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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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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羅羅馬帝國的政治變化

早期教會是怎樣處卑賤？怎樣處豐富？

貳、教會發展的危機所在

苦難時期 ( 64-313 A.D.)
國教時期 (313-530 A.D.)

壹、羅羅馬帝國的政治變化
㆒㈠㊀一、君士坦㆜丁的登位
當加利利流流去世後，君士坦㆜丁與馬克森提（Maxentius）爭奪
羅羅馬帝國的皇位。他在夢㆗㊥中被指示以“χρ”為記號征戰就
必勝。這記號是“基督”的希臘臘語 χριστός 頭兩兩個字母，
所以當以基督的㈴㊔名征戰。君士坦㆜丁在士兵的頭盔和盾牌㆖㊤上
都都飾以“χρ”的記號，獲得了了巨大的勝利利，戰勝了了馬克森
提。成功的登㆖㊤上了了羅羅馬帝國的皇位。
君士坦㆜丁在登羅羅馬帝國的皇位過程時於313年年公佈米蘭蘭宣告
願意容忍接納基督教，不不再以她作為㆒㈠㊀一個逼迫的對像。雖
然他并沒㈲㊒有使到基督教成為羅羅馬帝國的國教，在他統治的
年年間，繼續頒發了了其它的諭旨。如321年年，授予教會接受遺
產的權利利，從此教會作為法㆟人的權利利得到承認。另外又將
逼迫時沒收的㈶㊖財產歸還﹔公佈星期㈰㊐日為法定㉁㊡休息㈰㊐日等。這
些是對基督教的發展非常㈲㊒有利利的。 在帝國的贊助㆘㊦下，羅羅馬
耶路路撒冷冷、伯利利恆及其它㆞地方紛紛建起大教堂。

（時間：主後第㆕㈣㊃四㉃至第㈤㊄五世紀）

㆒㈠㊀一、君士坦㆜丁的登位
㆔㈢㊂三、狄奧多西的諭旨

㆒㈠㊀一、信仰形式化表面化
㆔㈢㊂三、聖職㆟人員㈵㊕特殊階級

㆓㈡㊁二、 建君士坦㆜丁堡
㆕㈣㊃四、帝國分化

㆓㈡㊁二、異異教崇拜滲入教會
㆕㈣㊃四、東西教會隔閡加深

叁、教會積極及消極的行行動
㆒㈠㊀一、大公會
㆔㈢㊂三、修道主義興起

㆓㈡㊁二、忠僕興起
㆕㈣㊃四、羅羅馬教會之崛起

壹、羅羅馬帝國的政治變化
㆓㈡㊁二、建君士坦㆜丁堡
（㆒㈠㊀一個新的政治、經貿、軍事㆗㊥中心，且成為新帝國的首都都）

羅羅馬帝國㆒㈠㊀一向是以羅羅馬城作為政治㆗㊥中心的。君士坦㆜丁在位
時，出于軍事和政治㆖㊤上的考慮，在羅羅馬以東建立立㆒㈠㊀一個新的
城堡，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此都都會。這就是㈲㊒有㈴㊔名的
“君士坦㆜丁堡”，位于今㆝天㈯㊏土耳其與歐洲接壤之處。他甚
㉃至把帝國的行行政㆗㊥中心，在331年年從羅羅馬移到君士坦㆜丁堡去。
君士坦㆜丁堡建都都後，帝國其它的文化、經濟方面的活動，
就逐漸的轉移到以君士坦㆜丁堡。教會也㆒㈠㊀一樣，由于皇帝在
君士坦㆜丁堡參參加聚會，許多的教會領領袖就經常去那兒，甚
㉃至聚在那兒，慢慢的君士坦㆜丁堡就形成了了教會領領導核心。
這事對教會㈰㊐日後的發展影響很大。在羅羅馬帝國裏，由于西
方仍然是以羅羅馬為㆗㊥中心，可是在東方卻是以君士坦㆜丁堡為
㆗㊥中心。這個局面形成了了教會領領導核心的分裂裂，甚㉃至使得後
來來東西方教會分裂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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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羅羅馬帝國的政治變化

