-96) 

主後 81 年開始，逼迫的浪潮再起，當時的羅馬皇帝是多米田，他是一個好逼迫的

皇帝，尤以他在位的末期為甚。他自稱為神，用金銀作自己的像放在京城各處，命

令百姓敬拜，要求百姓以"我們的主、我們的神"稱呼他。他下令大規模搜捕基督

徒，將他們處死，就是連他表弟的一家也不能倖免。他的表弟革利文斯被判處死

刑，而他的妻子則被放逐到一小島上，他們的兩個兒子，本來被指定為皇位承繼

人，也從此銷聲匿跡。這個家庭為他們的信仰，所付出的代價真是不少。使徒約翰

也被他流放到拔摩荒島上，後來當多米田被人刺殺後，約翰才獲釋，那時他年約

9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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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魚（希臘語：ΙΧΘΥΣ  / Jesus Fish or Christian Fish）是基督教的一個代表符號，最早是基

督徒為了躲避羅馬帝國宗教迫害而使用的暗號，隨著米蘭敕令的發佈，基督教得以合法化，此符

號也因其歷史意義而成為基督教的代表符號之一。此符號為魚形，在希臘語中「魚」稱為

「ΙΧΘΥΣ」，對基督徒而言這個字恰好可由 5 個詞彙的首字母組成，象徵著基督教的信仰核心： 

 

 

當時基督徒藉由此符號來確認彼此的身份，例如先隨意畫出其中一條弧線，若對方亦為基督徒，

則對方應會完成符號的另一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7%98%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6%E8%99%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5%BE%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5%BE%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8%A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85%B0%E6%95%95%E4%BB%A4_(%E5%90%9B%E5%A3%AB%E5%9D%A6%E4%B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B7%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7%98%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6%E5%AD%97%E6%AF%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4%BB%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A%AB%E4%B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A7%E7%B7%9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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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父時期（上）：尼西亞前期﹝100-325 AD﹞ 

 

後使徒時代 

 

▪ 誰來領導教會？ 

 

▪ 早期教父的例子： 

 

o 革利免﹝Clement of Rome﹞– 羅馬主教，可能就是腓立比書 4:3 中保羅提及的同工 

 

o 黑馬﹝Hermas﹞–可能就是羅馬書 16:14 中保羅提及的同工 

 

o 伊格拿丟﹝Ignatius﹞– 安提阿主教，約翰的門徒 

 

o 坡旅甲﹝Polycarp﹞– 士每拿主教，約翰的門徒 

 

 

教會跟猶太人的關係 

▪ 132-135 A.D.「假彌賽亞」帶領叛亂。 

▪ 基督教與猶太教進一步分裂。 

▪ 猶太信徒更為孤立。 

▪ 教會為外邦人主導。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粵語部 主日學 

DNA 領袖進深訓練課程 

10 
 

逼迫及挑戰 

▪ 教會急速發展引起的挑戰 

 

▪ 羅馬政府繼續逼迫 

 

3.  他雅努（又譯圖拉真，Trajan, 98-117A.D.） 

4.  哈德良（Hadrian, 117-138A.D.） 

5.  皮雅斯（又譯：安多紐皮烏）(Antoninus Pius, 138-161A.D.) 

6.  馬可奧熱流（Marcus Aurelius, 161-180） 

7.  德修 (Decius, 249-251A.D.) 

8.  瓦勒良（Valerian，253-260A.D.） 

9.  丟克理田（Diocletian, 284-305A.D.） 

         10.  加利流（Galerius, 305-311A.D.） 

 

▪ 殉道潮對教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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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端 

 

▪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 馬吉安主義﹝Marcionism﹞ 

 

▪ 孟他努主義﹝Montansim﹞ 

 

▪ 諾窪天主義﹝Novatianism﹞ 

 

▪ 多納徒主義﹝Donatism﹞ 

 

護教士 

 

▪ 兩類型的護教士 

 

▪ 著名護教士的例子:  

o 夸達徒(Quadratus) 

o 亞理斯頓 (Ariston of Pella) 

o 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為了對應異端的出現，教父們便開始有系統地將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表白出來，並且作詳盡的解

釋。如此，產生了三樣東西：(1) 信經、(2) 正典和 (3)教會組織。 

1. 基本信仰的宣告──『使徒信經』 

“信經”這個詞源自拉丁文 Credo，即「我信」的意思，因此所謂“信經”就是“信仰的告白”。為應

對諾斯底主義和孟他努主義等異端的危機，教會制訂了“使徒信經”（Apost1es’ Creed），這名稱

是因信經內容綜合了使徒的教導，它並不是使徒所寫的。這是教會最早的信經，大約於主後 150

年出現的，無怪乎今天許多信徒都會背誦。使徒信經其實是羅馬的教會在洗禮接納信徒時一個信

仰內容的問答。後來被其它教會採納，並形成一個標準的條文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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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主耶穌基督，神獨生之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

