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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告訴我們要傳講純正的教導，並且要遠離異端。

要辨別 樣東西的真假要辨別一樣東西的真假，

一定要先有標準的範本做為辨識的憑據，

教會誕生期 沒有完整聖經 要如何知道所謂的正統教會誕生期，沒有完整聖經，要如何知道所謂的正統呢？

基督信仰一起初

並沒有把什麼是正統列成教科書，

而是去點出基本的共同信仰核心

信仰準則、使徒統緒，

讓教會的基本信仰浮現出來

教會團體得以被領導、產生凝聚力

和異端團體產生區隔

當異端出現的時候，教會為了

強化對內的牧養教導、對外的宣教能力，強化對內的牧養教導、對外的宣教能力，

會針對基督信仰的正統內涵做出愈來愈多的釐清。

從聖經來看，教會從一起初就很清楚

信仰應當有核心的教導與宣告信仰應當有核心的教導與宣告…

異端一辭在新約希臘文裡出現了九次，意思是

思想的門派、教門 (徒五17a)

教黨 (徒廿四5)

存心不良的分裂團體 (林前十一19a)

林前十一19a 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

之後在歷代基督教的認知裡，異端指的是

懷著挑戰正統的心，懷著挑戰正統的心，

在信仰和神學上所做的偏差教導…

假先知彼後二1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
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