壹、羅羅馬帝國的政治變化

㆔㈢㊂三、 狄奧多西的諭旨

㆕㈣㊃四、帝國分化

337 年年君士坦㆜丁卒。他的兒子們更更積極的使基督教成為國
教。但支持的是亞流流派。他們在主後341年年㆘㊦下令令，禁止異異教
的㉀祭典。很多心底裏依然信奉異異教的㆟人便便不不能不不放棄他們
的信仰，㈲㊒有些為了了利利益益，便便受洗加入教會。

㆒㈠㊀一般的老老百姓以基督教作為他們的信仰，得到官方㆟人士的
支持。甚㉃至原來來對基督教無好感的㆟人也會因國家的政策和
皇帝的信仰㉂自然而然的對教會采取㆒㈠㊀一個非常㊝優待的態度度。
這種氣氛使基督教也已成為了了羅羅馬帝國的國教，在帝國裏
的㆞地位就更更加的穩固了了。

當君士坦㆜丁堡建好後，帝國的政治㆗㊥中心從羅羅馬轉移到那裡裡
去，對于帝國的西邊㆒㈠㊀一些蠻族的入侵開始采取㆒㈠㊀一個所謂分
治。逐漸形成了了東、西羅羅馬帝國兩兩個獨立立的政治實體。
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很㉂自然的繼續使用希臘臘文作為官方語言,
羅羅馬城㆒㈠㊀一直是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而羅羅馬㆞地方的語
言并不不是希臘臘文而是拉拉㆜丁文。因此當西羅羅馬帝國的行行政慢
慢的獨立立起來來之後，拉拉㆜丁文成為了了羅羅馬帝國西邊的官方語
言。這樣的結果是東西兩兩邊的運作就變得越來來越獨立立了了。
410年年，哥㈵㊕特㆟人從北北而㆘㊦下，攻入羅羅馬城，㈥㊅六六㆝天㈥㊅六六㊰夜大事屠殺殺
劫掠掠、破壞并焚燒羅羅馬城。455年年，汪達爾㆟人(Vandals)在侵
占了了北北非之後，又越過㆞地㆗㊥中海攻入羅羅馬，成為第㆓㈡㊁二批掠掠奪
羅羅馬的蠻族。 476 年年，西羅羅馬的最後㆒㈠㊀一個皇帝在蠻族的命
令令㆘㊦下正式向元老老院聲明退位後，元老老院派出㆒㈠㊀一個使團赴東
羅羅馬朝廷，把帝徽送給當政皇帝。西羅羅馬帝國崩潰了了。

貳、教會發展的危機所在

貳、教會發展的危機所在

379 年年狄奧多西(Theodosius)當㆖㊤上羅羅馬皇帝。第㆓㈡㊁二年年他公佈
了了㆒㈠㊀一道諭旨，明確指出基督教的信仰是值得全羅羅馬帝國㆟人
民、值得所㈲㊒有㈲㊒有思想、㈲㊒有智慧的㆟人去接納的㆒㈠㊀一個信仰。他
又㈵㊕特別認同尼西亞的敎義。392 年年禁異異教，包括奧運㉀祭祀。

