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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足跡
教會史簡介(2)

1.亞味農及西方大分裂 (14至15世紀)亞味農及西方大分裂 ( 至 世紀)

2 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 (1 至1 世紀)2.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 (15至17世紀)

3.新思潮的興起 (17至18世紀)

4 近代教會 (19至20世紀)4.近代教會 (19至20世紀)



亞味農及西方大分裂

• 1300年，教宗波尼法8世宣佈首次聖年。



• 1301年，波尼法8世與法王衝突，其後死去。

• 1305年，法藉教宗克來孟5世遷到法國亞味農居
住 此後 共7名教宗居於法國 至1377年 史住，此後一共7名教宗居於法國，至1377年。史
稱巴比倫流亡期。

• 教廷被法國操控，花費日增，教宗設法增加收
入，導致歛財。入 導致歛財



西方教會大分裂

• 1378年，烏爾斑6世在羅馬被選。

西方教會大分裂

年 烏爾斑 世在羅馬被選

• 法王擁護另一位教宗克來孟7世，在亞味農。

• 1409年，比薩會議，再選出第三位教宗。

• 1417年，康士坦丁(Constance)大公會議，三位
教宗先後退位，新教宗瑪爾定5世繼位，大公運
動(大公會議凌駕教宗)興起。

1431至1443年 翡冷翠大公會議 本欲探討大• 1431至1443年，翡冷翠大公會議，本欲探討大
公運動，但沒有成果。



其他當代事件

• 英法百年戰爭 (1337 至
1453年)。黑死病(1347年1453年) 黑死病(1347年
至1351年) 。

• 發現新大陸(1492年) 。

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入• 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入
侵，拜占庭帝國亡(1453
年)年) 。

• 教宗威望下降，社會混教宗威望下降，社會混
亂。封建制度瓦解，西
歐進入君主集權制度。歐進入君主集權制度。



黑死病

君士坦丁堡陷落



文藝復興(15世紀中)

著名的藝術家：米高安捷奴、
達文西及拉斐爾達文西及拉斐爾。



文藝復興前 文藝復興後



文藝復興前 文藝復興後文藝復興前 文藝復興後



文藝復興前

文藝復興後



文藝復興時代的教宗

• 教宗私德不佳，教廷需要大量錢財。意大利內
戰，對土耳其戰爭，興建伯多祿大殿。

• 裙帶關係，姘居，買賣聖職，私生子，贖罪
卷 對神職抽稅 教宗生活奢華卷，對神職抽稅，教宗生活奢華。



16世紀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背景

• 教廷出現腐化的情況

民間迷信流行 禮儀僵• 民間迷信流行，禮儀僵
化，形式主義

• 國家主義興起

• 人民主義興起，印刷術
流行

• 贖罪卷的問題



馬丁路德的改教（路德宗）

•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張貼95
篇短文，反對大赦。1520年，教廷發表詔篇短文 反對大赦 1520年 教廷發表詔
諭，但路德將之焚燬。1521年，路德被開除
教籍。他逃到了瓦特堡，並翻譯聖經。教籍。他逃到了瓦特堡，並翻譯聖經。



馬丁路德的改教（路德宗）

1529年斯拜爾會議 德皇宣佈不容路德派再擴• 1529年斯拜爾會議。德皇宣佈不容路德派再擴
張，但被不少王侯反對。這是他們被稱為「抗
議教 P 的由來議教」Protestant的由來。

• 1530年發表奧格斯堡信條。1555年奧格斯堡信1530年發表奧格斯堡信條 1555年奧格斯堡信
條和議：屬誰管轄，便得信奉誰的宗教。
1580，路德教派編成協同書，成為路德宗的信1580，路德教派編成協同書，成為路德宗的信
仰大綱。

• 承認宗徒信經，尼西亞信經，亞大納削信經。
因信稱義，唯獨信心。唯獨恩寵。唯獨聖經，因信稱義 唯獨信心 唯獨恩寵 唯獨聖經
不承認聖傳。人人皆可為司祭。承認聖洗和聖
餐兩件聖事。承認耶穌真實臨於聖體聖血之餐兩件聖事 承認耶穌真實臨於聖體聖血之
內，但不承認「質變說」。



