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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課程介紹、導論、教會歷史大綱

使徒時代的教會(33 -100 AD) 

教父時期（上）：尼西亞前期
﹝100-325 AD﹞



甚麼是教會?

教會是聖靈內住的基督信仰群體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
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借著耶穌基
督奉獻 神所悅納的靈祭。」

（彼得前書2:5）



甚麼是教會?

教會是守護上帝真理的基督信仰群體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
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提摩太前書3:15）



甚麼是教會?

教會是歷史歷代屬於上帝、蒙祂拯救的群體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
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
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
程。」 (希伯來書12:1)



甚麼是教會?

“教會”原文ekklesia (ek (“out of”) +

klētos (“called out”)) 指為某目的被
召出來的群體。

教會是地方有形的基督信仰群體 , 也
是無形普世，歷世歷代的屬神的團契。



為甚麼要學習教會歷史?

教會歷史就是一連串的故事，述
說神借著祂的子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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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讀教會歷史？

為了:

瞭解基督教的信仰由來

現今教會組織的來源與發展過程

尋求屬靈偉人的經歷,以得鼓勵

學習歷史的教訓

如從一些運動(宗教改革、靈恩)的演變,神學的
探討,學習分辨何為重要,何者不重要.

與歷代信徒、神學生一起追求神、探討真理



教會的定義

有形／無形

Visible vs Invisible

•普世／地方

• Global vs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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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識你的屬靈的家人嗎？

Crucified upside 

down, because he 

felt unworthy to die 

in the same way as 

his Savior

A leading apostle

Simon Peter, died 

~AD 64



你認識你的屬靈的家人嗎？

Enslaved by Irish 
pirates as a teen; 
after escaping from 
the pirates, returned 
to Ireland as a 
missionary

Used the three-leaf 
clover to explain the 
Trinity

Patrick of Ireland, 
AD 387–493



你認識你的屬靈的家人嗎？

The son of a 
wealthy cloth 
merchant, he gave 
up his inheritance to 
serve the poor in 
Italy

Recognizable by his 
rope belt and simple 
brown robe 

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



你認識你的屬靈的家人嗎？

Augustinian monk 
who attempted to 
reform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Excommunicated in 
1521, he became a 
leader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Martin Luther, 1483–
1546



你認識你的屬靈的家人嗎？

Her son Charles 

wrote more than 

5,000 hymns

Her son John 

founded the 

Methodist 

movement

Susanna Wesley,

1670–1742



使徒時代的教會

(30-100 A.D.)



初期教會的三個階段

30-44 耶路撒冷 Jerusalem

44-68 安提阿 Antioch of 
Syria

68-100 以弗所 Ephesus



44 AD

68 AD



初期教會的發展

被認為猶太教的支派 –合法地位

褔音由猶太人至外邦人

海外宣教

教會中心的轉移

傳褔音 –誰的功勞最大？



初期教會增長的因素

聖靈的工作
聖潔道德標準
人人平等
跟至高主建立個人關係
信徒熱切傳福音
信徒個人見證

……



初期教會的職份

使徒 Apostles

先知 Prophets

監督 Overseers / Bishops

長老 Elders

執事 Deacons



初期教會的神學爭論

耶路撒冷會議﹝使徒行傳15﹞

➢ 外邦人要否守摩西的律法？

如何解釋舊約聖經？

➢ 彌賽亞 –政治 / 屬靈？

信仰偏差

➢ 律法主義

➢ 諾斯底主義



初期教會遭受的逼迫

來自猶太教

➢使徒行傳 4

➢使徒行傳 5:17-42

➢使徒行傳 7:57-8:3



初期教會遭受的逼迫

來自羅馬帝國

➢尼祿 (Nero, AD 64-68；他迫使
某些基督徒承認AD64羅馬城縱
火罪名，然後下令大肆搜捕基督
徒；他所施行的其中一種酷刑就
是在公眾面前活活燒死被捕者）

➢提多將軍 (Titus AD 70 剿平猶太
人亂黨；統治期是79-81年）

➢多米田 (Domitian AD 81-96)



為何被逼迫？
被誤會為「無神論者」

至高之主，比皇帝更高

不拜皇帝

挑戰社會制度

對聖餐的誤解

聖潔道德標準

……





使徒得勝之路﹝一﹞

彼得 –倒釘十字架

雅各 –於希律手下殉道

約翰 –年邁時卒於以弗所

安德烈 –釘於X形之十字架

腓力 –殉道



使徒得勝之路﹝二﹞

巴多羅買 –傳道至亞美尼亞

馬太 –海外傳道

多馬 –傳道至印度

馬提亞 –傳道至埃塞俄比亞

保羅 –於尼祿手下殉道



教父時期（上）

(100-325 A.D.)

又稱「後使徒時期」



使徒去世後…

教會由誰來領導？

使徒所揀選的領袖…

教父 (Church Fathers)



教父的例子 (100AD 左右)

羅馬主教革利免 (Clement of 
Rome)

黑馬 (Hermas)

安提阿主教伊格拿丟 (Ignatius of 
Antioch)

士每拿主教坡旅甲 (Polycarp of 
Smyrna)



教父的例子 (150-300 AD)

希坡律陀 (Hippolytus of Rome, 170-

235)

愛任紐 (Iranaeus, 130-220)

特土良 (Tertullian, 197-220)

殉道者猶斯丁 (Justin Martyr, 100-165)

俄利根 (Origen, 185-251)

居普良 (Cyprian, 210-258 )



教父的例子 (300-450 AD)

亞他拿修 (Athanasius)

屈梭多模 (John Chrysostom)

耶柔米 (Jerome)

