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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時期
的

修道主義、經院神學、
教堂建築



年代 人事

1054 東西方教會分裂

1095 – ca.1270 十字軍八次東征

1093-1097 安瑟倫（1033-1109）任坎特伯利大主教

1224-1274 阿奎那

1237 蒙古人侵俄

1271 馬可波羅東逰

1329-1384 威克里夫

1337-1453 英法百年戰爭/聖女貞德殉道（1431）

1347 歐洲黑死病流行

1371-1415 約翰胡司

1453 突厥陷君士坦丁堡

1453-1486 英國玫瑰戰爭

1492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10/31/1517 馬丁路德張貼95條與威登堡教堂



Ａ、修道主義

在中古貨幣經濟造成人口集中城市，貧富差距
拉大。

修道院的自立生產，一方面形成對抗貨幣經濟
的弊病，另一方面也回應了一般平民的需要。

當然，修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能脫離塵世，專
心進行靈命的進修。



本篤會（Benedictines，
成立於第六世紀）

• 聖本篤修會（Order of Saint Benedict，O.S.B.), 的神父
與修士必須遵守聖本篤（c480 ～c547）的規則（ 將禱告、
勞力生活、學習結合）來生活，是傳承在義大利與法國
（高盧）的最早傳統修道主義。

• 本篤會在各修道院之間沒有隸屬關係，修會只是個聯合會
的性質。

• 在查理曼時代（第九世紀）

本篤規則基本上是所有西歐

與北歐的修會的使用規則。

• 本篤修會到12世紀開始逐漸衰退。

本篤修會的原始發源地
Montecasino



十三世紀的新修會

• 方濟格會（小兄弟修會）是聖方濟格（法蘭西斯）
在13世紀因為在一次異象中聽到神要他重建“我
的教會”而創立的。方濟格修士的特點是生活簡
樸，經常懺悔，一生守貧，幫助窮人。

• 道明會（傳道人修會）是13世紀初由於聖道明
（多明尼克）看到人們需要受教育而建立的修會。
道明會修士以傳道與教導來使人的靈魂得救為主
要職責。今天，許多天主教的教育機構都是道明
會所負責。



方濟格會（Franciscans,1209）

聖法蘭西斯（方濟格）的父親是一富有商人。他原名約翰
（Giovanni），但因母親為法國人，被玩伴稱為「小法國人」
（Francesco），以後世人均以此名稱之。他因個人的經歷，
而決定放棄承繼父母的財產。

1209年突聽到有人讀馬太福音10：7-10，讓他豁然驚醒，知
道貧窮不只是一種自律（可認同真正貧窮人），還可以同時
傳福音。

後來他得到教皇英諾聖三世的批准，成立「小兄弟修會」
（Friars Minor）,以傳道、唱詩及乞討傳遍西歐。他於
1226年過世，死後卻被遷葬於Assisi山上一大教堂內。

方濟各修士蒙特高維諾在元世祖忽必略時，曾為大都總主教。



Basilica di San Francesco d’Assisi

意大利中部阿西西的
聖方濟格宗座大教堂

鳥瞰塔斯坎尼
Tuscany 農村



道明會（Dominicans，1215）

創辦人為聖多明尼克。正式名稱為「傳道人修會」
（Order of the Preachers）。

除守貧窮與乞討外，他們為了辯駁異端，也看重學習。他
們的重點是傳道、教導、與學習。守貧只是一種手段，而
不是目的。

他們在巴黎與牛津建立修會，其修士多有成為兩名校的教
授。



Ｂ、經院神學 Scholasticism

主要代表：

• 安瑟倫（Anselm of Canterbury,1033-

1109）：英國人，坎特伯利大主教

• 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
意大利人，“教會博士”



安瑟倫（1033-1109 ）

（本篤會修士，坎特波利大主教）
「我相信我才能理解」 credo ut intelligam

• 《神的存在》「那沒有辦法可以想像更大的」必
定存在。

• 《神何故成為人》犯罪的人所受的懲罰是因被犯
的人的重要性而有所不同，得罪神的懲罰應是無
限的重大，沒有比神小的可以承受。人犯的罪，
若不是人就無法代替。所以神必須要成為人，來
承受得罪神的懲罰



安瑟倫

圖解三位一體



阿奎納
1225 年生於西西里島，父親為蘭都爾夫
男爵（Landulf of Aquino），其母為神聖
羅馬帝國皇族。其叔為本篤修道院院長。

16歲時進拿坡里大學，在期間受到道明會
的影響。因而想要加入道明會。他的兄長
將他帶回家裡，軟禁有一年之久。其間甚
至以色誘之。後逃離，因教皇英諾聖四世
介入，在1244年被允至科隆的道明學校修
習神學。1245年轉至巴黎大學。

1248年畢業後回到科隆。在期間，阿奎納開始以亞里斯多
德的哲學來應用於神學。
1252年回到巴黎修碩士學位。



1256年開始在巴黎與羅馬教授神學，並為教皇顧問。
1269 -71，阿奎那除了以上的事務外，也成為法王路易八
世的國策顧問。
阿奎那仍每天都講道，並著筆寫「神學總論」Summa 

