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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e #2] 

• 古代教會 (33 - 590) 

• 使徒時代 (33 - 100） 

• 最後的使徒 約翰(~90+) 

• 早期教父時代 (100 - 313) -逼迫時期 

• 教父代表人物 

• 尼西亞時代 (313 - 590) – 國教時期 

•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 米蘭詔令 Edict of Milan (313)  

• 尼西亞會議 First Council of Nicaea  (325) 

• 帖撒羅尼迦詔令 Edict of Thessalonica (380)  

• 新約正典的成形 (~400) 

• 東西羅馬帝國 (395) - 西羅馬帝國滅亡 (476) 

 

 

[Slide #3] 

• 使徒時代 (30 - 100） 

• 時代背景 

• 羅馬共和國 

• 希臘文化 

• 猶太信仰 

• 教會的誕生 

• 五旬節聖靈降臨 

• 猶太公會的迫害 

• 保羅的三次佈道 

• 教會的三大中心 

• 耶路撒冷 

• 安提阿 

• 以弗所 

 

時代背景 
 

1. 安定的政治局面：羅馬帝國與之前的帝國比較，算是維持最長的帝國。羅馬人在統治

方面，可以說是剛柔並重。一方面，羅馬軍隊紀律相當嚴明，其作戰能力非常強，羅

馬是靠武力建立的帝國。另一方面，羅馬的統治手法相當成功，羅馬法律制度建全，

有皇帝和元老院共同治理龐大的帝國。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為教會提供有利的條件。

第一代信徒可在安定的環境下教導第二代的信徒，使得福音的影響能夠有根有基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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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來了。 

2. 便利的交通樞紐：當時羅馬聞名於世的，是以羅馬為中心，在帝國中建築快速公路。

這些公路的目的，原是為軍事用途的。「條條大道通羅馬」就是形容當時帝國的交

通，因著交通發達、方便，讓眾使徒們可以通行各地，讓福音能夠快速地在帝國中傳

揚出去。 

3. 通用的希臘文化：羅馬人秉承了幾百年來的希臘化的社會，採用希臘的文字和語言，

作為帝國通用的文字語言。在羅馬帝國中，各民各族除自己的方言外，都要學習「普

通話」。希臘文成為帝國共通的溝通媒介，使到基督徒很容易的用希臘語言和文字來

傳揚福音。因此, 新約的書卷基本上是希臘文書寫. 以希伯來文著作的舊約甚至被翻譯

為希臘文， 也是因應當時的語言文化。 

4. 希羅文化的沒落：希臘羅馬文化比較重視感官和理性，但無法讓人心靈得到充分的滿

足。希臘文化以多神著稱，這些神明會嫉妒、打架，為小事爭吵，這些神明常會做出

令人瞧不起的不道德行為。希羅文化的人正等待一種信仰，能填滿他們心靈的虛空。

因此當耶穌基督的福音傳揚出來時，他們發現這就是他們所等待的真理。另一方面，

希臘哲學在許多方面，主導了西方的文明，但希臘哲學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理性主義

和經驗主義的矛盾。這些哲學思考也不能給他們心靈的滿足。他們整天辯論，卻不能

真正解決問題。因此當他們接觸基督的福音，就體會到這才是人生真正的答案。 

5. 刻板僵化的猶太信仰：猶太民族經歷了被擄囯破家亡的慘痛教訓，囘歸之後變得極為 

 

教會的誕生 
 

教會的希臘文意為「召出來的一群人」，從世界被召出來，進到神的國。這字在舊約的七

十士希臘譯本中，被用來指以色列全體人民，是神所呼召的會眾。當一個人被神啟示，認

識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他就成為教會的一分子，耶穌基督要建立祂的教會。教會有

權柄進天國，且勝過陰間的權勢。 

 

五旬節聖靈降臨，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教會的誕生。福音帶著聖靈的大能迅速傳

開，當天就有三千人歸主。耶路撒冷的教會發展很快，不久就傳到猶大全地，並且到耶路

撒冷過五旬節而信的猶太人，把福音傳回流散在外的猶太人社區中。 

 

