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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


中國持學研究院成立{中聞文化研究中 IC? J 為樂揮索攜

如何植根於中關文化，以及基督教人文章喜神如何能成為中國

文化創意的動力。要繼此目標、我們必淒涼入理解中鸝文 ft:傳

說的理想與現實，叫:J留傳統宗教的強命觀照興起童車視野，當代

文化的問題寞，以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據觸、互動的員警覺。除此

悴，我們也須致力繼承基督教的傳統，將之演繹於中國文化

之處境中。間J!t習研究中 J心的工作之~“，就是選擇重要的持學

典籍以及有分殼的蟬史評述。《亞洲基督教史〉的翻譯正是這

方雷努力的成果。

選擇翻譯《亞洲基督教史〉有兩擱原扇。第一雙逍樣的經

評瓏，對亞洲教會雖為重要。一直以來，教會歷史幾乎被西

方教會史研壟鸝芳。亞沙Ii教會要離立:其身分， 11更需要有亞洲的歷

史觀照。《草樹主義督教史〉可算是聽拓皆路冉的前導者。

在肉類的著述中，造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寄:資料豐叢 2 棍野

闊，治學鍛謹卻能深入淺出，按平賞中悶，靡不少睿見。〈亞

洲毒草灣教史》的作者，是非常嚴謹的史學家，早年在那

業於 Kenneth Scott Latouret間，後任教於普林斯頓神學說，其

掌揖史料以剖析詮釋的功力，躍然紙上。除此之外，更重要的

，作者聲亞洲具有深庫的感情以及亞洲人看事物的眼界。 他 

IX 



X 亞洲基督教史

拉亞洲從事教學與研究凡數十﹒年、先在中間的燕京大學，繼而 

。他一生大部分的時間，心力都!最與亞洲I 0 結

J~、 本書實在的得;在軍司

的翻譯工作由劉淑儀:女士絞言學領導。她不單是翻譯

的主力，更承擔了大部分攝審的工作。結本書能見天日‘攏實

功張偉 Q 為此、我們向攏設;宜。此外多我們也需要感謝參

與翻譯的向→[劉艾玲、 f在{詩:婦、李;女翰。他們的努力是成就磕

頭工作重要的一環。最後階段、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攝輯師工

與了攝排、校對的 E作。

我們非常感融學管教文藝出版社對出版嚴謹學衛著作的

搶與實質的支持可與你們合作實在是一件樂

最後，我們單向余雋最長老夫婦敢攏。 他們慷慨地資助

本書的翻譯。沒有他們的支持多是 J至工作相信未必能順利鵲峙。

希望本書出版能帶給他們一份鵲起，以作聞報。

余違心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這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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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點名列出那些每一東對我幫助非議的人，已是不可能的

事、但我依然希望提數緝名字。我感謝高級基督教研究學院 

( Institute for Advanced Christian Studies) 撥款讓我聞戰此研究，

亦感謝 McCord博士及普韓士頓持學揮究中心( Center of 

γheologícal Inquiry in Princeton) 提供再進行研究的課題。基

教長社會的普盟主聯合宣教及關懷委鼠會( Presbyte討an church's 

Commission on Ecumenical Mission and Relations) 及其屬下的規

劉部批准我在劍橋大學休學一事很重重要，我對此心存感激。我

在韓國灑域投老會神體院(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並

洲l 神學研究與怖道中心( Asian Center for Theological Studies 

and Mission) 的學生及教學的同事激勵我轉而研究亞洲教會的

歷史。普林士頓搏擊院另一班不同的學生和同事令我明白到

盡力令間古人士通輯亞洲教會史的 O 我萬分感激靜材巴士頓

神學院的史卑爾闡書館( Speer Library)、普林士擴大學的費爾

斯通觀書館( Firestone Library )、菲攻威廉和成斯敏斯特的錯

提審院( Cambri句e colleges of Fitzwillí說m and Westminster) ，以

及那恬靜校圍內的大學關書館，讓我有幸在此得事學習和研究

的快樂時光。社人方餌，我提名感謝的導師有 Mackay， Latourette 

及 Bainton 我一定要攪及 John Webster, Kate LeVan, Patricia Grier 

XI 



xii 亞洲基督教史

及 Brenda Williams '我這儷驚人的軒說發展年代給我提價技術

協助。但我最接參謝的莫過於我的太太艾琳，她擺世紀地(比

啥總說)鼓勵我回嘗過去，為 1毒者而

新澤西如l 普林斯頓

一九九一年九月 

m…一 
d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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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方主義督教故事耳熟能詳，位東方主義督教史知並難想所用

知。然而兩者的根茁卻是一樣:耶穌基督給普世的好消息，基

督徒稱之為 1 諧音 J 0 出不闊的人撒醋，接檻於不間的土壤，

以不悶的間貌成長步也不同的人收割。

基督教信仰東傳遍及亞酬，與西傳入歐洲同期，但大多時

候卻給連忘了 o 區方教會央的軌跡傾向隨間保擺到臨立比、躍

、擺闊橫輯敵?蚓、接著是君士坦丁和蠻族的改教。除了一些

顯著的辦外倒子，商方只會間斷地放眼君坦丁豈是以外的草草樹，

隨意那;不以擺馬戒指士坦了盤為馬當是曠的長燼而強大的華督

教縛絞。這是第…世紀以來一直保持本質的亞洲|主義督教。

手進行建本早期亞莎訪華督教研究，是希望提醒大家:教

始自距已例。教會最早的歷史是亞洲教會史，其首個中心亦在

亞洲 o 亞洲有首蟑巳翔的教會建欒物，當份新約翻譯，色許有

嘗個鑫督教結玉，當{閱基督教詩人，甚至可能是首縮基督教聽

眾。亞洲基督徒忍受最大的迫害。他們發動的全球章教活動，

胃方要到十三世紀始可媲美 O 那時，聶思主參留教會(大部分早

嚮豆豆沙tI基督教群體作如是稱)對其行使教會權力的地區範閥，

兇羅馬或君士掘了堡都擺繁多。

當然，亞峭的重要性在教會史中給您略的一個原間，是羅 

XIII 



XIV 豆瓣墓績教史

馬帝獨以外有關東方主義督教根攤的原始材料較少。琨存的文件

提供的輪捧太弱，不足以支持有關早期東方基督麓的一略大膽

及不一致的聲明。

飼如多一名應史學者構聶思多紹信值為世上研見最大的

教攝另一人把她們只看成一群「無熱情 j 的聲督徒，厚顏

無恥地繼如政治權勢。 2 有人l2J， 000年為聶思量多留派纜車是 

2主權力的窩蜂期另一人以誼值相約的年期支持中關;最教衰落

之纜。 4 月樣的矛盾在有關早期華督教的神學論點中亦存留謂。

對有些人聽苔，戴思主多留信徒娃異端，受封教會會議續實;其

他人則認為恤們擁有古老的傳說，是盟按時使徒的後人可不受真真

{豆豆真理的西方希臘哲學污染。當然，不少人將攝忠、多留備能置

諸腦復。

這接明顯不…致的 中，部分在進…步的探究下便站不

住腳。輩輩思多路跟不是早期亞洲基督教的唯一男主式，亦不是不

可分割的權總體。去世紀奧斯是內 (Osrhoene) 的聽思多留倍

神與其在十三世紀中擠的發展大大不陌 o 事實上，正確點說，

三世紀詩的蕭思多留仿仰完全不是聶思多醫信仰。

思此，要謊言爽我的過字用詞。提對五世紀前的聶思多留告

提峙，轉緊記載思至多當教會直至中盟主紀早期才用此稱謂。他們

自稱為東方教會。愣是東方與西方是:昆糟的相對 m詩，玉之園為

對大部分基督極而玄弓東方教會意指東正較實 f以乎在五世統後

較值的做掛是採用聶思主多留滋支農名稱，雖不甚禮確，桓卻較普

遍。 

I 52. rfH基督教」一崗還可有多於一餌解釋。我會採文化上

的用諦，甜非嚴謹的地理厝法。伯科恆、耶路撒冷、安捷爾及

亞美尼亞全能處亞洲， 1.旦政治及很大程度拉文化上或捏成平歸

屬商方 3 即是豆豆主街教攻戰前，這些純 7甘心都囑擺馬帝闢 G

所謂的 f亞洲基譽教」指在離馬帶摺以外的東方古關內發賤及

擴展的教會。權主主王關位處幼發拉起河以束，站絲網之路由奧

斯尼內徑:皮斯伸雄童中闊，或沿梅路由紅海繞總阿拉伯到印悶。

h 



序言	 xv 

冊書 揮討早期的階設， 由使徒將期至3商方的航

海探險年代，卸的一五 00年。書中那個體主搭的大綱大

能詳 o "在一世紀末前，基督教倩仰穿鸝縛馬邊界進入「亞洲i人

的 j 亞洲。其最早的報系可能總讓印度，成紅至伊得撒一一在

幼發拉底河棧岸的奧斯的內瘖餾嬌小的半自治合鶴。根據傅說，

教 IÉ{尹得撒擴散到i鹿格里斯河對師三百哩以東的另一繡小

王麗財姐阿本( Adiabene) 。其苦都為向斐拉，近吉思尼蝕。

到了1般純末，宣教組織在遠東韓東教會，主黨更大夏 (Bactria) 事

即在現今的花阿富汗 o IÉ 五世紹紹，據說中立豈有大量匈奴主是土

人改 f古都背教。錯了七世紀，技斯傳教關推達 It詮

頭 j …一中國廣艇的首都 o

詩，來自沙漠的路教陰雲將要堅令亞淵教會鹿首設將

期毀於-互交舍不過還未是結局。時攝六百年後，從亞當時來了另

一殺為雲。教予台游教民族的風暴輯商進發，躍投f混們在首前的一

切，威脅到嚴謝你世紀的華督教中心，揮出人驗表地再→皮

開放了亞洲，諱:聽督教擴撰犧及中國。

嘗試聽瓏的借大至三繞‘沒單一作者可充分恰當地

加以處理。誰者渴望在全力，己遠總趟出他的蹲門知識範峙，但

與→耐個評論者的藥中角度辛辛整片大陸廣闊iTrJ少為人知的

歷史片醋，實在很重要 c 所以，我向教我獲益良多約許多專門

述表謝意之餘(我的注釋只表明了部分) 雪夜只希盟此書能

為至全球的教會史研究工作重抬平衡而邁出一小步。

注釋 

1. 	 A. Min島湖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路aníty í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 in BullelÍn of10你 

Rylands Lìbrary 9, no. 2 (JuJy 1925): 347 

2. J. Le皂斜， The Nes lOrìan Mon關lenl ofHsi-An Fu (I且必on: Trubn肘， 1888),54. 

3. A. S. Atiya,A His lO T手'of Easlem Christianity (London: Methu凹， 1968)，必5. 

4. J, Foster. The Church ofthe T'ang Dynasty (London: S. P. C. K., 1939), 115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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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竅 

E洲奧第-世紀的世界


「歐視與報比亞的鑫處在亞洲... ...濃姜育亞人 (CtesÌas) 說

印度的面檢並不小於亞洲餘下的地方，而與充足，特斯 

(Onescritus) 說台是有人是套住的世界的五分之…. . . . . . (但

是)那些作者. . . . ~ ..並沒有粘在遙遠的希聽瓦斯(即表的

亞湖)準確地站述血來。而間為他們的無知與遠地協主義，

役，們把各樣的事情持大了.. . ~ .....例如，關於闊摔金曠的螞

蟻的故事，以及.... ...攝他們說，那些賽采斯人(中邁入)

能站至兩百多歲。 j

史特保( Strabo) 約在倍;元二十年完成的《雄主變誌》 

(GeographicaJ ' 2. 5.26; 15‘1.12, 37 

3 



一

4 豆豆草種鑫督教史

哪，穌是在亞洲接寫富的山上對他的問繞說 r 你們誼驚天

去，傳福音給萬民聰 o J (寄十六 15) 然捕，新約聖經並沒

有告訴我們這一個大部好自清夫組成的小群體如何理解?著 

j 一詞 o 他們，告樣領情「直到純種 J (繞- 8) ?路加把五姆

飾的群累撥就為「來區天下各地的 5萬太人 J '但是當他提及亞

棋時多只提到被斯帝臨的三三個當份:軸提亞(伊朗的東北帥，

鐵羅斯的南部豆豆阿富汗的邊昇)、米制(襄海以南，包括今

的德嘉蘭)及伊曬(現今的胡齋斯坦，位於彼斯灣的東部)。

(說二二 5-11 ) 

但是建控門繞並不知值一名與他們向…時代的亞善其人一一

生蓋全本都 (Pontus) 的希臘地瓏學家…一窮鎮住的精力，成功

早期著聽的科學史中將地球上有人賠住的地帶勾勒忠來。說

有一個門誰閱讀聽史特佛的作品，就是那世紀的科學家tE.都忽

略了他。盤是史特佛在公立志三十年的著作〈地理諮》向便提教

會的世界展現了一輔前所未見的地球賽像。

追嗨畫像是非常現代的，的為希騙人所知纜的很多東部，

中世紀的人卻遺忘了。旦控特保的世界並不是一輛具平潤的立方

體;它乃一球禮，有寒帶和溫帶多闢周的有二萬五千哩。不錯贊

他只知蘊有三三片大駱一一一亞洲、矗主辦和非昔['1 0 然問他憑超凡的

頭知能力，承認可能有些大陸最天端是他不知道的，因為悔沒

到他騎描述的跑撓，跟他以夫文方法推算出來的世與精沌，

實在顯得太夕了。

聽地給你這個球狀世界眾面間織不足之五分之一，從東棄自間

只是七千哩，關鍵.:l t到南是五千哩 o 愛爾蘭位於最北端，在本

列頰之上;西班牙在最梅蔥。做界的現這都是指著亞洲到連印度

的 1輯部，問世界的期都是衣索匹亞的尼總河。 f臨的世界的其餘

部分是水。 能索性稱樟些發白的地方為未知的海洋，而部主片

相連的大陸就像浮在海上的棉圓島嶼 o I (參思考搗鸝攝一)

