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500 - 1800 基督教的衰退到底是什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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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教與政治勢力日益靠攏，
二者的結合從羅馬開始，
者
合 羅馬


起初基督教是受到壓迫、少數信徒的運動，
教會在逼迫和岐視之下，學習因應各樣情況，
在其中謀求生存和擴展，
逼迫好像反倒令教會更為壯大



當迫害停止、基督教變成受人尊重，
當迫害停止
基督教變成受人尊重
進而和權力扯上關係，
由君士坦丁開始 有組織的教會具有顯著的權力
由君士坦丁開始，有組織的教會具有顯著的權力，
教會的決定甚至富有法律效力，
 在西羅馬帝國
在西羅馬帝國，最終教會完全支配了國家
最終教會完全支配了國家
 在東羅馬帝國，政權雖然沒有完全被教會控制，
但教會也被視為國家 個部門
但教會也被視為國家一個部門
從此教會就不再教化人民，而是被權力給腐敗了

主後最初幾個世紀，信徒、門徒、使徒熱心的傳福音，
後最
門
熱
傳 音
基督教迅速的增長，得到非凡的成就，
正常平穩的發展為什麼會突然停了下來…
我們查看其中主要的四個原因 (Harold Cook)：
1. 蠻夷的侵略，日耳曼、哥特、法蘭克族，
中世紀歐洲的蠻族不斷的入侵
以義大利為首的羅馬帝國，
使集中在羅馬帝國的基督教逐漸瓦解
2. 主後六百多年在阿拉伯
興起 個新的宗教叫做伊斯蘭教
興起一個新的宗教叫做伊斯蘭教，
穆罕默德跟他狂熱的追隨者積極的向遠方傳教，
征服了大部分的中東地區
征服了大部分的中東地區、
橫掃北非地區，包括埃及到摩洛哥

4. 政教合一對基督教內部改變有著莫大的關係，
有些改變尤其影響宣教 作
有些改變尤其影響宣教工作，
 神職人員、平信徒的身分等級日漸明顯，
早期的基督教是由信徒們自發的到處宣揚福音，
但是當人接受了教會的會員制度，
整個羅馬帝國名義上幾乎每個人都是基督徒，
反倒失去了與他人分享自己信仰的使命感
 真正的基督徒、掛名的基督徒就逐漸混為一體，
宣教變成是專業神職人員的工作，這些神職人員
更看重自己的地位、特權多於宣揚神的福音
當聖俗二分越來越明顯，大部份的基督徒越來越世俗時，
當
俗 分越來越明顯 大部份的 督徒越來越世俗時
在中世紀就產生了一個重大的反應，
令部份的 走向修道主義
令部份的人走向修道主義，
認為只有脫離世俗才能活出真基督徒的生命。

有些人卻受到聖靈的呼召展開宣教 (Patrick Johnstone)：
一、凱爾特 CELTIC 教會宣教動力推至歐洲，AD 500-800
在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是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凱爾特修士周遊各地，將福音傳至大部份的
大不列顛、歐洲西部地區的故事，
愛爾蘭人從未讓羅馬人征服過，反成為福音傳播的通路，
促使異教徒侵略者、及其家鄉同胞聽聞福音，
一個充滿活力、本色化的凱爾特基督教會興起，
 沒有倚仗帝王的支持而存在，更在教義和結構上
獨立於羅馬教皇之外，十字架也有一個特別形狀
 保存很多拉丁、希臘的經典文學不至被破壞，
存 多拉
希臘
學不
壞
也保存了使徒般的宣教異象，
這個異象在當時基督教世界的權力核心中
失落了，在羅馬是找不到的

Patrick 作為拓荒者，

傳道工作方法、誠摯的禱告生活、
傳道
作
摯 禱告
敬虔的品格，令愛爾蘭人印象深刻，
在歷史上他們成為強有力的傳福音的民族，
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這樣，差出許多的宣教士。
在組織上，凱爾特教會的力量在於修道院的福音架構，
修道院院長是由 Patrick 開始的，
 影響力比羅馬教會傳統架構、主教系統更為強大
 二十世紀更正教宣教，很多借鏡凱爾特教會，
他們的屬靈能力在於著重聖經研讀、
過敬虔的生活、對信仰的堅持
虔
對 仰
持
這些凱爾特的修士，
都是西方基督徒推動宣教的主要力量，
這早期的努力都不是出自羅馬。

