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會 歷 史



教會歷史的主要時期

• 初 期 教 會（~33 — 313）【東漢、三國、西晉】

• 國教時期 (313 -- ~ 500) 【五胡亂華/東晉、南北朝】

• 中 古 教 會 （~ 500 — 1517）【隋、唐、宋、元】

• 改 教 時 期 教 會 史（1517 — 1800）【明、清】

• 近 代 教 會 史 （1８００— 現代）【清 - 】



一、課 程 內 容
１：課程簡介 (7/16)

歷史背景: 時候滿足與神救恩的降臨

二、初 期 教 會（~33—313）
２：第一世紀的基督教會：耶路撒冷教會及使徒宣教 (7/16)

３：羅馬帝國的迫害與初期教會的教父 (7/17)

４：異端的攪擾：馬西安與諾斯底派 (7/17)

５：教會的回應：信經、正典、與使徒的傳承 (7/18)

三、 國教時期 (313-~500)

６：迫害的結束：君斯坦丁及米蘭諭旨 (7/18)

７：教會各種的反應路線：官方神學、修道隱士與多納圖派
(7/19)

８：亞流派與尼西亞公會 -- 三位一體的爭議 (7/19)

四大公會
加西頓信仰定義 -- 基督位格的爭議

９：第四世紀的教父、奧古斯丁與伯拉糾的爭議 (7/20)

10：以弗所公會：聶斯托流與大秦景教 (7/20)



四、中 古 教 會 （~500—1517）
11﹕中古時期政教發展、修道院與教皇制度的形成 (7/23)
12﹕伊斯蘭教的興起與十字軍東征 (7/23)
13：黑暗時期的修道主義、經院派神學、教堂建築 (7/30)
14 ：黎明前的黑暗：威克利夫、胡司與伊拉斯姆 (7/30)

文藝復興與人本主義

五、改 教 時 期 教 會 史 （1517—1800）
15： 宗教改革的發展 (8/13)

馬丁路德的生平與信念
16： 歐洲大陸宗教改革的發展 (8/13)

17： 天主教內部的改革及反改教運動 (8/20)

基督教與天主教信仰的比較
18： 加爾文與亞民念（預定揀選與自由意志）(8/20)

19﹕ 英倫三島的改革、衛斯理、宗派興起與影響 (8/27)

20﹕ 基督教在北美大陸的發展 (8/27)

21： 十七、八紀新興的思想學派 (9/17)



六、 近 代 教 會 史 （1８００—現代）
22： 十九世紀神學所面對的新混亂、新考驗 (9/17)
23： 異端的興起：耶和華見證人、摩門教、安息日會 (9/24)
24： 十九世紀基督教的宣教熱潮 (9/24)



歷史背景:

時候滿足與神救恩的降臨



加拉太書4：4

• 及至（那）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 But when the fullness of the time came, God sent forth 
His Son, born of a woman, born under the Law. [NASB]

• ὅτε δὲ ἦλθεν τὸ πλήρωμα τοῦ χρόνου (to pleroma tou 
chronou), ἐξαπέστειλεν ὁ θεὸς τὸν υἱὸν αὐτοῦ, 
γενόμενον ἐκ γυναικός, γενόμενον ὑπὸ νόμον 

• =》基督的降生有神所預定的特定時間及特定地點，以及
為基督降生所做的許多預備的事情。



馬太與路加的記載
馬太福音 路加福音

1:20 主的使者向他（約瑟）夢中顯現
1：21 起名叫耶穌

2：1-2 幾個博士從東方在東方看見他
的星，
2：8 他們往伯利恆去
2：11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
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
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
給他。

2：13-14 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
他就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

2：16 希律王將伯利恆附近，兩歲以
裡的都殺盡了。

2：19-23 約瑟帶著耶穌定居拿撒勒。

1:26 加百列在拿撒勒向馬利亞預告懷
孕生子。

2:1 該撒奧古斯都下令報名上冊。
2：4 約瑟、馬利亞往伯利恆。
2：7 客店沒有地方，耶穌降生在馬槽。

2：8 天使向牧羊人報佳音。
2：15 牧羊人在馬槽看到主耶穌。

2：21-38 耶穌出生8天，到聖殿行割
禮。遇到西面與亞拿。

2：39 約瑟、馬利亞回到拿撒勒。



• 馬太福音2：1-2：“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
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那生下來做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我們在東方
看見他的星。’”

• 《漢書天文志》：（漢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

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為其事大也。
」… 詔書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 … 其後卒有
王莽篡國之禍。

• 按照西方歷史，希律王在公元前4年去世。而在漢哀
帝時出現的彗星是公元前5年發生的。這顆彗星是希
律王死前一年時所發生的事，在天上有70多天。

基督降生的景星



約翰福音19：41-42“在耶穌
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
子，園子裡有一座新墳墓
，是從來沒有葬過人的。
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
又因那墳墓近，他們就把
耶穌安放在那裡。”

耶穌的受死與安葬



耶穌在十字架上救了多少人？

• 耶穌在加略山釘死十字架，埋葬了。

• 耶穌復活40天，有多少人見到他？

• 如果沒有人傳福音，有多少人能得救？

• 加拉太書4：4“時候滿足”是什麼意思？



兩約之間大事表(1)