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基督教跟猶太教進一步決裂

哈德良皇 (Hadrian) 於117年禁止猶太
教活動

「假彌賽亞」Simon Bar Kokhba於
132-135 帶領叛亂

軍事鎮壓，屠殺猶太人，趕離耶路撒冷

基督徒保持中立

耶路撒冷教會成為外邦人教會

猶太人更不願信主



教會面對的挑戰

急速增長

當權者﹝及既得利
益者﹞感到威脅

各方挑戰隨之而到

➢ 宗教

➢ 文化

➢ 哲學

➢ 法律

➢ 禮儀

➢ 耶穌的身份

➢ ……



從帝國來的逼迫（共10次）
 1、尼祿（Nero，37-68A.D.）

 2、多米田（Domitian, 51-96A.D.）[+提多將軍 7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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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帝國來的逼迫

98-117AD 他雅努 (Trajan)

若有人舉報便採取行動，沒有主動逼迫。

161-180 AD 馬可奧熱流
(Marcus Aurelius)

恨惡宗教信仰，將天災責任推卸予基督徒。



從帝國來的逼迫
249-251 AD 德修 (Decius)
要求國民向諸神獻祭，並發出「獻祭
證明書」(Sacrifice Certificate)。

若於檢查時不能出示，便立刻拘禁。

有信徒逃走，亦有叛教。

教父居普良亦曾逃跑。

逼迫過後，叛教者要求重返教會。

導致「諾窪天主義」(Novatianism) 
的興起。



諾窪天主義 (Novatianism)

諾窪天 Novatian﹝羅馬長老﹞及其
追隨者認為不能讓叛教者重返教會

哥尼流 Cornelius﹝羅馬主教﹞則堅
持自己有赦罪權

諾窪天脫離大公教會，自立門戶



從帝國來的逼迫

257-258 AD 瓦勒良
(Valerian)

禁止教會聚會。

殘害長老及主教。

教父居普良亦於當中殉道。



從帝國來的逼迫
284-313 AD 丟克理田

(Diocletian)
嚴禁教會聚會。

屠殺教會領袖，企圖摧毀教會
領導層。

大量信徒殉道及叛教﹝包括教
會領袖﹞。

導致「多納徒主義」
(Donatism) 的興起。



多納徒主義 (Donatism)

丟克里田的逼迫過後，曾叛教的領袖也
要求重返教會，並再次擔任領導。

迦太基信徒多納徒 (Donatus) 宣稱曾叛
教者所施行的聖禮無效。

由該等領袖帶領的教會亦因失去聖潔本
質，不復為教會。

多納徒帶領追隨者組新教會，形成另一
次分裂，困擾教會近百年。

最後由奧古斯丁平息爭端。



殉道潮

於逼迫期間，教會鼓勵信徒堅守信
仰，因而高舉殉道、鄙視叛教。

自然地發展出「厭世、出世、避世
的心態」。

否定現世價值，盼望永恆的喜樂，
脫離當代文化，免避污染。



殉道潮

教會傳頌殉道者的故事。

教會搜集殉道者遺骨及遺物，並選
定日期，以作紀念。

教父以身作則……



殉道潮
伊格那丟：「不要企圖拯救我，
亦不要阻止我殉道，因我是為主作
的。」

坡旅甲：「我事奉耶穌基督已八十
六年，祂從沒有虧待我，我豈能褻
瀆那造我、救我的主呢？」

特土良：「殉道士的血是教會的好
種籽。」



異端

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馬吉安主義 (Marcionism)

孟他努主義 (Montanism)

諾窪天主義 (Novatianism)

多納徒主義 (Donatism)



護教士 (Apologists) 的興起

兩類護教士

➢向帝國解釋基督教信仰，並
請求皇帝寬容。

➢跟其他宗教及哲學家辯論，
並著書解釋基督教信仰。



第一類護教士的例子

雅典主教夸達徒 (Quadratus)

➢ 125年曾上書哈德良皇

殉道者猶斯丁 (Justin Martyr)

➢ 138-161年多次上書皮亞斯皇



第二類護教士的例子

亞里士頓 (Ariston of Pella)

➢ The Dialogue of Jason and 

Papiscus

殉道者猶斯丁 (Justin Martyr)

➢ Discourse of the Greeks



如何面對？

訂立信仰標準

➢認信條文﹝信經的鶵形﹞

➢收集使徒著作﹝新約聖經的鶵形﹞

➢確立主教的權威﹝使徒的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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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a Patri 榮耀頌
(相信是早期教會最早頌唱的詩歌之一）

但願榮耀歸與聖父、

聖子、

聖靈。

始初如此、

現今如此、

後來亦如此，

永無窮盡。

Glory be to the Father,

and to the Son,

and to the Holy Ghost.

As it was in the 

beginning,

is now,

and ever shall be,

world without end.



ΙΧΘΥΣ

耶穌魚：基督徒遭迫害時的相認記號



ΙΧΘΥΣ

Jesus Christ, God’s Son, Saviour

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救主



處身羅馬帝國的早期基督徒長期被迫害，經歷多
次政府頒布的禁令和暴力對待，許多人因此殉道；
因此，「耶穌魚」圖樣成為當時信徒躲避逼迫，
彼此確認身分的「暗號」。直到君士坦丁發佈
「米蘭敕令」，基督教身分才得以「合法化」，
此符號因這段歷史意義，具有代表性。

「耶穌魚」符號由兩條弧線構成魚型，當基督徒
要相認時，其中一人會隨意畫出一條弧線，若對
方也是基督徒，就會默默完成該記號。



Early Christian inscription with the Greek 

letters "ΙΧΘΥΣ" carved into marble in the 

ruins of the ancient Greek city of 

Ephesus at Turkey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Eph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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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迫害的教會祈禱：
http://rhccc.ca/pc18/mid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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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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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