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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 fail to 
learn from history 
are doomed to 
repeat it 
 
 

誰無視歷歷史,
誰就㊟注定要
重蹈覆辙

腓立立比書 4
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 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
我都都得了了祕訣。
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力量量的，凡事都都能做。


早期（第㆓㈡㊁二㉃至第㈥㊅六六世紀）教會是怎樣處卑賤？
怎樣處豐富？


苦難時期 (  64-313 A.D.) 


國教時期 (313-590 A.D.) 

苦難時期 
（時間：主後第㆓㈡㊁二㉃至第㆔㈢㊂三世紀）



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㆒㈠㊀一、逼迫的經過 

 ㆓㈡㊁二、根源的思考 

 ㆔㈢㊂三、教士的護教 


貳、教會的內在掙扎：異異端（內憂） 

 ㆒㈠㊀一、極端異異端的形態

 ㆓㈡㊁二、異異端帶來來的改革 

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㆒㈠㊀一、逼迫的經過  

在漫長的時間裏，㈲㊒有㈩㊉十次大的逼迫，總共㆘㊦下了了㈩㊉十次的
公文，叫各㆞地執政的官司長搜捕基督徒，置之死㆞地！	  	  
羅羅馬帝國㈩㊉十個逼害基督徒的皇帝：  (在位)

  尼祿祿   Nero      54 – 68  A.D.  
  多米田  Domitian    81 – 96  A.D. 
  他雅努  Trajan     98 -117 A.D.  
  哈德良良  Hadrian   117 -138 A.D. 
  皮雅斯  Pius    138 -161 A.D. 
  奧熱流流  Aurelius   161 -180 A.D. 
  德修   Decius   249 -251 A.D. 
  瓦勒勒良良  Valerian   253 -260 A.D.  
  丟克理理田 Diocletian  284 -305 A.D. 
  加利利流流  	  Galerius   305 -311 A.D.  

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㆓㈡㊁二、根源的思考 

A. 福福音的震撼與原㈲㊒有的勢力力對立立
    首先，因為基督徒傳福福音的極度度狂熱，嚴重㆞地威脅羅羅馬
國教的生存。基督教清清楚楚的強調㉂自己的獨㈵㊕特性，并且
以㉂自己的信仰為絕對真理理，不不肯與其他㊪宗教融合或并列列，
這便便得罪了了當時要維護羅羅馬㊪宗教的㆟人。 
基督徒為了了分別為聖，絕不不肯參參與任何國家所指定的㉀祭祀.
    其㆓㈡㊁二，是因為初㈹代教會絕大部分的信徒都都是低㆘㊦下階層的
份子，這些無產無權階級往往受欺壓、被輕視，他們當㆗㊥中
更更㈲㊒有很多是奴隸隸。很㉂自然㆞地,基督教便便被看為㆘㊦下賤㆟人的迷信,
因而被當時的㆖㊤上層階級及當權份子所鄙棄。在這些㆖㊤上層階
段的眼㆗㊥中，基督徒太狂熱。基督徒所標榜的聖潔、仁愛、
和平、公義，在㆟人看來來都都是㆒㈠㊀一些不不切切實際的理理想，而當基
督徒不不計㈹代價㆞地付諸諸實踐時，他們便便感覺受到很大的威
脅﹔所以基督徒不不受歡迎。	  

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㆓㈡㊁二、根源的思考 	  

B. 信徒的溫順與統治者的手段帶來來冤屈
    這個危機之出現要歸咎于羅羅馬帝國的政權在福福音擴展的
時期，到第㆓㈡㊁二世紀的時候逐漸的走㆘㊦下坡。而此時統治者往
往要找㆒㈠㊀一個藉口，他要把㊟注意力力從他的無能，轉移到另外
㆒㈠㊀一些㆟人的身㆖㊤上去推卸責任。結果基督徒就成了了最理理想的對
象。信耶穌的㆟人講究的是和平、忍耐、不不為㉂自己伸冤……
因此基督徒就成為㈹代罪者的最佳選擇。
典型的例例子如：尼祿祿大㈫㊋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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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㆓㈡㊁二、根源的思考 