在史特保議下，亞洲大躍站了有人居住的世界的一半。

從報河持聽到恆呵，從網拉伯到中鐘。 總是第一位提及饗來斯

已』心心此一，_.'~叫一一

一一
向午4 



5 第一萬E 草草H與第一發起的投奔 

人(中國人}泌的一西方作家多然指令人訝蟬的是，的對亞洲的

認i麓，相比五百年前豆豆蝶山大大帝東佳時西方的發琨 9 只是多

一點點而且。他扭喝了亞訪時的形狀:弄平了;有蟬的海洋線要把

題是接露得平芳:正工吏，並且聽昕知不多的立國與東瀚的縮窄了 o 他

坦白承認，研芬在東特(現今的俄鱗斯、中國與阿富汗接瓏的

地方)以花和以東的士也方，他都…無所知。 3

特部把亞洲分為聽部分，一部分在 Ül續以北，另一部分

在山續LlÁ南。但為了令站大臨的形狀符合他心目中不太命，清單

的設計，倩娶媳所有現在我們知權的世界鹿脊的大山脈集合起

來一誨，主馬拉雅山、帕米爾高鼠、印度難施 ül 、烏拉爾山脈、

開爾泰J.lJ服及天 LlJ。他把它們拼砌成一面薄髓，從波斯的托羅

斯 Ül跟一直冉來越伸至總遠的海洋，把印度與中國分隔起來。

罐頭捕以站是居於黑海以上的平慰的野蠻游牧民主矣:賽蔚亞人、

主þ爾瑪入 4 以及以會裝飾的奧爾斯人 o 法斯其rr~河谷LlÁ東(當時

通報道重誨的主要菩商業路線) 弓住了半游牧的荷爾巴尼豆豆人 

( Albanians )及他們較為文明的鄰屑伊比利亞人(峙的組sl 。史

特保以為麗梅姐說月七屆的海洋 J '像一棋世大的樽頸海灣，

在草案海以外的組方，著騎的亞樹賽研盟人盤鋸大草原。他們東

部的辦履薩卡入 (Saka) 已經穿攝巴克特里距(阿富汗)向

遭移至印度的閥北部。史特保認為抄卡人定居在扎。特河 

(Jaxartes 或 Syr Daryal 以 j仁;康聽人( Sogdiansl 在扎主þ特?可

與奧克蘇斯河(用自大說雅河)之間;悶在中豆豆最早出現華督

教群體的巴克特里亞人則居法奧克蘇斯河以粥，就是今天的阿

汗。

在接些山議以繭的亞洲總盔更為人所熟悉。阿拉槍、敘利

亞與小亞細草都在西方的議處。按著，在東方的是更組及制提

亞人統治的投斯，波斯東部的省份攏接著印麗的邊界。但是史

特保攏在印度河以外的印度國土，他一無所知。他說航海家

深入值測探轍 s 佰是他們的無法提供有用的資料事實上佈

們是精明多於無知。提供消息的人都是何掛伯人和希鸝埃及的



6 亞洲藥管事實史

兢海者，當時他們聾繳了羅馬與東方之間利潤豐厚的藺業活動。

他們與傳說中戰進聖多，鳴去印度的水于一樣，不肯E刮到可會打

破他們鹽獸局面的人分享他們的航海輯、密。他們只告訴史將保

值河主義陣球上最大的河。問此史特僚的世界，就是第一世紀的

羅馬世界，就 1上，於印度 o 在體河以卦是一一萬七千口里一聖賢無際的 

i 海洋。 
如果站是商討最博識的學者在基督教時代開始時研認識的

世界，可見早期的基督說說東方去的時候，對亞洲的認識是多

黨的黨是 O 他們亦是草樹人，但是他們並不認識亞洲，甚至沒

脊史特保知i樣的那麼多。;在磕方醋，他們跟當時其他的豆豆酬人

並無分別。他們對亞洲並沒有瞥蟬的意讓多一般來說，居於某

一地方的人對鄰近站立了研知不多 o

從很多角度來看，我們今天對古代亞洲的認識較當時的人

為多 G 曹先，我們可以迫樹一世紀 rzg 11醋，帝關在遺片輻員廣大的

大陸上神刷出問龍文明且流:希羅、伊朗(披其fr) 、獲(中國)

及印度的文明。

亞洲大陸上的特羅文明

耶穌摹督誕生於亞洲大轉 t的離態。第一寸iI~義馬王 f該撤

亞古士會」的詔令多最格令部穌在伯利恆出生È> 而不至是拿撒勒。

在第四世羅馬王 f華老丟年開 J 6 單穌的門提首吹在安提闕

，輸稱為基督徒。(路立誰十- 26) 

然高鱷馬像攝去的希臨一樣，是豆豆洲大路上的不誼之客 o

雖然，維吉爾( Virgil) 在《蹺涅伊特) (Aeneid) 的傳說中教

挖到羅馬人的根源在古希臘時代的特洛伊、但他們本非亞洲人

畏，一教j都tIi於意外 o 事實上擺罵處理擋在車，沸i屬士的政策就

是要將亞洲聞部跟亞洲本一分桶，主主將閻部納建主以地中海為中

心的西方世界。在羅馬人眼中，小亞細亞、教利亞與巴勒斯堪

都是大誨的東岸。對帕撓頭人來說，主這些地 h都在亞洲的西緯 

L 
A二三工L立三竺仔仔竺全堂堂空學也翩由甜"勵斷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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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援斯。自此教會最初七百年的雄史，就在波斯與鑼厲

的街賽中開展 3 令東濟方為蒂安寧琨在被誤稱為中東的地

問拼蠍你死我活。

五十三年，羅馬最初為了阻圳|閻部的控制權而眼波

斯在卡爾希 (Carrhae) 作戰，錯果戰敗 o 適吹戰敗，堅持帶來的恥

共和國塌倒 ffij變為驛鳥啼闊的原因之一。這也是一

的戰爭的肇始，沒有…鵲帝國得到最後的勝利，

令諸多H播中海的違章蒙主也

的建結著西方，認奔東方 o

在三簡短暫但顛辦的朝代主黨把主要其戰略價值的亞洲沿

鵬從東方奪到西方的世界。朱利與恥革老丟王朝( Julio峭

的削dian dynasty, 4 B.C.一的A.D. '從與古斯都{亞古士督 1 到

機)為羅馬帝國打下根器。法統給王朝( Flavian dynasty，的 

-96 A.D. '從維斯帖先到多米的)守著攝帝國的基業。而安

托尼王朝 (Antonine dynasty, 98 … 1的A. D. 步提他種努到，鳴叫

輿熟能及偶模督)捏造帝國帶輯蠶豆史時代。 7

韻，擻大學苦的蜂王系及繼承人與吉斯都 (Augustus) 未登墓前

勒出羅烏拉歪斜的放軍頭。攏在卡鷺希為羅馬人報一戰之

仇多把鏡斯人趕到東盾的敘利亞靜、澳去 o 他的人民態意他仿緻

圳大大帝橫掃亞洲 o 他們叫曠除掉波斯，一些人甚

至印度 o 但是奧古斯都做乎下意識感覺到羅馬的勢

力中心 地中悔，因此他一 細介入沒完沒了的戰爭 O 他

用亞以後便停頓下來，機彈在位元前二十年強抱不

王菲勒第斯四世( Phraa能 s IV) 簣訂和鈞。迪是駱

一餾很叢耍的 E 頭，擁諒著一餾辭時代的開始，稱為 f雖

的和平時期 J (paxRomana) ， 燒一百年問各屬和平共存。

白宮室軒棋那時代的基督接作家均發境地稱這詩期為 7 頭轉播

的時代 J (praeparatio evangelium) ， 是上帝為世界頭備提靜的

來臨興建立教會的方式之

條約以幼發拉底呵為耀馬與被斯的界線，因而改變



亞洲基督教史8 

教會歷史的模式。因此，在基督教歷史中，若要劃分亞洲教會

史與西方教會史，分界並不是亞洲大陸的西障，也不是地中海，

而是幼發拉底河。這是東方與西方相遇的地方。在這界線的西

面與北面的小亞細亞、羅馬帝國的敘利亞、猶大與亞美尼亞都

先後從亞洲本土移到西方基督教史之中。這是一個在政治與文

化上的決裂，最終令教會也走上分製之途，亦令東方與西方基

督教的發展受到嚴峻的影響。

奧古斯都把他在亞洲的屬地分為三個行政區，並且經常監

規著他的敵人波斯。 8 首先，他把新獲得的領土交由當地的藩

屬王管理，這些本地的領袖熟悉他們的人民，知道怎樣治理他

們，而他們本身又受制於羅馬。猶大的希律就是一例。下一步，

當被征服的地區羅馬化以後，又或者那些藩屬王沒有效忠的心

或是不能鎮壓叛變，羅馬就會將這些小國納入自己的國士，成

為省 o 這些省份共分兩種:王省與參議省。守衛著與波斯接壤

的動盪區域的藩屬王國附近，是一眾駐有軍隊的王宵，負責鎮

守國內的邊遠地區:加拉太、基利家、敘利亞以及(在奧古斯

都離世時的)猶大，而猶大因為不肯妥協而從藩圓的地位降為

省份。所有王省中，敘利亞是當時在亞洲最富有與最重要的省

份 o 它的省會安提阿成為羅馬在東方的軍事基地 o 基督的跟隨

者亦是在此地首吹被稱為基督徒。(徒十一 26)

另一類省份是參議省，它們位於小亞細亞，與中央帝國的

關棒、最為密切。它們都已羅馬化，解除了武裝，局勢亦已穩定

下來。在奧古斯都統治下，這些省份計有北部位於黑海南岸的

庇推尼和龐都斯省及西部的亞細亞省(不要與亞洲大陸混淆)。

亞細亞省在眾省中與歐洲的關係最為密切，保羅及路加分別在

他們的書信及使徒行傳常常提到該省(林前十六 19 ;林後一 

8 徒六 9 '十六 6 '十九 10) 。亞細亞跟猶大一樣，亦曾經是

藩屬國，名為各帕格民 (Pergamum) ，當地最大的城市是以弗

所。

有 
可從羅馬帝國的觀點來看，亞洲屬地中最棘于的地區是亞美

次
卅一f 叫一叫一句，一 “自蚵甸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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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與猶大 G 亞美尼亞五與波斯陷入永無 i上境的衛突 o 一直以漿，

它的東方色哥拉都較希臘成羅馬強烈。在傳統上，亞獎厝亞雖然

函本身的獨立問感翼自賺不己，扭曲於它曾敏棍為帕攤亞王坎

子的封地，留J.It聽初它像被軒的續三夢於是難媽的藩鸝 o 雖然

羅馬在合元前六寸九年的戰等賽中成功將豆豆葉尼亞輛裝它的勢力

範鸝(羅馬當時是共和國能是羅馬與波斯之問經過三

的組鋸戰後養過捕方才真正轉轉聞方，道坎勝利歸間較西方的

基督教，和羅馬的勢力。撿說是華發籠高人嚴先把建儕新的倍

綿薄到當捕，但是「亞美尼蝦的使繞 J 般蒙者驚鞠利 (Gre怠。ry 

the Illuminator) ，的艦第三世紀結束時使亞美尼盟主替鏡特燒 

( Tiridate叫， 261- 317 A. D) 歸主。傳說中，豆豆漿尼亞在

君士蹋了歸主誦的十或工卡年，全關至少在這主義上已帥錯了基

督教。間 i昆亞美府間常被稱為最早的惡督教闢竅，雖然站名稱

要進一榜的解釋。 9

另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半猶太的王如希律或;楚楚在公元六企年菸後羅馬的縛督本芸丟三彼拉三多菩，

它始終是猶太人的端方 G 鯉馬只有兩鶴/J法解決權{置猶太問題，

就是:給予猶太人特別的權利或是把他們麓絡。

握馬採用第一餾方法，直到公元六十閥年。朱利奧-革者

的統的著手都異常容忍。輿吉斯都立站長豁免了猶太人參肅

的義務 o 提比留雖然限棋猶太人在總馬敬辨的權利，的緝部盡

最避免與在東方的猶太人瓣瓏，亦沒辛苦干涉他們在亞朔的宗教

活動 o 難鵬的競泊者按有在猶大的輩輩幣上到上他們的肖像，追

樣是為了尊重重猶太人禁11::立聳的規知，撞去是誰昇上唯一的地方，

那些?統治世界的人j 竟如此寬弘 o 只有暴君卡JiI!古拉 (Caligula)

才遍遍猶太人。他下令把他的肖像學建立在耶路擻冷的聖殿肉，

怕是他在台元四十…年，詩橡未豎立之前便齊聲眩，造樣f發自攏免

一轉一觸即發的轟動。他的海之繼者草場嘉明智的竅悴他們不

會攏過猶太人發參與那些跟他們白雪縛法有抵觸的宗數描動，甚

尼祿的妻子(雖然犯有其龍錯誤)也成為猶太人的保護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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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蓋點兒就改倍猶太人的宗教。 祿統治的公元五十間

六十八年，間為鱷罵人認為華督誰都是擱太人，因此在驛媽的

立主辦教會並按有聽到政府的組 a 祉 10

的法拉蜂王朝香n走向另一個極端。革老丟對猶太

人的[織主黨輯 J 故策在尼祿數載的末年攝解，猶太戰爭弗拉公

元六卡六年爆發，當時尼祿的將錯維斯給先( Vespasian) 髓始

瓦解稍大脅。但斐然皇袖加身的俑，不能不改變他的作戰辭職。

緝名新潛在公元七十年將血洗耶路撇峙的暴行交由他的兒

多 (Titus) 執行。聖城陷落了。織後一撮抗敵的猶太人難

為擻大 LIJ 上，他們首先殺死妻兒，然後等到快支持不性時傲自

殺。擴大的論陷引發了難民潮，現稱「第二攻大流徙 J (the Second 

Diaspora) <>很多人越過議界搖擺設斯及往南逃到阿控的 o

可能繼封印度。就是在鑼為勢力範靈下的漿糊?繞太人

的偕仰仍然雄持下去 o 意想、 r哥哥1目前是，他偶1JJ可享有提前的特

槽，毋須服兵役及敬拜帝王。 II 個是聖藏已被毀，猶大

陷。猶太教逐漸轉化為第二吹就能被內擊和孤立的猶太社鮮的

救。

龍也在這故哭難中分散各捕，但是他們卻締蝕了不同

的組路。龍的信奉的是活著的轉賽組多飽嘗呼召倍接向潛世傳

，撞梅喜訊是給萬龍的 o 他們不但沒有變得內向多反而

轉攝來，醋對世界。然問他們大部分是猶太人，飽擠出外傳播

，發現那些散佛各地的猶太人社群是有助傳播革督教棺悔

的決然網絡。這現象在洲最明顯。在羅馬帝摺級體以外的亞

洲地區現存最早期的基基督純僻體育已載中，都擺常帶著很強烈的

猶太教和基督教色影。

亞洲大陸上的伊臨〈波斯)文明

猶太教徒與基督徒為了攝權羅馬的迫害，擺渡結發拉起混

身彼斯之中，追捕方今天稱為伊朗 o 伊朗是灘科安族及印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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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吉民族的是譽稱、波斯人只聽其中一個人稽。從中亞洲西部，

襄海以北的烏拉山歪喜瑪拉雅山混入印度北部的印蹺河一帶，

都有他們的蹤跡。在史前史中，與他們為騁的是位於東蟬的突

激蒙古民族，與中國較臨近，婦在頭北酬的是較近歡酬的芬蘭

人。 12

基督的持代言統治波斯的是帕提亞人(他們稱自己為時

三個令波斯攜升為世牌舞台中心的王朝。

他們掛醋的是羅馬，來麗的是中國及南富的印度。


個朝代向摹米尼王朝 (Achaemeni帥， 549 ， 330 B.C. ) 