之前提過以便尼派，以下再介紹孟他努運動、諾斯底異端。

孟他努運動又被稱做「新預言」，盛行在今天的土耳其，

當地自古就盛行各種民間信仰和通靈文化當地自古就盛行各種民間信仰和通靈文化。

創始人孟他努（Montanus）原本是異教神明的祭司，

信主之後依舊會習慣性地「出神」，

在沒有意識的「狂喜」狀態下發預言

 A.D.172 開始以聖靈的名義來發佈上帝的啟示，

聲稱自己是聖靈保惠師

所講的預言內容並非新的啟示，

而是針對基督教信仰教導所做的個人闡述

弗呂家一帶的主教召開會議察驗新預言的真偽，

判定很多內容不真實，禁止孟他努派的人進到教會。判定很多內容不真實 禁止孟他努派的人進到教會

孟他努運動很快就擴散到今天的法國南部，

弗呂家主教群將決議通知法國當地的主教，弗呂家主教群將決議通知法國當地的主教

得到他們一致的支持。



孟他努運動除了看重從上帝直接領受主觀的旨意，

還強調主快要再來，

因此信徒要儆醒自律，過禁慾的生活，

遵守團體所訂下諸如禁食、苦修的誡命。

事實上，

所謂的新預言多半是關於生活上的道德誡律

正因主快要再來，因此教導 ―

跟隨者不要害怕殉道，反而要勇敢殉道

另一個特點是允許女性的事奉，

認為事奉的權柄來自聖靈，而非透過使徒統緒

優點是成全信徒事奉，淡化聖俗之間的區隔

這個作法會加深它與主流教會之間的距離，

讓主流教會更不願意接納女性成為神職人員。

最著名的跟隨者是三世紀初的北非教父特土良…
北非屬孟他努運動的教會定期召開長執會北非屬孟他努運動的教會定期召開長執會，

察驗信徒所領受的異夢、異象和預言，

並 留 會議 錄並且留下會議記錄；

特土良在教會是負責做紀錄的人，肯定聖靈依然向教會說話，

會為要約束並強化教會的倫理觀、生活紀律。

孟他努運動的錯謬出在它的上帝論，

孟他努曾多次以上帝的身份發諭令，形同是以上帝自居。

大公教會除了譴責孟他努運動之外，也針對預言做出定義，大公教會除了譴責孟他努運動之外 也針對預言做出定義

以《啟示錄》作為預言的終點

《啟示錄》之後，所謂預言都不是無誤的，《啟示錄》之後，所謂預言都不是無誤的，

不可當成信仰追求的目標， 更不可憑聖靈之名說預言

教會開始使用信仰告白，教會開始使用信仰告白，

用「使徒統緒」來支持逐漸形成的主教制度。

孟他努運動在過去得到的評價呈現兩極化…

一邊認為它代表真實信仰的復興，

是對教會淪為組織化、形式化的反動

對注重聖靈工作的信徒來說，

認為它是早期的靈恩運動

包括主流的大公教會傳統則認為，

孟他努運動是在分裂教會，散播錯謬的教導

憑心而論，

即便在使徒時期聖靈能力強烈彰顯的時候，

教會也需要組織的建立 ―

信仰的本質不完全依賴有形的組織管理

然而良善有智慧的組織運作並不牴觸，

甚至更能彰顯聖靈的帶領

孟他努運動一開始的本意及教導原則

沒有偏離正統信仰沒有偏離正統信仰，

但後來失控 ― 

高舉主觀的經歷 連帶產 錯謬 神學觀太高舉主觀的經歷，連帶產生錯謬的神學觀。

以特土良為代表的北非孟他努運動，

看 德 守卻相對更看重道德操守的見證，

對標榜主觀經歷的教會潮流反倒是很好的提醒。

在教會信仰教導愈來愈明確之後，慢慢勢微，

到西元六世紀消聲匿跡，到西元六世紀消聲匿跡

 今天，教會團體中若有任何人以上帝自居，

馬上會被當成是異教的行徑加以隔離馬上會被當成是異教的行徑加以隔離

 雖說重現機率不高，但是

以經驗來取代信理、高舉人大過於高舉上帝，以經驗來取代信理 高舉人大過於高舉上帝

仍是教會團體中隨處可見的偏差



諾斯底異端（Gnosticism）二世紀末教父愛任紐《駁異端》…
使徒約翰與諾斯底派的克林妥 有天湊巧上同 澡堂使徒約翰與諾斯底派的克林妥，有天湊巧上同一澡堂，

約翰馬上往外頭衝，免得上帝的降罰一起臨到他

示每拿主教坡旅 有次 到諾斯底 端的 吉安示每拿主教坡旅甲有次遇到諾斯底異端的馬吉安，

就當面稱呼馬吉安是「撒旦的長子」

到底可怕在哪裡，以致使徒、教父避之如瘟疫？

諾斯底主義是用來形容 A.D.80 – 150諾斯底主義是用來形容 A.D.80 150
被正統教會切斷關係的眾多異端派系的通稱，

初代教父大都把 徒八9-24 行邪術的西門當成是始祖。初代教父大都把 徒八 行邪術的西門當成是始祖

形成的時間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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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哲學混合產生的變種可能是基督信仰和其它宗教 人間哲學混合產生的變種

是具有猶太背景的團體在脫離了教會之後發展出來

諾斯底派出現之後，馬上積極地滲透教會，諾斯底派出現之後 馬上積極地滲透教會

但教會很快注意到它的威脅性，開始做防堵和對抗。

諾斯底主義派別眾多，大體都拒絕舊約的上帝 ―

舊約用上帝的創造 救贖 幫助人明白舊約用上帝的創造、救贖，幫助人明白

宇宙存在目的、罪惡、苦難的來源

諾斯底派卻認為 耶和華 是答案 是問題所在諾斯底派卻認為，耶和華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所在