C. 信仰的立立場與統治者的神神權產生對抗
•  羅羅馬㆟人㈲㊒有㆒㈠㊀一傳統認為㆒㈠㊀一個㈲㊒有本事的統治者，他本身就是

神神明的化身。所以當㆒㈠㊀一個統治者要取得㆟人民的支持，㆒㈠㊀一
方面是看他統治的成績﹔另㆒㈠㊀一方面，統治者會在國家的
顯眼㆞地方，建造㉂自己的偶像，要求國民向這些像㆘㊦下拜，
鞏固他們的統治。不不過這個信念念就與基督徒的信仰起了了
正面的沖突。公然的違抗這個命令令。因此許多皇帝主動
提出要徹底的嚴歷歷的對付基督徒。 

•  羅羅馬當局認為基督徒施行行神神跡奇事, 違反了了當時羅羅馬禁止
巫術的法例例.

•  基督徒結成㆒㈠㊀一體，很容易易使㆟人懷疑他們㈲㊒有政治㈽㊭企圖或行行
動﹔而且在國家的法律律以外，他們更更遵守神神的律律，并堅
持神神的律律才是絕對的。便便愈對當權者構成威脅. 其實這也
是很冤枉的，當時的基督徒都都是最守法. 他們以為君王禱
告為責任，并且以向君王盡㆒㈠㊀一切切責任為神神的命令令。 	  

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㆔㈢㊂三、教士的護教                            

A. 殉道―─―─以身護教 
•  伊格那修 (Ignatius, 35-107 A.D.)  

伊格那修是安提阿教會的主教。他㊢寫信給羅羅馬的教會，要求他
們不不要設法求他免于殉道，以㉃至剝奪他最羨慕和盼望的福福分。
他被判喂野獸，當聽見見獅子吼叫時他說說說：“我是㆒㈠㊀一粒粒基督的麥
子，野獸的牙齒來來磨碎我，我就好被制成純潔的面包了了。 

•  坡旅旅㆙甲（Polycarp, 70-155 A.D.） 
坡旅旅㆙甲是士每拿教會的主教。巡撫說說說：“你若若輕視野獸，那我

把你焚燒。” 坡旅旅㆙甲平靜㆞地回答說說說：“那㈫㊋火充其量量不不過燃燒㆒㈠㊀一
小時罷了了，你卻忘記那永不不熄滅的㆞地獄的㈫㊋火。不不要綁我，那位
賜力力量量讓我能夠耐㈫㊋火的，必堅固我，使我站立立得穩。也不不要用
釘子釘我，我決不不從柱子㆖㊤上滑滑㆘㊦下來來。 ”他們就把他捆在㈫㊋火刑柱
㆖㊤上，沒㈲㊒有釘釘子 。坡旅旅㆙甲禱告說說說：“哦，父啊，我感謝你，你
竟使我配列列在殉道者的行行列列之㆗㊥中。”他剛說說說完“阿們！”官長
就點起了了㈫㊋火。坡旅旅㆙甲就這樣以鮮血見見証了了所信的道。 

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㆔㈢㊂三、教士的護教                            

A. 殉道―─―─以身護教 
•  居普良良（Cyprian of Carthage, 200-258A.D.）
    居普良良是迦太基主教。提倡唯㆒㈠㊀一教會唯㆒㈠㊀一救法，就是在教會
之外沒㈲㊒有救恩，並高抬主教的權柄。公元250年年德修頒布諭旨要
處死所㈲㊒有主教，并懲罰凡拒絕背道者。當時他因藏匿匿他處而幸
免于難，但他避難的行行動惹來來眾教會領領袖的指責。 公元257年年
逼迫又來來時，居普良良挺身而出。受審于羅羅馬法庭，不不肯變節拜
羅羅馬神神，結果被判斬首示眾。他聽到判詞時只回答“感謝神神！”