就是聖經中的喝代波斯。他們比希臘人或羅馬人更早礎稱為 f

早在麗堂中佔一席位的印蠍院接卜及第而個 f 倉IJ 輯和治協I J 的

關家。 13 他們開闊的君主是居:爵士二世( Cyrus II, the Greatl ' 

他令猶太人脫離巴比倫的自虜，又征服了敘利盟與巴勒斯坦，

並且玫取了小組組車很多地方。他的繼承者蠟燭征服豆豆辦頭部，

進入師:斜坡打希臘，使亞洲與歐洲對立起來。 14 波斯線希

臘於公先前四九 0年在馬拉松及十年鍾的海戰士，若非法斯寡

不敵眾，他們可能會將來方色彩注入幫餾歡粥，歷史亦會盟此

而改

、第二鏘朝代西琉古;王朝 (Seleucids. 312 - 238 B.C.)是希

聽人軌故。 他們是証服了波斯的豆豆歷山大大帝的後人。 你們改

換了重要史的潮流，並立一度令聽個亞滅絕入問化的危機 c 這個

波斯帝國中的希臘饒的者把雅典的文化帶到中亞〉讀及阿富汗

及懿攝印度的邊界 o 事實上，對基督教早期在東方的發展來說，

與椅臘人建立關懷服與猶太人建1關懷間諜重要 o 伊得撒、伊

搭納 2支印度的德薩拉都曾有過希臘的駐軍。能安攏阿經波

斯連問富汗及至恆河的巴拿的希臘商業路線在基督教的時代的

然關放，成為基督提商人及傳教士;喜愛使用的遍心 的

但是帶臘人在控辦的人數太少，也太分散。在商方，她們

短暫的主蝦的轉純為羅馬入研奪(小亞制亞、教科亞及輔大)。

在東方，在聲鼎的時籬，一個新興的草棚蠻朕把希臘人擺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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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幼發拉底河升。 

J 第三個車直接盟友朝 (247 B.C. - 226 A. D.) 能希鸝

問波斯多再度注入亞洲的色彩 o 亞鼎的事基督教就是在軸提

意主執政之時，在與禪為接壤的地方，得以脫離西方者基督教摺

最終獨立運作 G

館提竄入與深受希臘文化薰陶的部琉古人;有三零混之別 o 權

賽季文盲的騎士l: J驅軍警於是讓海與問控潛之間的車累，是嚴早懂誨騎

馬的游牧民族，據稱直接奪得波斯的主權。“他們在合元前第

三世紀中葉叛轍希蟬的研琉古王朝。在最初的一百年內，他們

在伊朗撤部的高難士一直攝著獨立問對抗的生活。接著在飽們

的第一位蹺，請米契權德一堂 (Mi由ridates軒說額 1可向西方進攻，

並誰在公昂的一回 O年於巴比輪換拿了關琉古的盛情，舉世鑼

驚。毒害至中器配注意到蟻帝圈，於公元前年擬語是大使至U Jþ自

提亞朝打聽帶動蛇洲賢義的著名絲繃走路 G 然而羅馬郤不智地

報握這帝閥，在公元前五十三年，凱撒大帝及鸝培 (Pompey)

的闊僚卡組斯( Crassus) 率兵瓏攻造新 i臨走藍的帕攏班帝置。她

們以為勝科唾手可得多恁科潰不成軍，瘤，鳴陣腳大觀 G 在伊得

撤除設的卡爾希，一檬帕踹斑弓箭手;在年青的將續按倫率領下，

從印度的禮界為蟬，峙的軍隊權攻，一時籬如樹下，使羅馬著名

的軍紀讀書然無存，士兵落荒閥混，甚至讓他們的 rll著 j 徽旗也

棄持不顱，黨在是奇臨大辱。雖史學家法幫(R. N. F旬到拉

出，從那時棋鞠始，西方的作者就在羅馬與波斯之間把世界一

分為士。 17 這場著名的，卡爾稀之戰主可能帶動了豆豆擠!早期的桶音

縛播工作 o 有人認為另一個各敘愴的人，大概是卡爾希戰爭的

英雄較倫的後人，傳說他就是那名將多搗繪到東方傅教的 f 印

度主 J 18 

賓人將帖提單輯描繪為悶基米賠朝這個贅金詩代與我彰希

臘高等文化的茜琉古王朝之闊的「鼎白發時代 J 但亦寄人認為 

Jþ自提亞章建主義被斯薩欒王朝的再生，未嘗沒有道理。特提亞人

始道格都過著戰士和體族的生活變然而真督教的信仰夫是在龍們

一~………一一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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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怡的詩聽得以組過羅馬樹關而進到東方的亞i7H 0 

其實正如續寫的和平持學每一」樣，帕提豆豆人在文化上的弱點

可能是另…故基督教衛會工作的聶衛觀。 她們的文化意識較薄

弱，鶴教特性令他儕只熱中於戰爭種 3守獵且是部朕聞自它們箏，加

沒有任何宗教雄行在他們中間，這一切歸素不但沒有組礙基

督教信仰的 j發展，反而做它更容機會在波斯立 rlJJ郁的根基 o

他們的首都間流基泰摺封( Seleucia爛的esiphon) 位於古巴比倫

以北的東格里斯河…1:今室主在後來報遠的商甜 J它成了東主教會

的中心 3 就是我們所稱的 多留教會

軸提亞人撒飽們的敵人，難罵人一樣，在他們的蘊界以藩屬

國作為群障。這些藩鵲中有三個在亞洲早期革瞥教的傳鏡中

很顯著的地位，官們就是奧斯尼內( Osrhoene) 、財壞照本 

(Adiabene) 與亞美尼亞 o 奧斯尼內的首都是伊得撤，負爾街醫

幼發拉底河北部大河灣上的渡口，在東羨尼亞南產量讓算不連處。

伊得轍亦對亞洲i基督教的母會提供保

再往東隘的走就是小體紹過閱本，它位於1底格恩斯河的上諜，

在思路微古城衛生段，首都間聽拉(現代的艾克爾 [Erbil])成為

藤瞥教在中間的傳道發展中心。第三個議爛的城邦荒草草榮尼亞步

在溫識與爾拉勒山以立仁和以東的險緝令。雖然統治它的智主與

給提亞附籬息統治者有聯鑿， ?皮斯有很強烈的文化依誰與

鼓搗傾向，然而言卻是在苗苗頭美界的小闢中最獨立的。它與真

為爭奪t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基督教韓東的美名，若誼是事實

的話，乃是部於羅馬帝朧的教會傳道的結果?問JJt是屬於西方

訶不是阻酬的教會史。以後我們再詳細談及與斯尼內與阿總閱

本的教會史。

亞洲大躍上的漠(中盟〉文明

在基督的時代，亞洲的第三髓權力中 中國。在 出

繭的二百多年，不斷拓 土的秦始廳 (221-210 B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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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鑫督教史

他的項聲不久的出土)將那時館還是你爭我奪的轍散封建諸娛

攝統一起來。{也罷造寓里說峽，防禦靜聽外辦教民族的 J攻擊;

他亦籍制人民的思想 3 壓抑異議;他在統治期間，焚;撫書籍全

按他;在中閱歷史上永生叢留下結名。雖然這樣，他想暫的秦朝 

( 221 • 207 B.C.l郤為後來的灑朝 (206 B.c. - 220 A.D.) 龔

了繞一的幸事業，令他們在接後的稿千年鰻鑽在追猛業 t發揚

光大。

著基督教在 r扣留過個重要害的建聽揹服傳入，立全立為論屬家

帶來重大的影響，不知塵史會怎樣改寫?但這獨測是沒有結果

的。拉使繞時代，中間立豈不像一些人眼中那樣造不可及。

上學這時候中關正嘗試接觸商方。中關突破中亞的童電阻聽;

無邊的沙模、山騙、以搶掠為生的體脹，開敢通往外面世界的

商罷。怕是在以後的六首年裹，歷史上並沒有靚轅有事基督教的

傳教合冒險穿過絲路東讓中轍。雖然為投巴教會的當選勒朧擒 

( Chaldaean brevi袋ry) 轉含混的攏說 I 聖多為體頓中闖入與衣

黨匹亞人師信真惜。 J ffl.聽多烏龍印度准入中國傳道的傳設立豈

不可信。 19

早在台元前一二八年，摸武瞥擬議使者「閉路使節 j 張聽

到總遠的大丹託(就是今天時富汗北部的地方}協商用誼。這

名封閉域的中國揮險家橡能相反方向出發的時偷布那樣，將他

在擴荒大草族以外寓饒之地的經歷替田中間 O 中國人急不及待

要與權種新發現的西方世界通詣。他們在世界屋脊上輯始了

條 f共蓬車行定的路蟬，燼達爾盟的印度河谷，其至希臘羅馬所

統治的敘利亞的攝界。當時是合元能 -0六年。站是躍史上

棉大陸剪次的繞一步把各地聯繁一定旦的是這蟻零畏的絲路。必

然而，這是…棍單薄的線，段經常折斷。待奪公元前六十

，當匈奴[帝國 J 勢力日羊毛之縛，中關才能轉堅定撞掌握追

悔沿著塔奧木河替1m傲的錯發Hffíï璋的碧藍東路線。商業蓬艷增援，

當豆豆金元前六年 21 就在基督視生時，漢朝的權力禪，忽然瓦解 c

王莽撞華奪了王位學他最初只是攝政主，然機能告元前…年到合 

叫別圖… 、呵但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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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自立為主。邊跑起箏的起 o 讀中國的史護書記載 p 在

余元十六年堅 f閥域諸關各有君說，共單分弱無所統一。 J 22 

挽著的六十年內，直至公元八0年代，中國與西單洲的聯鱉

陷於癱瘓。因此，在使提教會的最初幾卡年襄 2 羅馬威渡期實

際上是無法接陸路封建中齒的。

然話，在使接保難免鍾的十年， 東的路再現開放。

在余先二十三年漢朝的皇帝再掌旺山，咱是東漢初年咐現了很

內部問題。直到英明的明帝即位 (57 … 75 A.D.l '中興才

撈起中亞。那時的絲路在帕米爾i向原東面的克什格嘗嘗分為

綱線，分隔了何寫汗和中國。一據朝花纜釋塔里木盆籬，議在

特按手中。晃一線為建于讀(Khot級別，為大月氏控制，那時咱

們正我打花印度。

國人首先在1吐魯番打過了北路，校中國第一世紀麟

功織顯赫的班趟車鋪下，漢室經雅肯( Yarkand) 與于攤

南路的體制權。班組主是漢朝的望族。他的兄金來續賽

在文攤上赫轉有名。立豆燒學武官又是謀險家的斑超種公元七十

四豆豆… O三年這三十年時，控制中亞的大角。班超與外放的

榜上，屢種奇功。他可以在不動刀劍，戒以那時代最低程度的

力(何如，把仰敞的個節斬首) ，成功辦視樂浪與于簡

的威權。當他的領了在南北線路交典的黨鎮克什路轍，如

乎日撫玉ILT整個菌戰 o 然陷在遠勝芳草的時刻藝;在金元七

輯帝駕續費彭王起的功業如乎將要毀於一血。的新君並不主張與

外興建交，中亞部族闊的門事對他並未構成任何關擾。他即位

不久個仔間鎮守邊關的將領 o

然間班超巳續獲得站略部脹的信任，的們懇求地留下來維

持秩序。他於是違背玉命，留在克什格爾鎮守絲路。他上

帝，繞聽她螃守中麗的最能方法立豈不是轄籬在接機以肉，而是

進攻威脅中亞和平的?那三十六盟 j 。他倡議「以夷制夷j

頭王超依照耀原則，到處結完朋友以籍制漢室的敵人一一甸扭。

他結交了凹爾喀什湖以南伊離河一帶的藍眼鞠烏舔蜈;在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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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結交在何拉姆以南的康居及大月氏，他們在今天的阿富汗

帶建立了自己的情輯、放且當 i著雙印麼，當時在位的印度三E主義

京建革( Gundaphar)。窮人認為京建菲殺是傳說中提多島的保

讓人。舍克八十七年大月氏幫室主現超控制了繫餾塔里木盆捕。

由於班輯令中亞麓歸中總勢力範閣，模室黨對他為「西坡將軍 J ' 
商旅鰻亞糊的高館吃能前更為蓬勃。 23

合元九十七年，班諾頓遺他的心聽使節從克什梅爾商行，

線索山嶽背繞通往被斯及擺罵的友誼路，就是讓車浩央的地方 o

名使館甘英煉入關鍵亞帝間，到攘攘期濁。辛苦不是波斯和阿

蛇伯的水手向他撒謊，他可能己涉足羅馬敘利亞‘帶，就是

時構為大瓏的地方 o 他們告訴他 r鐘海廣闊無鐘. .. .. ~顯瓶時

你可以在主餾月內橫嫂，但要是過著慢風縛，可能需將雨

。尸4他們沒有聽錯可取權只在六十曙以外的阿拉能彼特拉 

(Petra) 0 或許他們害怕羅馬與中國搬觸後，他們便會失去從中

獲利的機會。無輪如何，這名中國大使逅的建束，報導可能回域

的寶路中可讓豐!擎的利 j餌，有吾鱗罵人亦希望與中圈交往，不過

卻被輪提亞人的食發研哩。 f也也許曾提到絲路以外的另一條路

線，就是經海擺到印膜。時控伯人知道蟻條競路，現在羅罵人

也辦用了，只有中醫種不知道。若軸提亞境內的臨路聞戰爭或

政治的原盟主度封鍋，這條海路館大被用場

東方向聞方探索，西方世尋找東方。這樣，整織大陸的距

離漸漸拉近 o 在第。世紀，大概 bt甘英的商方之祿更車，

其頓商人提天諾斯 (Maes Titi如師)誡攏了使者債毒害幸在東臨

通盤中囂的絲路。他們走過甚鐘書路線並不揹麓，但是很可能

北路，因為他興在名為「石塔 J 2幸的地方，那是位於帕米爾高

靠中闊的…蘭及塔里水猛地的機緣，賽至自殺利亞的撞車:難把

貨物轉載到中國人和黨古人鵲駱駝土。主義是歷樂土第一吹記載

羅馬與中關公民的社人接觸。

他們就讓樣問攝了通道。續使現蹋於公元 -0六年混聞中

踢，館中國亦放懸了對中路的管泊，攝備在「渡人治下的和平

，-，.耐心 吼叫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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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期 J '像西方「羅螞治下的和平時期 j 一樣，令跨鸝豆豆機大

