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概論》

第三課 延燒的火焰 第一部

課程大綱

第三課 延燒的火焰 第一部
I.

羅馬的世界
A. 教會誕生在五旬節﹙徒二﹚
1. 第一次宣教事工的特遣部隊將福音廣傳至羅馬世界。
2. 有些人留在耶路撒冷建立教會。
a) 族群不同引起衝突。
b) 初代教會生活模式。﹙徒二 42﹚
c) 植基在兩大支配實體下：
(1) 猶太的傳統。
(2) 羅馬的世界。
B. 第一世紀時期的四大文明古國
1. 波斯帝國
a) 環繞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主要河谷間。
b) 與羅馬帝國長期爭戰。
c) 官定宗教：祆教﹙在善惡間有永無止盡的衝突﹚
。
d) 在公元七世紀被擴張中的回教接管。
2. 印度
a) 在政治結構上尚未統一。
b) 高度文明。
c) 宗教：印度教和佛教。
3. 中國
a) 漢朝﹙公元前二零六至公元二一四年﹚。
b) 人口數與羅馬帝國相等，但幅地較廣
c) 官方採納宗教：儒學。
4. 羅馬帝國
a) 「基督教的搖籃」
b) 羅馬帝國以城邦制首建於公元前七五三年，而後逐漸取得其他城邦的控制權。
c) 在公元前二世紀中葉時，已掌控地中海區域的絕大部分。
(1) 公元前三世紀併吞西西里島、薩丁尼亞、和科西嘉島。
(2) 公元前一九七年加上西班牙。
(3) 公元前一五零年希臘。
(4) 公元前一五零年迦太基。
(5) 公元前一四八年馬其頓。
(6) 公元前六二年龐貝將軍攻佔耶路撒冷，建立敘利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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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該撒亞古士督在位時，羅馬從共和制改為君主制。
(1) 帝國總人口數：六至七千萬人。
(2) 總共有超過卅個省份，其中十個是在參議院直接掌控下，其他則是由皇帝透過欽
差大使、地方總督、行政長官、或稅吏來統治。
C. 巴勒斯坦
1. 龐貝將軍將巴勒斯坦併入較大的敘利亞省，直接由皇帝管轄。
2. 皇帝的官方代表設在安提阿。
3. 路加福音第二章
a) 該撒亞古士督是羅馬帝國的皇帝﹙公元前二九至公元一四年﹚。
b) 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
c) 希律是猶太的王﹙即巡撫﹚。
4. 公元前四七年大希律王被封作巴勒斯坦的巡撫。
a) 希律卒於公元前四年，王國由其三子瓜分。
(1) 腓力──作王至公元三七年歿。
(2) 希律──監管加利利和 Perea，因娶他的嫂嫂﹙希羅底﹚
，被施洗約翰公然抨擊，
後因涉入政治陰謀，被亞基帕王取代。
(3) 亞基老──統領猶大地、撒馬利亞、和以東地，但被控管理不善，而被其他行政
長官替換。
5. 到了公元四四年，巴勒斯坦已完全在羅馬皇帝的代表統治之下。
6. 公元六六年稅吏 Florus 任內時，發生叛亂。
a) 羅馬在爭戰十日後投降。
b) 敘利亞總督 Gallus 未能取回耶路撒冷。
c) 皇帝 Vespasian 與其子提多在公元六零年代末期俘虜巴勒斯坦，於公元七十年圍攻耶
路撒冷，並毀去聖殿。
7. 耶路撒冷教會在公元七十年後流散。
a) 它在這個成長中的基督徒團體，從此再也無法扮演舉足輕重的腳色。

II.

