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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導論──聖經及早期教會歷史中出現的異端
參考書目：世界華文聖經學院──異端邪說研究講義

黎業文

（一）何謂異端
1

當代神學辭典：
1.1 Heresy 異端異端是指持守並傳播一種與聖經及正統教會相違的思想。
1.2 希臘的異端一詞是 Hairesis（αἵρεσις），在新約用過九次，基本上是指小教派的思想，
分別用來指︰撒都該人（徒五 17）、法利賽人（十五 5，二十六 5）、拿撒勒黨，即
指基督徒（二十四 5，二十八 22）。
1.3 保羅在提多書 3:10 用了異端的形容詞 hairetikos（αἱρετικός），指出異端是一個分裂群

體的人物；後來這詞在教會中，主要是指一種錯誤的神學思想或教義，就如彼得後
書 2:1 稱那些否認耶穌基督的位格與工作的人，為「陷害人的異端」。
2

後來在早期教會時，使用拉丁文 Sequi(也就是英文 Sect)來形容異端，是指在一個團體中
有不同的理論或分歧的意見。

3

今日西方教會使用英文 Cult(邪派)來形容異端，是指不合正統教導的旁門邪道。

4

神學把異端界定為「在神學上有了錯誤，離棄了已經廣被接受的信條，因而產生分裂的

黨派。」以弗所書 4:14 特別指異端是一些「系統化的錯謬」(methodeian tes planes)，也
就是說異端在神學教義上與基督教的正統神學思想，包括神論、聖經論、基督論、救恩
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等等正統教義相違背。基督教的正統神學思想是歷史的教
會對聖經的認識及解釋而組成，是正統教會堅守的教導，也不會因人或事而妥協歪曲。
凡是今天任何人或教會所給的教導與這些正統教導引起衝突皆會被判為異端。

（二）聖經中的異端
1

舊約：
1.1

申命記 18:17-22
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
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誰不聽他奉我名所說的話，我必討誰的罪。若有先知
擅敢託我的名說我所未曾吩咐他說的話，或是奉別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治死。』
你心裏若說：
『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話，我們怎能知道呢？』先知託耶和華的名說話，
所說的若不成就，也無效驗，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說的，你
不要怕他。」
*假先知的特質，及如何分辨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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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約：
2.1 使徒行傳 24:5-11
「我們看這個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動普天下眾猶太人生亂的，又是拿撒勒教黨
裏的一個頭目……..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按著
那道事奉我祖宗的上帝，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並且靠著上帝，
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就是他們自己也有這個盼望。」

2.2

*為何初期教會，基督徒會被稱為「異端」，保羅又如何為自己申辯？
林前 11:19-20
「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你們聚會的時
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保羅提到在教會中出現分門結黨的事，又算不算「異端」？

2.3

彼後 2:1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
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速速地滅亡。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
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

*從彼得後書的描述，異端的特質是甚麼？

2.4

馬太福音 24:5,23-24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
『我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那時，若
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裏』，或說：『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信！因為假基督、
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
*從主的預言，異端會以甚麼形式出現？

2.5

弗 4:13-14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
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異端與異教和風俗有甚麼關係？教會最重要持守的信仰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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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約翰一書 4:1-3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上帝的不是，
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上
帝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上帝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上帝，這是那敵
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
*約翰提到辨認異端最重要的方法是甚麼？

2.7

加 4:8-11; 來 6:1-8
「現在你們既然認識上帝，更可說是被上帝所認識的，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用的
小學，情願再給他作奴僕呢？你們謹守日子、月份、節期、年份，我為你們害怕，

惟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了工夫。」
*保羅指在異端中會高舉甚麼？同時貶低了甚麼？

2.8

來 6:1-8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 若
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上帝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
地羞辱他。」
*希伯來書指教會出現的異端，往往否定甚麼的功用？

2.9

但新約明顯地非常關注「傳異教」的問題（提前一 3-4、六 3），視維護正統信仰為
最優先的工作（提後一 13；參提前六 3）
。聖經更要求基督徒，對錯謬的道理保持最
高的警覺（太二十四 4），且要以保守純正的福音，來抵擋異端（加一 8-9）。（當代
神學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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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異端的特徵
1. 自稱為唯一信仰正確和正統的教會。被人問起他們的教會時，含糊地說是基督教會。
2.
3.
4.
5.
6.

以領袖或創辦人的言論和對他的著迷作為教義和生活的最高指示。甚至把創辦人神
性化。
不接受正統基督教的主要教義和信經。一般不完全接納耶穌基督的神性或絕對權
威。
接受聖經以外的「新啟示」
，不單是接受六十六卷的聖經。當這些新啟示與聖經的教
導相衝突時，就以新啟示為準。
聲稱以聖經為教義的根據，雖然喜歡引用聖經，卻是斷章取義，曲解經文，甚至竄
改聖經。
強調末世的來臨。也神秘或玄奧地解釋末世的事情。

（四）正統信仰的信經，有助分辦異端：
1.