•  聖㈸㊘勞勞倫倫斯（St. Lawrence, 225-258A.D.） 
    ㈸㊘勞勞倫倫斯算得㆖㊤上基督最堅貞最勇敢的殉道者。他是分管教會錢
㈶㊖財的㆟人。暴暴君要求他交出教會的㈶㊖財產時，㈸㊘勞勞倫倫斯將兩兩臂伸向貧
窮的基督徒“他們就是教會的㈶㊖財寶。這是真㈶㊖財寶，因為基督的
信心在他們裏面作王，基督是他們裏面找到了了居所。基督按著
他的應許住在他們里里面了了，㈲㊒有什什么珍寶比這些㆟人更更寶貴呢？”
㈸㊘勞勞倫倫斯受盡了了種種酷刑之後，在大㈫㊋火的燃燒㆗㊥中得安息。

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㆔㈢㊂三、教士的護教                            

B. 反駁―─―─語言護教（文字護教）  	  
	  在如㈫㊋火如涂的政治逼迫浪浪潮㆗㊥中，還㈲㊒有㆒㈠㊀一種更更歷歷害的逼

迫, 那是來來㉂自文化界的思想㆖㊤上的圍攻。猶太和希臘臘的思想家

聯聯成㆒㈠㊀一陣線，對基督徒的信仰問難質疑。他們或打著㈻㊫學術

的招牌進行行攻擊，或以民間的流流言蠻語加以污辱，或以㈳㊓社

會公眾輿論論對基督教施以各種壓力力，又或以㆒㈠㊀一種異異端形態

出現在教會裏。但各方面的攻擊反而刺刺激起基督徒不不懈㆞地

思索索，以最清晰并富創意的思想及意象表達信仰。初期教

會的“護教運 動”（Apologetic Movement） 便便這樣興起，

其㆗㊥中不不少的護教者可算是當時㆒㈠㊀一流流的思想家。這些護教的

著作大部分是獻給皇帝的，他們真正的讀讀者則是當時受過

教育的公眾。 

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㆔㈢㊂三、教士的護教                            

B. 反駁―─―─語言護教（文字護教）  
•  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約100─165 A.D.） 
    游斯㆜丁是第2世紀最著㈴㊔名的“護教者”最早的㆒㈠㊀一位希臘臘教父，
是㆒㈠㊀一位先驅者和創新者。 他于公元165年年，為了了信仰在羅羅馬被
斬首殉道，因此他被稱為“殉道者游斯㆜丁”。
游斯㆜丁的《第㆒㈠㊀一護教辭》是㊢寫給羅羅馬皇帝皮雅斯的。他力力言基
督徒的信仰和行行為，事實㆖㊤上反映了了更更高的理理性和道德標准。
現存游斯㆜丁的著作㆗㊥中最長的㆒㈠㊀一篇是《與㈵㊕特來來弗對話錄錄》。它記
述了了在以弗所進行行的㆒㈠㊀一場辯論論。㈵㊕特來來弗是個㈲㊒有教養的猶太㆟人，
反對基督徒不不遵守猶太律律法，和崇拜耶穌這個㆟人。游斯㆜丁根據
雙方都都相信的聖經經卷發言，講到在基督裏已成全了了律律法。游
斯㆜丁的言論論對我們研究早期基督徒對聖經的解釋極㈲㊒有價值。 
    游斯㆜丁面對猶太㆟人與異異教徒雙方的反對，力力陳他所信的道既
合乎聖經又合乎理理性。游斯㆜丁以後，他很多㈻㊫學生都都是初期教會
重要的思想家。 