(使徒行傳 5:1-4) 五旬節那日到了，他們全都聚集在一起。 2 忽然，有響聲從天上下

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整座屋子； 3 又有舌頭如火焰向他們顯

現，分開落在他們每個人身上。 4 他們都被聖靈充滿，就按着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

國的話來。 

 

教會的使命：耶穌升天前更給門徒一個大使命，就是使萬民作耶穌的門徒(太 28:18-20)。 

a. 福音的使命：福音的路線和方向是先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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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福音的傳揚是循序漸進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b. 教導的使命：門徒訓練，要將主耶穌的道教導人遵守，效法耶穌，活出神兒子的

形像。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主後 30～ 45 年，教會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彼得與主的兄弟雅各是當時教會的領袖。當

時教會的成員,主要以猶太人為主. 在他們的心目中, 耶穌是基督是神在舊約的應許的成就. 

從信仰的角度上, 並沒有所謂的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觀念. 

 

主後 45～ 70 年，安提阿是敘利亞的首府，是當時帝國的第三大城。後來由在耶路撒冷信

主的猶大人到那裡，他們不只向猶太人，也向外邦人傳福音，是個猶太人與外邦人合成的

教會。使徒保羅和巴拿巴以安提阿為對外邦人傳福音的中心。向外邦人傳遞來自神的好消

息, 這在當時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由於他們的成員多為外邦人，保羅宣講因信稱義，不要

求外邦人行割禮，守摩西律法，與當時耶路撒冷的律法主義者發生衝突，教會為此召開會

議，解決矛盾，並達成決議。 

  

主後 70～ 100 年，以弗所是亞細亞的首府，也是東、西交通的中心，保羅在那裡講學、

牧養教會，有三年之久。有人說到了以弗所，就是到了全世界。由於保羅在以弗所講學，

吸引亞細亞的猶太人和外邦人聽信福音，因此以弗所教會的信仰真理極其紮實。亞細亞各

教會被建立，以弗所教會是為首的。當彼得、保羅殉道，耶路撒冷被毀(70AD)之後，使

徒約翰由耶路撒冷遷徙至以弗所。以弗所教會後來成為教會的中心，約翰在那裡度過餘

生，寫下約翰福音和書信。使徒約翰的到來, 更加強了以弗所的地位.  

 

羅馬成為世界教會中心，是在使徒時代之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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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e #4] 

• 使徒時代 (30 - 100） 

• 十二使徒的事蹟 

• 教會内部的挑戰 

• 猶太人的阻礙 

• 文化的差異 

• 神奇妙的預備 

• 教會外來的挑戰 

• 猶太公會的逼迫 

• 羅馬皇帝的逼迫 

• 異端的崛起 

 

 

十二使徒的事蹟 

 
1. 彼得：彼得在使徒行傳 15 章之後就很少提及，據記載，他一直在羅馬帝國的範圍內服

事教會。使徒彼得大約于公元 64 年死于羅馬尼祿(54-68AD)的逼迫之下。根據殉道者

猶斯丁的記載，彼得在革老丟年間(41-54AD)到達羅馬，竭力廣傳福音，因他熱切傳道

的影響，許多人離棄偶像，歸向真神。據說彼得以羅馬郊外的「地下墓窟」作為傳道

之所，避免引起羅馬政府的注意。後來暴君尼祿大肆逼迫，並下手捉拿彼得。根據革

利免與愛任紐的說法，保羅與彼得幾乎同時在羅馬殉道。據教父耶柔米(347-420AD)的

記載，彼得被處死前，曾對要求掌刑的：「請把我倒過來釘在十字架上，我的主曾為

我豎在十字架上，我不配像他一樣受死。」特土良是首位提到彼得釘十字架的教父，

俄利根更進一步的提到，彼得乃是倒釘十架而死。 

2. 雅各：西庇太的兒子，使徒約翰的兄弟。雅各是第一位殉道的使徒，行傳記載了他的

殉道：「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徒 12:1-2)。」優

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iensis, 270-340AD)的教會史中引用革利免的話，提到雅各在