使徒信經：從五世紀開始，這信經就通行於西方教會之間，其核心內容可追溯至使
徒時代。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
祂由聖靈成孕，從童貞女馬利亞出生；在本丟彼拉多任內受難，釘於十字架，死了，
埋葬，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祂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祂將要
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與死人。我信聖靈、聖而公的教會、聖徒的相通、罪的赦免、
身體的復活，永遠的生命。

2.

尼西亞信經：這是第一個正式經過兩次大公會議批准，有三個型式：325年尼西亞大
公會議原定，381年康士坦丁堡大公會議修定，589年第三次托勒多(Toledo)會議附加
「與子」(filioque)一詞。以下是根據381年的修定信經。

我們信獨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天地與有形無形之萬物的創造主。我們信一位主耶
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之先為父所生，光之光，真神之真神，被生而非受
造，與父本體相同；萬物都藉祂而受造；祂為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藉聖靈從童貞
女馬利亞道成肉身而為人；祂在本丟彼拉多任內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受難，埋葬，
照聖經所記載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父的右邊；將來必威榮凜凜的再臨，審判活
人與死人；祂的國度將永無窮盡。
我們信賜生命的主聖靈，從父而出，與父、子同受敬拜與尊榮；祂曾藉眾先知發言。
我們信使徒所立獨一聖而公的教會。我們承認為赦罪所設唯一的洗禮。我們瞻望死
人復活和來世的生命。阿們。

3.

亞他拿修信經： 這信經起源不詳，相信其內容本質是迦克敦(Chalcedon, 451年)的議
決。
1.
2.
3.

任何人若要得救，當務之是篤信大公教會的真道。
這道，若信守的不完全，不純正，則必永遠沉淪。
此乃大公教會的真道：敬拜獨一而三位一體，三位一體而合一的上帝。

5

認識宗教與異端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不混亂位格，也不分割本體。
父有一位格，子有一位格，聖靈有一位格。
就神性而言，父、子、聖靈乃一，有同等榮耀，其威嚴同為永存。
父如何，子就如何，聖靈也如何。
父非受造，子非受造，聖靈也非受造。
父不可測，子不可測，聖靈也不可測。
父是永在，子是永在，聖靈也是永在。
不是三永在，乃是一永在。
不是三非受造，不是三不可測，乃是一非受造，一不可測。
如同父是全能，子是全能，聖靈也是全能。
不是三全能者，乃是一全能者。
父是上帝，子是上帝，聖靈也是上帝。
不是三神，乃是一神。
如同父是主，子是主，聖靈也是主。
不是三主，乃是一主。
照基督教真道，我們不得不承認三位格者各自為神，各自為主。
大公之教禁止我們說有三神或有三主。
父非被造，也非被生。
子獨由父，非被造卻為父所生。
聖靈來自父與子，非被造，也非被生，乃由父與子而出。
因此有一父，不是三父；有一子，不是三子，有一聖靈，不是三聖靈。
這三位一體中，不分先後，不分大小。
整個三位格同為永存，並為同等。
故凡事當如上述，敬拜合一而三位一體，三位一體而合一的上帝。
故要得救的人必須如此領悟三位一體。
再者，若要永遠得救，必須篤信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因真道是，我們既相信又承認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是神也是人。
是神，乃因有父的本質，在創世之先由父而生；是人，因有母的本質，生於世
界。
完整的神，又是完整的人，具有理性的靈魂和血肉之體。
就其神性而言，與父同等，就人性而言，次於父。
祂雖既是神而又是人, 但非為二,卻為一基督。
是一，非因神性變為肉體，乃因神取人性。
合而為一，非因本質混合，卻因位格的統一。
就如理性的靈與魂與肉體構成一人，神與人構成一基督。
祂為拯救我們而受難，降到陰間，第三日從死人中復活。
祂升天，坐在全能的父神右邊。
祂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與死人。
祂降臨時，萬人必以身體復活。
為他們本身的作為作交代。
行善的必進入永生，作惡的必進入永火。
這是大公教會的真道，除非人篤信此道，就無法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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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宣道會的信仰：

一.

信神是無限完全唯一真神；聖父、聖子、聖靈，三而為一；同位，同權，同榮，永世
無疆。

二.

信耶穌基督兼有真神、人二性，因聖靈感孕，藉童貞女馬利亞而生，死於十架，義者
代替不義，為世人的贖罪祭，使凡信者皆因其所流之寶血而稱義，死後第三日，按照
聖經所言由死復生，升天，在神右邊為信徒的大祭司，將來必重臨世上，設立國度，
親自為王。

三.

