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古時期政教的發展

教皇制度的形成

東西方教會紛爭



東羅馬皇帝 西羅馬皇帝 教皇 大事記 中國史籍

提阿多修二
世(408-450)

洪諾理(395-
423)

英諾聖
(401-417)

以弗所公會(431)－聶斯
托流被判為異端

馬西安(450-
457)

理奧(440-
461)

迦克敦公會(451)
教皇理奧一世會見匈奴
王阿提拉(453)

汪德爾人毀羅馬(455)

西諾(474-491) 亞古斯督祿
(475-476)

西羅馬帝國亡(476) 魏孝文帝拓跋宏
/元宏（471-499）

猶斯丁尼
(527-565)

二次君斯坦丁公會(553)

貴格利
(590-604)

隋文帝(589-604)

隋煬帝(604-618）

赫拉流(610-
641)

默罕莫德逃至麥迪那
(622)，奪回麥加
(630)，去世(632)

景教僧阿羅本抵長安
(635)

唐高祖(618-626)

唐太宗(626-648)



東羅馬皇帝 西羅馬皇帝 教皇 大事記 中國史籍

康斯坦丁四
世(668-685)

三次君斯坦丁公會
(680)

猶斯丁二世
(685-711)

回教徒入侵西班牙
(711)

康斯坦丁五
世(741-775)

查理曼攻薩克森(772)

康斯坦丁六
世(780-797)

阿德連(772-
795)

二次尼西亞公會(787) 唐德宗建中2年
（781）立景教碑

尼西弗勒
(802-811)

查理曼(800-
814)

神聖羅馬帝國建國

亨利三世
(1039-1056)

李奧九世
(1049-1054)

東西教大分裂(1054) 五代十國(907-960)

巴瑟爾二世
（976-

1025）

亨利四世
(1056-1106)

貴格利七世
(1073-1085)
厄班二世
(1088-1099)

坎特伯里大主教安瑟
倫逝世(1093)
十字軍克耶路撒冷
(1099)

趙匡胤陳橋兵變
黃袍加身（960）

貴格利八世 耶路撒冷陷(1187) 北宋亡（1127）



英國國王 法國國王 教皇 大事記 中國史籍

聖多明尼克（道明
會）(1215)
聖法蘭西斯（方濟
各會）(1226)

阿奎諾逝世(1274)

岳飛（1103-

1142）

艾德華一世
(1272-1307)

菲利浦四世
(1285-1314)

十字軍結束(1291) 忽必烈可汗
(1257-1294)

艾德華二世
(1307-1327)

菲利浦五世
(1316-1322)

若望22世
(1316-1334)

教皇「被擄巴比倫」
(1309)

艾德華三世
(1327-1377)

菲利浦六世
(1328-1350)

英法百年戰爭
(1337-1453)

明太祖 (1368-

1398)

理察二世
(1377-1399)

查理五世
(1364-1380)

貴格利11世
(1370-1378)

教皇被擄時期結束
(1377)



英國國王 法國國王 教皇 大事記 中國史籍

亨利四世
(1399-1413)

查理六世
(1380-1422)

威克里夫逝世(1384)

約翰胡司任布拉格
大學校牧(1402)

明成祖永樂
（1402-24）

亨利五世
(1413-1422)

馬丁五世
(1417-1431)

胡司被焚殉道(1415)

亨利六世
(1422-1461)

查理七世
(1422-1461)

猶金四世
(1431-1447)

聖女貞德被焚(1431)

突厥人陷君斯坦丁
堡，東羅馬亡
(1453/5/29)

亨利七世
(1485-1509)

查理八世
(1483-1498)

亞歷山大六
世（1492-

1503）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1492)