年代（主前） 聖地統治者 聖地大事 中國大事

612-539 巴比倫帝國 605：巴比倫王尼布加尼撒
第一次攻入耶路撒冷。擄走
但以理等王公貴族青年。

586: 巴比倫王尼布加尼撒
滅猶大國。

603：老子生。

551：孔子生。

539-331 波斯帝國 538：波斯王古列下詔重建
聖殿。

444：波斯王亞達薛西准重
建耶路撒冷城牆。

372：孟子生。
350：商鞅變法

332-323 亞歷山大大
帝

323: 亞歷山大崩。希臘帝
國分為四國。（但以理書8

章）

330：蘇秦遊說
六國合縱



兩約之間大事表(2)
年代 聖地統治者 聖地大事 中國大事

323-198

BC

多利買
王朝

320：多利買一世佔耶京。

～250：多利買非拉鐵非令修七十士本（
將舊約翻譯為希臘文）。

311:   张儀倡連横。
256：秦寇周。

周亡。
246：秦始皇稱帝
206：漢高祖即位

198-165 西流古
王朝

198：西流古王佔巴勒斯坦
175：安提阿四世即位。Antiochus IV 

Epiphanes（顯現; Epimanes：瘋子）

179-157：漢文帝

165-63 哈斯摩尼
王朝

166：馬加比家族起義反西流古王朝。
165：修聖殿（約10：22，Hanukkah）

140：漢武帝即位

63－＞ 羅馬帝國 63：龐貝進佔耶京，入至聖所。
44：凱撒被刺於元老院。
37：分封王大希律（以東人）。
31：「埃及豔后」克里奧派特拉敗亡，

多利買王朝亡。
27：渥大維即該撒位，是為亞古斯督。
4：大希律死。（主耶穌降生在此之前）

5：漢書天文志記
載彗星出牽牛
70餘日

1：漢哀帝崩，外
戚大司馬王莽
立漢平帝。



基督教會史的序幕—時候的滿足（加４：４）
1、政治的演變

希臘帝國：希臘文成為通用的文字
馬加比（哈斯摩尼）王朝
羅馬帝國



2、猶太社會的派系
祭司：大祭司是馬加比家族的後代
奮銳黨：曾於耶穌年幼之時起義，反抗希律王之子。

兩千餘人被釘十字架。
文士
法利賽人
撒督該人
愛色尼人 （死海古卷的作者）

猶太人各派系的兩大共同信念：
-- 獨一的神
-- 末世彌賽亞的降臨

3、文化的影響
希臘的哲學
七十士譯本
猶太人的四散 (會堂的建立）



４、交通的發展 羅馬的道路系統 Appian Way



時候滿足

為傳講耶穌救恩而做好了準備 （傳講耶穌基
督救恩福音的必備條件）：

• 共同的語言（希臘文）

• 猶太人的四散 （會堂的建立）

• 七十士本的翻譯 （外邦人聽得懂的聖經）

• 羅馬人的修建道路 （宣教路程的方便）



初期教會（第一世紀）年代表
羅馬皇帝 羅馬主教 人物、事件 大事記 中國史籍

奧古斯都( 27BC-

14AD）
Augustus

三次報名上冊
（28 BC, 8 BC 

& 14 AD)

基督誕生(5~6 BC)

大希律亡（4 BC)

西漢平帝
（9BC-6AD)

提比留（14-37）
Tiberius

基督受難、復活。
教會成立。

王莽稱帝
（9-23）

革老丟（37-41）
Claudius

保羅書信 東漢光武帝
（25-56）

尼祿（54-68）
Nero

馬可、路加、
使徒行傳

彼得、保羅殉道
班固修《漢書》

東漢明帝
（57-75）

維斯巴仙（69-79）
Vespasian

馬太 耶路撒冷被毀(70) 班超通西域
（73-103）

提多（79-81）

多米田（81-96）
Domitian

革利免 約翰、啟示錄 迫害基督徒

特拉間（98-117）
Trajan

伊革那修 詔告普利尼有關
迫害基督徒的原則

蔡倫造紙
（105)



初期教會（第二世紀）年代表

羅馬皇帝 羅馬主教 人物、事件 大事記 中國史籍

哈德良（117-

138）
Hadrian

迫害基督徒。
諾斯底派盛行。

安東尼奴庇護
（138-161）

Antoninus Pius

庇護一世
Pius I

赫馬（~150）。
玻旅甲殉道。

迫害基督徒。
孟他奴主義。

奧利留（161-

180）
Aurelius

猶斯丁（165） 迫害基督徒

康莫德（180-

192）
Commodus

艾任紐 為復活節日期辯論

瑟弗勒（193-

211）
Severus

特土良（195-220）

亞歷山大的革利免
（200-215）。

迫害基督徒。
特土良加入
孟他奴派（207）



初期教會（第三世紀）年代表

羅馬皇帝 羅馬主教 人物、事件 大事記 中國史籍

卡拉卡拉（211-

217）
Caracalla

奧利金
（215-253）

亞歷山大瑟弗勒
（222-235）

Severus 

Alexander

厄爾班（222-230）
希伯利土
（220-235）
龐田（230-235）

同時有兩個羅馬
主教。

三國時代
(~220-280)

220：曹丕稱魏帝
221：劉備稱漢帝
229：孫權稱吳帝

加勒流（292-311）
Galerius

馬西樂（308-309） 容忍諭旨（311） 晉武帝司馬炎
（265-289）

戴亞（305-313） 優西比烏 （309-

310）
西晉八王之亂 晉惠帝

（290-307）

色弗勒（306-307）
馬新提（306-312）
理新紐（307-323）

米提阿德（311-

314）
米維亞橋之役 晉懷帝

（307 – 313）

康斯坦丁（305-

337）
希維斯德（314-

335）
米蘭諭旨（313） 東晉元帝

（318-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