信聖靈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受耶穌基督的差遣而居於信徒心中為保惠師，領導信徒進
入真理，使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四.

信全部新舊約聖經是由聖靈之默示而來，顯明神對於人類之一切旨意，是基督徒信仰
與行為的唯一準則。

五.

信人原是按照神之形像被造，後因悖逆而墮落，身靈皆須經受死亡之痛苦。一切人類
皆有罪性，與神的生命隔絕，只有藉主耶穌代贖之功，方能得救。凡不悔改不相信者，
其結局就是落在永遠的痛苦，凡相信者必承受永遠的福樂。

六.

信神已藉耶穌基督為一切人類成就救贖之工，凡接受者皆由聖靈重生，蒙受永生救
恩，成為神的兒女。

七.

信聖靈充滿，乃神對一切信徒的旨意，使信徒藉此成為聖潔，與罪惡及世俗分別為聖，
完全順服神旨，過奉獻及服事的生活；此種生活乃重生以後的表現。

八.

信耶穌基督的救贖，及其對心靈與肉體疾病的醫治。為病人抹油及祈禱，是聖經的教
導。

九.

信教會是由一切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所組成，已被十架寶血所潔淨，並由聖靈重生。教
會以基督為元首，負有主所託付的使命，見證基督，宣揚福音，直至地極。教會是基
督徒聯合起來，舉行崇拜，藉著主道得蒙造就，一同禱告，彼此相交，宣揚福音，並
施行聖禮，即洗禮與聖餐。

十.

信義人與不義的人身體皆將復活，義人復活進入永福，不義的人復活受審判，進入永
刑。

十一.

信耶穌基督必快再來，並且祂要在千禧年前親自顯現降臨。這重要的真理是信徒有福
的盼望，鼓勵信徒過聖潔的生活及忠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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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早期教會出現的異端
異端名稱

異端性質/
起源

異端者及其內容

被判情況

以便尼派
(Ebionism)

福音與救恩。
第一世紀，小亞西亞一
帶。。

一班謹守猶太律法的猶太人基督徒
一. 強調遵守摩西的律法，認為基督徒必須守律法才能得救。
二. 高舉神的獨一性 / 純一神觀（monotheistic）
，而否認耶穌基督的神性。
認為耶穌是平常人，在受洗時領受聖靈而成為神的兒子。

堅守「因信稱義」的福音。耶穌基
督是神的兒子，昨日，今日，永遠
一樣。

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救恩及基督論。
第一至第二世紀。整個地
中海區域。

一班高舉神秘知識的信徒。
一、 混雜基督教教義、波斯神秘宗教、希臘哲學思想。
二、 過份高舉神秘知識，以此為得救途徑之一。
三、 二元論（dualism)：靈善物惡的二元論是諾斯底主義最基要的特徵。既
然物是惡的，純靈的至高存在者不可能創造物質世界。
四、 幻影論(docetism)：由於物質是邪惡的，宇宙性的救贖主基督不可能擁
有身體，人所看見的只是他的外觀而已。主張基督只暫時借用人的身
體，甚或只是一個幻影。
五、 諾斯底主義者的得救，專在乎他們是否擁有一種隱秘的知識。本來存
在於靈界的靈魂，墮落而被囚禁於肉體裡，所以得救在乎脫離肉體的
枷鎖；歸回靈魂的故鄉。人若要回歸純靈界，靈魂必須「知道」某種
隱語或口令才可以「通關」
。擁有這特別「知識」的人，就是屬靈人。
六、 道德上的兩極化：對物質極度的鄙視，使諾斯底主義者在性道德上走

被愛任紐、特土良、希坡律陀等大
力辯駁。
堅守使徒的教導。

馬吉安派
(Marcionism)

聖經正典。
第二世紀，羅馬。

馬吉安。
一. 反對舊約，提出二神論。說這宇宙是由“創造神”所造。但這世界充滿
罪惡，而耶和華也是一位沒有憐憫慈悲的神，眼見世界敗壞，只懂得以
牙還牙，施行審判。
二. 但耶穌卻是一位施恩典，樂於赦免人，滿心慈愛的上帝。
三. 基督不可能擁有肉體，世上的身體只是幻影。
四. 認為肉體是邪惡的，信徒必須嚴格的禁慾（尤其是性方面的），抑制肉
體的私慾。
三. 自編「新約正典」。

被特土良辯駁。
140 年被教會處分。
堅守耶和華是創造宇宙萬物之
神。基督道成肉身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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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他努派
(Montanism)