釘於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邊，將來

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 

我信永生。 

阿們。 

 

 

2. 新約正典的宣告 

“正典”（Canon），這個詞有許多含意，在這裡是“書目”的意思。有關正典的問題，早就出現。

當時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被毀後，分散於各地。此時他們的信仰生活自然環繞著神的話語，以聖經

的話語為中心﹔於是猶太人於主後 90 年召開會議，結果一致決定以希伯來文的聖經為信仰的依

歸，猶太人中更有認為基督教歪曲真理，是受了希臘文譯本的誤導。主後 130 年米利都主教到

巴勒斯坦視察後，終於向家教會建議以希伯來文版舊約聖經為教會信仰的依據。 

此後，大概在西元 140 年，馬吉安主義提出「馬吉安新約正典」。他認為任何與舊約有關的，

都應刪除。並且他按照自己的准則，定出聖經的正典。不單如此，諾斯底派的人更按自己的信仰

寫成福音書及其他作品。這樣，便令信徒感到非常混淆，確立聖經正典到此再不能拖延的了。於

是，不同地區的教會不約而同的確定一些當時教會極看重的文獻為信仰的依據，眾教會不約而同

的在聖靈的引導下，確立相同的書卷為正典，這就是我們今日所用的新約聖經各卷。東方教會終

於在 367 年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那年，亞他那修從亞歷山大發出的「復活節書信」列出了新約

的 27 卷書。在西方教會，主後 393 年在非洲希坡舉行的大公會議和 397 年在迦太基舉行的大公

會議，通過了完整的正典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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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會制度的健全──形成長老制、主教制度 

教會在對付諾斯底派及孟他努派異端時，另一項新發展是在組織方面──教會產生了主教形態的

管理。由於異端領袖也宣稱他們有聖經根據，因此，教會必須確立自己的權威，以解釋聖經的意

思﹔權威的執行乃是透過治理教會者，就是“主教”（bishops）。教會從那時起，一直到宗教改

革期間止，都是採用主教制。甚至今日仍有一些教會維持這種形態，例如聖公會與循道會。 

教會初期的內部組織非常簡單，只有長老與執事兩種職份（“長老”一詞源於希臘文

presbyteros）。初期教會所有長老原本地位同等，然而漸漸地，每個教會都需要其中一位元長

老負起帶領之責，他成了長老團的主席，帶領崇拜並講道。長老的另一名稱是監督（希臘文為

episkopos），“主教”（bishop）之詞便由此而來。約於主後 110 年，安提阿教會已經有主教，

名叫伊格那丟(或譯依格那修, Ignatius of Antioch)，而士每拿也有坡旅甲（Polycarp of Smyrna）

為主教，他們二位都直接被使徒約翰帶領過，屬使徒後時期的教父。 

 

思考問題 

初期教會對是否重新接納叛教者，產生嚴重的分歧，你的意見如何？ 

 

 

（四）信仰反思問題 

 

1. 今天教會及信徒面對甚麼逼迫？逼迫究竟是祝福還是咒詛？應如何面對？ 

 

 

2. 我們今天仍然護教嗎？何時/何地/如何呢？ 

 

 

3. 我們今天為耶穌基督擺上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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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初期教會至尼西亞前期的教父時期是一個信徒飽受逼迫的時代，然而教會仍然繼續的生長，而且

繼續的成型下來。不單只是組織、聚會，甚至是在信仰的內容，以及正典方面都是這樣。教會經

歷了逼迫與異端的困擾仍然沒有倒下去，結果就使到她在以後的日子裡能夠更加的堅強、有力的

去面對那個世代的需要。 

受迫害的教會2 

基督徒仍然是世界上受迫害的宗教群體之一。基督徒因承認基督而遭受不同形式的迫害。全世界

的基督徒繼續冒著被監禁，失去家園和財產，折磨，斬首，強姦甚至死亡的風險。在非洲、亞洲

和中東國家，對基督徒的迫害都有加劇的趨勢。 

一些研究亦顯示，世界觀察名單上的國家有二億一千五百基督徒遭受高度迫害，相當於全球每十

二個基督徒中便有一個。朝鮮連續十七年排名第一，是對基督徒最危險的國家。據說 25%的基督

徒因為拒絕崇拜該國的領導人而被關進勞改營。估計有四十萬基督徒只能暗地裡敬拜他們的上

帝。 

世界觀察名單 (World Watch List) 在公佈 2018 年度報告期間：3,066 名基督徒被殺害;1,252 名被

綁架;1,020 名遭強姦或性侵;以及 793 間教堂遭受襲擊。 

因信仰而受苦的基督徒需要我們的祈禱！ 

 

 

我今天的學習和領受： 

  

                                                           

2 http://rhccc.ca/pc18/mideast/ 

http://rhccc.ca/pc18/mide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