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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十一30 他們就這樣行，把捐項
託 拿 和掃羅送到眾長老 裡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裡。

徒十四23a 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

雖然無法肯定在羅馬帝國

每個地區的教會都有長老；

但可以肯定打從教會的誕生期，

任命長老已成為大部份地區教會的常態。任命長老 成為 部份 區教會 常態

最初的教會除了長老之外，還有執事（使徒六），

長老的角色有幾分類似猶太堂會的管堂

執事在猶太教中找不到相似的前例，

在初代教會是專門負責去照顧窮人

長老與執事到一世紀末仍如同是信徒中的成員成員，，

還沒有形成一種「制度性」的階級

提前三1-7、五17-22 主教，也就是監督，

與長老還未被明顯區分開來，之後，

因著在按立神職人員的場合，

受邀的教會必須派出一位長老參與按立

面對異端時，每個教會也必須有

當家的長老來定奪教義的純正性

慢慢的，每個教會就從他的長老群當中

浮現出一個新的職份，就是主教。

從二世初開始「長老型監督 ─ 執事」雙階制度，

逐漸被「主教 ─ 長老 ─ 執事」三階制度所取代，

就是「主任牧師（兼教區長）─ 牧師群 ─ 傳道群」

這個轉變要到二世紀末才成為主流，

促成這個轉變的背後重要原因是福音的拓植

二世紀，教會開始向鄉村擴展，

都會 教為首 轄 近村莊 鎮 教 成以都會主教為首，統轄附近村莊鄉鎮的教區開始形成。

三世紀，在羅馬帝國直轄省份的都會主教，

例如羅馬、安提阿、亞歷山卓等城市的地位開始提高。

A.D.325 尼西亞會議規定，

一個教會主教的產生，必須要由

那省區裡至少三位主教來按立

該省區的大都會主教由於地位較高，

有權否決任何主教的人選

早期教會的主教人選是透過全體信徒的投票表決，

選的方法也不一而足。選的方法也不 而足

三世紀的羅馬主教法比央會當選主教，

是因為有一隻鴿子停到他的頭上，是因為有 隻鴿子停到他的頭上

結果眾人以此認為是聖靈的印證。



誕生期的教會已經出現一些路線衝突問題，包括：

家庭聚會點的領袖無法接受外在恩賜太明顯的人物家庭聚會點的領袖無法接受外在恩賜太明顯的人物，

聚會點的領袖做的是定點的牧養

傳 常 巡迴各地 傳 者外在恩賜明顯的傳道人通常是巡迴各地的傳道者

兩種身份容易起衝突。

二世紀初《十二使徒遺訓》教導

如何接待巡迴的使徒與先知巡迴 先

要求每個教會要按立長老與執事，

稱長老、執事的職份有如先知和教師，稱長老 執事的職份有 先知和教師

信徒不該輕看他們

牧會生活開始成為教會的重要一環，牧會生活開始成為教會的重要 環

當時假先知和假教師四處流竄，為害教會，

《十二使徒遺訓》特別教導教會要如何認出這等人，《十二使徒遺訓》特別教導教會要如何認出這等人

並且警告，有人會冒充先知說預言來討吃的。

女性成為任何一基督教派的主教，是遲至廿世紀才發生的事。

在初代教會乃至之後千百年的歲月在初代教會乃至之後千百年的歲月，

女性從來沒被考慮進入主教的使徒統緒裡。

女性執事是聖經可以證實的事 身分形同今日通稱女傳道人女性執事是聖經可以證實的事，身分形同今日通稱女傳道人…

羅十六1 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妹非比；

她是堅革哩教會中的女執事她是堅革哩教會中的女執事。

提前三11 女人 (女執事) 也是如此：