延燒的火焰
A. 五旬節後離開耶路撒冷的那些信徒，按著大使命﹙太廿八﹚
，將教會建立到羅馬帝國的邊郊及其
外圍之地。
B. 基督教的成長率每十年為百分之四十。
1. 公元四十年──一千信徒﹙少於羅馬帝國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一﹚
2. 公元三五零年──三千四百萬信徒﹙超過總人口數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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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督教的成長大多是在都市。
1. 至公元一百年，以下城市已建有基督教會：
a) 羅馬﹙六十五萬人口﹚
b) 亞利山大﹙四十萬人口﹚
c) 以弗所﹙廿萬人口﹚
d) 安提阿﹙十五萬人口﹚
e) 小型城市：哥林多、示每拿、該撒利亞、大馬士革、薩拉米斯、以及雅典。
2. 範例：安提阿
a) 在耶路撒冷以外，基督教發展上第一重要的都市中心。
b)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此地起首﹙徒十一﹚。
c) 安提阿教會差派保羅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之旅。
d) 偉大神學家﹙伊格那丟、屈梭多模﹚和異端的家鄉。
e) 「全世界基督教的搖籃」
。
3. 羅馬帝國的樞紐乃是羅馬。
a) 保羅大概是在公元六零年代初期，以囚犯身份來到羅馬﹙徒廿八﹚。
b) 彼得與保羅兩人可能是在公元六零年代中期，於羅馬殉道。
D. 教會在流移的猶太人間快速成長。
1. 早期宣教士很多都是流移的猶太人。
2. 保羅的策略是先去會堂傳道。
3. 第一世紀時至少有四百萬的猶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區。
4. 在早期，這些流移的猶太人中有許多改信基督教。
a) 有些歷史學者主張，在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之圍﹚之後或是公元一一七年﹙Bar Kochba
叛亂﹚以前，對流移的猶太人傳教忽然被中止。
b) Rodney Stark：一直到至少公元第四世紀、甚至之後，流移的猶太人仍然是基督教信
徒的顯著來源。
E. 基督教的訊息在各式階層、身份的人身上，具有廣泛並普遍性的訴求。
1. 伊格那丟請求羅馬的基督徒不要攔阻他去面對即將發生的殉教，此舉暗示著那些人具有相
當的影響力。
2. 富有的基督徒 Galla Placidia 與其兒女之像﹙公元三百年﹚。
F. 使徒行傳的模式：池塘裡的一顆卵石。
1. 耶路撒冷﹙徒一 1~六 6﹚
2. 巴勒斯坦和撒馬利亞﹙徒六 8~九 31﹚
3. 安提阿﹙徒九 32~十二 24﹚
4. 小亞細亞﹙徒十二 25~十六 5﹚
5. 歐洲﹙徒十六 6~十九 20﹚
6. 羅馬﹙徒十九 21~廿八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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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促進教會快速成長的原因：
1. 吉朋﹙Edward Gibbon﹚《羅馬帝國衰亡史》
a) 早期基督徒的熱忱。
b) 對未來賞罰的信心。
c) 神蹟奇事的力量。
d) 基督徒的道德生活。
e) 教會精簡的組織架構。
2. Ernst Renan﹙十九世紀法國文獻學者﹚
a) 基督教在生活上的新原則，幫助他們克服當時的腐敗和罪惡。
H. 猶太化的問題
1. 初代教會的重大危機：究竟基督教會應當侷限於猶太人參與，並按猶太傳統來行，還是應
該對每一個人開放？
2. 領袖們在這議題上立場截然分歧。
3. 猶太化的爭議
a) 耶穌似乎在譴責猶太人努力去改變外邦人的信仰﹙太二三 15﹚。
b) 耶穌在世的時候，禁止他的門徒對非猶太人傳教﹙太十 5﹚。
c) 門徒的數目﹙十二﹚反映了舊約裡神的選民的支派數。
d) 耶穌將自己的行動侷限於以色列人身上﹙太八 5~13, 一五 21；可五 1~20﹚
。
4. 贊成對外邦人宣教的爭論
a) 神揀選以色列人作與祂立約的子民，透過他們使萬國因他們蒙福﹙羅一 16；亞二 11﹚。
b) 大使命能以實行是基於基督的復活﹙太廿八 18﹚
。
c) 伊格那丟：舊約經文指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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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延燒的火焰 第一部
I.