馬丁路德的改教（路德宗）

• 主要包括德國北部和北歐諸國。教會制度並不統
一。一。



馬丁路德的改教（路德宗）

• 99年10月31日，信義宗聯會與天主教會簽定「成
義 聯合聲明，互相撤消對對方的譴責。義」聯合聲明，互相撤消對對方的譴責。



慈運理和加爾文在瑞士（長老會）

• 1519年，慈運理在瑞士進行改教運動，後因與
路德在聖餐的問題上出現分歧，而分道揚鑣。路德在聖餐的問題上出現分歧 而分道揚鑣

• 1553年，加爾文在日內瓦進行改革，成立「改
革教會 或「長老會 教會由牧師及信眾革教會」，或「長老會」。教會由牧師及信眾
推舉的「長老」同共管理。



慈運理和加爾文在瑞士（長老會）

• 祟拜中強調本地語言，摒棄祭台，聖像和祭

慈運理和加爾文在瑞士（長老會）

• 祟拜中強調本地語言，摒棄祭台，聖像和祭
禮。

• 承認聖洗和聖餐禮。但否認耶穌真實臨於聖體
聖血之內，只是精神上的臨在。聖血之內 只是精神上的臨在

• 主要區域：瑞士、法國、荷蘭和蘇格蘭。

• 加爾文五大信條：絕對的墮落、無條件的揀
選、有限的贖罪、不能抗拒的思典和一次得救選、有限的贖罪、不能抗拒的思典和 次得救
永遠得救。





英國教會（安立甘宗或聖公宗）

• 1521年，英王亨利八世反對馬
丁路德的教義，教宗冠以「信丁路德的教義 教宗冠以 信
德捍衛者」的榮銜。

年 因離婚問題與教宗決• 1534年，因離婚問題與教宗決
裂。亨利八世自稱英國教會元
首，禁止天主教和沒收所有隱
修院。坎特伯雷總主教則為教
會內的最高領袖。

瑪麗女王曾嘗試回復天主教• 瑪麗女王曾嘗試回復天主教，
但到了女王伊利沙伯一世時，

回復分裂又回復分裂。





英國教會（安立甘宗或聖公宗）

• 英國教會保留主教制，強調自己
的大公性和宗徒性 但神職可以的大公性和宗徒性，但神職可以
結婚。禮儀採用公禱書，承認聖
洗和聖餐禮 教義夾雜了路德和洗和聖餐禮，教義夾雜了路德和
加爾文的道理。

• 教省之間保持獨立，但以坎特伯
雷總主教為最高精神領袖。教會雷總主教為最高精神領袖。教會
內也存著不同的派別。

• 現時的坎特伯雷總主教為 Dr.
Rowan Williams。香港聖公會教Rowan Williams 香港聖公會教
省主教長為鄺廣傑大主教。







其他的基督新教教派

源自路德改革

重洗派，門諾會，虔敬派。

源自加爾文源自加爾文

改革宗，長老會，中華基督教會。改革宗 長老會 中華基督教會



其他的基督新教教派

源自英國教會

循道會，衛理會，救世軍，
五旬節會，清教派，公理五旬節會 清教派 公理
宗，浸信會。



天主教在16至17世紀的更新

• 新修會的成立：耶穌會，喇沙會，遺使會。聖
衣會的更新。教友生活熱誠，強調善行，默想衣會的更新 教友生活熱誠 強調善行 默想
和聖事。

脫利騰大公會議 至• 脫利騰大公會議(1545至1563) 。



天主教在16至17世紀的更新

• 重整教理：成義的問題，聖經，聖傳，質變
說，聖事，大赦，煉獄。說 聖事 大赦 煉獄

• 強調培育神職人員。

• 強調拉丁禮儀的劃一。

• 合一機會渺茫。

1542年 成立羅馬宗教裁判所 針對新教徒• 1542年，成立羅馬宗教裁判所，針對新教徒。
1967年演變成信理部。

• 設立禁書目錄，至1966年保祿6世取消。

• 伽利略事件(1633年)，使教會蒙上污點。



十六世紀禮規主義的禮儀

• 特倫多大公會議整頓禮儀。1570年出版「羅馬彌撒經書」，凡
不夠二百年禮儀傳統的地方，都要採用它，目的是為有效地整
頓和統一當時混亂的彌撒禮儀。頓和統一當時混亂的彌撒禮儀。