亨利八世
（1509 -

1547）

李奧十世
（1513 -

1521）

馬丁路德張貼９５
條（1517）

明武宗正德
（1506 -

1521）



476 AD 的地中海沿岸地圖

Ostrogoth: 東哥德王國
Visigoth: 西哥德王國
Frankish：法蘭克王國
Sassani:（波斯薩薩尼帝國）
Vandal: 汪德爾王國

波羅特人

匈奴人

斯拉夫人
日耳曼人

安格魯-薩克森人



西羅馬的敗亡 -- 蠻族入侵

• 北方﹕日耳曼族、東西哥德人。

• 西方﹕汪達爾人、法蘭克人、撒克遜人

• 東方﹕蒙古種匈奴人

• 羅馬教皇利奧一世﹕（452）匈奴人，
（455）汪達爾人

• (476)日耳曼將軍歐多艾瑟（Odoacer）廢
西羅馬皇帝亞古斯督祿（Augustulus），西
羅馬亡。



教會對抗蠻族的兩大柱石

• 修道會的建立：本篤會 （Benedictines）

• 教皇制度的發展成形



修道會的建立：本篤會

• 建立修會規則：持久（Permanence）及順
服（Obedience）。

• 修道士的三個誓詞：順服、貞潔、窮困。

• 修道士每日兩餐，必須要勞動。

• 每天禱告８次（詩119：62）。

• 因求自給自足，造成對歐洲經濟的正面影響。

• 修道會的規則因後成為教皇的大貴格利而對
天主教有深刻影響。



教皇制度的發展成形

• 耶路撒冷教會﹕猶太獨立戰爭（70AD) 後失去領導地位。

希臘語系的主要教會﹕
• 安提阿教會﹕ 使徒時代的宣教中心，許多希臘及小亞細亞

教會的母會。
• 亞歷山大教會﹕ 羅馬帝國第二大城，東方基督教哲學思想

中心，著名的神學院，傑出的神學家，影響希臘語系的東
方教會。

• 君斯坦丁堡教會﹕ 君斯坦丁大帝於324ＡＤ，由羅馬遷都
到此，這教會的重要性，來自於皇帝。

拉丁語系的主要教會﹕
• 羅馬教會﹕ 天主教的傳統認為是彼得所創立，彼得、保羅

在此殉道，數位傑出的主教致力於正統教義的確立，更使
羅馬教會的地位提高。



羅馬教會主教長爭取領導地位

（4、5世紀）
• 羅馬教會雖然在拉丁語系教會中有顯著的地位，但是在東

方希臘語教會的神學討論中並沒有超越其他大教會。

• 教皇利奥一世（440-461）在445宣布(445年是羅馬天主教
的開始)：

– 教會擁有賜予和收回救恩之權；使徒彼得有天國的鑰匙。
(太16:17-19)

– 羅馬主教是普世教會的最高領導；他繼承使徒彼得為所
有信徒的教宗(原意是父親)。

• 利奧一世對抗歌德人、汪達爾人、匈奴人的入侵。因此成
為原西羅馬範圍內的政治領袖。



羅馬教會主教長爭取領導地位
（6、7世紀）

羅馬教皇大貴格利（590-604）590年羅馬主教貴格利堅定了
教宗的職位和教階制度 (但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方教會
一直沒有接受教宗的最高領導權)。
他宣稱教皇是「上帝眾僕之僕!」