必須端莊，不說讒言，有節制，凡事忠心。必須端莊，不說讒言，有節制，凡事忠心。

 A.D.451 迦克敦大公會議允許年過四十的女性被按立為執事。

五世紀《使徒教規》及《使徒憲章》五世紀《使徒教規》及《使徒憲章》

提到女執事職份，任務是去服事女性的信徒

《使徒憲章》規定女性在做教導之前《使徒憲章》規定女性在做教導之前

要先得到男執事的同意，

女會友要去請教男執事或主教之前女會友要去請教男執事或主教之前，

要先得到女執事的同意

早期教會的孟他努運動、諾斯底異端均重用女性，

卻也讓主流教會對女性事奉產生負面看法卻也讓主流教會對女性事奉產生負面看法。

初代教父對女性擔任神職普遍不贊同

西元三世紀之後 有兩百年的時間西元三世紀之後，有兩百年的時間

北非教會的神學大放異彩，

影響之後 千年教會的走向影響之後一千年教會的走向

在那關鍵的兩百年裡，重視守貞與獨身的北非教會

通過許多決議，限制女性的事奉

平信徒事奉在早期教會原本很常見，平信徒事奉在早期教會原本很常見

直至第三世紀的初期，平信徒仍舊可以為人施洗、講道，

早期羅馬教會也接受這個做法。早期羅馬教會也接受這個做法

到西元三世紀中期，

使徒統緒與主教團領導的概念確立，使徒統緒與主教團領導的概念確立，

平信徒事奉就消聲匿跡了。

在教會初期有許多的殉道者，

他們殉道的日子被稱作「生日 象徵進入天國的福樂他們殉道的日子被稱作「生日」，象徵進入天國的福樂。

到了三世紀，基督徒普遍接受向殉道者祈求禱告，

認為殉道者在死後就已經到達上帝的寶座前認為殉道者在死後就已經到達上帝的寶座前，

因此可以發揮代禱說情的效力。

居普良與俄利根等教父贊同 向信徒祈求禱告居普良與俄利根等教父贊同 向信徒祈求禱告

更正教完全贊成 天上、地下的聖徒相通，

但 不贊成這種請殉道者代求的神學但卻不贊成這種請殉道者代求的神學

君士坦丁大帝讓基督信仰合法之後，

信徒開始在殉道者被殺的地點蓋起教堂來，

為他們訂下聖人紀念日，興起崇拜聖物、

崇聖骨崇拜的流行

初代教會逐漸從經文的故事中
（王下 14 十三21 太九20 徒五15 十九12）（王下二14，十三21；太九20；徒五15，十九12）

尋找根據來支持這些習俗



關於教會的增長狀況，三世紀末

全羅馬帝國約有百分之十的基督徒全羅馬帝國約有百分之十的基督徒。

大部份集中在大城市 ― 

卓羅馬、亞歷山卓、安提阿、里昂

以區域來說，

敘利亞、小亞細亞、埃及、北非等地比例最高

建立教會的方式有很多種，建立教會的方式有很多種

主教、長老或執事親自出去宣教，

或到新的教區去進行整頓和管理。或到新的教區去進行整頓和管

例如：三世紀中的羅馬主教哥尼流派了

七位主教到高盧區（法國南部）去植堂位主教到高盧區（法國南部）去植堂

非神職人員在未得之民的區域先自行開拓教會，

再要求後方大教會的領袖，再要求後方大教會的領袖

差派神職人員甚至主教前去牧養他們

初代教會在遠地宣教的部份已經有相當可觀的成果…
教會史傳，使徒多馬曾經到過印度宣教，

今天，印度南方的馬拉巴東儀天主教會，

仍舊以使徒多馬為該派的創建者。

北非腓尼基的兩位基督徒弗魯門求、愛迪修，

先將基督的福音帶給衣索比亞王，先將基督的福音帶給衣索比亞王，

王室再藉由敘利亞東正教會的幫助，

讓舉國接受基督信仰。讓舉國接受基督信仰。

衣索比亞人習慣將徒八27 39衣索比亞人習慣將徒八27-39

埃提阿伯太監的記載，

當成是基督教傳入當地的起始點當成是基督教傳入當地的起始點。

高加索地區亞美尼亞，三世紀末光照者貴勾利

在歷經亞美尼亞王對基督徒多年的逼迫之後在歷經亞美尼亞王對基督徒多年的逼迫之後，

帶領原先信奉伊朗拜火教、後來精神失常的國王信主

之後國王下令全亞美尼亞歸主之後國王下令全亞美尼亞歸主，