當羅馬人在英國的勢力減弱的時候，
一隊愛爾蘭的土匪抓住羅馬的英國人並且奴役他們，
隊愛爾蘭的土匪抓住羅馬的英國人並且奴役他們
其中有一個掛名的基督徒 Patrick，在愛爾蘭
大多數是異教徒的地方服勞役，工作是養豬，
卻因著聖靈的介入，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六年以後他設法逃回法國，進入修道院，
在二十年間靈命成長，為日後終身事工
也就是領愛爾蘭歸主打好基礎
 在傳道的三十年間，藉著聖靈的大能
挫敗敵人，使傳道事工非常的成功
AD461 去世時，基督教已經取代了當地的異教
去世時
督教
取代了當 的異教

在愛爾蘭的影響，變成非常重要的歐洲宣教基地，
今天到愛爾蘭稱呼 St. Patrick
是他們的守護聖徒。

凱爾特教會的精神，在之後幾百年
對英國教會的生命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對英國教會的生命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有一班傳教士就由英倫三島航行到
德國、荷蘭、瑞士、遠至烏克蘭的基輔、冰島
 這偉大的宣教擴展因教會內部的僵化、
西歐沿海地區遭到維京人可怕的破壞而逐漸停止
當時維京人，也就是北歐的挪威、丹麥、瑞典、芬蘭，
很多都是海盜，藉著水路就進攻到修道院裡面。
很多人以為修道士就是不食人間煙火，
其實在黑暗時代的歐洲，修道院拓展到
羅馬帝國的前緣 跟蠻族的接觸
羅馬帝國的前緣，跟蠻族的接觸，
很多的修道院扮演非常重要的功能，
保存古代聖經的典籍 抄寫屬靈書籍
保存古代聖經的典籍、抄寫屬靈書籍，
在蠻族接觸的前緣做了非常美好的見證。

二、傳到中國的景教：
AD1000 景教已從敘利亞傳到伊朗、葉門，
景教
傳
葉門
橫跨中亞、蒙古、西藏、中國、印度、泰國、
緬甸，成為裏海和中國邊境間的主要信仰，
佔當時世界所有基督徒人口 24%、亞洲人口 6% 以上。
他的起源是涅斯多留，曾是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的主教，
但在 AD430 羅馬的主教會議，
因著異端的原因就把他驅逐教會，
 最大的爭議「基督的神人二性」，涅斯多留派
教導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是兩個清楚的位格
 他們就逃到今天的伊朗、伊拉克，景教演變成
今
朗
拉
景
變成
波斯形式的基督教、被稱為涅斯多留派
從那時候開始 基督教的主體已經視他們為異端
從那時候開始，基督教的主體已經視他們為異端，
對他們置之不理。

AD1500 涅斯多留派在亞洲幾乎已經消聲匿跡，

只留下少許的考古證據，問題究竟出在那裡？
留下少許的考古證據 問題究竟出在那裡
 早期的動力和異象已經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對固有傳統、教會結構的依賴，
結果就是形式主義、信仰上的混雜和妥協
 涅斯多留派教徒都是佔少數，在政治上被邊緣化，
很難維持屬靈的堅忍和決心，
去承受高度組織化主流宗教的反對和迫害
他們宣教使命的異象被壓的粉碎、教會也滅亡了。
這對今天的我們提出一個嚴正的警告 –
付
付出龐大努力去改變一個文化、似乎結了果子，
努
變
乎
但一切都可能在以後的世代中消失無影無蹤。
今天看整個的中東 中亞地區 幾乎都變成了
今天看整個的中東、中亞地區，幾乎都變成了
伊斯蘭教的世界，這是相當令人婉惜的！

AD640 穆斯林征服波斯以後，就更加深了這種隔離，

那時在伊朗、伊拉克有將近一百萬名的基督徒，
被稱為東方的大公使徒教會、或亞述東正教會的名下
 到 AD1300 大部分波斯少數民族仍是基督徒，
和穆斯林都被蒙古人統治，
差不多六百年之久，極少亞洲地區的消息
能夠越過穆斯林阻隔傳到西方


我們必須很佩服早期宣教先驅者的遠見和勇氣，
長途跋涉 歷經艱難傳揚信息 帶著聖經
長途跋涉、歷經艱難傳揚信息，帶著聖經、
神學的知識，願意學習語言、翻譯聖經的心。
千年以前涅斯多留派在宣教教會中是出類拔粹的
千年以前涅斯多留派在宣教教會中是出類拔粹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裡面記載：
景教流行是 法流十道，寺滿百城」，
景教流行是「法流十道，寺滿百城」，
這是當時非常繁華的一個景象