㆒㈠㊀一、信仰形式化表面化

㆓㈡㊁二、異異教崇拜滲入教會

隨著教會在羅羅馬帝國㆞地位的提升，新的挑戰擺在了了教會面
前。從積極的眼光來來看，過去的逼迫以及在逼迫底㆘㊦下的傳
福福音的艱難現在㆒㈠㊀一掃而空。現在可以公開的傳，這樣教會
的福福音事工擴展的非常迅速。
不不過負面的問題也同時出現了了，由于皇帝的公開支持，并
且到後來來成為全國㆟人的信仰，結果教會裏面出現了了㆒㈠㊀一大堆
對信仰不不認真的㆟人，甚㉃至是㈲㊒有其它的㈽㊭企圖。基督教成為國
教以後，情況便便大大不不同了了。每個市民都都㉂自動成為 “基督
徒”，做基督徒成了了唯㆒㈠㊀一的、理理所當然的抉擇。㆒㈠㊀一個毋庸
個㆟人嚴肅思索索、鄭重抉擇的信仰，㉂自然甚難成為個㆟人主動
的信仰﹔而且，隨著教會㆟人數數的增加，政府和大眾也樂樂樂樂意
用㈮㊎金金錢大興㈯㊏土㈭㊍木，建造教堂。隨著教堂越造越大。漸漸㆞地,
信仰變為傳統習俗格守㆒㈠㊀一套套㊪宗教禮禮儀，儀文，與㈳㊓社會道
德等客觀的外在規范，取㈹代了了個㆟人生命的尋索索。

Ø 太陽崇拜滲入教會，在12㈪㊊月25㈰㊐日慶㈷㊗祝聖誕，那㆝天是羅羅馬
異異教㆗㊥中太陽的生㈰㊐日。
Ø 對馬利利亞崇拜：在埃及的伊西斯（Isis）的信徒，首先
稱馬利利亞為“㆖㊤上帝之母”，這稱號在第㈤㊄五世紀引起了了㆒㈠㊀一場
重要的神神㈻㊫學爭論論。以弗所城以前又㆒㈠㊀一直是拜另㆒㈠㊀一亞底米生
育㊛女女神神(使徒行行傳19:23-28)的㆗㊥中心，它也沾㈲㊒有了了馬利利亞崇拜
的風氣。伊西斯常和許多其他㊛女女神神混淆，包括亞底米在內，
成為㈰㊐日後異異教的“普世之母”。她的崇拜者在第4世紀末異異
教遭受查禁和廟宇被毀之後，㈲㊒有瞻仰馬利利亞尋求安慰的傾
向。㈲㊒有些留留存㆘㊦下來來的伊西斯懷抱嬰兒賀如斯的偶像，其姿
勢與某些早期基督聖母像極其類類似。
Ø 對聖徒和殉道者的膜拜取㈹代了了異異教神神明的㆞地位，他們的
聖堂原來來是廟宇或在殉道者的墳墓㆖㊤上興建。稱㈲㊒有些聖徒能
㊩醫治不不育，保護旅旅客平安，鑒別見見証真偽，預言未來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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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會發展的危機所在

貳、教會發展的危機所在

㆔㈢㊂三、聖職㆟人員㈵㊕特殊階級 	
  

㆕㈣㊃四、東西教會隔閡加深 	
  

君士坦㆜丁讓教會變得結構化。教會內權力力最高的當然是羅羅
馬皇帝“最高大㉀祭司”，之㆘㊦下是主教長(Primate)，主教長
之㆘㊦下是主教，主教之㆘㊦下是各區的聖職㆟人員，他們之㆘㊦下才是
平信徒。當時羅羅馬帝國分成㈤㊄五個行行政區，而教會也同樣分
成㈤㊄五個教區。組織架構與政治行行政架構平行行排列列。教會㆒㈠㊀一
旦結構化，權力力的鬥爭便便開始出現﹔以往㊟注重的是屬靈靈的
權柄，現在卻加了了行行政的權柄。造成很多教會內部的問題.
再者，隨著基督教在帝國裏的㆞地位提高，慢慢㆞地基督教成
為㆒㈠㊀一個非常專業化的信仰了了。過去信徒當㆗㊥中許多是平民、
老老百姓，現在這種情況依然存在，可是在相關的聚會運作
㆖㊤上就越來來越需要㆒㈠㊀一些專業㆟人士來來承擔。結果，教會裏的聖
職㆟人員、全時間服事的工㆟人就慢慢的演變成為㆒㈠㊀一個㈵㊕特殊的
階級。也因著他們越來來越專業化，他們的身份越來來越㈵㊕特殊,
結果教牧㆟人員與㆒㈠㊀一般信徒之間的差距也因此越來來越大。