• 彌撒的禮節和經文，都有詳細的規定，任何人都不得更改。比彌撒的禮節和經文 都有詳細的規定 任何人都不得更改 比
方：舉手祈禱是「開手齊雙肩」等。

倫多 的 倫多 會議為 當 方 會雜亂• 特倫多彌撒指的，是特倫多大公會議為整頓當時西方教會雜亂
的彌撒儀式，於1570年所頒布和執行的羅馬彌撒儀式，以取替
當時不夠二百年（1370 1570年）的其他彌撒儀式。這特倫多當時不夠二百年（1370-1570年）的其他彌撒儀式。這特倫多
彌撒儀式，用拉丁文舉行，儀式細緻繁多，一直沿用到1970
年，頒布和執行梵二大公會議所更新的羅馬彌撒儀式。從1570年 頒布和執行梵 大公會議所更新的羅馬彌撒儀式 從
到1970年這四百年間，特倫多彌撒儀式基本上沒有重大改變，

後版本是1962年版。

• 禮儀從無知和混亂進入禮規化。



十六世紀禮規主義的禮儀

成功地統 和整頓彌撒禮儀 但也使禮儀乾涸和僵化了 主禮•成功地統一和整頓彌撒禮儀，但也使禮儀乾涸和僵化了。主禮
者只需按規定唸完所有的經文，就算有效地舉行了彌撒。而一
般信眾根本不明白拉丁的經文和禮節，於是只是守誡命地、被般信眾根本不明白拉丁的經文和禮節，於是只是守誡命地、被
動地「望和聽」彌撒。這可以說是神職壟斷和禮規主義的全盛
時期。時期

•會眾以莊嚴的聖樂和華麗的裝飾，來表達他們的宗教情操。於
是彌撒便變成了 個有儀式的音樂聖劇 會眾也以私人熱心經是彌撒便變成了一個有儀式的音樂聖劇。會眾也以私人熱心經
文去幫助他們「望」彌撒，並在禮儀之外舉行更多的熱心敬
禮。禮。

•特倫多彌撒的特點：語文：拉丁文。特倫多彌撒的特點
聖經：按禮儀年：只有主日兩篇讀經（每年相同），沒有平日
選經。
儀式 背向信友 較神職化 信友「望 或「聽 彌撒 為釋儀式：背向信友，較神職化，信友「望」或「聽」彌撒，為釋
義之故，細緻繁多。



十六世紀禮規主義的禮儀

羅馬耶穌堂 洛克羅馬耶穌堂，巴洛克
式建築的算祖。巴洛
克建築之風格在於建克建築之風格在於建
築物外貌精美之裝飾
及雕琢，造就出一種及雕琢 造就出 種
輕盈流暢之動態感，
並藉由外在光線營造
出 種如幻似真的感出一種如幻似真的感
受，配合著精美絕倫
之工藝技巧，予人一之工藝技巧，予人
種金碧輝煌之感。



十六世紀禮規主義的禮儀



十六世紀禮規主義的禮儀



發現新大陸

• 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西葡兩國積極發展
殖民地。殖民地

• 1493年，教宗設立保教權，劃分兩國的勢力範
圍，有傳教的義務，可任命主教。



發現新大陸

• 可惜殖民者並不尊重當地文化，印加和阿茲特
克文化在南美消失。

• 耶穌會曾嘗試設立保護區(1650至1720)，最後
並不成功並不成功。



發現新大陸

• 1622年，教廷設立傳信部，專門負責海外傳教
事宜。1627年，成立傳信大學，訓練傳教人
才。耶穌會曾嘗試設立保護區(1650至1720)，
最後並不成功。最後並不成功