臨的繭業活動在線路上得以碧藍勃發展下去。 26 樟可以是另一吹

「榴音的預備期 J 0 然菇，在華督教早期攝髓的年代多遠鋒道

路雖然開斂了，但卻只有來岳印度的佛教傳教士使用，並沒看

來自耶路撒冷或安接持或伊得撒的基督接使用爐僚道路。問縱

誼通蠟傳播盤在東亞深深擺擺的主是佛教隔不是基督教。 

f可憐教過常被稱為 f 最具觀斯特瓏的大宗教 J 27 ，及「最早

外縛的主宗教 J '而不是華督教。根擴聽教的傳統，佛教首燒傳

至中園， 十五年左右多當時佛教擺平的傳教士攝難聽

及竺法幫體同中醋的價節從大月提抵旗，於洛陽錯白為寺。認

可錯的記載是布第二世紀的下半廳(148 A. D.) ，有一名波斯

(給提盟)的傳教士來車，中文名字叫安做高。立學過比第t世

紀第一名義督教傳教士抵確要車間百年。那位第七世紀的聲督

教傳教士也是機斯人，我倒以後會談到。 30

亞洲大陸上的印度文明

在一社紀亞洲第路大總力中心是印度。印度主義勢教的發源

地，開嘴教是最早對外傳教的宗教，亦是在問教興趣以能最成

功的宗教，旦在少，在豆豆莎"如是。但是在基督的時代，印度已經不

再是王蟬，問印度的佛教亦開始分製叢式徽，識後被富有的印

度教吸收，差本多在本土消失 o

印度離大的孔雀三玉E朝( Maurya empire) 元巳前玄二…一………(…(鵲於合 T

，一度與希臘人統治下的說斯帝闢看齊多甚或較之更為強大。

當時這兩個帝國的鷺圈者一一波斯的問琉古 -t設(如leucus I) 

及印度的藤跎總覽多( Chandragupta) 相雄是歷虎上的接

一個是亞軍警 LÙ大大帝的將體及鱷承人，男夕卡4個或許是釋迦學

的近轍。泌的控告元前三 O五年，西琉古帶兵朝東越蠅印度

河，進入旁聽髒 o 掛陀華麗護多帶領一支五十萬人的軍隊及丸千

頭大舉抵抗，獨波斯與印膛的錯突一觸即發。但是戰琴手並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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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取隔代之的是艷方建華IJ共擻，甚至可能控攝通婚甜結盟 o

在燒技協議中印度得到較多科益。路陀離笈多彈得印 1支持一丹花

的大片波斯領土，高認琉古則只取部五百閥戰蓋章J2

續就是立歪斜當故 E民間方的潑臘主義對謊。這持帕提亞人也

的希臘人的論權推翻，並J3.1f民羅馬作戰，使他們在幼發拉 f甜可

持頓 F來。孔當王朝君在胸陀藍藍笈多的哥華、于阿鑫卡大帝 (Ashoka ' 

約 274 - 236 B.C.) 的說治下雄主日品緒。俯在宗教、政袖和軍
-
m
;
t
!

仆
，
比 

十 

事上均建樹良多。在他的統治下雪佛教葫皮紙衍。 他憑著朝倍

倩徒的熱誠，約在台元前二五 0:年召棄了重重要的第三頭佛教會

議。這會議拉機教改纜為“僑對外傅敦白色宗教，目標要令聲細

印度轉信佛教。

然而在薩王朝梅佛教攝度教阿嘉卡死後個一概不援。這朝

代最後…名裊，帝被系統的擴羅門教徒行刺，權讓釋們教徒以婆

總門敦的馬裝作為他梅值小王朝的開國廢典，而非撮賠鶴教的

禮儀。 33 孔雀王輯於公元前 -)\.0 年結束，糧站或閱斂了侵略

的年代，令印度附於五當年混亂與不釀的狀況中，直到新的笈

多王朝( Gupta) 輿藉，爐個次大陸才恢復秩序。祖歷史

急屆時轉變的時期似乎正有助基督教的擴展。搏統上

認為，在憶些混戴白每年間勢有一名便徒把聲督教帶到磁片大撞

上，也許諾是真的 o

然而最初到印度的赴希臘人 o 雖然騰陀攤主更多在一百二十

年前轉堵截他們進印度的路， í駐亞歷山大的將領在印度過境

的大夏聽了一盤小帝國，位於今天阿富汗北部一帶，那時是波

斯問球古的建東當份。今天的大夏己攬了號朧的沙漠，當時

那站起領土中一片肥美、嫩錄的土地，支配著亞洲內陸的海業

路緝 o 當說斯國琉吉統治者把首都從己能倫遷移到安提阿，他

們開始與東方的實份失去接瓣。而在去元前三互之 O年，一意

力較緝的希臘總督攻戰波斯的結據多自立為大畫室主。他們當中

最強的是嚷:海特王 (Menander '約 1約一 130Bι) 。在飽的

領導下，大華夏的希臘人轉向東區和諧茁恆伐北印度(約在同時，

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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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位於中瓏的帕提亞近鄰移向西罷征服希臘統治下的波輯)。

蠱 1萬特的聽士從喀布爾伸展至印度呵呵谷，並在是那襄抬著恆掩

護入印度，將孔雀王朝的遺民訥進自己聞單位中。他的財富與名

聲傳得更加遙燼。到有變商特王海 f擎的輛載甚至在造麓的威爾

無都可找到 34

但是印度的希臘人可請來去封封。他們本有叮能把印度希

臘化。希臘化的聞始可以從佛教藝爾中的希臘脈絡中華寄到，然

而整體來說，希臘人的印度化比印度的認 1t 更深。塔嘗嘗 

<W. W. Tam) 說 r 有關精神文明的事情，亞洲人很相信總們

可以組鱷希爛，孺事情確實是這樣 a J 35 希臘人壘南特征服了

印度大部兮地方多但是到最後，始感封希臘的暫離不能滿足倍，

亦可能是他不再熱衷於希緝的多神思想，鼓聲改信了佛教。一

本著名的鶴教響籍詞娃娃改教純經過。希臘人的;東方化十分還

擻，根據《籠高特的問題:} (The Questìons 01 Milinda) 一番的

記載，動化建的希臘之五皈依佛教的槽怕是希臘人，而不是印度

人 36

希騙人的鏡泊結束復是一聽串的游牧民饅略轍。的在公元

前一六 O年，聲爾特離世爵的五十年，來自中鸝西北邊境的甸

設一一頭身毛墅、在馬背j馳騁的體族(那些體路獻辦的.怖伺

奴蠻族)…一一大幅度的移徒，令印度首故感到體族的威脅 

長城將他們拉於中國門外，漢人把他們向商!驅趕殼中豆豆，其他

跟他們碰闊的鄧麗都被他們擊敵，埠使主叢略部主長向內陸推進。

境些錯扭頭辦i腹地的認族，就如立更輯、!大毒草原上 rz輝的細滾，不

斷朝閩、 1萬兩方推攏。傳統記毒農就在追群中亞蠻族優路印成的

興暗歲月中，及的在他們攻他北印度平揀一帶峙，基督教說傳

至印度。

師按首先在長城的盎盧跟漢人所稽的大月氏(鱷罵人稱他

們為印度饗跨班人)誼個由皮膚的辦教民族發覺離實 J皇大丹

民很久以前日從數洲北都漸漸朝東擅遲主要支洲，飽們眼富移的匈

奴發生每突，成為世界歷史上意蟹的轉擴點 3 因適標諒著歡洲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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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艘運往盟洲的史前移穗潮已告一段落，代之捕起的是亞洲民

族間給朝敵機大陸進釋。當選擎馬被蠻旗玫樁，亞、淵民攘的草草佔

便建至高緯 39

大月氏禮駕奴擊敗後，向西敗喔，並沒有取間能們族畏的

嚴首，而借奴將他的頭蓋骨打鸝成一筆杯 o 大丹氏接著在伊薩

講盆地 Ossyk-kue basinl 跟紅鬚藍眼前神秘 J鳥否還接對壘 40 殺

進…是彭總往費爾干納 (Fergana) 和塔什于(Thshkent) 。在那華夏，

你們向一大群「單細賽時軍校 j 的韓加騏人攏攻，將他們向南

追肉印度。 41

賽將這一苦年來 3 我這片…度富康豐鱗的豆豆洲三角地帶(即

今天披斯東部、阿富汗、印度百花都沒己主義斯土豆)翻起的辦較

民族侵略潮至數學出來，是十分輾主長的事。撞啟事件立全沒有記錄

下來多只懋記憶。當時薩加藤正職南關數餾在興都庫什山下的

希驗小關進嘴，它們位於喀布鴨、干啥勒和恆河上游， f.E!體加

族卻突然轉向西啪"攻轍柏轎車王朝。約公元前一三 O年，罵名

披辯鏡泊者路燈些游駛時事戰時陣t 。韓招展對沒斯撞東的官

餘的推辭牢不可破，餾其吾土島( Sakastan 或 Seistanl 的名字沿用

五至今。 42

軸提豆豆:在米聽還總二:教及頓臭芳坦的世襲鍋主參即強大的蘇

偷東展前領導下反攻，在華督路生前一百年收回失攏。後來接

晰的翻力轉簣，黨華僑家蜈很可能背棄了帕提啞的君主，跟蠹加

旅館盟，成為獨立的帕接班一聲西單王朝。印度的歷史稱佈們

巳封雄人 (Pahlava的，就主義指到先進的波斯人跟當于較為生的

薩加入奇怪結合布成的民族，四月，綠燈餾名字要待豆豆近代才被

人發現。 你們沿著白灌進入印度時，玫陷了餘下的事告轍小

圈。翱古老的傳說記載他們在印燒菜攏過上了基督教的質教士 o

華督和他的們接多鳥在1世的詩代，統治著印度北部的就最

這個帖提單一聲盟盟主輯。傳繞上經常將至多馬與印度的宣教旅

程挂上關保費這故堂教行動令…名印度正歸主。我們接著會探

酹慧玉主印盤教會的鏡能這鏽甚其爭議的獨題，到時我們聽會詳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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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燒f問巴列維帝闊。

注蟬 

1. 	 Strab峰， Geographica L 1.20; 2, 5-1車， 31-32，經常引用的且在鋒本來像LoebClassi叫 Lib給ry (Lond冊， 

1917) 。 

2‘ Strabo, Geographica 15. 1.3是， 37. 他拉丟到中國人為[終可以?蛋殼二s斂。夷之參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 ed. H. Cordier, 4 vols. (London , Hakluyt Soc血勻， 1913-16)， vol. 1:14n ò 

3. 	 Strabo, Geographíca 11. 12. 1. 

4.	 近代有關鍵格蘭在這聖王的身分約討論多草草鞋一是，沒古老沒了，慮重新近的態。Jl認為他殼沙爾

瑪人，是羅馬從草E洲帶來島生辛辛遺部隊的後人，站設頭:隊是協紛在E討苦主黨忌。 

5. 	 S虹abo， Geographica 15. 1.37. 

6	 線路的統j台灣7XJ子如 F : Augustus (27 B.c. - 14 A.D.l 、 Tiberius (I4 …37A.D.l 、 Caligula 

(37 -41 A.D.I 、 Cl削diusI (41-54A.D.l 、 Nero (54 - 68 A.D. l 、 Galba (68 - 69 

A.D.l、 Otho (騙人.D.) 、 Vitellius (紛 A.D.I 、 Vespasian (69 - 79 A.D.I 、 Titus 

(79 81 A.D.I . Domiti訊(草1-96 A.D.l 、 Nerva (96 - 98 A.DJ 、 T措j血 (98 … 117 

A.D.l 、 Hadrian (117 - 138 A.D.l、 Antoninus pi的 (138 一 161 A.D.l 、 Marcus Aurelius 

( 161 一 180A.D.l ‘ Commodus 內容。一 192 A.D.l
 

7。參注釋六有關單單為童手吾吾§次序。
 

8. 	 1句際羅馬毛主是在洲的智的可參 D. 盔{a草 íe弓 Roman Rule ìn Asia Mìnor 的 the End ofthe Third Century 

(如nceton.NJ‘Princelon Univ 研ess， 1950) , ~J- l是τ'. Mommsen, The Prov說ces ofthe Rorru:m EIIψ肘， 

2 vols. Tr削s. W. Díckson (London: Benl1ey, 1886), esp. 2;1-303 。 

9.	 有關豆豆葉尼登攤主的早期紀錄毅於 V， Langloís , Collection des HìstorÎens de l'Annenie九 2 vols 

(Paris, 1867-69) ，但很難分辨哪些是主義發簣，哪些娃娃傳說。紛紛忍不能作準。你參本書第

區支持趣，另一鱗鱗為 f第一做基督教撞擊家 j 的地方也

叩頭學生1ommsen， The P酬..ince乳白p.167，他且， 2∞ Q 

11. :ff關猶太人;在羅馬紛紛下的情況，近紛全澈的研究有 E.M. Smallw仰是， 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Leíden: Bri鞋， 197亞)發 

12	 參 E. D. Phillips , The Royal Hordes. Nomad Peoples of the Stepp制(London: Thames & Hudsor且， 

1965), 39ff. 令以及 R. Grouss剖，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lral As縛， trans. N, 

Wa1for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í、r. Press, 1970), 5ff. 0 

13. 	 S, deVries. T. Luylcx, and 可以 O.Hen你峙。鈍， AnA t/.叫 on給rld History (London: Nelson, 1965), 10. 

14. 	 Herodol帥， The Persian Wars , trans‘ H, Cary (London: Bal1, Bohn's Classical Library, 1894). 

15. 	 G. Woodc酬ck、 The Greeks in lndia (London: Faber 認d Faber, 1966), 4闕， 130ft. 

16. 	 Phi l1ips, The Royal Horde芯， 11紋 

17. 	 R. N. Fηe， The Heritage 同fPersia , 2位叫。 (London: Cardinal. 1976), 208 , 

18.	 參求發第二毒置身 

19.	 教領，1::篤，在4 至是庇護巨繼貿殼中鑽空空教的傳說?參 Yu誨， Cathay， 1:101-2 0 

初日為道，史言凹，發一二三。 

21.公元前則十三年，二!::1(1持人做傻事建絲路，沒奎清水洞域， -~聲令j絲路上的再專業滑動撞撞電

受級 ò F Tagge阱， 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 (Berkel吟， CA: 

Univ.ofCalifoffi路Press， 1939), 105 

22 章程控~ ，付:tr~醫護恥，卷九十六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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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rousset, Empi舟， 41-47; Tagge前， Rome and China , 136-45. 


24 范機雪《後激發/，>，約於1i tlt紀中毒草成讀書，書中將領寶:方的紀尋盡可能主主義至於1:1藥的報導 o
 

25.	 訣。lemy， Geograph紋，加ok 1, chap. 2，奴制.以翔的頁數n指 Edwar社 Lutha Stevenson. Geographía 

ofC/叫dius Pto/仰吟，的ew York: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1932) 鈴聲麗絲本。Ptolemy 替豆豆洲新

定的來嘗嘗乎乎總?五至少較史特終沒 頁 76-7 ' 

為	 E. Chavannes，“Troisg忌器吾r3us chinois de la 句唱astie des Han" (Biographie蟻。f P:曲的，帥， PanYun各 

and Liang K'in), ìn T'oung Pao, series 2, vol. 7 (1 906): 210勵 69. 

