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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告诉我们要传讲纯正的教导，并且要远离异端。
要辨别 样东西的真假要辨别一样东西的真假，

一定要先有标准的范本做为辨识的凭据，

教会诞生期 没有完整圣经 要如何知道所谓的正统呢教会诞生期，没有完整圣经，要如何知道所谓的正统呢？

基督信仰一起初

并没有把什么 统列成教科书并没有把什么是正统列成教科书，

而是去点出基本的共同信仰核心

信仰准则、使徒统绪，
 让教会的基本信仰浮现出来
教会团体得以被领导、产生凝聚力

 和异端团体产生区隔

当异端出现的时候，教会为了

强化对内的牧养教导 对外的宣教能力强化对内的牧养教导、对外的宣教能力，

会针对基督信仰的正统内涵做出愈来愈多的厘清。

从圣经来看，教会从一起初就很清楚
信仰应当有核心的教导与宣告信仰应当有核心的教导与宣告…

异端一辞在新约希腊文里出现了九次，意思是
思想的门派、教门 (徒五17a)

教党(徒廿四5)

存心不良的分裂团体 (林前十一19a)

林前十一19a 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

之后在历代基督教的认知里，异端指的是
怀着挑战正统的心怀着挑战正统的心，

在信仰和神学上所做的偏差教导…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彼后二1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之前提过以便尼派，以下再介绍孟他努运动、诺斯底异端。