羅馬的世界
A. 教會誕生在五旬節﹙徒二﹚
1. 第一次宣教事工的特遣部隊將福音廣傳至羅馬世界。
2. 有些人留在耶路撒冷建立教會。
a) 族群不同引起衝突。
b) 初代教會生活模式。﹙徒二 42﹚
c) 植基在兩大支配實體下：
(1) 猶太的傳統。
(2) 羅馬的世界。
B. 第一世紀時期的四大文明古國
1. 波斯帝國
a) 環繞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主要河谷間。
b) 與羅馬帝國長期爭戰。
c) 官定宗教：祆教﹙在善惡間有永無止盡的衝突﹚
。
d) 在公元七世紀被擴張中的回教接管。
2. 印度
a) 在政治結構上尚未統一。
b) 高度文明。
c) 宗教：印度教和佛教。
3. 中國
a) 漢朝﹙公元前二零六至公元二一四年﹚。
b) 人口數與羅馬帝國相等，但幅地較廣
c) 官方採納宗教：儒學。
4. 羅馬帝國
a) 「基督教的搖籃」
b) 羅馬帝國以城邦制首建於公元前七五三年，而後逐漸取得其他城邦的控制權。
c) 在公元前二世紀中葉時，已掌控地中海區域的絕大部分。
(1) 公元前三世紀併吞西西里島、薩丁尼亞、和科西嘉島。
(2) 公元前一九七年加上西班牙。
(3) 公元前一五零年希臘。
(4) 公元前一五零年迦太基。
(5) 公元前一四八年馬其頓。
(6) 公元前六二年龐貝將軍攻佔耶路撒冷，建立敘利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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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該撒亞古士督在位時，羅馬從共和制改為君主制。
(1) 帝國總人口數：六至七千萬人。
(2) 總共有超過卅個省份，其中十個是在參議院直接掌控下，其他則是由皇帝透過欽
差大使、地方總督、行政長官、或稅吏來統治。
C. 巴勒斯坦
1. 龐貝將軍將巴勒斯坦併入較大的敘利亞省，直接由皇帝管轄。
2. 皇帝的官方代表設在安提阿。
3. 路加福音第二章
a) 該撒亞古士督是羅馬帝國的皇帝﹙公元前二九至公元一四年﹚。
b) 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
c) 希律是猶太的王﹙即巡撫﹚。
4. 公元前四七年大希律王被封作巴勒斯坦的巡撫。
a) 希律卒於公元前四年，王國由其三子瓜分。
(1) 腓力──作王至公元三七年歿。
(2) 希律──監管加利利和 Perea，因娶他的嫂嫂﹙希羅底﹚
，被施洗約翰公然抨擊，
後因涉入政治陰謀，被亞基帕王取代。
(3) 亞基老──統領猶大地、撒馬利亞、和以東地，但被控管理不善，而被其他行政
長官替換。
5. 到了公元四四年，巴勒斯坦已完全在羅馬皇帝的代表統治之下。
6. 公元六六年稅吏 Florus 任內時，發生叛亂。
a) 羅馬在爭戰十日後投降。
b) 敘利亞總督 Gallus 未能取回耶路撒冷。
c) 皇帝 Vespasian 與其子提多在公元六零年代末期俘虜巴勒斯坦，於公元七十年圍攻耶
路撒冷，並毀去聖殿。
7. 耶路撒冷教會在公元七十年後流散。
a) 它在這個成長中的基督徒團體，從此再也無法扮演舉足輕重的腳色。

II.