殉道之前，喜樂盈溢，毫無畏懼。引他到審判台的人，因看到此景，深受感動而公開

承認自己是基督徒。兩人一同被帶去赴死的路上，那人要求雅各赦免他，雅各考慮了

一下，回答說：「願你平安。」並親吻他，然後他們同時被斬首。 

3. 安得烈：安得烈是彼得的兄弟，當教會在耶路撒冷遭遇逼迫時，衆門徒都分散到各處

去，安得烈遂乘船出航，四處傳揚福音。有些教會的傳統認為安德烈是西古提(俄国南

部黑海至裏海一带的野蠻人)的使徒，因此俄國教會視安德烈為護衛聖人。最終，安得

烈回到了亞該亞省的帕特拉，因他大有能力的宣道，城中的許多百性都離棄原來所拜

的偶像和假神，歸從了基督。當時，以得撒的巡撫埃奇斯獲悉此事后，親自去帕特利

城，徵得羅馬元老院的同意，要把城中凡信仰基督的百姓收監或處死，向羅馬諸神獻

祭。為了拯救城中的弟兄姐妹，安得烈主動赴難。最后被挂在 X 形的十字架上為主殉



 

《教會歴史》  Page 5 of 8 

泉谷华人宣道会主日学 

 

 

道。在那裡被釘死殉道。相傳安得烈被釘的十字架為「X」形，從此此一形式的十字

架就被稱為「聖安得烈十字架」。根據耶柔米的記載，安得烈在上十字架前，對群衆

發表了一篇精采的講論，然後毫無懼色地殉道，使許多人相信耶穌是主。 

4. 腓力：腓力也和其他使徒一樣，四處傳道。據傳他在小亞細亞的希拉波立，帶領許多

信奉蛇神的人信主，毀壞蛇神的偶像，遂觸怒官員與以迷信牟利的祭司，而將他下

獄，施以酷刑，最後被倒釘十字架而死。以弗所教會的監督波利格拉底提到了使徒腓

力和他的女兒：「在亞西亞，發光的聖徒已經沉睡，但在主顯現的末日會再復活。那

時主要從天帶著榮耀而來，再次聚集聖徒。十二使徒之一的腓力和他兩位年老守童身

的女兒，在希拉波立沉睡。腓力另一位活在靈中的女兒，則葬在以弗所。」 

5. 巴多羅買：巴多羅買是亞蘭文名字，而拿但業是希伯來文。教會傳說他在猶太國外多

處傳道和行神迹，並將「馬太福音」譯成多國語言，包括印度文。印度有傳說稱當保

羅在西亞傳教時，使徒多馬和巴多羅買開始向東方傳教，都到過印度。巴多羅買最後

在亞美尼亞被異教徒棍打、釘十字架、再用刀殺死。 

6. 多馬：多馬又名低土馬，人們稱他為「多疑的多馬(約 20:25)」。多馬則向東方人傳福

音，先後到過帕提亞，波斯和印度等地，被尊為「帕提亞使徒」和「印度使徒」。也

有傳說他曾到過中國，可惜無可靠史料證明。帕提亞是一個疆域由裏海至波斯灣的獨

立國家，多馬後來到印度，在那裡傳揚福音，建立教會。最後他在印度的卡拉明那被

異教徒捉拿，被火燒死。目前在印度不但有一些以多馬為名的教會，而且還可找到他

不少遺迹。 

7. 馬太：馬太又名利未，本是羅馬政府的稅吏，受猶太同胞恨惡和鄙視。馬太先是在本

國人中間傳道，並寫成「馬太福音」。後來他到埃及和埃提阿伯等地工作。因聖靈與

他同工，成效甚大，有時使整城整鄉的人接受救恩。最後在埃提阿伯的納達弗爾不幸

落入暴民手中，悲壯的為主殉道。 

8. 西門：西門在跟隨主之前是奮銳黨黨員，是一個狂熱的愛國分子，也是個嚴格謹守摩

西律法的人。西門除了在猶太地傳福音外，跨越亞、歐、非三洲。他先去埃及、利比

亞、毛里塔尼亞等地，后轉赴不列顛〔英國〕，深入到未開化民族中間傳揚主的救

恩。最後在波斯為異教徒所殺，有種說法是釘十字架而死，也有人說西門是被鋸成兩

段而死。 

9. 雅各：亞勒腓的兒子，可能身裁矮小或年紀比亞庇太的兒子雅各為小，故被稱為「小

雅各」。關於小雅各的下落，遺傳說他在基督徒受逼迫期間，被處鋸刑，身首分離。

另也有人說他曾到波斯傳道，在當地殉道。因聖經上僅記載了他的名字，並未記載他

的事蹟，因此人將其稱為「未被歌頌的使徒」，是許多寂寂無名的殉道者之一。 

