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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教与政治势力日益靠拢，
二者的结合从罗马开始，
者的结合 罗马开始


起初基督教是受到压迫、少数信徒的运动，
教会在逼迫和岐视之下，学习因应各样情况，
在其中谋求生存和扩展，
逼迫好像反倒令教会更为壮大



当迫害停止、基督教变成受人尊重，
进而和权力扯上关系，
由君士坦丁开始，有组织的教会具有显著的权力，
教会的决定甚至富有法律效力，
 在西罗马帝国，最终教会完全支配了国家
 在东罗马帝国，政权虽然没有完全被教会控制，
但教会也被视为国家 个部门
但教会也被视为国家一个部门
从此教会就不再教化人民，而是被权力给腐败了

主后最初几个世纪，信徒、门徒、使徒热心的传福音，
主后最初
个世纪 信徒 门徒 使徒热 的传福音
基督教迅速的增长，得到非凡的成就，
正常平稳的发展为什么会突然停了下来…
常平稳的发展为什么会突然停了 来
我们查看其中主要的四个原因 (Harold Cook)：
1. 蛮夷的侵略，日耳曼、哥特、法兰克族，
中世纪欧洲的蛮族不断的入侵
以义大利为首的罗马帝国，
使集中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逐渐瓦解
2. 主后六百多年在阿拉伯
兴起 个新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
兴起一个新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跟他狂热的追随者积极的向远方传教，
征服了大部分的中东地区、
征服了大部分的中东地区
横扫北非地区，包括埃及到摩洛哥

4. 政教合一对基督教内部改变有着莫大的关系，
有些改变尤其影响宣教工作，
有些改变尤其影响宣教工作
 神职人员、平信徒的身分等级日渐明显，
早期的基督教是由信徒们自发的到处宣扬福音，
基督教是由
自
到 宣
音
但是当人接受了教会的会员制度，
整个罗马帝国名义上几乎每个人都是基督徒，
反倒失去了与他人分享自己信仰的使命感
 真正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就逐渐混为一体，
宣教变成是专业神职人员的工作，这些神职人员
更看重自己的地位、特权多于宣扬神的福音
当圣俗二分越来越明显，大部份的基督徒越来越世俗时，
在中世纪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反应，
令部
令部份的人走向修道主义，
走 修道主义，
认为只有脱离世俗才能活出真基督徒的生命。

有些人却受到圣灵的呼召展开宣教 (Patrick Johnstone)：
一、凯尔特 CELTIC 教会宣教动力推至欧洲，AD500-800
在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凯尔特修士周游各地，将福音传至大部份的
大不列颠、欧洲西部地区的故事，
爱尔兰人从未让罗马人征服过，反成为福音传播的通路，
促使异教徒侵略者、及其家乡同胞听闻福音，
一个充满活力、本色化的凯尔特基督教会兴起，
 没有倚仗帝王的支持而存在，更在教义和结构上
独立于罗马教皇之外，十字架也有一个特别形状
 保存很多拉丁、希腊的经典文学不至被破坏，
也保存了使徒般的宣教异象，
这 异象在当时基督教 界的权力核 中
这个异象在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权力核心中
失落了，在罗马是找不到的

Patrick 作为拓荒者，

传道工作方法、诚挚的祷告生活、
传道
作方法 诚挚的祷告生活
敬虔的品格，令爱尔兰人印象深刻，
在历史上他们成为强有力的传福音的民族，
在历史上他们成为强有力的传福音的民族
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差出许多的宣教士。
在组织上，凯尔特教会的力量在于修道院的福音架构，
修道院院长是由 Patrick 开始的，
 影响力比罗马教会传统架构、主教系统更为强大
 二十世纪更正教宣教，很多借镜凯尔特教会，
他们的属灵能力在于着重圣经研读、
过敬虔的生活、对信仰的坚持
这些凯尔特的修士，
都是西方基督徒推动宣教的主要力量，
都是西方基督徒推动宣教的主要力量
这早期的努力都不是出自罗马。