成為第一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

世紀後 修道士馬思拖契發明亞美尼亞字母一世紀後，修道士馬思拖契發明亞美尼亞字母，

幾十年之內聖經翻譯為亞美尼亞語

亞美尼亞的鄰國喬治亞，

從迦帕多加來的女孩尼娜，從迦帕多加來的女孩尼娜

在四世紀醫好了國王夫婦的疾病，

國王下令全國歸主，成為第二個基督教國度國王下令全國歸主 成為第二個基督教國度

國王 A.D.334 寫信給當時君士坦丁大帝，

要求他差派受過訓練的神職人員，要求他差派受過訓練的神職人員

來幫助建立喬治亞教會

東歐的保加利亞，在初代教會晚期到中世紀初期

成為以羅馬教會為首的拉丁語教會成為以羅馬教會為首的拉丁語教會、

君士坦丁堡為首的希臘語教會間爭奪的宣教工場。

九世紀保加利亞接受東正教 得以深入斯拉夫民族九世紀保加利亞接受東正教，得以深入斯拉夫民族

兩名宣教士發明了斯拉夫語字母系統，

讓整本 被 譯成 斯拉夫語讓整本聖經被翻譯成不同的斯拉夫語

三世紀中葉，因東邊亞洲的匈奴族西遷，三世紀中葉 因東邊亞洲的匈奴族西遷

原本羅馬帝國境外的歐洲蠻族受到壓迫紛紛西遷。

哥德蠻族全族西遷流竄到今天的西歐，四世紀全族因著哥德蠻族全族西遷流竄到今天的西歐 四世紀全族因著

亞流派宣教士烏爾非拉的帶領，受洗成為亞流派教徒。

烏爾非拉將聖經翻譯為哥德語，設計字母系統，烏爾非拉將聖經翻譯為哥德語 設計字母系統

日後成為許多語言的字母範本

哥德蠻族雖然一起初接受的是亞流派教導，哥德蠻族雖然 起初接受的是亞流派教導，

但兩百年之後逐漸回歸到三一正統信仰



將福音帶到愛爾蘭的是五世紀初的英國人派崔克。

年輕時被海盜擄到愛爾蘭 幾年後逃到歐洲本島年輕時被海盜擄到愛爾蘭，幾年後逃到歐洲本島，

過四十歲後領受異象，再次回到愛爾蘭宣教，

到他過世 幾乎愛爾蘭的部族都已經接受福音到他過世，幾乎愛爾蘭的部族都已經接受福音

他的信仰純正，高舉上帝的恩典，

調信仰是 生的爭戰強調信仰是一生的爭戰

隨著基督教的合法化，基督徒的人數急遽增加，隨著基督教的合法化 基督徒的人數急遽增加

米蘭敕令之後的一個世紀，基督徒的比例爆增到

帝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四、五十。帝國 十

為教導新信徒聖經真理，教會發展制式化教理問答，

規範全體教眾的信仰，也引導他們的生活。規範全體教眾的信仰 也引導他們的生活

從前，一個信徒慕道的時間可能長達三年

現在，從學習教理問答到受洗只需要四十天，現在 從學習教理問答到受洗只需要四十天

並且在復活節當天集體受洗

復活節，屬於教會節曆的一部份。

初代希臘語和拉丁語教會針對該使用猶太曆初代希臘語和拉丁語教會針對該使用猶太曆

或是非猶太曆來算復活節的日期原有不同意見；

尼西亞大公會議正式採納拉丁語教會的傳統做標準尼西亞大公會議正式採納拉丁語教會的傳統做標準，

也就是採取非猶太曆來算復活節的日期。

(春分後 第 個月圓後的第 個主日)(春分後、第一個月圓後的第一個主日)

教會節曆的目的和信理問答一樣，都是為了教育信徒。

教會早在基督信仰被合法化之前教會早在基督信仰被合法化之前，

就已經定下週日是用來崇拜，

週三與週五則是用來操練禁食與懺悔週三與週五則是用來操練禁食與懺悔

復活節、受難週、五旬節、顯聖節

陸續被被加到教會年曆中陸續被被加到教會年曆中

在發展教會曆的過程中，教會吸收了一些

猶太人 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傳統宗教節日習俗猶太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傳統宗教節日習俗，