10. 達太：達太又名猶大(不是賣主的加略人猶大)，達太先在敘利亞，後到波斯傳福音，

並廣行神跡，引領多人歸主。教會傳統相信，達太曾多次乘船遠行傳道。教父耶柔米

也曾提及達太曾到今日土耳其境內，因治癒國王押迦的重病，而將土耳其人民帶領歸

主。至終因在波斯傳福音，致使當局不滿，遂遭釘十字架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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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馬提亞：耶穌升天後，衆使徒搖簽選出馬提亞，取代了猶大的使徒職分。馬提亞原是

七十門徒中的一位，相傳他在耶路撒冷殉道，先被人丟擲石頭，後斬首而死。 

12. 約翰：根據約翰福音，約翰是主所愛的使徒，並在十字架下受託照顧耶穌母親馬利

亞。在五旬節召會成立以後，約翰、彼得和主的兄弟雅各三人，成為耶路撒冷教會的

柱石(加 2:9)。約翰寫了五卷書，被列入新約正典。約翰在多米田皇帝逼迫期間，被放

逐到拔摩海島，並在那裡看見異象，寫成啟示錄。根據愛任紐、革利免、耶柔米等教

父的記載，使徒約翰從拔摩海島釋放出來後，仍繼續在以弗所傳揚福音，建造教會。

約翰晚年滿了愛心，帶給弟兄們許多安慰。他年老不能走動時，便由人抬到聚會之

處，每次講到均提及：「小子們哪！你們要彼此相愛！」最後一次的講道，也是這兩

句話，講完之後，就在講臺上安然離世。 

 

 

教會内部的挑戰 

 
猶太人的阻礙 – 自認為神的選民，只有亞伯拉罕的子孫才與神的囯度有分，排斥外邦人

。這種門戶觀念影響教會的合一。他們無法放下對律法的必要性的觀念，也是一大挑戰。 

 

希羅文化的差異 - 希羅文化就是希臘與羅馬的混合文化，在當時所謂的文明地區是共通的

文化。相對的，任何有関猶太的傳統及信仰是被視為古板守舊，是落後的想法。還有，教

會對人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教導，在當時的奴隸及男尊女卑的社會，是很難被接受和理

解的。 

 

神奇妙的預備 – 在這挑戰的環境裏，神為教會預備了兩類人：1) 猶太移民; 他們散居在帝

國各處角落，並在各地保持原有信仰，又與當地人建立友誼。保羅宣教時總先去猶太人會

堂，先向他們傳福音，通過他們將福音傳給當地的外邦人。2) 虔誠人; 這些虔誠人是外邦

人中因不滿希臘的神話，羨慕耶和華神歸入猶太教的人。他們有著一定的舊約背景，與猶

太人一樣盼望彌賽亞。他們也成為外邦福音的橋梁。 

 

教會外來的挑戰 

 

猶太公會的逼迫及羅馬皇帝的逼迫  

 

 教會初期雖有逼迫，但是多是獨立且非大規模的區域事件。最先逼迫基督徒的是猶太人

的公會。他們屢次控告基督徒反抗該撒的命令，煽動異教徒反對基督徒。第一個屬世政權

掌政者迫害基督徒的，是希律亞基帕苦害教會中的人，殺害約翰的哥哥雅各，以及捉拿彼

得（徒 12：1-3）。基督徒受外邦異教徒的仇視，可見於彼得前書。這時候的一般人對基

督徒的態度已經到達十分仇視的程度。然而因為基督徒的信仰與當時以羅馬帝國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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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大不相同。 

 