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㆔㈢㊂三、教士的護教                            

B. 反駁―─―─語言護教（文字護教）  
•  愛任紐紐 (Irenaeus, 約115─202 A.D.) 
    愛任紐紐生于小亞細亞，受教于士每拿主教坡旅旅㆙甲。他接受了了
真正的、純正的福福音，并終生持守。小亞細亞是使徒約翰最後
工作的㆞地方。在使徒約翰的影響㆘㊦下，這裏涌現出㆒㈠㊀一批早期基督
教的重要㆟人物，被㈻㊫學者稱為小亞細亞派。愛任紐紐是這個㈻㊫學派的
最後也是最偉大的㆒㈠㊀一位。于202年年為主殉道。 
    將近2世紀末期，他著書力力斥出現在那個㆞地區的諾諾斯底異異端。
愛任紐紐發展了了基督是全㆟人也是全神神的觀念念。他發展了了㆒㈠㊀一套㈲㊒有關
使徒統緒的理理論論，說說說教會保存的是公開和完整的信仰，是由教
會的教師從使徒時㈹代傳㆘㊦下來來的。 
    他的著作大多散佚，留留存到現在的兩兩大著作是《反異異端》和
《使徒教導辯証》。後者証明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是舊約的貫
徹 。他的神神㈻㊫學嚴格㆞地以聖經和教會的教義為基礎，給教會內部
提供了了㆒㈠㊀一股穩定的積極影響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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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㆔㈢㊂三、教士的護教                            

B. 反駁―─―─語言護教（文字護教）  
•  ㈵㊕特㈯㊏土良良（Tertullian, 155─240A.D.）  
    ㈵㊕特㈯㊏土良良是羅羅馬帝國北北非的㆒㈠㊀一位拉拉㆜丁教父（西方），與東方的
俄利利根㆒㈠㊀一起為第㆔㈢㊂三世紀的基督教㆓㈡㊁二大思想家。
    ㈵㊕特㈯㊏土良良生于非洲省省的迦太基。他早年年赴羅羅馬㈻㊫學習法律律，然後
在那裏當律律師，頗㈲㊒有㈴㊔名聲。大約40歲才歸信基督，開始著書宣
揚基督信仰。㈵㊕特㈯㊏土良良是尼西亞會議以前最多產的拉拉㆜丁教父.
    ㈵㊕特㈯㊏土良良的著作㈲㊒有㆔㈢㊂三大內容：基督教對羅羅馬帝國和㈳㊓社會的態
度度﹔維護正統信仰，反對異異端﹔基督信徒的道德行行為。
    ㈵㊕特㈯㊏土良良的杰作《護教㈻㊫學》提出㊪宗教㉂自由的要求，請求羅羅馬政
府尊重基督教，公平㆞地對待基督教。 強調迫害基督徒在法律律與
道德㆖㊤上的荒謬，闡述了了基督教應得到㈳㊓社會容忍和接受的道理理。
    《靈靈魂的見見証》力力証基督信仰如何㈲㊒有效㆞地回應㆟人心靈靈的渴求.
    他的巨著是長達5卷的《反馬吉安論論》，為基督教使用舊約進
行行辯護，又主張㆖㊤上帝的獨㆒㈠㊀一性，他既是造物主，又是救贖者。

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㆔㈢㊂三、教士的護教                            

B. 反駁―─―─語言護教（文字護教）  
•  俄利利根（Origen, 185-254A.D.） 
    俄利利根出生于亞歷歷山大㆒㈠㊀一個基督徒家庭，對聖經㈲㊒有深刻領領悟.
後移居巴勒勒斯坦的該撒利利亞。俄利利根過的是極端禁欲的生活，
甚㉃至㉂自閹。羅羅馬皇帝德修進行行大迫害期間，254年年他傷重身死。
    俄利利根是早期教會著作最丰富的作家。他的思想整整影響了了
公元3世紀㉃至4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左㊨右著這㆒㈠㊀一時期的基督教神神
㈻㊫學格局。無論論在羅羅馬帝國東,西部，他的神神㈻㊫學思想都都影響深遠。
俄利利根編訂了了《㈥㊅六六種經文合參參》，這是初期教會㈲㊒有關聖經論論著
最偉大的杰作。他認為聖經經文㈲㊒有㆔㈢㊂三層意義：字面意義、對心
靈靈的道德意義、寓意的或屬靈靈的意義。 
    俄利利根神神㈻㊫學㆖㊤上的主要著作《教義大綱》㈲㊒有系統㆞地敘述基本教
義：㆖㊤上帝、基督、聖靈靈、創世、靈靈魂、㉂自由意志、救贖與聖經. 
《對殉道的勸勉》和《禱告》是他討論論基督徒生活的著作。他
㊢寫還㈲㊒有古㈹代最敏銳，最㈲㊒有說說說服力力的維護基督教信仰的著作。