Theologica 一書。
天主教會要按立他為納波里總主教，及本篤會院長，但
他都沒有接受。
1274年3月7日，阿奎那在赴里昂二次公會的路上因體弱
多病而去世。

1323年，天主教封聖。
1567年與安布羅修、奧古斯丁、耶柔米及貴格利一世並
立為五大拉丁教會博士（Doctors of the Church)。
1879年教皇李奧十三世下令所有天主教神學院及大學都
要以阿奎納的神學為教導原則。



阿奎納的哲學思想－認識論
epistemology

阿奎納相信“任何有關真理的知識都需要有神的幫助”，但是
他也相信“人不需要神的啟示就可以知道許多的事務”。

• 真理可以由理性（自然啟示）與信心（超自然啟示）而可以
得到。超自然的啟示是經由先知、聖經而得知。自然啟示則
是由人的本性而可以得知。有些的真理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由
理性而得到。他認為由理性來證明神的存在就是一個例子。

• 雖然人可以由理性來導出神的神性與存在（獨一、信實、良
善、全能、全知），有些的部分卻是一定需要特別的啟示
（如：三位一體）。他認為特別啟示就有如在神在耶穌基督
身上所啟示出來。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部份，如三位一體、
道成肉身，則只有在天主教的教導及聖經上才能得到。

• 超自然的啟示（信心）與自然的啟示（理性）是相輔相成的，
因為兩者都是與真理相關。



阿奎納的神學思想
神學的最終目標乃是用理性去了解有關神的真理，並經由這
真理去經歷救恩。
神的本性
• 神的存在並不是不求自明，也不是無法證明的。在「神學

總論」 中，他用五種方法來證明神的存在。其中最有名的
是「（終極的動力）。

• 有關神的本性，他認為最佳的方法乃是以「神不是什麼」
來考慮
– 神是單純的，沒有組成的成分，例如靈魂與身體，或物
質及形式。

– 神是完全的，不缺乏任何的事。
– 神是無限的，不像受造物的有限。這種的無限與大小及
數量上的無限並不相同。. 

– 神是不變的。他的本質與本性不會轉變。
– 神是獨一的，並不在神本身中有所分化。神的獨一性意
味甚的本質就是神的存在。



阿奎納的神學思想

三位一體的本性

• 神雖然是全然的獨一，卻也是全然的「三位互相關聯的位
格」。這三位格 (父、子、聖靈) 是在神本質之中形成其關
係。父在永恆中經由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 ）的關係
而生子（道）。因這永恆的「生」而產生永恆的聖靈。

• 三位一體存在於世界之外。超乎受造的世界， 但是三位
一體的神也決定要將神自己及神的良善，經由道成肉身的
耶穌基督，以及住在人心中的聖靈，來告訴人類。



阿奎納的神學思想
耶穌基督的本性
• 基督的道成肉身是為了要將人靠自己無法達成的「罪的汙

染」除去。「神的智慧」判定神必須成為人，如此者以為
可以同時讓人恢復當初受造的景況，又可滿足神的要求。

• 阿奎納指出神一切的豐盛乃是基督存在不可分割的部份。
但是，基督有真正人的靈魂（理性）。基督的兩性同時又
可分辨的存在於一個真實的人的身體。

• 簡而言之，「基督有一個真實的身體，與我們相同，一個
真實的理性靈魂 ，並同時是完全的神」。所以基督的神
性與人性是合一的，又可分的。

變質論
• 阿奎那倡導聖餐的成分(餅、杯)在祝福後變質,成為基督的

肉身與血.



C. 教堂建築

• 羅馬式 Romanesque 教堂

• 哥德式 Gothic 教堂



羅馬式建築 Romanesque

–長型的聖堂：為區分主持禮拜的聖品人員與一
般信徒

–石屋頂（拱圓形）：為支撐其重量，必須要增
加牆的厚度，因而其門窗均比較小，教堂內的
光線比較陰暗

–鐘樓（belfry）



羅馬式教堂





哥德式 Gothic 建築

• 將拱圓形的屋頂改為尖型的屋頂

• 加建屋樑（ribs），使屋頂的重量由教堂四角的棟
樑支撐，而不需整面牆的支撐

• 將鐘樓與教堂主體分離，減輕其負擔

• 室內空間與教堂高度都增加，使信徒進入即有崇
拜的氣氛

• 由於牆不再需要支撐重量，教堂可以有大的窗子，
以彩色玻璃來一方面增加神秘的光線效果，又可
以用來描述聖經故事或聖徒生活。



巴黎聖母大教堂 Cathe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





倫敦西敏寺大教堂
Westminster Abbey

London, England



Barcelona, Spain

巴塞隆納聖家宗座大教堂
Basilica Sagrada Familia

（consecrated in November 

2010 by Pope Benedict XVI）
巴塞隆納聖十字主教座堂
Cathedral of Holy Cross 

and St. Eul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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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討論

你同意“變質論”嗎？你對聖餐的餅、杯有
什麼看法？是否應該分享同一個杯？

• 林前11：25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
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
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 I Cor 11：25 In the same way He took the cup also after 

supper, saying, “This cup is the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do this, as often as you drink it, in 

remembrance of 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