27. 此笑!你自C. N. Park:ì n間詞， ~Eastand 勛st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1963)，故妙。 

2患有鱗傷教何時 J監察的傳說自重要哀-}鞋，很大致祭絡為是介于公元吾吾泰;十年至公必了五十年

經絲路傳入 o 參 E. Zu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Chína ìn vol. 11 Sinica Leidensia (l潮是.en: 

Brill, 19伶;repn刻， Taiwan), 22-3 ' 

29. 	 Zu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32ff.安世為:是學草草主自治紛，前毅的佛教隊伍中主義事安朽的一隊已

除了安世趨之外，隊員達 19括另一名車自遠豆豆人、三三名大月災人、寫名激情人及三三五5印度人。

傳奇盟中的安 t設為經帕 m.5:2:偽君事他的為獻身佛教，立主矢恣丹等 f弗典譯成漢文 ITÜ欲望鞋 3三位。 

30.	 參本發第十五:草鞋，東 311 發 c 

3 1.巴利益對中的 Mahawanso 點的花旦旦雅帝必要接薩克耶人 (Sakya) 的鐘聲係﹒就是最佛祖戀戀牟尼

的部族。 E. 1. Rapson ,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India、 vol. 1 (Cambridge Un阱.Pre蹄， 1922), 

470. 

32. 	 Rapson, Cambridge Hísto吟loflndia， 上的 1 

33. 	 R. Thap眩， A History of lndía , vol. 1 扭扭嘛。ndsworth ， Eng.: Pen萃的丸 1966)，的街頭毛草鞋王醫傾

灣的文ítBJ1京闕，亦參 R. C. M哉Jumd缸，叫‘ The Hístory 伽d Culture of the Indi.船 People， vol. 2, 

The Age ofImperial Uni砂 (Bombay: Bharatiya Vidya Bhavan, 195 分，喜事 。 

34. 	 G. Woodc制丸 The Greeks in India (Londo且: Faber and Faber, 1966)， 94刁. 

35. 	 W. W. T缸趴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lndia , 2這 ed 仿制lbrìdge: Cambridge Uni、七 Press ， 1951), 

6惡心7. 

36. 	 Tarn, The G悄給， 414-36. Tarn 在另一潑地方對變得奇特的改喜愛表示懷疑(j主 268-紋 ，他認

為他設立教是基於政治的主導員嘗嘗多 i鐘於玄武a教的樣鼠。但 Woodcock (The Greeks in /nd的， 112証)

對他的改教民日聽得較為積祖輩， Plutarch ~啟發提及J1t零售，他引述H. Zimmer: r若這彷撥撥

王本身披綴著緩依佛教， f也豈是少亦室主華學教書羊體廣施悠警車，以畫畫他們視他當日守主是一樣。 j 

37.	 一般吾吾認為這瘓的旬章文 (Hsi磁含糊)就是 Huns 0 漢人給述他們機幸言大鼻子、滿身毛變; 

i鼓聲聲馬人則認為他們發似蒙古人。他們可能主義土耳其教古部族多:f:E三世紀中譜是時在?蒙

古平皆屬單 j 一徽合練起來，成吉思行車在夜于多年是是在這梭的生。他們佫率薩 f荷華全 p 考古學

的發凝重重示他們以出熹側頭吾土約總餘的名，立自費數百年後，元朝的汪古都嘉定從每至終劉製草鞋

也章是喜愛的十字漿。參 Grousset， Empire, 19 紗，特別是 O. J. Maechen-Helfen, The World ofthe 

Huns; Sludies in Their HíSloη andCul扭時， ed. M. Knight (Berke1ey: Univ. of California F可'es益， 1973) , 

38.	 漢人事哥這從當于教民瀉大丹氏‘希獵人稱他們為德皺紋人(到岫削) ‘繼終人衛平講他們為

在11 壁畫賽商直在人‘現在他們稱為綠綠人 (Kucha) 。 他們是亞裔人全、最初本主甘肅一帶 ili

磯、可能控監事舊書塞拉斯豆葉俄維斯西費11 '函中飼約資料稱他們擁有白Jt)習。他們樣Ql歡喜善。

公主已箭一世紀，他們可能單民主主族道自昏 旦被伊朗喜令部族統治。他們馳騁在學緣上，發明

了為錄放革新兵法(他們的鷹在人匈奴校公元茹三三役紀亦發明了鏡) Grousset, t.ìnp肘， 270 

4
3
1
1

屆 E
a 仇，，，，'-~叫一



23 第一:a 草洲與第一俊紀的世界 

的其中一紋。部分烏派人可能星星的聯阿薩卡人和大月氏俊跨巴51:辛辛幸IJ2 ' J. Charpentier, 

“Die ethnographische Stellung如 Tocharer，"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削länd的chen Gesellsch唔ft 

71 (1 917): 357 劍，寡頭學 Grousset， Empire of the Steppes , 2位 

41.隊長主要是伊朗的游牧民紋，甚握手區公元教三在于是卡遷 f違章是寒流 gg時代波斯的臉襲至2族有章單獨

書費緣。薩?否定美停 00 1:E阿拉嘗嘗海以來約軍事隊及扎沙特i可經塔什子、費餃子納干uro喜 tt 撿一帶。

才是獵人千萬他們為賽衛班人，有話稱他們為 f豆豆洲餐館亞人 J 是為了將他們級黨等 iE稱為樂茁

豆豆的黑祖母義事族分別出來。爾族都是空空北大革派上層堂大的伊飯費醫西亞E沙街游人的文章笑。 f 薩

卡 j 的意您是 f 役軍g J '是他們的畫藝綴創作中一總繳耍的主題。 Grousset. Empire , xxiìí; 

H. W. Bailey. “Saka Studies: 叫eAnc賠nt Kingdo阻。f Kho怯泊，" Jran: Joumal ofthe British lnstitute 

ofPersian Studies 章(1 970) ， esp. 68刪69; Phillip益， The Royal Hordes , 63. 

42. Grouss仗， Empire ， 29♂ 2.
 

43 參τ部1， The Greeks種 344-472逼人K. N帥in， The lndo-Greeks (Oxfor注: C1arendon, 1957), 101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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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葷

首次往印度宣教


「別忘了，當帶多歡游國家還未播音化，聖多馬皂，就連

印度。若印成人以提多，馬路她，們基督教歷史之錯，那麼

基督教在印成的雄史要比歡淵更為源遠渡長，我們閻此

感到光榮。 j 

(1952-1962 A.DJ (摘自按分的伊發0 

拉拉邦的純利間取督徒.>) (S.G. Pothan, The Syrian Christians of 

Keralal 

25 



亞洲墓儼教史26 

印度與到 f亞洲的使徒J 

教會歷史中有一個最占:盔、最深入人心的傳說，就是使億

多馬在耶穌基督復悟和升天績不久，將福音傳到印度。遠在公

二百年玲在擺馬管治下的亞洲和波斯之間的幼發說斑?可構上

的伊得撒 (Edess剖，一名義督徒生動站記栽了使能多馬出耶

路轍冷毒草委受到印度的情提:多馬對於此行雖然心有不甘，並埋

怨當中的!茹苦，但在諸王福繭的無體端將播音傳聞，建立了印

度教會。進卒名為《多厲行傳) 1 的早期革督教傳奇故事，成

為第三世紀時類型的旁經行傳中接受歡憊的一巷，愈來鑫多倍

徒渴望可以在新純正典以外得悉更多有關十二門徒的資料費

能在這方面滿足到他們 G 它對亞洲的教會體史尤為重要，

間為它最早記載到在羅馬版攝以外，亞洲教會的發盛情況。 M

{丘書中令人難以置倍的神踴及諸張的華懲思想難兔令今天的讀

者莫名其妙;不過事它呢多馬在亞洲|宜數的情況措現眼前，打

開亞洲教會歷史的新叫真。

亞洲教會的根源當然比這些縛說:朱建多它們不是源於多馬

或印度，師是始對耶穌暮督。純利棍和各各組都是位於豆豆制多

只是耶穌出生時，情利恆自難馬統治，詞羅馬是屬於西方組家，

所 M部分亞洲觀家便捲入了西方教會史中 O 保羅向外邦人傳播

的同時句毒草督教的歷.9::進一步西移，因為擺史家路 1m與保鑼

並驛前往，爾當時卻沒有燈史家將播音束縛的事輯記接下來。

事實上， í呆擺到連敵朔的韓立比擺闊福音工作時，播音巴經在

東方播下種子。不攝 p 自古至今，問方學者前載亞洲教會向東

發颺踏步往往與使徒;多爵的豆豆沙!宜教5t混為一諜。

當然，兩者之闊的關保只是鐘聲於傳說上，很難說得 t

的聽史。 3 位當縛 i說擁有 f悠久的歷曳，以及強大的支持，即

使充滿了?要聽主義的二卜世紀部會相信天方夜譚有事實的依

據 4所以讓…胡也傳說闊抬 c

J
i
$
i
j
i
!

學 ，也已且圓圓圓圓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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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賭行傳》

放事的開始措組十一個門徒( 1暫時權未有人填補加路人講

大的空缺)聚集在耶路機冷，訴劉怎樣實行耶穌頒佈的大使命:

(往普欠下去參傳誦會給萬民騁。 J

那時，我們這群門筑在耶路撒冷，. . . . ~ .我們將對界對分為

不闊的部分，黨後每人掛籤認、4頁旬.. ...印度落在學生子多

馬子裳，但他不鱗意拉印度，說肉體軟惡毒，不能或行，

又說，; r我是希伯來人，怎能夠舟印度人傳播音。 J . 
主車晚土向他顯現，說 r 多鳥，不妾，單怡，往印

度去呢，我的恩典與你悶在。 j 可是多為仍木聽從，並

說 11是我到嵐的地方，我不會社印度的。 J (~多馬

行傳}-l)

茁對頑抗的于足多馬季其的門提只有禱告，哥拉穌就在異要求

中聽現 o 根據故事研說，當時在耶路撒冷碰巧有一名[É印度王

菲揀來的便譯為尋找木[1i，興建王宮。作者鑼撥一觸?

解決了多馬不譚震去印度聽難題。他播娃耶穌出現在使者臣說，

提出將多駕齊給他作木匠。

主對那人說 r你是否需癸買一倍木匠? J 他回答:

「是 o J 主說 r 在有一飽故隸，他是一個木草也.. ... J 

原來在亞洲某些傳說中，多搗是耶穌的種生兄弟'Øf以能 

t且是木佐;悶在新的中，研有門誰都稱員已是[耶穌的奴樸j

交學說，救車把多為帶到有人阿斑面前，. . ~ ,. .阿斑持多為:4 

{役，是你的主人嗎? J 多為說 r是。 J .....是何斑說: 

f我從舔主人那襄賞了你。 j 多為流默不錯。第二天早

止，多為榜告... ... r 主耶麟，你要義社那裳，在就拉那

衷，顧你的旨意成就 o J 他們的旅程由是展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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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是阿張被尼( Adrapoli旱，教利亞文稱為 LU 打掘 

[ Sandaruk]) ，它的位置豈不誅，但如果《多馬行傳〉只是古敘科

亞版《天路歷程〉般的寓意故事，這根本不重要 a fE!現在很多

人認為， {:多 j馬行縛》雖是虛構，但作者卻釁盡心血將一個半

世紀前被人還忘的事蹟重新整合，他對事件的真確性聽信不移。

文中擺及的港口市是指由昆輝?可往印度墟中的一個會市一一諾

莫悶頭去被后( Nomos Andropolites) ，血有可能是指印度禪岸的

安哈 (Andhra) 等地 O 有關多，鳴在何聲波尼寶!教的記載證實早

期的華督教立教對象攝常是以海外猶太人為先，多罵的第一個

決志者說是一名在宮中吹筒的錯太女孩。

《多馬行傳》記載豈容馬在陶瓷波恩的主莖教歷程， ffi通篇出

現的神聽奇事，令人質疑其可信，性。學其中一個餅子便一歸了

然:多為應聽出席位主的鱷禮，席上 4個舉杯的持從狠狠地掌

攬了多馬 O 三步路轉向權 f問侍從，嚴厲地說來世上辛苦會寬恕你， 

rí旦今世…...你用來掌擷我的手會給狗撞去。 j 不久，獅子把

磁餾侍棍撕報成魄，一聲黑狗銜起他的右手，帶遮宴會場地，

證明了第馬的預言。付多馬行傳，} - 6 ' 8 ' 9) 

婚禮上，多馬向合主縛福音，她決才、歸能立主顧蓋章為上帝守

黨身，的痛觸怒了舉帝，多馬授是封封離開阿望是波尼。((多為

行傳') ~- 11 ' 12) 在追些早期的使繞旁經行傳中，禁懲

偏不斷強調的主題。

最後，多馬撞撞印度王京建華的領土，該部分是全書最佳

的描墟，廚子實簡潔 O 京建蕪盼呵?多馬興建王宮，並給予他龐

大的金額多但多馬看見周禮無數的窮人，不甘心將生命事獻為

季芳增添享樂:

他將所有建集 m 的全錢分給黨苦大眾，施與援助... ...但

會主抵達成中，全問.. . . .. .:E.宮的事... ...人們四答銘 r 多

為不但沒有動過一寸土，更沒有道守承諾，作道義廢。

很蝕，走對大減小擲，將所有的職濟窮人，傳楊一位新的

叫叫耐心則叫曲雄心"一一.~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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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命，醫 P會有病的，趕出污鬼，運作了很多粹主黨奇事，

我們認、為役，是且藍衛師;但他，卻充滿愛心，髒治病人持不

敢分文，不但如此，役，的繭樸、仁愛、倌心發明蝕，正處

無鴿，更表明他是他口中傳播的這位新的上帝的 r1 綻。

({多為行傳，) - 19-20) 

主得悉此事，握了諾諾，然後縛召多馬，向他說 r 你有

沒有為我興建正當? J 率為的答 r 有。 J 玉接著問他 r何

時可以到王宮，參觀-r: ? J 2多馬說 r現在不能， 1~; 9E l;袋就作 o J 
玉非常失唷 2 命人把他收籃。

故事發展到聽鑫又出現一糊不尋常的事。當晚，正的弟弟

去世。在陰憫，他看，見→盛著麥麗的宮殿 s 使懇求天使給他入住

中-研 f區)脅的房子，但天使說 r 不可以，遁詞嚴是一名義

督徒為 1寄:兄長輿噓的。」他大吃一驚多央求天使讓始重重混入悶，

將事情告訴兄畏 o 最後夫f吏批准他在異議中;有1其兄額視，主最

終相信他的宮廠黨的建在夫上鬧非人闕，他便釋放學馬步也離

於時聽他的傳講。;京建華信主復多接受了三環入教的禮儀:掠

福、洗禮及舉餐。這些記轍使我們知道更多害關第三三世紀伊拇

搬的義基督教權髓，然高對一世紀印攘的情沒皮師認識不多 o 但

無論如何，按馬的宣教最後都是成功的 r 有多人借主..‘...活

在基督的搔庇l' J ({多馬行傳:> -二 22爛 27)0 

〈多嫣行傳》緩緩數章講建多馬深入印度內陸多立全按立了

…位執事作 r1導福音的工作 J '以取代的在京建菲嚷土中的控

({多馬行傳〉七 66) ，接著他動身作最後的堂教旅較多最

鵲起於米多伊做王山1i必aeus) 的頭 t (當敘利亞文是為革建

)，位於東印度的馬德拉斯 (Madras) "在蔽地，多馬抨擊婚

妞，他所搗倡的極端和禁慾的思想、令他再鷹惹上麻煩。當地共

領導地位的女士，包括女正在肉都歸位講督多虔守倦的教導，

述避房事多盟此，豆豆侖的忿誰是可以聰解的，他指控多為妖宮

惑累，勒令把他處決。第罵被帶~Ij城外的 LlJ丘，當他問給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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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使用矛把他劇場，他以「我的主我的神」造偉大的當吉甜

了他多年請在耶路撒冷負起的便使職分;

我的主、義的神、我的紛主黨、我的拯救、義的領導並在

各就各方的指 51... ...我已經完成德交付的工作，並遵守

你的誠命。在成了奴僕 e 思昆今日我將會得荐自由。({多

馬行傳〉十三 l衍，比較約三 28)

傳說的真偏?