壹、教會的外在掙扎：逼迫（外患）


小結：

    經過血的洗禮禮，教會不不但沒㈲㊒有衰微，反而因
為眾多堅定的殉道者和教父的護教大得復復興。
㆒㈠㊀一方面因苦難的洗禮禮，教會被煉煉淨﹔再者，信
徒的信心也在苦難㆗㊥中得以堅固﹔而且，這種苦
難㆗㊥中堅貞不不屈的態度度也贏得眾多百性的尊敬﹔
同時雖㈲㊒有㆟人執筆討伐基督教的信仰，但因為教
父的反駁，基督教的真理理得到更更好的詮釋。 	  
	  	  

貳、教會的內在掙扎：異異端（內憂） 
㆒㈠㊀一、極端異異端的形態

A. 愛賓尼㈻㊫學說說說（Ebionism）  
    愛賓尼派主要是猶太㆟人的信仰，㈽㊭企圖將基督教猶太化。
他們強調摩西律律法的重要，雖然接納耶穌為救主，但卻不不
相信 他是道成肉身的神神，他們相信耶穌是神神㈵㊕特別揀選的仆
㆟人，因著他的順服、聖潔，而認他為兒子。因此，耶穌只
在身份㆖㊤上是神神的兒子，實際㆖㊤上他不不過是㆟人罷了了。

B. 馬吉安主義 (Marcion Doctrine) 
    馬吉安原來來是㆒㈠㊀一個教會的領領袖。他認為我們之所以能夠
得救是因為㆖㊤上帝愛我們。㆖㊤上帝是愛，那這個㆖㊤上帝并不不是好
像舊約裏所說說說的那㆒㈠㊀一位嚴勵勵的主宰。所以基督徒不不應該接
受舊約的教訓，應該把舊約丟掉。他堅決的主張在教會的
生活、敬拜裏，把舊約完全的鏟除。他甚㉃至公布了了㆒㈠㊀一個他
認為是新約聖經的標准經文，所謂之“馬吉安正典聖經”.

貳、教會的內在掙扎：異異端（內憂） 
㆒㈠㊀一、極端異異端的形態

C. 幻影說說說（Docetism） 
    幻影說說說與愛賓尼差不不多是同時出現。這派相信物質的世
界是惡惡的，因此神神不不可能以聖潔的本體取了了屬物質的肉體。
所以他們對于道成肉身便便㈲㊒有很不不同的看法。他們認為道成
肉身沒㈲㊒有真正發生，基督的肉身只是㆒㈠㊀一個幻影，給㆟人㆒㈠㊀一種
幻覺，在㈩㊉十字架㆖㊤上，被釘受苦的不不是真正的主耶穌基督，
只是幻影而已。

D. 神神格唯㆒㈠㊀一論論 (Monarchianism) 
    “神神格唯㆒㈠㊀一”是說說說㆖㊤上帝、神神的位格，只是㆒㈠㊀一個的獨㆒㈠㊀一的，
沒㈲㊒有兩兩種的。此說說說認為㆖㊤上帝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只㈲㊒有㆒㈠㊀一位，
㆖㊤上帝就只擁㈲㊒有㆒㈠㊀一種的㈵㊕特性，或者㆒㈠㊀一種的位格，就是神神的㈵㊕特
性、神神的位格。因此耶穌就不不可能是神神，他只是㆒㈠㊀一個㆟人。
㆖㊤上帝只不不過是把耶穌看為養子，收納他作為兒子，成為㆖㊤上
帝的後嗣。這種說說說法又稱為“嗣子論論”。