三、羅馬天主教修道院的運動，
傳統在西方教會跟教皇的領導下，
傳統在西方教會跟教皇的領導下
比較傾向於使用政治壓力、軍事行動
去擴展基督教，而非靠著宣講福音。
這種模式出現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黑暗時代，
伊斯蘭國家的軍事挑戰，
加強了他們這種想法 –
 伊斯蘭教奪取了基督徒
在中東、北非所有的土地，持續對歐洲造成威脅
 這種想法造成了可悲結果，
就是後來的十字軍東征，以殘忍的手段
來 十字軍東征
殘
手
對待巴勒斯坦的伊斯蘭教信徒，
宗教裁判所對付穆斯林 猶太
宗教裁判所對付穆斯林、猶太人、
更正教徒，都是非常殘忍、殘酷的

可是在這段時間托缽修會的成立
改變 這種思想
改變了這種思想，
 聖法蘭西斯在 1209 成立方濟會
 道明會在 1215 成立
這兩個修會堅持清貧、流動性、忠於傳教的精神，
產生許多宣教士精兵、充份自主的宣教體制，
以至於能大膽的向非基督徒群體傳揚福音。
另外一個就是耶穌會，對宣教發展也是有深遠的影響。
這三個修會在中國也是被大家所知道的，
湯若望、南懷仁、利瑪竇，
都是屬於耶穌會的。
藉著這些修會的成立，
羅馬天主教就產生了所謂的使命架構
羅馬天主教就產生了所謂的使命架構，
藉著這個使命架構把福音傳到地極。

修道運動有點像對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個反制的效果，
他們要更積極的去傳揚天主教的信仰，
並且把福音傳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方。
 當時西班牙、葡萄牙總人口裡接近 1% 的人，
都參與這三個修會，其中很多的前赴海外宣教，
宣教士所具有的毅力、奉獻精神另人驚訝
 其他像菲律賓、墨西哥、部分東印度群島地區，
整個人口名義上都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跟基督教當中的差異，
天
教
教當 的 異
遠遠比基督教跟伊斯蘭教是少很多的，
 基督教很多信仰傳統都是建立在天主教會上面
基督教很多信仰傳統都是建 在 主教會上面
 天主教地區聖靈在二十世紀末、廿一世紀大大運行，
很多從天主教的信仰中重生得救
很多從天主教的信仰中重生得救，
拉丁美洲就興起了很多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哥倫布 1492 發現美洲新大陸
 葡萄牙人
葡萄牙 1498 發現經由非洲來往亞洲的遠洋航線
發
非 來
遠洋 線
這兩個發現結束了歐洲與世界各地的隔離，
並突破了伊斯蘭教的強大堡壘。
當時伊斯蘭教幾乎完全控制了古代的絲路，
 從中國往西一直到歐洲大陸，
幾乎都被伊斯蘭教控制
 新大陸的發現、海權時代航海的發明，
讓歐洲又打通了跟世界各地的門戶，
全球福音運動也在這樣的基礎上再次展開及推進。


天主教會受到改革運動的影響，
天
教會受到改革運動的影響
使得在 1500 到 1700 期間向美洲、亞洲、
部分非洲 區傳福音 具備交通上的便利
部分非洲地區傳福音，具備交通上的便利，
並且激發人到這些地方去宣教的動機。

在 1500 到 1700 年之間，
更正教 馬丁路德 加爾文
更正教，馬丁路德、加爾文，
在歐洲都是忙著在教義上的辯論，
完全無心對外宣教。
天主教在這段期間，藉著
 會眾架構、主教，在歐洲這些大教堂做基地
 使命架構，藉著修會展現出來 –
訓練人講道、傳福音給非信徒，
雖然要向教廷、向羅馬回報，
可是修會在結構上有一定的自主權，
可以啟動新的拓展、制定適當的地方策略
對更正教當時兩百年忙著討論教義、
忙著辯論 幾乎沒有任何的外展行動
忙著辯論，幾乎沒有任何的外展行動，
有很強烈的對比。

然而羅馬天主教使命架構所產生的主要問題，
就是這三大傳教修會之間的惡性競爭、
是這三大傳教修會
惡 競爭
和協議瓜分不同地區以便進行宗教傳播。
這種競爭也間接的導致在中國的「禮儀之爭」，
 耶穌會主要是向高知識份子傳福音，
覺得拜祖先、祭祖對於士大夫知識份子來講，
他們只是一種慎終追遠、紀念祖先
 道明會服事的對象比較是民間基層的，
覺得這些人就是把祖先當成鬼神來拜，
沒有拜這些祖靈會回來騷擾陽間的人，
道 會
道明會就向教廷告狀
結果後來引起了所謂的禮儀之爭，
在康熙時代就把整個天主教的傳教事業
在中國就把他封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