東羅羅馬以君士坦㆜丁為㆗㊥中心, 政府對于教會的影響力力相當大。
東方教會㆗㊥中也因此出現了了㆒㈠㊀一些爭權奪力力的局面。 而在西羅羅
馬，教會的生活、方向、立立場、 比較不不受官方的干擾。
隨著東、西羅羅馬的分裂裂，西羅羅馬漸漸㆞地以拉拉㆜丁文作為官方
語言。 結果造成在㆒㈠㊀一些重要的問題㆖㊤上，東、西方教會的領領
袖往往不不能完全了了解對方所表達的意思。

叁、教會積極及消極的行行動

叁、教會積極及消極的行行動

㆒㈠㊀一、大公會 ( Ecumenical Councils )
A. 尼西亞大公會（Counci1 of Nicea, 325）
㆔㈢㊂三百年年來來，最令令教會困惑的問題是：到底聖子基督是否和聖
父完全㆒㈠㊀一樣，具㈲㊒有神神性？為這問題爭辯得最激烈烈的兩兩位領領袖
是亞歷歷山大教會的兩兩位長老老，亞流流（Arius）和亞他那修
（Athanasius）。亞流流主張只㈲㊒有聖父是真神神﹔聖子在本質㆖㊤上與
㆖㊤上帝不不同。他是聖父所造，是受造物。但是他是所㈲㊒有其餘造
物的創造者 -- 聖子是首生的，在㆒㈠㊀一切切被造的以先 (歌羅羅西書
1:15b)。聖子之所以被稱為神神，乃是照著㆖㊤上帝的恩典和喜愛。
亞流流將聖子和聖父分割開，破壞了了基督是㆖㊤上帝的啟示和㆟人的
救贖主的㆞地位。亞他那修強調聖子與聖父同質，他就是神神。
這㊠項㈲㊒有關基督位格的爭辯極其重要，因為它牽涉到㆟人類類救
恩的問題。基督的工作和他的位格㈲㊒有不不可分的關係。唯㈲㊒有
神神能施行行拯救，如果基督不不是神神，基督就不不能成為㆟人類類的
救主。亞他那修深切切體會這㆒㈠㊀一點，他說說說：“我知道耶穌基
督是我的救贖主，他決不不能次于神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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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帕多家

以弗所
安提阿
迦太基

㆞地㆗㊥中海
耶路路撒冷冷
亞歷歷山大

㆒㈠㊀一、大公會 ( Ecumenical Councils )
A. 尼西亞大公會（Counci1 of Nicea, 325）
(續)
君士坦㆜丁出面召集大公會議，解決這㊠項爭論論。會議在尼西
亞舉行行，㈲㊒有㆔㈢㊂三百多位主教長老老出席，他們在皇宮輝煌壯麗麗
的大廳㆗㊥中聚會，好些主教長老老帶著逼迫期間受過酷刑的傷
痕前來來參參加。
尼西亞會議的結果是：亞流流的看法被判為異異端，基督位格
的教義行行諸諸文字，成為全體教會信仰的根據。這㊠項聲明再
用心修改，成為尼西亞信經。在其㆗㊥中， 教會承認：“耶穌
基督，聖而神神者，為父所生，并非被造，與父同質。”＂
尼西亞會議并未平息亞流流派之爭。仍然㈲㊒有不不少㆟人附從亞流流,
這批㆟人得到皇室的支持，亞他那修不不斷㆞地為尼西亞信經㆗㊥中
基督神神性的教義奮鬥。他死後，為正統信仰而奮鬥的領領導
責任落落在“加帕多家㆔㈢㊂三杰”身㆖㊤上。護衛聖經的正確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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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會積極及消極的行行動
㆒㈠㊀一、大公會 ( Ecumenical Councils )
B. 君士坦㆜丁堡大公會（Counci1 of Constantinople, 381）
381年年狄奧多西在君士坦㆜丁堡召開了了第㆓㈡㊁二次大公會議。會
議㆗㊥中，除再度度確定尼西亞信經外，更更宣告了了“聖靈靈具㈲㊒有神神
性”的信仰，採納了了加帕多家㆔㈢㊂三杰辯證的“㆔㈢㊂三位㆒㈠㊀一體”教
義成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義。㉃至此，教會對聖父、聖子、
聖靈靈為㆔㈢㊂三而㆒㈠㊀一之真神神的信仰，才正式確立立。這時教會才真
正將亞流流主義完全排除。此後，亞流流主義逐漸消聲匿匿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叁、教會積極及消極的行行動
㆒㈠㊀一、大公會 ( Ecumenical Councils )
C. 以弗所大公會（Counci1 of Ephesus, 431）