延燒的火焰
A. 五旬節後離開耶路撒冷的那些信徒，按著大使命﹙太廿八﹚
，將教會建立到羅馬帝國的邊郊及其
外圍之地。
B. 基督教的成長率每十年為百分之四十。
1. 公元四十年──一千信徒﹙少於羅馬帝國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一﹚
2. 公元三五零年──三千四百萬信徒﹙超過總人口數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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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督教的成長大多是在都市。
1. 至公元一百年，以下城市已建有基督教會：
a) 羅馬﹙六十五萬人口﹚
b) 亞利山大﹙四十萬人口﹚
c) 以弗所﹙廿萬人口﹚
d) 安提阿﹙十五萬人口﹚
e) 小型城市：哥林多、示每拿、該撒利亞、大馬士革、薩拉米斯、以及雅典。
2. 範例：安提阿
a) 在耶路撒冷以外，基督教發展上第一重要的都市中心。
b)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此地起首﹙徒十一﹚。
c) 安提阿教會差派保羅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之旅。
d) 偉大神學家﹙伊格那丟、屈梭多模﹚和異端的家鄉。
e) 「全世界基督教的搖籃」
。
3. 羅馬帝國的樞紐乃是羅馬。
a) 保羅大概是在公元六零年代初期，以囚犯身份來到羅馬﹙徒廿八﹚。
b) 彼得與保羅兩人可能是在公元六零年代中期，於羅馬殉道。
D. 教會在流移的猶太人間快速成長。
1. 早期宣教士很多都是流移的猶太人。
2. 保羅的策略是先去會堂傳道。
3. 第一世紀時至少有四百萬的猶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區。
4. 在早期，這些流移的猶太人中有許多改信基督教。
a) 有些歷史學者主張，在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之圍﹚之後或是公元一一七年﹙Bar Kochba
叛亂﹚以前，對流移的猶太人傳教忽然被中止。
b) Rodney Stark：一直到至少公元第四世紀、甚至之後，流移的猶太人仍然是基督教信
徒的顯著來源。
E. 基督教的訊息在各式階層、身份的人身上，具有廣泛並普遍性的訴求。
1. 伊格那丟請求羅馬的基督徒不要攔阻他去面對即將發生的殉教，此舉暗示著那些人具有相
當的影響力。
2. 富有的基督徒 Galla Placidia 與其兒女之像﹙公元三百年﹚。
F. 使徒行傳的模式：池塘裡的一顆卵石。
1. 耶路撒冷﹙徒一 1~六 6﹚
2. 巴勒斯坦和撒馬利亞﹙徒六 8~九 31﹚
3. 安提阿﹙徒九 32~十二 24﹚
4. 小亞細亞﹙徒十二 25~十六 5﹚
5. 歐洲﹙徒十六 6~十九 20﹚
6. 羅馬﹙徒十九 21~廿八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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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促進教會快速成長的原因：
1. 吉朋﹙Edward Gibbon﹚《羅馬帝國衰亡史》
a) 早期基督徒的熱忱。
b) 對未來賞罰的信心。
c) 神蹟奇事的力量。
d) 基督徒的道德生活。
e) 教會精簡的組織架構。
2. Ernst Renan﹙十九世紀法國文獻學者﹚
a) 基督教在生活上的新原則，幫助他們克服當時的腐敗和罪惡。
H. 猶太化的問題
1. 初代教會的重大危機：究竟基督教會應當侷限於猶太人參與，並按猶太傳統來行，還是應
該對每一個人開放？
2. 領袖們在這議題上立場截然分歧。
3. 猶太化的爭議
a) 耶穌似乎在譴責猶太人努力去改變外邦人的信仰﹙太二三 15﹚。
b) 耶穌在世的時候，禁止他的門徒對非猶太人傳教﹙太十 5﹚。
c) 門徒的數目﹙十二﹚反映了舊約裡神的選民的支派數。
d) 耶穌將自己的行動侷限於以色列人身上﹙太八 5~13, 一五 21；可五 1~20﹚
。
4. 贊成對外邦人宣教的爭論
a) 神揀選以色列人作與祂立約的子民，透過他們使萬國因他們蒙福﹙羅一 16；亞二 11﹚。
b) 大使命能以實行是基於基督的復活﹙太廿八 18﹚
。
c) 伊格那丟：舊約經文指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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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Church History
Lecture Outline 3: The Spreading Flame, Part I
Beginning of Tape 2, Side 1
I. The Roman World
A. The birth of the church at Pentecost (Acts 2)
1. First missionary task force spread the gospel throughout the Roman world.
2. Some remained in Jerusalem to build the church there.
a) Diversity caused conflicts.
b) Pattern of early church life (Acts 2:42)
c) Planted within two larger contexts
(1) Jewish tradition
(2) Roman world
B. Four great civilizations in the 1st century A.D.
1. Persian Empire
a) Embraced most of the Tigris-Euphrates valley
b) Chronically at war with Rome
c) Official religion: Zoroastrianism (eternal conflict between good and evil)
d) Taken over by the spread of Islam in the 7th century
2. India
a) Not fully united under a political structure
b) High level of civilization
c) Religions: Hinduism and Buddhism
3. China
a) Han dynasty (206 B.C. to A.D. 214)
b) Encompassed about the same population as the Roman Empire but a larger
land area
c) State-supported religion: Confucianism
4. Roman Empire
a) “Cradle of Christianity”
b) Rome began as a city-state in 753 B.C. and gradually gained control over
other city-states.
c) By mid-2nd century B.C., controlled most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1) Sicily, Sardinia, and Corsica annexed in the 3rd century B.C.
(2) Spain added in 197 B.C.
(3) Greece 150 B.C.
(4) Carthage 150 B.C.
(5) Macedonia 148 B.C.
(6) Pompeii took Jerusalem and formed the province of Syria in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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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nder Caesar Augustus, Rome shifted from a republic to a monarchy.
(1) Total population in the Empire: 60-70 million
(2) Over 30 provinces, 10 of them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the Senate and
the rest under the Emperor, who ruled through emissaries, legates, prefects, or procurators.
C. Palestine
1. Pompeii incorporated Palestine into the larger province of Syria, directly under
control of the Emperor.
2. Emperor’s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was located in Antioch.
3. Luke 2
a) Caesar Augustus was the Emperor of Rome (29 B.C. to A.D. 14).
b) Quirinius was the governor of Syria.
c) Herod was king (governor) of Judea.
4. In 47 B.C. Herod the Great was made governor of Palestine.
a) At Herod’s death in 4 B.C., the kingdom was divided among his three sons.
(1) Herod Philip—ruled until his death in A.D. 37
(2) Herod Antipas—oversaw Galilee and Perea, married his sister-in-law, denounced by John the Baptist, became involved in political intrigue and was