基督信仰被帝國政府看成猶太教分支時，很少受政府的逼迫，因為猶太教是公認合法的宗

教。羅馬帝國對國內宗教信仰的政策，本是相當開明。只要教徒尊重政府當局，避免行為

不檢，就能受到寬容。當猶太教徒對基督徒的敵意乃有增無減，公開否認基督教是猶太教

分支，基督徒也否認自己是猶太教徒。兩教的區別一但劃分，基督教自然屬於非合法宗教

的部類，就開始受法律禁止了，最終遭到當時政府的迫害。基督徒所遭受的第一樁羅馬皇

帝的直接迫害，是在主後 64年尼祿皇帝（ Nero）誣陷基督徒焚羅馬城而以極殘忍的方式

殺害基督徒，揭開了羅馬帝囯對基督教的迫害。 

 

異端的崛起 

 

以便尼派(Ebionites)：這旁支在約但河以東十分興旺。「以便尼」的字意是「貧窮」。後

來，「以便尼」這名稱被侷限於熱衷猶太主義的一派基督徒身上。他們主要是猶太人的信

仰，企圖將基督教猶太化。他們強調摩西律法的重要，雖然接納耶穌為救主，但卻不信祂

是道成肉身的神，而相信耶穌是神特別揀選的僕人，因著他的順服、聖潔，而認他為兒

子。他們過著極刻苦的生活，繼續強調摩西律法的約束力，他們只接受馬太福音，排斥保

羅書信，認為保羅是摩西律法的叛徒和敵人。(Ref. 加拉太書)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使徒時代末期開始，一直到第二個世紀，諾斯底主義的異端嚴重地威脅到初期教會。諾斯

底主義源於許多不同的思想派別，外表形式也不只一種。它綜合了猶太教及古代波斯、巴

比倫、埃及等異教之神秘色彩而成，後來又參入柏拉圖的「觀念」學說，更利用了基督教

的「得救」觀念。 

 

簡單來說，諾斯底主義根據宇宙二元論，把宇宙分成靈性世界與物質世界，前者是善的，

是人生歸宿最高的境界；後者是惡的，是束縛人生的桎梏。人要得救，必須脫離物質世界

的束縛，而知識就是救人唯一的工具。這種知識（Gnosis）是一種神秘的智慧，也是神特

別的啟示，只有少數蒙恩寵的人才能獲得。且為著要從物質世界拯救出來，人必須禁欲克

己，拒絕物質的誘惑。 

 

再者，他們把人分為三類：屬靈的(Pneumatikoi)，屬魂的(Psychikoi)，屬肉體的(Sarkikoi)。

屬肉體的永遠不可得救，屬靈的是得救的，因他們是有“知識”的人，只有他們才可以得

救，屬魂的則指有得救希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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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斯底主義承認有一位崇高善良的神，是那光明的靈性世界之王，可是這不是舊約聖經的

神。舊約的神不過是一位「次等的神」，因為他創造了這「有形的惡的物質世界」。基督

卻把那靈界神的真相啟示出來，因此只有藉著認識基督才可以「得救」。可是物質世界既

是惡的，基督便不可能真正成為人身。基督在世為人，不過是幻影，看起來像人，卻又不

是真正的血肉之軀。且並非所有基督徒都有得救的「知識」，因為這種知識是秘傳的，僅

授與「特殊份子」的門徒。諾斯底主義不但利用耶穌基督的啟示，也利用保羅的教訓，特

別是像「靈與肉為敵」那一類的教訓。 

 

諾斯底主義在成為一種主義或學說之前就以不同形式存在。當時流行的禁欲派(Stoicism) 

與縱欲派 (Epicureanism)，都是從諾斯底思想為出發點，因為他們都是以物質、肉體為惡

的，因此禁欲派要嚴厲的對付肉體，縱欲派要儘量消耗它。 

 

正統基督教的宇宙論是一元的，神是個靈，他也創造了物質的世界。保羅的書信也說「身

體是聖靈的殿」。同時耶和華神是獨一無二的神，是貫乎萬有的主宰。為著抵抗諾斯底的

異端，就出現了一些信經，如直到今日仍在教會被背誦的使徒信經 (The Apostles' Creed)

就是當時為維護純正信仰被提出來的。 

 

使徒信經（The Apostles' Creed）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

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十字架，受死，埋葬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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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普天頌讚翻譯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