根據聖經的啟示，基督不不但是神神，他也是完全的㆟人。為了了
拯救世㆟人，基督必須㈲㊒有“完全的㆟人性”，這㆒㈠㊀一點和他㈲㊒有
“完全的神神性”同樣重要。以㆘㊦下㆓㈡㊁二個會議是要解決教會在
這方面的意見見分歧。

涅斯多留留(Nestorius)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他大大的
抨擊當時對馬利利亞是“㆖㊤上帝之母”的稱號。他指出耶
穌本身是同時擁㈲㊒有神神性和㆟人性的，馬利利亞所撫養的只
是㆟人性㆖㊤上的那㆒㈠㊀一位耶穌。不不過當時在信徒當㆗㊥中㆒㈠㊀一般㆟人
已根深蒂固的接受了了“㆖㊤上帝之母”的稱號，他們攻擊
涅斯多留留把耶穌的神神性與㆟人性分隔出去。因此當時就
召開㆒㈠㊀一次大會定他為異異端。(不不為多數數基督教會接受! )
涅斯多留留被趕離離君士坦㆜丁堡之後，到波斯㆒㈠㊀一帶的㆞地方
重新建立立教會。“涅斯多留留教會”在當時發展的非常
迅速，相當㈲㊒有活力力，努力力的差派宣教士㆕㈣㊃四處傳揚福福音.
㈲㊒有史可查的是，當時傳入㆗㊥中國（唐朝時期）的景教就
是涅斯多留留派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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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上述會議仍然沒㈲㊒有充份表達教會對基督位格的了了解。

㆒㈠㊀一、大公會 ( Ecumenical Councils )
D. 迦克墩大公會（Counci1 of Chalcedon, 451）
涅斯多留留離離開工君士坦㆜丁堡之後，那裏的歐迪奇
（Eutyches）教導基督的神神性和㆟人性完全是溶化在㆒㈠㊀一起的。
所謂之“基督㆒㈠㊀一性論論 (Monophysitism)”是說說說基督是㆒㈠㊀一個神神,
不不過是㆒㈠㊀一個略略帶著㆟人的味道的神神。這種主張很明顯是錯誤
的，照他所講的，使到那個死在㈩㊉十字架㆖㊤上的耶穌，成為㆒㈠㊀一
個神神死在㈩㊉十字架㆖㊤上，這明顯是㆒㈠㊀一個矛盾的講法。
451年年，第㆕㈣㊃四次大公會議在迦克墩召開。這次會議，他們㆒㈠㊀一
方面肯定拒絕了了耶穌神神性與㆟人性分隔的說說說法，又同時拒絕
了了歐迪奇主義。這次會議所制訂的信經和尼西亞信經同樣
重要, 教會除再度度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神性外，又承認“基督
㈲㊒有完全的㆟人性”。教會宣告：“基督只㈲㊒有㆒㈠㊀一個位格，但兼
具神神、㆟人㆓㈡㊁二性 (one person, two nature)”而這兩兩性之間的關
係是：“不不相混合，不不相交換，也不不能分割。”