当罗马人在英国的势力减弱的时候，
一队爱尔兰的土匪抓住罗马的英国人并且奴役他们，
队爱尔兰的土匪抓住罗马的英国人并且奴役他们
其中有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Patrick，在爱尔兰
大多数是异教徒的地方服劳役，工作是养猪，
多 是异教
劳役
作是养
却因着圣灵的介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六年以后他设法逃回法国，进入修道院，
在二十年间灵命成长，为日后终身事工
也就是领爱尔兰归主打好基础
 在传道的三十年间，借着圣灵的大能
挫败敌人，使传道事工非常的成功
AD461 去世时，基督教已经取代了当地的异教

在爱尔兰的影响，变成非常重要的欧洲宣教基地，
今天到爱尔兰称呼
今天到爱尔
称呼 St.Patrick
是他们的守护圣徒。

凯尔特教会的精神，在之后几百年
对英国教会的生命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对英国教会的生命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有一班传教士就由英伦三岛航行到
德
德国、荷兰、瑞士、远至乌克兰的基辅、冰岛
荷
乌克
基
冰岛
 这伟大的宣教扩展因教会内部的僵化、
西欧沿海地区遭到维京人可怕的破坏而逐渐停止
当时维京人，也就是北欧的挪威、丹麦、瑞典、芬兰，
很多都是海盗，借着水路就进攻到修道院里面。
很多人以为修道士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其实在黑暗时代的欧洲，修道院拓展到
罗马帝国的前缘，跟蛮族的接触，
很多的修道院扮演非常重要的功能，
保存 代
保存古代圣经的典籍、抄写属灵书籍，
典籍、抄写属灵书籍，
在蛮族接触的前缘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

二、传到中国的景教：
AD1000 景教已从叙利亚传到伊朗、叶门，
景教已 叙利 传到伊朗 叶门
横跨中亚、蒙古、西藏、中国、印度、泰国、
缅甸，成为里海和中国边境间的主要信仰，
甸 成
海 中
境
占当时世界所有基督徒人口 24%、亚洲人口 6% 以上。
他的起源是涅斯多留，曾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
但在 AD430 罗马的主教会议，
因着异端的原因就把他驱逐教会，
 最大的争议「基督的神人二性」，涅斯多留派
教导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是两个清楚的位格
 他们就逃到今天的伊朗、伊拉克，景教演变成
波斯形式的基督教、被称为涅斯多留派
从那时候开始， 督教的 体已经视他们为异端，
从那时候开始，基督教的主体已经视他们为异端，
对他们置之不理。

AD1500 涅斯多留派在亚洲几乎已经消声匿迹，

只留下少许的考古证据，问题究竟出在那里？
只留下少许的考古证据
问题究竟出在那里
 早期的动力和异象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对固有传统、教会结构的依赖，
是
有传
教会
赖
结果就是形式主义、信仰上的混杂和妥协
 涅斯多留派教徒都是占少数，在政治上被边缘化，
斯多留派 徒
化
很难维持属灵的坚忍和决心，
去承受高度组织化主流宗教的反对和迫害
他们宣教使命的异象被压的粉碎、教会也灭亡了。
这对今天的我们提出一个严正的警告 –
付出庞大努力去改变一个文化、似乎结了果子，
但一切都可能在以后的世代中消失无影无踪。
今天看整 的中东、中 地区，几乎都变成
今天看整个的中东、中亚地区，几乎都变成了
伊斯兰教的世界，这是相当令人婉惜的！

AD640 穆斯林征服波斯以后，就更加深了这种隔离，

那时在伊朗、伊拉克有将近一百万名的基督徒，
被称为东方的大公使徒教会、或亚述东正教会的名下
 到 AD1300 大部分波斯少数民族仍是基督徒，
和穆斯林都被蒙古人统治，
差不多六百年之久，极少亚洲地区的消息
能够越过穆斯林阻隔传到西方


我们必须很佩服早期宣教先驱者的远见和勇气，
长途跋涉、历经艰难传扬信息，带着圣经、
神学的知识，愿意学习语言、翻译圣经的心。
千年以前涅斯多留派在宣教教会中是出类拔粹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里面记载：
景教流行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景教流行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这是当时非常繁华的一个景象