孟他努运动又被称做「新预言」，盛行在今天的土耳其，
当地自古就盛行各种民间信仰和通灵文化当地自古就盛行各种民间信仰和通灵文化。

创始人孟他努（Montanus）原本是异教神明的祭司，

神信主之后依旧会习惯性地「出神」，

在没有意识的「狂喜」状态下发预言
 AD172 开始以圣灵的名义来发布上帝的启示，

声称自己是圣灵保惠师
 所讲的预言内容并非新的启示，

而是针对基督教信仰教导所做的个人阐述

弗吕家一带的主教召开会议察验新预言的真伪，
判定很多内容不真实，禁止孟他努派的人进到教会。判定很多内容不真实，禁止孟他努派的人进到教会。

孟他努运动很快就扩散到今天的法国南部，

弗吕家主教群将决议通知法国当地的主教，弗吕家主教群将决议通知法国当地的主教，

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



孟他努运动除了看重从上帝直接领受主观的旨意，
还强调主快要再来，

因此信徒要儆醒自律，过禁欲的生活，

遵守团体所订下诸如禁食、苦修的诫命。

事实上，

所谓的新预言多半是关于生活上的道德诫律
正因主快要再来，因此教导 ─

跟随者不要害怕殉道，反而要勇敢殉道

另一个特点是允许女性的事奉，
认为事奉的权柄来自圣灵，而非透过使徒统绪
优点是成全信徒事奉，淡化圣俗之间的区隔

这个作法会加深它与主流教会之间的距离，

让主流教会更不愿意接纳女性成为神职人员。

最著名的跟随者是三世纪初的北非教父特土良…
北非属孟他努运动的教会定期召开长执会北非属孟他努运动的教会定期召开长执会，

察验信徒所领受的异梦、异象和预言，

并且留 会议记录并且留下会议记录；

特土良在教会是负责做纪录的人，肯定圣灵依然向教会说话，

为 约束并 教会的伦 生 纪律为要约束并强化教会的伦理观、生活纪律。

孟他努运动的错谬出在它的上帝论，
孟他努曾多次以上帝的身份发谕令，形同是以上帝自居。

大公教会除了谴责孟他努运动之外，也针对预言做出定义，大公教会除了谴责孟他努运动之外，也针对预言做出定义，

以《启示录》作为预言的终点
《启示录》之后 所谓预言都不是无误的《启示录》之后，所谓预言都不是无误的，

不可当成信仰追求的目标， 更不可凭圣灵之名说预言
教会开始使用信仰告白教会开始使用信仰告白，

用「使徒统绪」来支持逐渐形成的主教制度。

孟他努运动在过去得到的评价呈现两极化…

真实信仰的复一边认为它代表真实信仰的复兴，

 是对教会沦为组织化、形式化的反动

 对注重圣灵工作的信徒来说，

认为它是早期的灵恩运动
包括主流的大公教会传统则认为，

孟他努运动是在分裂教会，散播错谬的教导

凭心而论，

即便在使徒时期圣灵能力强烈彰显的时候即便在使徒时期圣灵能力强烈彰显的时候，

教会也需要组织的建立 ─

 信仰的本质不完全依赖有形的组织管理

 然而良善有智慧的组织运作并不抵触，

甚至更能彰显圣灵的带领

孟他努运动一开始的本意及教导原则
没有偏离正统信仰没有偏离正统信仰，

但后来失控 ─

太高举主观的经历 连带产生错谬的神学观太高举主观的经历，连带产生错谬的神学观。

以特土良为代表的北非孟他努运动，

却相对更看重道德操守的见证却相对更看重道德操守的见证，

对标榜主观经历的教会潮流反倒是很好的提醒。

在教会信仰教导愈来愈明确之后，慢慢势微，
到西元六世纪消声匿迹，到西元六 纪消 匿 ，

今天，教会团体中若有任何人以上帝自居，

马上会被当成是异教的行径加以隔离马 会被当成是异教的行径加以隔离

虽说重现机率不高，但是

以经验来取代信理、高举人大过于高举上帝，以经验来取代信理、高举人大过于高举上帝，

仍是教会团体中随处可见的偏差



诺斯底异端（Gnosticism）二世纪末教父爱任纽《驳异端》…
使徒约翰与诺斯底派的克林妥 有天凑巧上同 澡堂使徒约翰与诺斯底派的克林妥，有天凑巧上同一澡堂，

约翰马上往外头冲，免得上帝的降罚一起临到他

示每拿主教坡旅甲有次遇到诺斯底异端的马吉安示每拿主教坡旅甲有次遇到诺斯底异端的马吉安，

就当面称呼马吉安是「撒旦的长子」

到底可怕在哪里，以致使徒、教父避之如瘟疫？

诺斯底主义是用来形容 AD80 – 150诺斯底主义是用来形容 AD80 150
被正统教会切断关系的众多异端派系的通称，

初代教父大都把 徒八9-24行邪术的西门当成是始祖。初代教父大都把 徒八 行邪术的西门当成是始祖。

形成的时间不明，但找不到比基督教更早的著作，

 可能是基督信仰和其它宗教、人间哲学混合产生的变种可能是基督信仰和其它宗教、人间哲学混合产生的变种

 是具有犹太背景的团体在脱离了教会之后发展出来

诺斯底派出现之后 马上积极地渗透教会诺斯底派出现之后，马上积极地渗透教会，

但教会很快注意到它的威胁性，开始做防堵和对抗。

诺斯底主义派别众多，大体都拒绝旧约的上帝 ─

旧约用上帝的创造 救赎 帮助人明白旧约用上帝的创造、救赎，帮助人明白

宇宙存在目的、罪恶、苦难的来源

诺斯底派却认为 耶和华不是答案 而是问题所在诺斯底派却认为，耶和华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所在