replaced by Herod Agrippa
(3) Herod Archelaus—oversaw Judea, Samaria, and Idumia, accused of mismanagement and replaced by prefects
5. By A.D. 44, all of Palestine was under the full control of the Roman Emperor,
ruled through his representatives.
6. Revolt in A.D. 66 under procurator Florus
a) Rome surrendered after 10 days of fighting
b) Syrian legate Gallus failed to take back Jerusalem
c) Emperor Vespasian and son Titus captured Palestine in late 60s, laid siege to
Jerusalem in A.D. 70 and destroyed the temple.
7. Dispersion of Jerusalem church after A.D. 70
a) Never again able to claim a central role in the growing Christian community
II. The Spreading Flame
A. Those who left Jerusalem after Pentecost obeyed the Great Commission (Matt 28)
and spread the church to the edges of the Roman world and beyond.
B. Christianity grew at a rate of 40% every decade.
1. A.D. 40 - 1000 (less than 1% of total population of Roman Empire)
2. A.D. 350 - 34 million (over 50% of total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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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ost Christian growth was in the cities.
1. Cities with established Christian churches by A.D. 100:
a) Rome (pop. 650,000)
b) Alexandria (pop. 400,000)
c) Ephesus (pop. 200,000)
d) Antioch (pop. 150,000)
e) Smaller cities: Corinth, Smyrna, Caesarea Maritima, Damascus, Salamis, and
Athens
2. Example: Antioch
a) First important urban center of Christian growth outside of Jerusalem
b) Place where the name “Christian” was first used (Acts 11)
c) Church at Antioch sent out Paul and Barnabas on their first missionary journey.
d) Home of great theologians (Ignatius, John Chrysostom) and heretics
e) “The cradle of worldwide Christianity”
3. Hub of Roman Empire was Rome.
a) Paul probably arrived in Rome as a prisoner in the early 60s (Acts 28).
b) Both Peter and Paul were probably martyred in Rome in the mid-60s.
D. Rapid church growth among diaspora Jews
1. Many of the early missionaries were diaspora Jews.
2. Paul’s strategy was to go first preach in the synagogue.
3. At least 4 million Jews lived outside Palestine in the 1st century.
4. Many Christian converts were won from the diaspora Jews in the early years.
a) Some historians argue that outreach to dispersion Jews ended abruptly after
A.D. 70 (Jerusalem siege) or by A.D. 117 (Bar Kochba revolt).
b) Rodney Stark: Diaspora Jews continued a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Christian
converts until at least the 4th century or beyond.
E. Christian message had a broad and universal appeal among people of every class and
condition.
1. Ignatius’ request to the Roman Christians not to interfere with his upcoming martyrdom implies that they were in a position of influence.
2. Pictures of the wealthy Christian Galla Placidia and her children (A.D. 300)
F. Pattern in the book of Acts: a pebble in a pond
1. Jerusalem (Acts 1:1-6:6)
2. Palestine and Samaria (Acts 6:8-9:31)
3. Antioch (Acts 9:32-12:24)
4. Asia Minor (Acts 12:25-16:5)
5. Europe (Acts 16:6-19:20)
6. Rome (Acts 19:21-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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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urch
1. Edward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Zeal of the early Christians
b) Belief in futur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c) Power of miracles
d) Moral lifestyle of Christians
e) Church’s compact organization
2. Ernst Renan (19th century French philologist)
a) Christians’ new discipline of life which helped them to rise above the corruption and vices of the time
H. The problem of Judaizers
1. Enormous crisis in the early church: should Christian churches be limited to Jews
only and circumscribed by Jewish traditions, or should the church be open to
everyone?
2. Leaders were sharply divided over the issue.
3. Judaizers’ arguments
a) Jesus seemed to denounce the Jews for their efforts to proselytize Gentiles
(Matt 23:15).
b) Jesus forbade his disciples to preach to non-Jews during his own lifetime (Matt
10:5).
c) Number of disciples (12) reflects the number of tribes of God’s chosen people
in the Old Testament.
d) Jesus limited his own activities to Israel (Matt 8:5-13; 15:21; Mark 5:1-20; 7:
24-30).
4. Arguments in favor of the Gentile mission
a) God chose Israel as his covenant people so that through them all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should be blessed (Rom 1:16; Zech 2:11).
b) It is on the basis of Christ’s resurrection that the Great Commission can be
carried out (Matt 28:18).
c) Ignatius: OT scriptures point to Christ.
End of Tape 2, S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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