三、罗马天主教修道院的运动，
传统在西方教会跟教皇的领导下，
传统在西方教会跟教皇的领导下
比较倾向于使用政治压力、军事行动
去 展基督教
去扩展基督教，而非靠着宣讲福音。
非靠着宣
音
这种模式出现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黑暗时代，
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挑战，
加强了他们这种想法 –
 伊斯兰教夺取了基督徒
在中东、北非所有的土地，持续对欧洲造成威胁
 这种想法造成了可悲结果，
就是后来的十字军东征，以残忍的手段
对待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教信徒，
宗教裁判所对 穆斯林、
宗教裁判所对付穆斯林、犹太人、
、
更正教徒，都是非常残忍、残酷的

可是在这段时间托钵修会的成立
改变了这种思想，
改变了这种思想
 圣法兰西斯在 1209 成立方济会
 道明会在 1215 成立
这两个修会坚持清贫、流动性、忠于传教的精神，
产生许多宣教士精兵、充份自主的宣教体制，
以至于能大胆的向非基督徒群体传扬福音。
另外一个就是耶稣会，对宣教发展也是有深远的影响。
这三个修会在中国也是被大家所知道的，
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
都是属于耶稣会的。
借着这些修会的成立，
罗马
罗马天主教就产生了所谓的使命架构，
教 产
所谓 使命架构，
借着这个使命架构把福音传到地极。

修道运动有点像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个反制的效果，
他们要更积极的去传扬天主教的信仰，
们
极的去传扬
教的
并且把福音传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方。
 当时西班牙、葡萄牙总人口里接近1% 的人，
都参与这三个修会，其中很多的前赴海外宣教，
宣教士所具有的毅力、奉献精神另人惊讶
 其他像菲律宾、墨西哥、部分东印度群岛地区，
整个人口名义上都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跟基督教当中的差异，
远远比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是少很多的，
 基督教很多信仰传统都是建立在天主教会上面
督
多 仰
都是
在
 天主教地区圣灵在二十世纪末、廿一世纪大大运行，
很多 天主教的信仰中重生得救，
很多从天主教的信仰中重生得救，
拉丁美洲就兴起了很多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哥伦布 1492 发现美洲新大陆
 葡萄牙人 1498 发现经由非洲来往亚洲的远洋航线
发现经由非洲来往 洲的远洋航线
这两个发现结束了欧洲与世界各地的隔离，
并突破 伊斯兰教的强大堡垒
并突破了伊斯兰教的强大堡垒。
当时伊斯兰教几乎完全控制了古代的丝路，
 从中国往西一直到欧洲大陆，
几乎都被伊斯兰教控制
 新大陆的发现、海权时代航海的发明，
让欧洲又打通了跟世界各地的门户，
全球福音运动也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次展开及推进。


天主教会受到改革运动的影响，
使得在 1500 到 1700 期间向美洲、亚洲、
部分非洲
部分非洲地区传福音，具备交通上的便利，
传 音，具备交
利，
并且激发人到这些地方去宣教的动机。

在1500 到 1700 年之间，
更正教 马丁路德 加尔文
更正教，马丁路德、加尔文，
在欧洲都是忙着在教义上的辩论，
完全
完全无心对外宣教。
宣教
天主教在这段期间，借着
 会众架构、主教，在欧洲这些大教堂做基地
 使命架构，借着修会展现出来 –
训练人讲道、传福音给非信徒，
虽然要向教廷、向罗马回报，
可是修会在结构上有一定的自主权，
可以启动新的拓展、制定适当的地方策略
对更正教当时两百年忙着讨论教义、
忙着辩论，几乎没有任何的外展行 ，
忙着辩论，几乎没有任何的外展行动，
有很强烈的对比。

然而罗马天主教使命架构所产生的主要问题，
就是这三大传教修会之间的恶性竞争、
就是这三大传教修会之间的恶性竞争
和协议瓜分不同地区以便进行宗教传播。
这种竞争也间接的导致在中国的「礼仪之争」，
 耶稣会主要是向高知识份子传福音，
觉得拜祖先、祭祖对于士大夫知识份子来讲，
他们只是一种慎终追远、纪念祖先
 道明会服事的对象比较是民间基层的，
觉得这些人就是把祖先当成鬼神来拜，
没有拜这些祖灵会回来骚扰阳间的人，
道明会就向教廷告状
结果后来引起了所谓的礼仪之争，
在康熙时代就把整 天 教的传教
在康熙时代就把整个天主教的传教事业
在中国就把他封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