• 派遣宗座代牧。直至19世紀保教權結束。



17至18世紀的思潮

• 17至18世紀，法國和德
國興起國家主義，強調國興起國家主義 強調
國家君主凌駕於教宗之
上。1773至1814年，耶上。1773至1814年，耶
穌會曾被告解散。

• 17至18世紀，歐洲興起
啟蒙運動。強調理性，啟蒙運動 強調理性
否定奇蹟，強調自然神
論，天主像是鐘錶匠，論 天主像是鐘錶匠
創世後不會再干預世
界。最後發展成無神論界。最後發展成無神論
和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

1789年 大革命爆發 成立共和國 取消教會• 1789年，大革命爆發，成立共和國。取消教會
的特權，沒收隱修院。1790年，要求主教效忠
政府，造成主教分裂。

• 1801年，拿破崙獲得權力。為了政治的緣故，• 1801年，拿破崙獲得權力。為了政治的緣故，
承認教宗的權威。主教由他任命，但要得到教
宗的批准 1804年 他由教宗手上加冕為王宗的批准。1804年，他由教宗手上加冕為王。



拿破崙時代

• 1809年，拿破崙要求教宗
承認他在教會內的特權。承認他在教會內的特權

• 1815年，拿破崙戰敗，歐
洲列強將法國回復至大革洲列強將法國回復至大革
命之前的帝制。



近代教會：庇護9世(1846至1878)

• 1854年，頒布聖母始胎無柒原罪
的信理。的信理

• 1864年，發表通諭譴責當代思
想，如無神泛神論，共產主義，
理性主義，政教分離，國家主性 義 政教分離 國家
義，宗教自由及出版自由。

1869至1870年 召開梵諦岡第• 1869至1870年，召開梵諦岡第一
次大公會議，宣佈教宗無錯的神
權。1870年，意大利統一戰爭，
除梵諦岡外，教宗國喪失了所有
領土。



良13世(1878至1903)
• 1891年，頒布新事通諭，為教會

首份關社通諭。

• 1885年，否定聖公會主教的有效
性性。

庇護10世(1903至1914)庇護 ( )

• 1907年，反對教會內的現代主
義 聖經的歷史批判法 教義的義，聖經的歷史批判法，教義的
現代詮釋。

• 提倡每日領聖體，兒童早日領聖
體，改革禮儀及修院，制定聖教體，改革禮儀及修院，制定聖教
法典。



第一及第二次大戰時的教宗

教會的方針

• 保持中立。

• 救助弱小。• 救助弱小。

• 呼籲和平。呼籲和平

• 教 宗 庇 護 12 世 (1939 至
1958)被批評沒有譴責德1958)被批評沒有譴責德
國納粹迫害猶太人。

• 1950年教宗庇護12世頒布
聖母升天的信理。聖母升天的信理。



梵諦岡第二次大公議(1962至1965年)梵諦岡第二次大公議(1962至1965年)

• 頒佈4大憲章，9個法令及3大宣言。

• 教會憲章，啟示憲章，禮儀憲章，現代牧職
憲章憲章。

• 主教牧職法令，司鐸生活法令，司鐸培養法主教牧職法令 司鐸生活法令 司鐸培養法
令，修會生活革新法令，教友傳教法令，教
會傳教工作法令，大公主義法令，東方公教會傳教工作法令，大公主義法令，東方公教
會法令，大眾傳播工具法令。

• 信仰自由宣言，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
(非基) ，天主教教育宣言。(非基) 天主教教育宣言



梵諦岡第二次大公議(1962至1965年)



梵諦岡第二次大公議(1962至1965年)