视世界是邪恶的，称创造者「迪缪哥」─旧约的耶和华，
迪缪哥形同是太阳系最外围的土星，

形下界的最高头目，抵挡形上界的最高统帅

耶稣的灵魂来自至高上帝 与耶和华迪缪哥无关

旧约的耶和华只属形下界、不是至高上帝

耶稣的灵魂来自至高上帝，与耶和华迪缪哥无关，
 没有肉体，不过是他的灵附在一个肉体叫耶稣的人身上

 不可能经历被钉死以及肉体的复活 不可能经历被钉死以及肉体的复活

至高上帝是「不为人知的父」，若想要认识他，

除非从至高上帝的使者那里领受真知识除非从至高上帝的使者那里领受真知识。

基督就是这样的使者，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位…

采用许多基督教辞汇，窜改曲解圣经故事，混和的味道甚浓。

 基本思想是宇宙善恶二元论 也就是正邪互不称雄 基本思想是宇宙善恶二元论，也就是正邪互不称雄

主张极端宿命论，只有属灵人才会得到救恩的知识
谁是属灵人早已注定 想摆脱形下界恶灵星体的纠缠 谁是属灵人早已注定，想摆脱形下界恶灵星体的纠缠，

也必须要有隐密的「通关密码」

这套说法铁定会让人迷上占星术与巫术这套说法铁定会让人迷上占星术与巫术。

没有罪的概念，更没有代赎与赦免…
 人会犯错不是因为他有罪，乃因他「无知」

 得救的唯一管道是藉由真知识从物质界被释放出来

否认上帝道成肉身、钉十字架与复活，

一概视为邪恶的物质媒介
宗教、神学、哲学也都只是心灵层次的运作

因着对系统性教义的轻视，让诺斯底主义的因着对系统性教义的轻视， 诺斯底主义的

内涵可以像只变形虫，因时因人而异。

诺斯底派仇视整个受造界、大公教会，
也当然漠视神职圣品 教会礼仪 信经与传统 也当然漠视神职圣品、教会礼仪、信经与传统

发展出自己的教阶组织，还允许女性参与教阶
诺斯底的世界观激进地轻看今生 强调禁欲诺斯底的世界观激进地轻看今生，强调禁欲，

但有些诺斯底人的灵肉分离观反而使伦理行为脱序。

诺斯底主义
在信仰教导还未深化的初代教会，有施展魔爪的机会，

之后消声匿迹数百年，中世纪再次肆虐欧洲教会
近代启蒙运动之前，一直受到压制
过去三百五十年，西方世界历经

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演变，

 基督信仰再次受到各种思潮的挑战，

诺斯底主义又再开始抬头诺斯底主义又再开始抬头

 到今天，在欧美有「诺斯底教会」在挂牌运作



初代教会对抗诺斯底主义最重要的教父是爱任纽，
坡旅甲的学生 天主教 东正教共同敬重的教父坡旅甲的学生，天主教、东正教共同敬重的教父。

指出诺斯底主义各派教导各自为政、彼此互为矛盾，
充满人为想象，没办法对得救的通天之路有一致看法。

用「恢复说」巩固道成肉身、诺斯底人最排斥的基督信理 ─复说 诺斯底人
上帝透过他的独生子，也就是道来创造世界，

这道后来成为人，取了人性的原质，
以便扭转整个人类因亚当而遭受的败坏过程

基督重复了亚当所面对的试探，却因顺服而得胜，基督 复 ， 顺 ，
让亚当失去的上帝形象，在基督里得到逆转与恢复

整个人类在基督里经历重生，并且经历圣化整个人类在基督里经历重生，并且经历圣化

信徒经历圣化的媒介乃是领圣餐，
 反对圣餐的诺斯底派经历不到肉体的救赎 反对圣餐的诺斯底派经历不到肉体的救赎

而肉体既可以被救赎，复活也就不是一件恶事

爱任纽的「恢复说」对今天的基督徒仍旧是宝贵的教导…
信仰不是只等着上天堂信仰不是只等着上天堂，

也包括受造界的得赎 ─ 包括身体的复活和圣化
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今生 也不完全在将来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今生，也不完全在将来，

而是从今生开始一直延续到将来的圣化过程

以使徒统绪来对抗诺斯底主义…
 师公使徒约翰若曾从主耶稣领受过诺斯底主义的谬论，师 使徒 翰若曾 耶稣领受 诺斯底主义 谬 ，

他的老师坡旅甲怎可能不告诉他

使徒统绪没有让人故弄玄虚的空间 ─《驳异端》使徒统绪没有让人故弄玄虚的空间 《驳异端》

一个教会领袖多么有口才，他都不会说出不同的看法
没有人可以高过主人，也没有拙口笨舌的人会颠覆传统没有人可以高过主人，也没有拙口笨舌的人会颠覆传统

爱是真知识的记号，

 爱大过知识 比先知预言更荣耀 是众恩赐中居首位 爱大过知识，比先知预言更荣耀，是众恩赐中居首位

诺斯底所谓的知识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邪恶的骄傲

初代教会对抗异端的几个管道…
1. 教仪标准化，除了做为教导信徒的媒介，

也藉由教仪来防堵反教仪的诺斯底派渗透教会

2. 使徒统绪
3. 确认正典的范围3. 确认正典的范围

4. 以信仰准则来联系众教会
 是圣经里的核心教导

 西元二世纪，教父爱任纽
从圣经话语中整理出最早的信仰告白

 信仰准则的概念在日后进一步被具体化，

 以大公信经来呈现

 罗马教会与东正教会都认定，

信仰准则比圣经正典更早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