歷究學家對這傳說多表慷攏，放事曲折離奇，令人難以覽

。此外，在印燒歷史聽亦沒有名為京建菲的皇帝，而別的名

稱好像草莓跎雄笈多( Chandragupta) 、阿書卡( Ashoka) 、發南

特 (Menander) 卻多的是。

然掰一八五四年一位探險家在阿富汗喀布爾山谷 (Kabul 

Valley) 卻不言驚人的發現。他發握出大量的古代錢幣，很多都

刻符被人建設忘了的長發詩偉及名宇，部分更以希臘文及古印度

文封有車;建菲這餾名字，各有不肉串倍。 5 其龍的發掘亦接蟬

間來，種大夏訓旁燼灣吾吾發掘出玉立燒菲錯幣，里但是英磁搏物館

競收藏了三十二枝，間加爾各答博物館也有二十部枝，楓華進

一心發現 錢幣約屬第一散紀。 G

十九世純末，在白沙瓦 (Peshawar) 附近的傷教城市撥壤

中發現了一瑰印有六行印巴克( Indo-B部trian) 文字的石碑，

令我們得以找出更準褲的日期。重選擇後的碑文不單有藍皇帝京

莽的名字，碑上的 B 期正正是第一世紀，顯示他與使徒多馬河 

~ ~~年代，眼飽受詳摯的《多為行傳:> *的記載不謀研合。碑文

寫 r京達菲玉在位第三十六年，即薩立學瓦-0三年瓦伊丹...... J 

雖然大家對研錯的年份有不同的意見，假發遍贊成「輯姆瓦 

0-年j 夫是指由公元苗五十八年起首(即 f綠卡瑪年代J [Vi知maigaaEK 
era] )的計算系競 o 這樣零寄來，京達非應在合元十九年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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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 四十六年，他離核仍在位，這就和傳說中 揖連

印麓的時間吻合。 7

稜發現古代鐘幣對 的辦文，瑣碎的歷搜片股便可以

，白喀布爾至位祠的希臘巴克合起來 o 在印度

朝滅亡後雙看來並 郎落在自處謊麓的大丹氏游

牧民勝于上，福是落在臨卡 (Sakal .it士子賽(東錯醋尼人 

[Scythians]) ，所以大月氏人先要要將他們懂走。 8統治按新的特

人有I能在公元前八十八年開始衰落，其時，在波斯東部的

教檔( Suren) 諸王群起背瓣，聯向強大的薩卡入校的印度商

;:11::部，成立搗立的職提鑄聞( Partho-Scythian) 玉朝，在印度接

中稱~己掏錄( Pahlava) 王朝。 9

菲tf:l現在這段接受中，立豈不是虔誠的伊得撤主義督能虛

印度北吾吾孔當構出來的，而是真有其事 C

及的於公元七十年在旁燼 帶 d蝠起的庫什抒三巨額( Kushan) 

權膝交接期間出現的強大智主。京建菲的嗔士自波斯樂部的技

大精 <Kandahar '即現在阿窩抖的南部)伸起至旁燼瓣，有可

部的喀布爾，備的首都估計是塔克西拉< Taxila) 。如

的話，就正如赫吉克菲爾總( Herzfeldl 的揣測，京燼菲

被偷主室成員，這說解釋了為何好戰但坦率的體卡人會與波

斯的帕揖盟主結盟，盟為教 f海人當持立主要長弱小的當前提宵，乃

波斯帝間最大的實脹，雌性錯故於3::室成員，她們世代以來

主授職儀式中為國稍加蠅。余元前五十三年勢一名結論將

妻妾、一千阻!駱駝、一萬名騎兵在卡爾布 {Carrhae}

敗蟬罵的卡述斯< Crassus) 將軍，取得Jlt大勝利 11 河是，

波斯臨之至不但不起以獎廳，成!在j心生接妒，將佈室設諸死士也。這

解釋設備人為何與三亡靈決裂，與薩卡人結盟，及為何京

成了印度的皇帝。

以上對薩卡與臨到維人泛開模糊厲憊的重聽不能作 

f娃子于附件事實是不爭的。前光，在第一世紀上半真是，印度真品

出現已哺位名京達菲的也啼，統治期由公元十九年開始 o 在這段

12 



-E區區區區區函函坦白直面函函-

i:fili--;! 
A
V
e
q
v

莖洲基督教史32 

'
， 

直

一

j
j
3
:
i

?昆嵩 L時期中，權是 f 寥寥聽黨的位于中其中一傭 J \3另一個0 

事實是來建立在在種族、宗教、領導層紛龍的均富上，成為欖樹

印度問誰都的繞洽者。總可能一斑較第一做記問期的渡斯皇帝

更為強大。 14有峙學者普爾想京建菲是加什lþ吾爾伯部par) ，加

什紹爾是第一位來自東方的博士，把禮物體紛在伯利恆降生的

警盟。 15 

育館工在傅，向聽不是要研究京建葬有沒有去過伯利棍，有話

最多馬有沒有去攝印度。能夠證明星星苦于京建葬的存在，並不能

代表多馬瞥往印度安教，不攝它可以拉在高多馬傳說的可能控 o

彼得往羅露露:敦，多 J馬往印度，為何前者的事蹟灑廣法接景、

後者卻不攤認

手王一個靈婪的支持點不容忽棍，現乎乎大葷的直覺據言賢明

世記錯爐印度和羅馬借閱隅士也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並非如詞:分

學期懷擬議者想像般困難。因鈍，印度臭辛苦派遣高使到訪耶路

據冷，以及使在是由耶路撒冷往印度也不是為奇。史特保調他在

耶穌華脅的年代到燒及時發琨每年約辛苦一百二十艘船變自埃及

紅海上游竟要往印度。 16 現存的…份第一世紀史料《現特倫海的

桶里1普斯主 ( The Periplus 01的e Erythraean Sea 步下輯《做豆豆普

斯:}) ，其實是一本梅員手冊，它是由…位機及籍的希臘人在

台元六十年寫的，時問與傳說中多篤竄教的日期非常接近 

(50一 72 A. D.) ，害中所建全是作者的親身經歷。 飽群緝描磕

了整個行妞，並對丟盡L防1 、頭汐、港口、繁盛的市場、土著及統

治者留下豐宙的資料。 17

驚蔔牙人來印度諧的一千五在于年，的第一、二世紀，印度

與 方的接觸甚可能是躍來最直接閱放的 o 法 flJl頓 (E. H. 

W位min部on) 描述暫時是 ~~fi臨新發現與企業的年代 p 羅馬研 a喃

道的和平和富庶吸引衛人使陸路和水路東來…一希臘人和阿拉

伯人主要擺水路;稍太、敘利亞、亞美尼單商人則採陸路 o 能

主要舊的樹商路線仍以水路為主，因為當時躍馬與被軒在陸路一

帶交戰。由亞鵬也大港( Al侃andrìa) 出發的旅客讓先乘船

也牛車翻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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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河，行粗的一星期，然後騎駱駝對鈔斯諾爾木觀 (Myos 

Hormos) ，譯音時六至三七日 (比龍的尼斯 [Berenice] 詩時更長)。

在基督的年代多蹲由此處總阿拉位及波斯海岸至tl 印度多需時數

丹 O

公元的十年，劃時代的新發現第新整{餅子觀。根據〈鎮里

醬斯》一蠱的記載，例控 f自及 lþs鍵亞水于一藍巖守不講耀馬人

知道的航海秘密，妥善遣一名精臘海員冉商方揭露了，路密就是

季帳單草。季 f漠風持續好幾餾月向同一方向吹越阿甜的海多

吹向印度，冬每每吹返紅海。由五月藍九月，船變拇鑽貼岸航行，

乃可叡風而行，直抵印度。聽餾行鞋，個指愉亞歷LlJ大喝到紅

海的三個星期，共得峙的九「四天 G 大字字艇可以取代當訝的寸、

帆船，有些大洋船甚至有七猿蜓，平均盤二百五乏正在噸(一 

O 年英國清教徒所闊的五月在戰懂得一百八十噸)。泌

的印度詩歌描繪到嚴瓦納號 (Yahvana '希蠟與鯉馬人的給)進

入科聽聽聽苦奮海岸( Coromandel coast) 的喀扭拉邦惜時翻起了

掏榜的披浪 19

船隻能印度帶來了孔雀、象牙、胡輯、香料、闊士米 ÙJ

了危及貴葷的子篩，數麓之多，令揖比留王 (Tiberias) 亦梅怨東

方寶玉當昂貴。另一攝廂，滿輯奴隸、酒、輔瑚、戰禍、英屬

麓緝的船隻由地中海駛往印賤。公元五十年，也許一名猶太黨

教士亦是芳是攝時船往印度去拿他主是…名木匠 G 文獻記載東立于劉

家大興土木，故需要大蠶木匠，有希臘的木鞋被竇往事米幣南

部喬拉( Chola) 主翻興建皇 
20 

f織使我們剔除了《多馬行傳》中不符合歷史事賞自普遍方，

由我們最低跟攬亦要承認故事中農映出當時不輯有過往印賤的

數程。 J y天月2頓在他那胸有關羅馬與印度貿易的重要論文中提

治這點。在多馬的{導報中，她發現貿易發展的三個階投:第一

個是學候嵐的發現，這在便提往印度?可成往安德稅( Andhra) 

研統治的印度器彈持反鵬出來，印度北部流傳i先說。第二欄

目十年能陸地坎上結束的風，把船聾替到南榔體饒的路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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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海岸( Malabar Coast) 這符合印度織部流傳多，瑪拉合元五

十一年視連克蘭加諾爾( Cranganore) 附緝的傳說。最後一個

發現是 r 當問一個傳說槌至曾多馬由馬拉巴脊穿梭喬拉海岸，我

們亦從出士的輩輩幣、泰米爾人的詩作及托勒諾( Ptolemy) 的

《總理:} (Geography) 中找對希臘商人深入內陸的證擺 3 有可能

是誰馬杜爾娜 (Madura) 和阿拉高魯( Aragaru) 等地的。 J 21 

馬離實可以輕易到主義印度實但不等如我們可以輕羅地慚

定他真的踏足該捕。不過，有人列舉出另一頭觀據支持燼看法、

就是早期敕父的見鐘。他們大部分都詢意多為關經表過印度，

卻被以…Fjjj警備傅說混淆。早期的敘利亞文贏攤實《多馬行

〉中軒說，多為智能印度;但問時期的棋及慕督結作者卻持

不闊的說法，他們認為多馬青了始提妞，稱為「教會路史之父 J

的優詩比烏斯( Eusebius) 也接受輸棋亞議傳統說法。 22

教利亞人千方百計找尋三名為在印度的膜諦，舉樹說:可有信

寫於三五 O年伊得撒的〈使徒援建範:} (Didascalia Apostolorum) 記

載早期教會怎樣校黨使提住世與各地傳福音的見論:韓各在路

路攝冷、馬盯在境及、彼得在敘利亞及離 j馬、多媽在印度 

印度和印度屬地及其鄰近玲，方，達五大海，都為教士多


為接手，負責帶領及管培他在當地所建立的教會 23


是純利亞人以法蘊( St. Ephrem) 在一至于年復寫成的，

謹胡便徒步馬轉往印度。 M

另一芳百呀，在境及的亞膳 LIJ 大傳說中，認為多馬不是從印

度軍教，龍是在始攝亞的波斯 o 與敘利梭的傳說一樣，權可以

組溯至三世統俄利根(卒於 251 A.D.l的看法(犧函。 tt烏斯曾

引注) ，話以及〈豆豆萊門建議別:} (Clementine Recognitions) 的

清法 o 論

在兩爾傳說中，設和豆豆傳說的可倌程度較高，因為既然希

臘作家且認為多鳥是往渡期宜教才真，設和j一位波斯的東方教會

大可實稱自己乃使錯多馬蹄建瓷的，但他們卻將多瑪拱手讓給

勵國主訓a﹒一心也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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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而臨己卻訴諸《使徒禮純〉多主誓仁和指出波斯教會並

出十二門挂的任揖一人所建，獨是由時加 研提及的七十門

誰之一的阿雄所創立(路十 1-24) 。根據此傳統?防建往{扮得

撒當教，孺他的門徒阿加兌斯( Aggaeus) 則往波斯 

事實上，這輛錯簿說並不一定互相矛盾。如果京攏菲是帕

亞的教給王子，那層要我們現可以備強稱這故印度之室主教事工

是在輪盤亞人當中的空教工作。可是從教父發表的古論中，有

閥混兩扭轉說的證攤的文獻實在太聽散、太含糊、太後期步不

能作為當闊的語據。 28

因此我們聽轉往探討印度教會 9 器為甘心直堅持多馬說是 

f 往印度的那位何能 J '造支擎的伊得轍人亦堅持主義點。多個世

紀以來，印成西南部的基督徒群鴨都自豪總宣稱是 f多馬門下

的離督龍 j 會造勢鐘據是口述及梅傳的故事，聞歷史家卻希壞

得到明嘯的多以及可埠機其年代的文獻 i 然而代代相縛的歌曲

與詩詞有時 t仁宇構及文離職蘇紹碑文更能反映真實的民族

教源

例如:喀控就邦的一當婚禮歌〈多，鳴之歌) ( Thomas Rabban 

Pattu) ， 內容提及:書寫在金元五十年提遠喀拉控邦。此歌自

只O (或 O 一年)治現手抄本， 日子之前，

歌在一個家駱一叢口傳了間十八代。 29 另一首〈馬根之歌〉 

(Mar習am Kali Pattu) 在一七三二年抄錯了下來，內容講過多罵

為印度南部的詩拉王朝興建王智。造型古老的印度詩歌是否

寫了《多為行縛》內的故事，又或是君子吉伐戰會應究中的獨立

片顱，實在有商權之處，但無論如佈雪這峙詩歌對多罵的古史事

所作的改動和增補均十分璽重要。

印度當地的傳說大步認為 莒先揖建印鹿為部，耐不是

帶遮著芳芳建華那碧藍 o 俑者更穆裝革盟 (Muziris) 港口附經前馬拉巴

爾海姆土岸，在《鍋里普斯〉中提到樓齊單是西甫半島的主要

港口，當時約為舍先五十或五十立年 c 多島建立了七研教會，

分別位齡克讀諾攤、對郎 (Quilo紋)、帕雄為 (Paravur) 、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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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說輝( Kokkaman伊lam) 、是蘭南( Niranam) 、帕拉為 