㆓㈡㊁二、忠僕興起
A. 亞他那修（Athanasius, 296-373）
亞他那修生于北北非亞歷歷山大城，。325年年以私㆟人㊙秘書身份隨
主教亞歷歷山大赴尼西亞大會。會㆗㊥中他強烈烈的和亞流流派的㆟人
作出爭辯，力力陳他們在信仰教義㆖㊤上的錯謬，結果亞他那修
取得勝利利，并獲很多㈹代表們的讚賞。會議最終通過了了尼西
亞信經，悍衛了了真理理。328年年，主教亞歷歷山大卒，亞他那修
繼位，任亞歷歷山大主教前後45年年之久。
亞他那修㆒㈠㊀一生受盡各方的攻擊。由于當時的政府支持被尼
西亞大會定為異異端的亞流流，并于會後恢復復亞流流的主教職位.
因此亞他那修的反對和堅決的態度度為他㉂自己換來來了了㈤㊄五次被
逐的結果。373 年年卒于亞歷歷山大，年年高望重。
亞他那修㆒㈠㊀一生著作頗豐﹔大部分為對抗亞流流主義而㊢寫的﹔
此外還㈲㊒有教牧和釋經的著作。他的第㆔㈢㊂三㈩㊉十㈨㊈九封節㈰㊐日書信，
是最早見見証我們今㆝天的㆓㈡㊁二㈩㊉十㈦㊆七卷新約正典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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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㈡㊁二、忠僕興起
B. 耶柔米（Jerome, 340-420）
在拉拉㆜丁教會㆗㊥中，㈻㊫學習與應變的㆝天㈾㊮資，耶柔米是凌凌駕眾㆟人之
㆖㊤上。耶柔米生于意大利利東北北部㆒㈠㊀一個小鎮的基督徒家㆗㊥中。㈩㊉十
㆓㈡㊁二歲便便離離家，就㈻㊫學于羅羅馬，共㈧㊇八年年之久。他酷愛希臘臘文、
拉拉㆜丁文、哲㈻㊫學和修辭㈻㊫學。據說說說他嗜好在墓院內翻譯碑文。
360年年他受洗之後，受修道主義所感，加入該團體作修道士。
後更更㆒㈠㊀一㆟人到敘利利亞東部的荒漠苦修，專心研究聖經。
382年年他在羅羅馬大受教㊪宗達馬蘇（Danasus）賞識識，聘他重
譯當時的拉拉㆜丁文聖經譯本。達馬蘇死後，他遂于385年年退位
伯利利恆的修道院㆗㊥中充任院長直到去世。
耶柔米博㈻㊫學多采，著作甚豐。他譯舊約是在伯利利恆城，得
了了些猶大朋友的幫助。耶柔米苦心孤詣事業的結果是通俗
拉拉㆜丁“武加大(Vulgate)”譯本直到今㈰㊐日仍為羅羅馬教會所用。
另外他差不不多把全本聖經㊢寫㆘㊦下㊟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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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㈡㊁二、忠僕興起
C. 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
奧古斯㆜丁354年年生于北北非的塔迦斯德（Thagaste，今阿爾及
利利亞東部）。父母是非洲羅羅馬化了了的柏柏爾㆟人(Berbers)。
在他少年年時㈹代，父親離離世，母親把他送到迦太基㈻㊫學習修辭
㈻㊫學。約17歲㊧左㊨右，他就㈲㊒有了了情婦，并同她㉃至少姘居了了14年年.
他㈲㊒有強烈烈追求真理理的願望，把真理理視為唯㆒㈠㊀一的價值。他接
觸到了了新柏拉拉圖主義 -- 精精神神世界才是唯㆒㈠㊀一真實的世界，㆖㊤上
帝不不僅是㆒㈠㊀一切切善的源泉，而且是㆒㈠㊀一切切真實的源泉。他痛切切
㆞地感到他的理理想和行行為之間㈲㊒有這么大的差距。當他聽說說說非
洲隱修士的生活後，更更使他充滿了了羞慚之情，對于種種誘
惑，那些知識識缺乏的隱修士尚且能夠得勝，而他這個滿腹
㈻㊫學問的㆟人竟無力力抵抗。
387年年，奧古斯㆜丁在米蘭蘭受洗。391年年，他到北北非的希坡
(Hippo)，當主教，提高了了非洲教會的㉂自信與㈻㊫學術㈬㊌水平。