貳、教會的內在掙扎：異異端（內憂） 
㆒㈠㊀一、極端異異端的形態

E. 諾諾斯底主義（Gnosticism） 
    “諾諾斯底”是㆒㈠㊀一個希臘臘字來來的，它的意思是“智慧”。
所以諾諾斯底主義就是智慧主義。諾諾斯底主義基本㆖㊤上是東方
善惡惡㆓㈡㊁二元論論與希臘臘哲㈻㊫學的混合體，再加㆖㊤上基督教的外衣，
在公元80-150年年間成形，最後與教會脫離離關系，㉂自成㆒㈠㊀一系。
    諾諾斯底主義深信靈靈界與物界的對立立，是兩兩股同等的、勢
均力力敵的力力量量，而物質世界是罪惡惡的。在靈靈界，㉂自㈲㊒有永㈲㊒有
的神神不不斷從他的本體放發出靈靈體（Aeons），這些靈靈體與
神神越接近，它們便便越像似神神，越㈲㊒有神神的性質與能力力。㆟人類類
乃受造于靈靈體，本身帶㈲㊒有靈靈的生命，但這生命卻被困于物
質之內。㉃至高的真神神為了了拯救㆟人類類，便便差派㆒㈠㊀一位具㈲㊒有高度度
神神性與能力力的靈靈體，進入物質世界，或㆟人類類的靈靈從物質㆗㊥中
解救出來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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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會的內在掙扎：異異端（內憂）  
㆒㈠㊀一、極端異異端的形態

F. 孟他奴主義（Montanism） 
    孟他奴主義大概在140 AD㊧左㊨右興起，由㆒㈠㊀一位㈴㊔名稱為孟他
奴（Montanus）的信徒與兩兩位所謂㊛女女先知發起。在那種逼
迫與異異端的困擾㆘㊦下，他主張教會信徒必須從神神那裏得到㈵㊕特
殊的能力力。他們強調聖靈靈的能力力及先知的講論論，也要求信
徒在生活㆖㊤上㈲㊒有聖潔的追求和完全為主擺㆖㊤上的心態。
    在孟他奴主義的氣氛㆘㊦下，他們㈵㊕特別強調這几樣。其㆒㈠㊀一，
就是他們非常強調方言的恩賜，他們認為聖靈靈如果在你身
㆖㊤上做工，聖靈靈就㆒㈠㊀一定要給你講方言的恩賜作為㆒㈠㊀一種証明。
結果追求方言就成了了教會的㆒㈠㊀一種氣氛和信徒追求的方向。
接著又慢慢演變為追求各種異異能的作法。 
    另㆒㈠㊀一方面，孟他奴非常強調過聖潔的生活。這本身也是
好事，不不過在那個時候的氣氛㆘㊦下，卻成了了㆒㈠㊀一種禁慾的生活
方式。慢慢與其它信徒疏遠成了了㆒㈠㊀一個獨立立的小團體。

貳、教會的內在掙扎：異異端（內憂） 
㆒㈠㊀一、極端異異端的形態

G. 諾諾窪㆝天派（Novatian） 
    在德修為羅羅馬皇帝時，曾對教會展開㆒㈠㊀一次㈲㊒有系統的大逼
迫。當時教會㆗㊥中㈲㊒有許多㆟人在生死抉擇之時站立立不不住，為了了
偷生而成為叛教的㆟人。當迫害過后，不不少曾經叛教的㆟人便便
欲重叩教會大門，要求教會接納他們悔改歸回。教會就應
否接納他們的問題㆖㊤上，引起了了極大的爭論論。
    當時羅羅馬教會㈲㊒有㆒㈠㊀一位長老老諾諾窪㆝天（Novatian），堅持傳
統教會的倫倫理理准則，認為凡是犯㆘㊦下謀殺殺、奸淫及叛教罪的，
教會并沒㈲㊒有赦免他們的罪的權柄。他不不是說說說此等㆟人失掉了了
救恩，該永遠滅亡﹔而是說說說教會沒㈲㊒有宣告這些罪可以得赦
的權力力。所以，諾諾 窪㆝天反對重新接納叛教者。羅羅馬主教哥
尼流流（Cornelius）則認為，主教㈲㊒有權赦免任何的罪，故堅
持接納叛教者，兩兩㆟人意見見不不合。最後哥尼流流獲勝，諾諾窪㆝天
乃宣布脫離離大公教會，㉂自立立門戶。