(Palayur) 及豈是單叮叮aI) ，據稱他在爐些城市中驛立了七傭十 

f 聽多為十字提 J {:多為行傳》中記載至第馬為皇帝0 

在天上，而非端上興建了一路宮輩。有數以千計的人倌

羅門 (Br抽血an) 等級中有六千八百五十人皓三笠、科

帶利( Kshatriyas) 中有三千五百九十人龍生、吠會 (Vaishya的

中有三千七百八十人信去，他擺按在了鬧個皇帝及七名村接為

主教及教會錯袖。根據〈罵殺之歌〉昕攏，始往東芳、商立于傳

教，甚豆豆踏足印度擴弊件的中臨，最f垂死於東方?在馮德指斯

如恆的邁就浪費可 (Mylapord 立了墓碑來記;金:他。 30

印度當地的傳說與敘利亞傳說不開之處，在提印班人轉為

多馬殉權不是國為他主張苦修及獨身主曬而觸怒王起，那是讓

羅門等級的人對多馬恨之入脅， 2是印度教對他強烈的排斥。多

，憶與印度教轎突的故事是其中一億器為本可思議的神蹟 o 搜據

詩歌所楚，在喀拉拉邦爾蝦的帕拉鳥，有一群藍藍雄門教使正在

用麟角鑫中的水蹦行傳統的洗禮儷式，多罵看見他們在誦禱雪

把水潛在空中，問鮑們 r 為何你們告這樣做? J 他們回答 r

是我們的獻鎮。 J ;2夢馬說 r 那麼你們的神為何不悅納?它們

老是落困地上叫他倒非常悲怒，說 r誰能使水停在半空? J 

多媽說 r 我旬以。 j 當他們要求多馬主義樣做嗨，三侈品說如果

他成功的詞，總們就要害答應接受洗禮。他們向意，多罵於是將

水往上海賽'7J<黨的在半空停留，在鑽光照如下，閃閃發光 31

最復多接羅門教接對多姆的仇恨 B 繼白熱化。其中一群草書

雖鬥教接命令多馬在女神卡藉 (Ka1D 的單地下牌，他斷然拒

紹，放且在那寢室擊了一個十字，聲片蓋章林頓時陷螢火海，婆羅

門教徒目睹一嗨，怒火中;墉 3 屑鋒利的住于把多馬車1菇 32他

就被理蹲在馬德拉斯的山邊。在境方面，印度版本的傳說與教

利亞版本…致。十五世靶，馬青I爭攝( Marco Po]o) 嚼遊歷權

捕，立全封錄者E罵總投其芳附近…盛聖檻上的灰產黨有治癮的言能力。

在馬耳李輝至目前前七百年，都爾的貴的利( Gregory of Tours ' 

島、
~.~..-.勵恥訟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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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540 … 594 A. D.) 記載于主印撥一所宏偉的學纜院內，有一盞

以多罵身體燃點的橙多畏明不滅，不須添泊。紹

說與歷史當然有分阱，我們能否就此麟定多路是印度教

會的部辦人呢?很少人能直截了當的問答，間為一方關我們難

按據實越是錯的，另一方偏又難以毫無保留地接受連接口雄傳 

, {貝多數人的意見都是升符於?可能」宣言 f很大機會發生攝 j

而現今趨向接納後者的看法，因為發現了京攏菲存在的體據，

以及大家又再將口站傳統帶為眾捨的歷史驚料。 M

多為究竟是在印度花部還是南部進行攏的室主教工作 3至又

一個歷史閉路。敘利亞版本觀《多為行傳〉…浮華認為是在

北部，在學帝京暐菲報士的勢態贅。有啟歷史學家贊同此說實

因為京遠非現存的出二i二物中，有誰據支持攝個傳統說法。 36

支持是南部的人作出反駁，他們認為就算能罐頭京建菲的存在，

立豈不代表曾經省某餘徒在他境內宣軟。京建菲織幣上所刻的是

與教的神靈麓，如露真丹、雅典娜、勝科女神等 37 不單如鈍，在

北部也沒有發現任何古老的十字架，顯示早期的暮督教並沒宿

在該挖出現?也沒有基督使團體宣講是屬於多馬門下的。

另一方醋，印度萬部的傳統益n擁有強阿有力的議據，既有

代代相傳有聽多品的事竄，現這發現鋼棍的到文及石十字報，這

可這觀至最少七至八t的己，我們會在說後的篇章詳遲。 38 他們

只是欠缺印度花都研發掘出來的京達菲飽幣，雖然是間撥一點，

個總算是第一世紀的證據。印度南部理論最有力的考古語撥就

一九倒五年在烏龍揖斯南都發琨…盛的囑主復五卜年以前的

雄馬交易諧，當中 --t鬼磚頭的尺寸明顯在第一世純後己沒有人

用的，能與多馬在護黨拉故調墓穴中所謂的磚頭相似。"

大部分人都一致贊同續兩餾轉說都是合理的，不一定艾格

排斥多乃可空去相補足。將投1Jl~也可以相結多馬拉京建菲續土:l t

吾吾簿補音後，正如傳說所說去了其他地方，的括西游部及東南

部的芷朝，直至最後他去世為止，可能是死在馬轍拉斯附近。

若是這樣雪他大有可能是往印度宣教的那位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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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寮諾斯( Pantaenus) 的童教旅程(約 180 或 

190 A.OJ 

在縛說中多為殉攝後一百-二十年，第工個宣教離伍據說己

挺連印度。亞歷山大港信封填及的基督教中擁抱響，當地一所

，
講
導
奇
特
尋
尋
守
國闖 
4

名的教堂是磕了聽名顯赫的學者潘哥華諾斯 J到當地的變蜂門

敏說及哲學家囊中傳揚基督 J '他是城中的神學院院長。這是

耳其乘米(Jerome) 在五世紀記錄下來的。 41

才華晶亮累的攜著草諾斯是猶太人，她叫車接受希臘哲舉首11練。

做可能是在甜甜望接受詞11練，因為;第利兔稱他是 f 甜甜盟的空軍、

蜂 J '讚贊他勤奮好學。潘泰諾斯倍主後，移居亞盤山大，由

於他舉識淵博，寢室主任為豆豆歷山大要理學院院盔，負責栽培教

。她雖即成為當代最傑出的基瞥提老峙，受他栽培的有革科

免及俄利根 O 諒毒草草諾斯不單是斯多亞誠學者，思想還揉合了軍

達荷。挽斯式的柏拉鷗主義( Pythagorean Platonìsm) 。在基智教

研究方面，他是著名的解綾家 o 舊是經翻譯家單梁米說總經灌

諾斯很多注釋露中獲丟在良多，可惜全部都已失轉;革手IJ 兔稱他

是甜最後…位老締 9 但卻是最白色的 .1ft 420 

擺著草諾斯有如此成就，實要歸功文富的主教一一聽米特聽

尼斯 (Bishop Demetrius of Alexandria) 0 他和潘泰諾斯是一對有

緝的組合，德米特庫厄斯是鄉思倍，是一名不;當時讀和

{屆牲粗拙的信徒。由按他已婚，正常來說，他根本無資格擔任

教會中的職務。據稱室主任主教臨終前看見…個異象，告訴他 i二

天辨擋擬的下…任主教明天會贈來龍詢。望時，聽不知惰的德

米特埋尼斯果真能他自己的果園攜來聽串葡績。在毫不情願的

情說下，他接迫努匆堂上一聽馬可的畫筆塵，成為單盟誓山大第十一

任主敬。令人站冀的主義在她管治埃及教會的四十二年間，成績

昭著，始成立了車路 ÙJ 大要理舉說，附設於{色的教堂，在播泰

諾斯、華利兔及俄利根五位大師領導下，該院成為世界有名的

學捕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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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米特理厄斯出人意表姐接任後不久(有說是在一七九年，

有說是…八九年，視乎個耳目接受惠為可去逝的任期) ，印度

的代表團雄主義境及。根據際柔米諾轍，這體代表觀受到擺著意諾

斯淵博的學識吸引，請求鶴米特理1耳其詩派潘泰諾斯到印度

逸的印度較哲學家:在賴回碰 o 總米特賭厄斯認為擬好基督教的

是警衛地位服宣教工作同樣熬不容瓏，因此聽不猶豫的將神學院

中最知名的學者差往東章，科優間~I::烏斯記遠了道吹宜敷衍動:

(鴻泰諾斯)熱切渴幕上帝的數諦，囡此他發派往東方

及印度傳楊主耶僻的議會... ...據說有些當地人早已認、織

主著手麟，潘泰諾共青發現在他，封建話，他們已擁有為太福

音。因其中一位使純巴多捧蠶曾向他們傳福音，立直留

下馬太以希偷來文寫成為著作給他們，立立一直留存

4罪
ð.'恥。
可f

這段者{以平平無奇的記述體會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借息。士矣

及教會是不會留意到的，歸為優間比為斯只是聽臨亞歷IlJ大的

傳統，這個傳統能來沒有革前將使徒多，嗚聽印度性上觀傢。

中使人J替別意井的當然就是攏到巴多羅質是往東方堂教的先鋒 o

能某個角度眾看，燼是獨立的總攤譜明印度教會在建古之時是

使徒研鶴立的，徊。文中撥出這使徒投奔多，塢，倆是較少人認識

的巴多雄買。如柴印度教會的創辦入黨的如他們研聲稱的多鵝，

為何擺著毛諾黨沒有總到當地人提及呢?很據傳說，凹事羅真

「往亞美是:闊的門徒 j 萃"往阿拉的及波第三護教的使籠，那磨他

希伯來文的，馬太摺潛在印度又作甚麼嗎?

tÈ.許由於遍投敘述忽視了多焉，所以部分印度教會的

著述故意貶低潘哥華諾斯的寬教工作。他們解釋巴多難買是纜多

鳴之後誰就貴的宣教士參藉此把鮑放在改慕的角色; 46 1m{fl，又

或會狡稱潘善惡諾斯不儲得多馬信餘的語言，誤將「噶爾咨馬」 

(MarThon嗨，意為「多馬主教 J) 作 f 巴爾多黨 J (Bar Tolmai ' 

巴多難買的希 f血來寫法) 約有些印度作家與一盤臨方歷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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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軒然在器潘泰諾斯普往印度之說，他們的價設是優商比為斯、

耶業米將印度與阿拉 f自或波斯混淆了，造惜現在話時古代的作

家筆下屢兒不鮮。相

但我們不應就此輝棄潘泰諾斯的印度之旅，有些人認為他

去詮釋史上[第 --11間組印度宣敬的提督徒 J 49 但這未必、是事賞，

因爐樣就是事如一揮倒接受支持潘毒草諾斯的證據時揮黨多罵的證

據。但當日擁有 w 干些問接和推斷，性的資料顯示佈轉往印度寬敦。

飼如，讓泰諾斯的學生及繼承人革不IJ免與俄利根寫了很多

有鶴印度的著f芋，他們所知的做乎比傳說更清楚，絲主義沒有將

印度蝦阿拉伯和波斯混淆。他們在書中聽談及印度的擴羅門教

徒與天衣誠信說( gymnosophists) ，輩剃完更能分辨 f 抄鬥蟬 J 

( Sarmanae) 和 f 婆緝門 j 的不同，他指出前者是印度的體

或聖人 so蜢些資料可能是從潘毒草諾斯身上得到的。此外，當

那業米擺及播毒草諾耳語向婆鱷門教徒搏椅背時， 51 1聽明顯是攏到

印度本土誦奔馳阿純的 c

擺著軍諾斯可能是猶太人一箏，進一步加強權些記娃的真實

程度，這解釋封為何他對他帶問亞歷山大的希伯來文版馬太福

音情有獨鍾。 52事實上，猶太人很早已在印度建立蘊民地，在

孟賢附近的卡蘭 (Kalyan) 有一;地名為具內以色列 (Bene-lsraeO ' 

此站可以追觀至第二聖嚴時代，是本主彭總耳其穌基督問期 o 猶太

棒龍應該是在不久後封建南面馬控巴爾海岸的科欽 (Cochin) , 

可能是對在公元七十年聖殿被戰時;又或一三六年，車帝哈德

晨 (Hadrian) 執政委耶路撒冷被完全構毀之峙。 53 因此，海毒草

諾斯擺連印境時，猶太鐘慌地己，經存在，華豆豆可能早在多馬的

年代已經存在， <:多馬行傳〉中就曾揖及在印度縫中的希伯來

笛子姑娘(雖然攏看做故轉多於移居印度的人)。若希伯來文

或車輛文的播音書早在這時臼經流傳 54那麼猶太軍教士在傳

播音時輯用這樣本福音毒也不無道理，盟為使徒的實教傳統

先向猶太人的群體轉講福音。

究竟是潘泰諾知所提及的也多羅賀，盤是大部分印度革督

弘

i
i
i
j
j
E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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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堅持的多罵，才是第一位往印度控教的倍能?現存的資料實

難讓我們作出結論 Q 我們只能說在印度研有的擺據都一咽側支

持多馬 o 就算是那算是米(有辦黨最早期的賀科支持自多羅

他是其一)寫信給，噶爾賽魯斯( Marcellus) 峙，也長紋路多為先

到印度:

你(原縣) -i生各地也就:在印皮與多為一她;在羅馬與

彼得;在伊利鼓豆豆與保離;在克豆支持~典授多;在希臘

與安得.fR ;蝕，與每位使投容他們所屬的地方悶在。 55

以上的傳說…直流傳單今，並時醫護5年盟問愈見深入民心:

基督教會在第二世紀前已踏踏亞沸1 '在印度建立起來，最單建

立教會的使徒是多罵，而非思至多囉買，問埃及的神學家潘泰諾

斯則燒一步盤問教會的泰藍礎。

注釋 

1。兩個現代鋒派分別是A. F. J. K1ij鈍，說e Acts ofThomas: Introduct酬，是xt and Commentary (包id，恥 

Brill, 1962) 1是 G. Bomka缸擒，“The Acts of Thomas" 紛 E. Henn叫恥， New Testament Apocryp~帥， 

vol. 2, ed. W. Schneemelcher '多名文版自R. M. Wílson (London: Lu臨終rworth， 1965) 編驗。 KI這位

採 F咱哥兒乎乎的吉敘利豆豆豆k本，著重跟你苦苦的正統(的仰; WBomk紛紛則從希臘文文本適當芋，

受諾斯!盜墓管教派草草線路巨星。 ji實 f變革免乎乎文本的敘利亞2:1l草書幕已經失縛。見 M. R. J，酬帥，看1'he 

Acts of Thor泌的"， The Apocryphal New Testament (Oxford: Clarendon, 192，的， 3級司 438 0 

2. 	 ~會有人稱例子智力自事實傳說( Abgar legend '撥撥資料來草草.l!! l輯)認為畫畫家般的基督教會主義

tE.馬帝綴以外的吾吾徬撒(參本書第三叢書及 50 '但該傳說不會學於《為大行會學》學

叮當臣是在三道。紀末成盞，所以比《多為行會導》繳獲運百多年。 

3.	 辛苦纖傳說沒多篤，例如可見A. M. Mundadan, 5ixt缸， nth“你峭的I Tradìtìons of5t. Thom制 Christìans 

(Bangalore, lndia: Dhar戀祖祖n College, 1970) ; p.。這 ip缸這 J. Placid,The Thofl臨s Christìans (London: 

Darton,L叫囂m扭扭是 Tid蓮， 1970) ;及 B. H. Streeter, The Primitive Church (New York: Macmìllan, 
1929) cbap. 1 

'l蓋不多所有印度的基督徒作家且是蓮說來愈多的辦事主督教歷史家都接受多為傳說，如:	 R. Thapar 

tE A HistOT子， ofIndia, vo1. 1 (泌的nondsworth，益 ng.:P相似妞， 1966) ， 134 室里豈是豆芽 f富的 J ; A. 