叁、教會積極及消極的行行動

㆓㈡㊁二、忠僕興起

㆔㈢㊂三、修道主義興起

C. 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
(續)
奧氏是㆒㈠㊀一位㈴㊔名副其實服侍其世㈹代的神神㈻㊫學家，他的影響卻又
遠超過第㆕㈣㊃四, ㈤㊄五世紀。他所啟動的神神㈻㊫學思考，為基督教開創
了了㆒㈠㊀一個神神㈻㊫學路路向，稱為“奧古斯㆜丁傳統”。 ㆗㊥中世紀的神神㈻㊫學
研究框架是由他擬定的。奧古斯㆜丁傳統不不僅是㆒㈠㊀一個教義方
面的治㈻㊫學傳統，也同樣是㆒㈠㊀一個今㆝天稱為靈靈修神神㈻㊫學的屬靈靈傳
統，因為它包含了了㆒㈠㊀一套宇宙論論和由其衍生的靈靈程㈻㊫學，西方
的靈靈修神神㈻㊫學家几乎都都沿襲他的思想。
奧古斯㆜丁的神神㈻㊫學作品超過113本及500多篇講章，如《㆖㊤上帝
之城》（The City of God），《懺悔錄錄》（Confessions）。
另外還㈲㊒有兩兩篇重要論論著為《論論㆔㈢㊂三㆒㈠㊀一》（On the Trnity）和
《論論㉂自由意志》（On Free Will）。

當我們提到㆗㊥中古教會、㆗㊥中古時期（第㈤㊄五㉃至㈩㊉十㈤㊄五世紀），往
往想起的就是修道院。修道院的生活之所以流流行行，㆒㈠㊀一方面
是由于那時㈲㊒有㆒㈠㊀一些認真追求的㆟人出于對教會裏面的混亂亂不不
滿以及當時㆒㈠㊀一些願意以更更多時間敬拜神神、默想耶穌基督的
㈩㊉十字架，加㆖㊤上㈲㊒有㆒㈠㊀一些㆟人希望能逃避戰亂亂、過比較安定的㈰㊐日
子等這些㆟人，他們就形成㆒㈠㊀一個㈳㊓社會風氣。靈靈修要走出去。
A. 個㆟人禁慾主義隱修運動（Anchoretism）
這種運動是第㆕㈣㊃四世紀初掀起，追求在外形㆖㊤上與世界分離離,
努力力效法施洗約翰穿野生動物的皮，在曠野㆖㊤上生活，只吃
麵包和鹽。他們㆘㊦下功夫在祈禱，默想和讚美.
㆒㈠㊀一個極端的例例子是西門（Simeon Stylites），他在安提阿
東部，立立了了㆒㈠㊀一個柱子，在㆖㊤上度度過了了半生、㆔㈢㊂三㈩㊉十㈦㊆七個春秋、
過禁慾生活。他每㆝天向旁觀者講兩兩次悔改之道，使㆖㊤上千㈴㊔名
的外邦㆟人悔改，甚㉃至向王傳講神神的訓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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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㈢㊂三、修道主義興起
B. 集體隱修運動（Cenobitism）
這被看作是修道院運動的開端，㈻㊫學于愛色尼派(Essenes)
共同體。結合㈸㊘勞勞動進行行靈靈性訓練練，還㊟注重濟貧。 通過多次
漂流流生活目睹這運動返回故里里的亞他那修將其介紹給教會,
使耶柔米、安波羅羅修、奧古斯㆜丁等都都受其影響。	
  

C. 修道院組織運動
529年年本尼狄克(Benedict)開創正規修道院運動。他㈿㊯協調了了
教會與修道院之間的隔距，制定了了合理理的禁慾生活規則。
修士要宣誓：守貧窮（徹底放棄世㆖㊤上任何物質的擁㈲㊒有

權）、守貞潔（遠離離情慾、守獨身，禁止享受）、守
服從（完全順從修道院院長任何的要求）。修士要做
兩兩方面的事：㆒㈠㊀一為靜修（讀讀經、禱告、默想），㆓㈡㊁二為
體力力㈸㊘勞勞動（照院長的分配，達成修道院的生活㉂自給）。