視世界是邪惡的，稱創造者「迪繆哥」― 舊約的耶和華，

迪繆哥形同是太陽系最外圍的土星，

形下界的最高頭目，抵擋形上界的最高統帥

耶穌的靈魂來自至高上帝，與耶和華迪繆哥無關，

舊約的耶和華只屬形下界、不是至高上帝

耶穌的靈魂來自至高上帝，與耶和華迪繆哥無關，

 沒有肉體，不過是祂的靈附在一個肉體叫耶穌的人身上

 不可能經歷被釘死以及肉體的復活 不可能經歷被釘死以及肉體的復活

至高上帝是「不為人知的父」，若想要認識祂，

除非從至高上帝的使者那裡領受真知識。除非從至高上帝的使者那裡領受真知識。

基督就是這樣的使者，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位…

採用許多基督教辭彙，竄改曲解聖經故事，混和的味道甚濃。

基本思想是宇宙善惡二元論 也就是正邪互不稱雄基本思想是宇宙善惡二元論，也就是正邪互不稱雄

主張極端宿命論，只有屬靈人才會得到救恩的知識

誰是屬靈人早已註定 想擺脫形下界惡靈星體的糾纏誰是屬靈人早已註定，想擺脫形下界惡靈星體的糾纏，

也必須要有隱密的「通關密碼」

這套說法鐵定會讓人迷上占星術與巫術這套說法鐵定會讓人迷上占星術與巫術。

沒有罪的概念，更沒有代贖與赦免…
人會犯錯不是因為他有罪，乃因他「無知」

得救的唯一管道是藉由真知識從物質界被釋放出來

否認上帝道成肉身、釘十字架與復活，

一概視為邪惡的物質媒介為邪 質媒介

宗教、神學、哲學也都只是心靈層次的運作

因著對系統性教義的輕視，讓諾斯底主義的因著對系統性教義的輕視 讓諾斯底主義的

內涵可以像隻變形蟲，因時因人而異。

諾斯底派仇視整個受造界、大公教會，

也當然漠視神職聖品 教會禮儀 信經與傳統也當然漠視神職聖品、教會禮儀、信經與傳統

發展出自己的教階組織，還允許女性參與教階

諾斯底的世界觀激進地輕看今生 強調禁慾諾斯底的世界觀激進地輕看今生，強調禁慾，

但有些諾斯底人的靈肉分離觀反而使倫理行為脫序。

諾斯底主義

在信仰教導還未深化的初代教會，有施展魔爪的機會，

之後消聲匿跡數百年，中世紀再次肆虐歐洲教會

近代啟蒙運動之前，一直受到壓制

過去三百五十年，西方世界歷經

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演變，蒙 義 學 義 變

基督信仰再次受到各種思潮的挑戰，

諾斯底主義又再開始抬頭諾斯底主義又再開始抬頭

到今天，在歐美有「諾斯底教會」在掛牌運作



初代教會對抗諾斯底主義最重要的教父是愛任紐，

坡旅甲的學生 天主教 東正教共同敬重的教父坡旅甲的學生，天主教、東正教共同敬重的教父。

指出諾斯底主義各派教導各自為政、彼此互為矛盾，

充滿人為想像，沒辦法對得救的通天之路有一致看法。

用「恢復說」鞏固道成肉身、諾斯底人最排斥的基督信理 ―用 恢復說」鞏固道成肉身 諾斯底人最排斥的基督信理

上帝透過祂的獨生子，也就是道來創造世界，

這道後來成為人，取了人性的原質，道 來 質

以便扭轉整個人類因亞當而遭受的敗壞過程

基督重覆了亞當所面對的試探，卻因順服而得勝，基督重覆了亞當所面對的試探 卻因順 得勝

讓亞當失去的上帝形象，在基督裡得到逆轉與恢復

整個人類在基督裡經歷重生，並且經歷聖化整個 類在基督裡經歷重生 並且經歷聖化

信徒經歷聖化的媒介乃是領聖餐，

反對聖餐的諾斯底派經歷不到肉體的救贖反對聖餐的諾斯底派經歷不到肉體的救贖

而肉體既可以被救贖，復活也就不是一件惡事

愛任紐的「恢復說」對今天的基督徒仍舊是寶貴的教導…
信仰不是只等著上天堂信仰不是只等著上天堂，

也包括受造界的得贖 ─ 包括身體的復活和聖化

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今生 也不完全在將來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今生，也不完全在將來，

而是從今生開始一直延續到將來的聖化過程

以使徒統緒來對抗諾斯底主義…
師公使徒約翰若曾從主耶穌領受過諾斯底主義的謬論，師公使徒約翰若曾從主耶穌領受過諾斯底主義的謬論

他的老師坡旅甲怎可能不告訴他

使徒統緒沒有讓人故弄玄虛的空間 ─《駁異端》使徒統緒沒有讓人故弄玄虛的空間 《駁異端》

一個教會領袖多麼有口才，他都不會說出不同的看法

沒有人可以高過主人，也沒有拙口笨舌的人會顛覆傳統沒有人可以高過主人 也沒有拙口笨舌的人會顛覆傳統

 愛是真知識的記號，

愛大過知識，比先知預言更榮耀，是眾恩賜中居首位愛大過知識，比先知預言更榮耀，是眾恩賜中居首位

諾斯底所謂的知識不是出於愛，而是出於邪惡的驕傲

初代教會對抗異端的幾個管道…
1. 教儀標準化，除了做為教導信徒的媒介，

也藉由教儀來防堵反教儀的諾斯底派滲透教會

2. 使徒統緒

3. 確認正典的範圍3. 確認正典的範圍

4. 以信仰準則來聯繫眾教會

 是聖經裡的核心教導

 西元二世紀，教父愛任紐

從聖經話語中整理出最早的信仰告白

 信仰準則的概念在日後進一步被具體化，

 以大公信經來呈現

 羅馬教會與東正教會都認定，

信仰準則比聖經正典更早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