將它們重新詮釋為基督教節日

關於初代教會的敬拜禮儀，

殉道者游斯丁描述羅馬城教會的聚會內容殉道者游斯丁描述羅馬城教會的聚會內容，

包括讀經、講道、公禱，禱告也包含了唱詩

三世紀羅馬城 聚會已有公禱辭 也允許個人化禱告辭三世紀羅馬城，聚會已有公禱辭，也允許個人化禱告辭

早期教會的聚會內容雖然大同小異，

每 儀式 唸誦的崇拜辭 存 著差但每個地方在儀式和唸誦的崇拜辭方面，存在著差異

漸漸地，不同的地區開始進行教儀的整合和標準化，

以便藉由教儀來教導信徒

今天的羅馬天主教以及東正教所承認的七大聖禮，今天的羅馬天主教以及東正教所承認的七大聖禮
在初代教會就都已經出現。

洗禮是教會最早的傳統。洗禮是教會最早的傳統

但基督徒因著受迫害，必須舉行祕密洗禮，

因此《十二使徒遺訓》允許在缺水的情況下，因此《十二使徒遺訓》允許在缺水的情況下，

奉父、子、聖靈的名為人點水三次。

初代教會的洗禮式
宣告鬼魔的勢力在受洗的 身 被除滅宣告鬼魔的勢力在受洗的人身上被除滅

為領洗的人抹油，象徵聖靈的恩膏

領 餐洗禮式後，領洗的人隨即領用聖餐

今天的羅馬天主教會還是遵循這個古早的傳統。

嬰兒洗在三世紀之前還不被普遍接納，

之後教父居普良、

強調原罪觀的奧古斯丁大力倡導，

嬰兒洗成為千年鐵律，嬰兒洗成為千年鐵律

直到宗教改革之後才出現反對嬰兒洗的宗派。

堅振禮指的是曾經受過嬰兒洗禮的人，堅振禮指的是曾經受過嬰兒洗禮的人，

在成年之後所受的正式洗禮。

早期教會將堅振禮當成領受聖靈恩膏的儀式，早期教會將堅振禮當成領受聖靈恩膏的儀式，

加強洗禮赦罪的果效。



聖餐或主餐很早就教儀化，

以屬靈的目的做根本 社交的目的次之以屬靈的目的做根本，社交的目的次之。

二世紀初開始，聖餐結束後，逐漸形成一段

集體 餐 時 「愛宴信徒集體用餐的時間，稱做「愛宴」。

《十二使徒遺訓》規定每個禮拜都要領聖餐，

紀念 救 契時除了紀念和感謝基督的救恩、在基督裡團契時間之外，

也是要提醒信徒渴慕主的再來。

三世紀開始，聖餐多了獻祭的意思

瑪一11b 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瑪 在各處 奉我的名燒香
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獻祭的人表面看來是地上的祭司獻祭的人表面看來是地上的祭司

實際上是天上的基督在天父之前為眾人獻上自己，

讓自己成為祭品讓自己成為祭品

將聖餐看成是獻祭被羅馬天主教沿用，卻被更正教所拒絕。

聖餐不僅是基督單方面的獻祭，也代表全體信徒參與了

基督的獻祭 進入與主的聯合 起將自己獻給上帝基督的獻祭，進入與主的聯合，一起將自己獻給上帝。

教父們對基督的真實臨在是如此的確信，

以致於將聖餐的餅與酒稱作不死之藥。

從教父立場與教會傳統反省，

現代的基督徒對聖餐的恩典媒介更不應輕慢，

反倒應懷著敬虔自省的心來領受。

臨終禮 雅五14 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
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

真正因著臨終抹油而得醫治的比例並不高，

因此教父們將這個教儀的重點

授職禮是按立神職人員的教儀

因此教父們將這個教儀的重點

放在認罪以及赦罪上面。

授職禮是按立神職人員的教儀，

因著使徒統緒的建立，就成了辨認使徒權柄傳承的記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