叁、教會積極及消極的行行動
㆕㈣㊃四、羅羅馬教會之崛起

(續)
利利奧㆒㈠㊀一世(Leo I, 446─461)和格拉拉修㆒㈠㊀一世(Gelasius I,
492─496)是第5世紀最重要的教皇。蠻族對帝國的進攻風
起云涌，迫使朝廷急切切向任何可能幫助帝國不不致瓦解的權
威乞援。利利奧㆒㈠㊀一世向匈奴王和汪達爾王求情的故事說說說明了了
教皇在民事政府解體的時候，可以㈹代掌帝國的事務。
格拉拉修㆒㈠㊀一世完成㆗㊥中世紀的教皇的教理理基礎：皇帝必須保護
教會，要服從教皇的指導，教皇則受㆖㊤上帝和使徒彼得的指
導。其結果當然是聖職㆟人員不不應該在世俗法庭㆖㊤上受審。
大貴格利利(Gregory the Great)在第6世紀最後㈩㊉十年年這段羅羅馬危
急時期出任教皇，雙手力力挽狂瀾。給全城准備了了糧糧食，佈
置防務，向在外作戰的將軍發號施令令，和敵㆟人締結了了和約.
他大大擴張了了教皇的權力力，標誌著基督教已從古羅羅馬的帝
國時㈹代，進到由羅羅馬教會領領導并凝結起來來的㆗㊥中世紀。。。

㆕㈣㊃四、羅羅馬教會之崛起
在第4世紀教會的發展㆗㊥中，羅羅馬主教權威㆞地位的發展是㆒㈠㊀一
件極其重要的事。在理理論論㆖㊤上，所㈲㊒有主教都都是平等的，但是
由于他們所在的城市的重要與否，㈲㊒有些主教就比別的主教
㆞地位高。其㆗㊥中最重要的是亞歷歷山大、安提阿、羅羅馬與迦太
基4處。尼西亞大公會承認頭3個教區㈲㊒有㊝優越㆞地位。381年年君
士坦㆜丁堡大公會又宣佈該城的㆞地位僅次于羅羅馬。羅羅馬第㆓㈡㊁二
年年召開會議，宣告羅羅馬的㊝優越㆞地位既不不靠歷歷史因素，也非
依靠任何大公會的決定。羅羅馬的㆞地位是基于其主教是彼得
的繼承㆟人，彼得是羅羅馬教會的創立立者(?!)“基督曾答應過
他，教會要建立立在他身㆖㊤上。”這個超越的看法是羅羅馬主教
取得最高㆞地位的基礎。 世紀尾 Siricitus 已開始用“通諭”.
羅羅馬教會很快擁㈲㊒有大量量㈶㊖財產。包括羅羅馬城外最早的㆞地㆘㊦下墓
窟和几所巨宅宅改裝成羅羅馬式長方形教堂 。

摘 要 年年 表
313-337
325
328-373
331
367
379-395
381
391-430
395
405
431
451
455
476
492-496
529

羅羅馬皇帝君士坦㆜丁在位
尼西亞大公會
亞他那修當亞歷歷山大主教
羅羅馬王室移到君士坦㆜丁堡
亞他那修首次提到新約廿㈦㊆七本書卷
羅羅馬皇帝狄奧多西在位
君士坦㆜丁堡大公會
奧古斯㆜丁當北北非希坡主教
迦太基議會西方採用新約廿㈦㊆七本書卷
耶柔米翻譯新舊約成拉拉㆜丁文武加大本
以弗所大公會
迦克墩大公會
汪達爾㆟人掠掠奪羅羅馬，教皇利利奧㆒㈠㊀一世解難。
西羅羅馬皇帝遭廢黜，西歐進入封建㈳㊓社會。
教皇格利利修㆒㈠㊀一世建立立教皇統治的教理理基礎
本尼狄克建立立第㆒㈠㊀一個正式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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