• 第一位由修道士成為教皇的人。
• 第一位正式取得政治大權的教皇（指派行政首長、整軍、

締約）。
• 劃分教會行政管理區，教育全民、救濟貧窮、伸張正義。
• 神學方面﹕自認是奧古斯丁的信徒

– 聖餐是將基督再度獻上為祭。
– 已故聖徒多餘的功德可幫助我們。
– 煉獄的存在。
– 信徒可以獻彌撒，使死去的親人減短在煉獄的時間。



教皇制度的逐漸腐敗

• 教皇逐漸被權貴家族控制

• 同時有二、三位教皇，彼此之間鬥爭、謀害

• 教皇有情婦、私生子

• 最年幼的教皇只有十五歲

• 地方主教有用錢購買



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的分裂

• 1054年7月16日是教會

歷史的一個分水嶺。

• 羅馬教皇李奧九世與

君士坦丁堡主教長色儒

拉流一世（Michael Cerularius I）在君士坦丁堡

的聖索菲亞大教堂，互相開除對方教籍

（excommunication，意味著判決對方下地獄）。

• 因此正式的造成了近1000年的東西方教會分裂。



• 教皇李奧九世，德國人，於1049

年2月12日就任教皇，1054年4月
19日逝世。

• 君士坦丁堡主教長克儒拉流一世
於1043年即位，1059年逝世。

教皇里奧九世

君士坦丁堡主教長克儒拉流一世



導火線
• 來自挪威的諾曼人，在征服法國西北岸的諾曼第之後，於

11世紀南進，在意大利南方的西西里建立殖民地。他們因
此對意大利中部的教皇領地產生威脅。教皇李奧九世決定與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三世聯合，去進攻諾曼人。但是，亨
利臨時撤軍，李奧的軍隊不堪一擊。在1053年6月18日，李
奧九世被諾曼人俘虜。

• 但是，諾曼人也是基督徒，所以，他們只軟禁李奧，還允許
他與外界保持聯繫。直到次年3月，諾曼人將李奧釋放。但
是，他在回到羅馬後一個月，也就是1054年4月19日逝世。

• 對諾曼人的戰爭卻引起了教皇與君士坦丁堡為首的東方教會
之間的糾紛。自第八世紀以來，因為希臘人的貿易與移民，
在意大利南部以及西西里島的教會都隸屬於東方教會。



• 李奧九世在1054年送了一封信給色儒拉流一世，信中大量
引用（ Donation of Constantine）這個文件。指稱該文件
店內容是真實的記載。【所謂“君士坦丁的捐贈”應該是第
八世紀的一份偽造的文件，宣稱君士坦丁大帝在第四世紀
時，將羅馬以及羅馬帝國西半部的統治權轉交（捐贈）給
教皇。】李奧九世在信中以此為據，宣布唯有聖彼得的繼
承人（羅馬主教）才是所有教會的首腦。

• 信中的強烈語氣，自認教皇的權威性使得原本就複雜的羅
馬與君士坦丁堡的關係更為困難。而色儒拉流更視之為無
禮的挑釁。他關閉所有在君士坦丁堡的拉丁（西方）教會
，並提出對羅馬教皇的信仰質問，其中特別指出聖餐的 “

錯誤”。

• 在李奧逝世之前，他差派教皇特使團，由樞機主教洪伯特
（Cardinal Humbert）帶隊前往君士坦丁堡，要與色儒拉
流談判有關於他在君士坦丁堡對拉丁教會所採取的行動。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nation_of_Constantine


• 這個特使團在1054年4月到達君士坦丁堡，與主教長及東羅
馬皇帝舉行數次的談判都沒有達成協議。

• 7月16日，在色儒拉流正在聖索菲亞大教堂主持彌撒時，洪伯
特到達教堂，在全體會眾多面前，他以激動的態度，嚴詞攻
擊色儒拉流，並大量的引用“君士坦丁的捐贈”文件裡的內容來
強調羅馬教皇的至高性。然後，他拿出一份事先預備好的教
皇敕令（顯然是在離開羅馬之前就寫好的），宣布開除（
excommunicate）克儒拉流的教籍。他將教皇敕令放在聖索
菲亞教堂的祭壇上，然後轉身離開。

• 其實，李奧九世已經於4月19日逝世。這份敕令雖然確實是李
奧所寫。但是，因為教皇已經逝世，其合法性後來也被質疑
。但是，色儒拉流馬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在當場也宣布
將洪伯特及他的特使團成員全部開除教籍。主教長也正式宣
布拒接接受教皇的至高地位。這個舉動就正式的將東西方教
皇分裂為二。