• 禮儀改革：本地語言彌撒。

• 強調信仰自由，天主教架構外的救恩，教會
關心社會。提倡對聖經的現代詮釋。

• 強調教友的參與，合一運動，與其他宗教及
猶太教的交談猶太教的交談。

• 教宗是主教團的首領，其他主教也分享不能教宗是主教團的首領 其他主教也分享不能
錯權。

• 梵二後，教會仍在保守和先進之間繼續成
長。例如：1967年的人類生命通諭。



梵諦岡第二次大公議



梵二禮儀改革

1963年禮儀憲章。（一）使禮節變得莊重、簡
單、明白、避免不必要的重覆，以適合教友的
理解能力。（二）採用本地方言舉行彌撒。理解能力。（二）採用本地方言舉行彌撒。
（三）每個地方教會可按其需要和情況進行禮
儀的本地化。儀的本地化

梵二禮儀改革後彌撒的特點：語文：拉丁文/
百分之九十九已用本地語百分之九十九已用本地語 。

聖經：按四福音及禮儀年：主日三篇讀經：三聖經：按四福音及禮儀年：主日三篇讀經：三
年循環，平日兩篇讀經：「讀經一」兩年循
環，平日福音每年循環。

儀式：可面向信友，神職及信友均擔任不同職
務 信友能有意識和主動地 以團體方式參與務，信友能有意識和主動地，以團體方式參與
全部禮儀，儀式簡單明快。



梵二禮儀改革

• 禮儀憲章重申基督親臨教會救贖人類，尤其親臨在於禮儀中，
即在祈禱的會眾當中，在聖言的宣講裡，在司祭身上，在聖事
裡，尤其在聖體聖事之內，聖化人類，光榮天主，帶領人邁向
天國（SC7, 8）。梵二禮儀更新的原則，是要把禮儀的神聖本
質 明白表達出來（SC21） 更要讓信友深深體會感恩祭宴質，明白表達出來（SC21）。更要讓信友深深體會感恩祭宴
的奧蹟，有意識地、虔誠地、主動地參與，接受天主聖言的教
訓，領受吾主聖體餐桌的滋養，感謝天主，向天主奉獻無瑕的訓，領受吾主聖體餐桌的滋養，感謝天主，向天主奉獻無瑕的
祭品，不僅藉司鐸的手，而且學習同司鐸一起，奉獻自已，一
日復一日的，通過基督中保，與天主及弟兄彼此之間，融化為
一，終使天主成為萬物中的萬有（SC48）。

1969年出版了梵二的「羅馬彌撒經書 體現了禮儀更新的目• 1969年出版了梵二的「羅馬彌撒經書」，體現了禮儀更新的目
標。



梵二禮儀改革



梵二禮儀改革



梵二禮儀改革



梵二禮儀改革



梵二禮儀改革



梵二禮儀改革





梵二禮儀改革

從以上簡表，可見羅馬彌撒儀式，萬變不離其宗，都是聖道禮
（宣讀聖言）和主的祭宴（拿起餅酒，感謝祝聖，領聖體 (聖(
血)）兩大部分。至於其他儀式，都是因時制宜，所發展出來的釋
義及熱心儀式，故此，客觀來說，一方面要承認這些釋義和熱心
儀式的貢獻 但也要注意它們的時代因素 而不應 也不可 把儀式的貢獻，但也要注意它們的時代因素，而不應，也不可，把
它們與彌撒儀式的核心元素（宣讀聖言和舉行主的祭宴兩大部
分）等同，及混為一談，而把它們絕對化。分）等同，及混為 談，而把它們絕對化

正如梵二禮儀憲章所說的，禮儀中有不可變的成分，即來自天主
所建立的部分，也有可變的成分，即因時代需要，人為加添的儀
式（SC 21）。



若望保祿2世(1978至2005)
• 促進東歐的民主改革。

• 強調關心社會事務。• 強調關心社會事務。

• 致力基督徒的合一。致力基督徒的合

• 編輯新的聖教法典和新教理。

• 2000年，教宗為教會過去的一些偏差帶出悔
改和修和的訊息。改和修和的訊息。

• 一般的罪過，保衛真理時所犯的罪過，造成
教會分裂的罪過，冒犯猶太人的罪過，傷害
愛德、文化及宗教的罪過，歧視婦女及種族愛德 文化及宗教的罪過 歧視婦女及種族
的罪過，侵犯人權的罪過。



第二節完第二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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