貳、教會的內在掙扎：異異端（內憂） 
㆓㈡㊁二、異異端帶來來的改革

A. 基本信仰的告白―─―─“使徒信經”
     為應對諾諾斯底主義和孟他努主義等異異端的危機，教會開
始制訂“使徒信經”（Apost1es´’Creed，綜合了了使徒的教
導，并不不是使徒所㊢寫的）。教會最早的信經，大約于公元
150年年出現的。是在洗禮禮接納信徒時㆒㈠㊀一個信仰內容的問答。 
但要信經要在 325年年尼西亞公會才用心修改制定。 教會經
過了了㈥㊅六六、㈦㊆七㈩㊉十年年的掙扎，才完全接納了了這會議的決定。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主耶穌基督，神神獨生之子，因聖靈靈感孕，由童貞㊛女女馬利利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拉多手㆘㊦下受難，被釘于㈩㊉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降在陰間 ，
第㆔㈢㊂三㆝天從死裏復復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神的㊨右邊，
將來來必從那裏降降臨臨，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靈。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復活。 我信永生。 阿們。

貳、教會的內在掙扎：異異端（內憂） 
㆓㈡㊁二、異異端帶來來的改革

B. 作新約正典 
大概在公元140年年，馬吉安主義提出馬吉安新約正典認為

任何與舊約㈲㊒有關的，都都應刪除，來來定出聖經“正典”。
諾諾斯底派的㆟人更更按㉂自己的信仰㊢寫成福福音書及其他作品。令令
信徒感到非常混淆。于是， 不不同㆞地區的教會不不約而同的確
定㆒㈠㊀一些當時教會極看重的文獻為信仰的依據，但希奇的是
他們并沒㈲㊒有召開會議去列列出正典的書卷。這㆒㈠㊀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這表明正典的形成，不不是由㆒㈠㊀一班㆟人隨意決定的，而是
經過㆒㈠㊀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眾教會不不約而同的在聖靈靈的引導
㆘㊦下，確立立相同的書卷為正典。

東方教會在367年年亞他那修從亞歷歷山大發出的“復復活節書
信”列列出了了新約的27卷書。西方教會在397年年迦太基大公會
通過了了同樣的正典。	  

貳、教會的內在掙扎：異異端（內憂） 
㆓㈡㊁二、異異端帶來來的改革

C. 教會治理理的專制化―─―─主教制度度
    教會另㆒㈠㊀一㊠項新發展是在組織方面―─―─教會產生了了主教形
態的治理理。由于異異端領領袖也宣稱他們㈲㊒有聖經根據，因此，
教會必須確立立㉂自己的權威，以解釋聖經的意思﹔權威的執
行行乃是透過治理理教會者。 聖經㆖㊤上初期教會的組織非常簡單
只㈲㊒有長老老與執事兩兩種職份。所㈲㊒有長老老原本㆞地位同等，然而
漸漸㆞地，教會需要其㆗㊥中㆒㈠㊀一位長老老負起帶領領之責，他成了了長
老老團的主席，為教會發言，漸漸成了了“專制主教”。 教會
從那時起，㆒㈠㊀一直到㊪宗教改革期間止，都都是采用主教制。

  以㆖㊤上提到殉道的依格那修及坡旅旅㆙甲就是安提阿及士每拿
教會最早的主教。羅羅馬的第㆒㈠㊀一位主教（154-165 AD）似乎
是安尼克托（Anicetus）。

苦難時期 
結語：


    這是㆒㈠㊀一個逼迫的時㈹代，在風雨凋零零的當㆗㊥中，

教會仍然繼續的生長，而且繼續的定型㆘㊦下來來。

不不單只是組織、聚會，甚㉃至是在信仰的內容，

以及正典開始形成方面都都這樣。教會經歷歷了了逼

迫與異異端的困擾仍然沒㈲㊒有倒㆘㊦下去，結果就使到

她在以後的㈰㊐日子裏能夠更更加的堅強、㈲㊒有力力的去

面對那個世㈹代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