東西方教會分裂的主要原因

原因 東方教會 西方教會
政治的對立 拜占庭（東羅馬）帝國 神聖羅馬帝國
教皇的權威 君士坦丁主教長是教會僅次於

教皇的主教
羅馬主教是所有教會的首位，
掌管所有教會

神學的發展 迦克頓公會後不再有發展 經由爭論與擴展繼續發展神學

聖靈的辯論 相信聖靈由父而來 相信聖靈由父、子而來
聖像的爭議 在120年爭論後，決定聖像

（但僅畫像，而不是雕像）可
以在崇拜時使用

多次介入東方教會對聖像的爭
論。認為雕像也可以使用

聖餐的看法 認為基督所說的是“奧秘”，
信徒不應以有限的頭腦去探求

認為基督身體實質的存在與餅
杯之中。

東西方教會之間在政治，文化與信念上多年來已經潛在的有許
多的差異與爭論，洪伯特特使團只是將冰山的一角特別的顯露
出來。下面的表格將東西教會分裂的主要原因簡單的列出來。



1965年的“和好”

• 東西雙方的互相開除教籍一直“有效”到1965年。在前
一年，教皇保祿六世與主教長雅典納格拉（Patriarch 
Athenagoras）在耶路撒冷會面。當時決定在1965年雙
方同時舉行收回開除教籍敕令的儀式。

• 因此，在1965年12月7日，羅馬公教教皇保祿六世與希
臘正教主教長雅典納格拉一世共同主持了取消900前開
除教籍的儀式。

• 保祿六世剛剛結束了第二次梵蒂岡公會，他在羅馬宣讀
了公告，而同時在伊斯坦堡，也舉行特別儀式。雙方正
式在911年之後“和好”。



東正教的現況

• 東正教是第二大的基督
教會。估計有2到3億信
徒，主要分佈於巴爾幹
半島、東歐及中東。

• 東正教在以下國家佔人
口一半以上：白俄羅斯、
保加利亞、塞浦路斯、
喬治亞、希臘、馬其頓、
摩爾多瓦、黑山、羅馬
尼亞、俄羅斯、塞爾維
亞及烏克蘭。 深藍色為人口一半以上

為東正教信徒的地區



東正教的信仰

• 東正教對三位一體的信念與天主教及更正教相同。

• 東正教相信所有進入天堂的都是聖徒，但是聖徒當中，有
些是神特别顯示的。

• 其中最特别的是神母馬利亞。神母乃是舊約約櫃的成全。
約櫃内裝有舊約。神母却有以基督所帶來的新約。因此，
東正教特别敬重馬利亞。

• 東正教相信，基督從受孕開始就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因此，馬利亞被稱為神母。這是對基督神性的肯定。馬利
亞終其一生都是童貞女，没有受到懷孕生子的破壞。

• 聖禮是“神聖的神秘”（theosis，sacred mysteries），
是人與神神秘的聯合。聖禮有七種（與天主教相同）。



俄羅斯正教的起始

• 教義承續希臘正教。

• 保加利亞沙皇波利斯一世 Boris I 於

864年接受基督教。

• 第九世紀末，斯拉夫民族之摩拉維亞
王國 (Moravia，東捷克）接受東羅馬
的宣教士Cyril 所創造的斯拉夫字母
（Cyrillic Alphabets)，翻譯聖經並接
受東正教。

保加利亞沙皇
波利斯一世

第九世紀的
保加帝國



俄羅斯正教後續發展
• 第十世紀，俄羅斯大公爵 Vladmir 娶東羅馬皇帝之妹而受洗

並強迫百姓入教。成為東羅馬教區，並立為國教。

• 十三世紀，俄羅斯亡於蒙古，二百

年間教會成為凝聚民族之力量。

• 十五世紀，突厥人攻破拜占庭，亡東

羅馬。俄羅斯脱離蒙古統治，宣告莫

斯科為第三羅馬，是東羅馬帝國及希

臘正教的傳承者。皇帝以“沙”皇（凱撒的音譯）為稱號。

• 十八世紀，彼得大帝設“最神聖管理議會”為教會之首，代
替莫斯科主教長制。教會享有特權，以致腐化.

• 二十世紀，俄國革命後，教會受到大逼迫。蘇聯解體以後，
東正教恢復運作。



東正教如何看其他的基督徒

• 所有非東正教的基督徒都被視為從東正教直接或
間接分裂出去的信徒。

• 他們不是正統教會的一部分，而是没有在有基督
耶穌經由他的門徒所教導的基督信仰與神學上得
到完全的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