啟示論。
第二世紀，小亞西亞，羅
馬，北非。

認識宗教與異端

孟他努（原是異教的祭司）
。後特土良也加入。
一. 孟他努的改革主張，志在恢復初代教會的屬靈光景和道德水準，強調信
徒的宗教體驗，反對諾斯底主義所帶來的宗教知識化…有心行道且對當
時教會狀況不滿的信徒，群起響應，使孟他努運動迅速蔓延。
二. 自認有新啟示，講新的預言。自稱是先知:
孟他努以聖靈的發言人自居，甚至以第一人稱說：「我就是主，全能的
上帝」….他們的女先知百基拉，以為擁有聖靈權威而發言，說：「基督
以女人的外形穿著光明燦爛的袍走向我….」其先知們說預言時，全身戰
慄、手舞足蹈、奇聲怪腔的狂態，被此派人認同為聖靈的充滿。
三. 狂熱的律法主義，提出許多過聖潔生活的規條，犯上行為主義的錯誤。

160 年小亞西亞眾主教會議將孟他
努開除。至第三世紀下才被判為異
端。
不接受孟他努派的狂熱預言和行
為主義。

諾窪天派
教會紀律。
(Movatianism) 第三世紀，羅馬。
當時教會正處於大逼迫
的時代，是否重新接納背
道的信徒的問題引起很
大的爭論。

諾窪天。
一. 高舉紀律，不接受背道者的悔改，缺乏饒恕弟兄的心。
二. 反對大公教會所執行的聖禮。

251-2 年羅馬會議。
接受並准許背道者歸回教會。

多納徒派
(Donatist)

多納徒。
同上。

314 年亞里斯(Arles)會議。
接受「教會以外，別無救恩。」

撒摩撒他的保羅，羅馬的撒伯流。
一. 高舉一神觀，貶低基督的神性。
二. 神力的神格唯一論（Dynamistic Monarchianism）：主張耶穌本是平常
人，但被上帝揀選為基督，被聖靈的能力充滿而被高舉，因此擁有代表
性的神格(personality)。
三. 形相的神格唯一論(modalistic monarchianism)：認為父、子、聖靈原為
一神而無區別，卻在歷史上以三種不同的形相(modes)，在三個不同的
時期出現。三位一體中的父、子、聖靈以不同的形相顯現，因此父神曾
在十字架上受苦。
亞流，尼哥米底的優西比。
一. 高舉一神觀。
二. 基督被造，與父神不同本質。基督低於父神。

261 羅馬，269 安提阿會議。
接納三位一體的神觀。

教會紀律。
第四世紀，北非。

神格唯一論

三位一體觀。
(Monarchianism) 第二，三世紀，羅馬，安
提阿。

亞流主義
(Arianism)

基督論。
第四世紀，亞歷山大。

325 年尼西亞會議，
381 年康斯垣丁堡會議。
接納基督與父神有同一本質
(homous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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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其紐頓主義 聖靈論。
(Macedonianism) 第四世紀，康斯垣丁堡。

馬其紐頓。
一. 否認聖靈的神性(聖靈被造)，低於父神。

362 亞歷山大，375 羅馬，381 康斯
垣丁堡會議被判異端。
接納聖靈的本質與聖父、聖子相
同。

阿波里拿留主 基督論。
義
第四世紀，老底加。
(Apollinarianis
m)

阿波里拿留。
一. 過份堅持基督兩性。高舉基督的神性，貶低基督的人性。
二. 基督在地上活動是由其神性主宰。

381 年康斯垣丁堡會議被判為異
端。
基督有兩性，兩性聯合(hypostasis)
一起行事，不混亂，不改變，不劃
分，不分離。

尼斯多留主義 基督論。
(Nestorianism) 第五世紀，康斯垣丁堡。

尼斯多留。
一. 貶低基督的人性，說基督是在受洗時才被父神領養為神的兒子。
二. 馬利亞只是懷了人。

431 年以弗所會議。
接納基督擁有神人二性。馬利亞是
「懷了神」
。

優提克斯主義 基督論。
(Eutychianism) 第五世紀，安提阿。

優提克斯。
一. 認為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是神，道成肉身後是人。

451 年被迦斯頓會議判為異端。
基督有兩性，兩性聯合(hypostasis)
一起行事，不混亂，不改變，不劃
分，不分離。

康士垣丁堡的士求，亞力山大的古列。
一. 認為基督只憑一個意志來活動。

681 年在康士垣丁堡被判為異端。
接納基督擁有兩個不互相矛盾的
意志。

伯拉糾。
一. 高舉人的自由意志。認為人可憑自由意志得救。

418 年被迦太基會議判為異端。
接納人得救全憑神的恩典。

基督一志說
基督論：基督的意志。
(Monothelitism) 第七世紀，康士垣丁堡。

伯拉糾主義
(Pelagianism)

救恩論。
第五世紀，英國及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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