L.膠制ham在百leWo紛前ThatW，制 Ind惚，加這 ed. (L叫“n:Fon個翩翩Coll這肘， 1971) ， 345綴故

事火筆畫 j二是可能發生長的H. G. Rawlinson 在 A Cultural History ofIndìa , ed. A. L. Basham 

(Oxford:α前到ldon ， 1975), 432 豈是開顯以歷史發資作為核心 J ;已 J. Rapson tE The 

Cambrìdge History ofIndia , vol. 1 (Cambridge : Ca血bridge Univ. Pre品種 1會22) 579 說 í (考古

發的發現)籲泳繁多瀉的傳說是有其展史紛繁的，按年份挖潛且是有可有蓋章建三位的答沒

撞車一戶J 審慎的K. M. Panikkar在 5tudies in Indian History (Bombay: Asia Pu blishin車 House， 19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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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亦直是且是印麼?輯部的傳說 f雖然會些是還要清仍然認為這是一個傳說一 位{很多是牽線)

是聲明這傳統是真實的 j 

5.	 根據 Slephen Neill 說 p 你{史事實險家是 Charles Masson '他是駐守印度的英語單憑~‘梅特亦

會以 James Lewis 的身分出混合至史來他獲特赦雙丹等超過一千五項錯古代錢幣有穿越英關 e 

S. Neill, A History ofChristianity in India , vol. 1 (C祖n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4)句 27倍。 

6 一八閏八年， M， Re甜甜拉是第一{支持考古代錢幣與$寫務繁起來的學者。:ìiH室主主的名字守主

錢幣上;有不間的學訟 法潑文有 Gondopharou， Gondapharou 2是 Undopherrou ;印度文司等于 

Gudapl瑚a及 Gudapharna 0 主主 p， Gardner, The Coins ofthe Greck and Scythic Kings ofBactriα and 

lndia in lhe British Museum (Lon進on: Bri討sh Museum Trustees, 1&86), xiii-Jtiv, 103.10喔， 174 ;反 V 

A. Smìth, Catalogue of the Coins in Ihe lndian Museum in Calc甜的， vol. 1 (Oxford: Clarendon, 

1906)，指-38、 54.5巷; &A. E. Medlyco缸 ， lndia and lhe Apostle Thomas, an ln似的 wíth a Crilical 

是nalysis ofthe Ac的 Thomae (London: David Nutt、 1905)， 3.10 ' McdIycott 綴得較為詳細，但

過分維吾要多為傳說。 

7.	 石碑土的文字今仿放竄去H立合爾 (Lahore) 哲學物館， 5已 S ， G, Poth側， The Svrian Christians 

。if Kerala (Bombay and London: L個ders Press, 1963)，衍。有鱗當局傾向閃念 f 晶產總瓦~O

三三作 j 主義指 J 維吾罪惡作成代 J 'Jè. E W, Thomas可“The Date of Kaniska," Journal ofthe Royal 

AsiaticSociety (London: 1913) : 636; Rapson , ed" Cambridge History ofIndia, vol. 1, 576; W , W, 

Tam, The Greeks in Boctria and /ndia , 2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訂)， 348ff，、及 

J. F.約咐，“St. 1可掉的晶晶d Gondophares:' Jourω， 1 of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1905): 223. 

3忌。對於有關日子、最大的發其是來自]， v;胡缸，h也zen.De Lee棚，叮be 'Scy也間干的真是"(doc阻-ral 

diss" Leiden, 1949) ，對也認為主京室主菲的司在騎在全的十年結束，俊不車聲廣泛認悶。兒 G， M， 

Moraes, A History ofChristianity in lndia , voL 1 (Bombay: Manaktal帥， 1964) ， 22.24 。

哇，兇本書書第一家，頁 16 。根據jJU璽議會，家後一般紀，黨支的臣表付汗:E車里取代了1:.'. 3月 j 綠三支

車站。 

9, 	 A, K, Naraìn在 The Indo.Greeks (Oxford: Clarendon, 1957) ， 101.6持中將錢幣學的經線作了產主

令人瓣，穹的概要害，但他認為維卡入是獨自從東北線卡斯3日(Kashg蚓、海新藤tt (T，恥hkurganl

及育事聲音辛辛 (Gilgitl 想主入新瓦精心谷 (Swat vaIley) , ílJ廷大部分權威人士認為侵略者應

該吉普淑一{條較易定的路線，那就趁從街方的詩藍卡斯閱 (Sakastan) 豆葉過灣讀書的口 (Bol胡 

Pass) y在 Rapson， eð. , Cambridge History of lndia, 560 ; G. Woodcock , The Greeks in lndia 0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動， 123-4 T，細則認為他們茲?是從濟學很遠印度?旬，至1他約0 

GI考eks in Bactria and lndia , 321.2 0 何可能是屬於兩場戰役，其中一場fE支部1八十五年 æ

磁卡人~績有己埃斯 (M細esl 發動，然後生產後翔的反列緣人。 

10. E. Herzfeld, "Sakastan ," in Archaeologische Mirteilungen aus lran , vol. 4 (BerIí化 1931.32): 101 n. 

25. 

1 1.兇J容審書第一直言，豆豆 12 ;本會第三三禮堂，衷的。有關敘偽，見T. Momms帥， The Provìnces 01 
Rome , vol. 2, trans. W, Dickson (London: Bentley、 1&&6)， 6.8 0 

仗，另…f聽見解是普車卡人員連串白色是這人一直若有錢敵對的﹒薩卡人從印

而←→一一-也...:..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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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Tarn, Greeks in Bαctria and lnd紹， 494汀， 

14. 	 Tarn, Greeks in Bactria and lnd紹， 50 1. 

15. 	 f rt1特斯米發試挖出奮發行帕爾( Gaspard 竣 Casped J牽線瞥教傳統中的三玄之一，與丟在畫畫

這主義同 A人。 J Gardner, Coins ollhe Greek 削d Scythìc Kìngs, xliii ' 

16. Strabo, Geographica 2.5.12. 


口.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rans. W. H. Schüff (Lündün: Lüngmans, Green, 1912). 


1車. E. H. Warmington,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I1有rJìre and lnd悶， 2d ed. (Lon益。話:Cu位。詞，
 

New York: Octa息。札 1974) ， 6ff.

吟 Moraes ， Hìstory 01 Chrìstianiη in lndia, 37 '引游 AganaNuRu 0 

20. 	W，扭扭頭gton、 Commerce， 衍， 

2 1. 	 Warmingto鈍 ， Commel肘，的， 45ff. 

22. 	 Eusebìus, Historía ecclesiastica 3.1. 

23	 晃坊敘利亞誨的 Didascalìa Apostolorum, ed. and trans. W. Cureto民 in Anìcent Syrìac Documents 

(London, 1 章“: reprint, Amsterdam: 0泊的tal Press, 1967)，的。守主鈔絨的日期(五 1芳:紀)及辛苦 

fjô( 三世紀) , J! 147n, 16船、及A. Minga悶，“法l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íty ín lndìa," Bullelin 

。f the John Rylands Líbrary， 惚，位。可立(July 1926): 16 。 

24. 	 G. Bickell, St Ephraemi Syri Cannina Nìsibena (1且ipzig: Bruckhaus袍的66)， 163-4. 

25. 	 Ofigen Commentary (Jn GenesÏJ 3 ， 優西比，為新車哥哥 I ' Historia ecclesiastica 3.1 

26.	 吉敘利豆豆詣的。idascal肘， 00. Cureton、 34 。 

27.	 古敘利亞語約。id血， calia， ed. Cureton，鈴。路:JJnt宣布列出七十名倚在長的名字、倘有些稱f1:

則說是「七十二三名 j 

28 	 人們會守|藍色另外兩位做計是第又做起的作家，以縱然多為普教印度官教的變牟其毒資料

給i咬呂托斯(琵:ippolytus，卒於 239A.D.l l;是多鰻寒綺麗丹(Dorotheus of有時，第三世紀末}

但他們的身分有勾當豈是假的， 13 期亦有PJ綴，妨以你當多稱他們為饒有?按藍各托斯 IPseudo

Hippolytusl 及偽終鱷塞鳥類 (p措udc妒。orotheusl 。免被 1至 Phílipps句“The Connection of 8t 

Thomas the Aposlie with India," reprint from lndian Antiquary 32 (Bombay: 1903); 145ff ' 

2致于抄本藏在變為海灣(Mannanarn monastery )內弓見慈大利文譯本: Fr. Rocca,“La leggende 

de S.τomaso Apostolo," Orientalia Christiana , 32, 89 (Rome; 1938); 169ff ' A. M. Mundad捕， 

Sixt缸nth-C仰tury Tradìtìons 01St. Thomas Chrí:itians (Banga[ore, India: Dharrnararn College, 1970), 

60-63 & L. W. Brown, The lndian ChrÎstians ofSt. Thon:閱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的).是9-50 引絞。 Brown 章建設詩歌的年代學 i也紋，意封建Krf 約用詞來才是所有者軍費醫於十七

世紀，百育基發喜愛哥哥拉童心的年份乃爾基寄至于人新華是冉的。 

30. 	 Mundad曲， S的甜甜的-Century Tradìtíons. 61缸， 81ff.; 及 Brown， The lndian Christíat峙，必ff 0 亦~ 

L. K. A. Ayyer, Anthropology 01 the Syrian Christìans (Emakula蹈; Cochín Govemment Press, 192支持， 

13句 16 0 

3 1.正如Peter Bamm, The Kingdotl1S o.fChrist: The Slorγ o.f lhe Early Church. tr. by C. f量。Ime (London: 

Th位nes and Hudson, 1961), 224 哥哥重逃 Pothan ， The Syrian Christians o.fKerala , 14δ 。 Pothan
的版本得能比較車票確，他才描述水賽車淌下詩如花心樣。 

32. 	 Brown, The lndian Chrístians, 51 、 

33.	 紡線馬德絞其是市郊的總投波爾綴遺產的位直是，見 Munda如泣， Sixt.配mh-Cenlury Tradílio肘，立， 

37 Q 有總綴得字，羅‘究He叮yYule變 trans. ， and H. Cordîer, ed. , The Book o.fSer Marr:o P%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3)，只; 353恥4 ; Gregory ofTours De gloria martyrum 32 (in Migne, PL, seríes 

7 1. c滑1. 7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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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鵬還方巨富的草書餘， Jì.. Mundad峙， Sixteenth“ Centurv Traditio肘 xix-xxìv ; Fr. H. Hosten, 

Antiquities from San Thome and Mylapore (Madras 1936) 列也了二百八十三本蠢事嘗沒文章 p 

f主加以注釋; Moraes, History ofChri泌的nity in lndia 內的目錄; Brown, The Jndian Christians 。

Y
X
1	

不贊成的街R. G缸棍， Jndien und das Christ， 1914), 339-79 '他說: r往的 1時制tum(Tubìngen， 

紀毒草草找不到任何主義4奢華史變敏在印度的痕跡。 J Studies in 

-
R
I
t

一
讀
讀
法
務
且
國

IÆWl贊成的有為nikk缸，他在 

lndi捌 History， 的說: r在公元至三十二二年 2 緩緩移為役咚拉拉邦約1事主主教…'。現在5舊習

遍重人

，

接受{遮著吾吾會發生) , J 
35 	 兇 Mundad聞聲才若望多，為且是印度的J)]j類型，歡兒等巨.泉，到細bye 在“SI.布。m描祖d India," Cle，軍'Y 

Month秒 16 (1 952) 中概括約勾勒出來: (ll 有些學人簽定辛苦任何使從當鉛印度的說法; 

(2)	 有史學人支持北餘的傳說，要于這兩部的傳說; (3) 有些是人文終海灘的傳說 g 對北部

的傳說不太確定; {尋}衍生長人綜合:1t音ßl支持守郎的傳說。Jì.. St.Thom翩。lTÍs且如 Encyclopaed時， 

2 vols. , Trich肘， lnd詞， 1982、 2:1-口。 

36.	 贊成北部傳說約包括 ，A. Philí仰帥， The Apostolic Or仿in and Early Histoη of the Syria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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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王軍

教砸爛的東方教會


[我們應怎樣轉述基督徒這備新放群呢?鵝賽亞的來臨

放傅們興趣，不論是在哪個環境與氣使中。看哪!臨錦

賽亞之名，成們無論在哪裝都被稱為基督役，每議諧的

第一日，我街聚集她來... ...無論轟督徒在哪裂，當地的

律法也不能使蝕，們放棄道守義靜的律法。 j

一一弓 i 白伊得撒巴得據尼的《命運對誤畫家}> (Bardaìs組 of Edessa， 

ca. 196, Dialogue on Fate) 

f核擴哈貝爾醫!t. (HabeI)說，阿迪阿本 (Adiabene) 的

第一任主教迫使徒時述 (Addai) 接立的為爾皮述 (Mar 

Pkidha) .穗，是貧民貝毀之子，貝 5度曾服侍古渡斯的教

去。 j

…一-ij I 自六世，組 Sources Syriaques (扎在ingana) 中的 Msiha-z位1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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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加襲警及悶攘的傳說 

豹三七 O年，一位心讓火熱，舉行苦{會主蠱的伊得撒神學

家一一敘利亞人以法難寫了 A首詩歌會此歌重要之處在於特別

提及印度及伊得撒這兩餾立主辦1 1早期基督教中心的連繁。此歡講

述印度教會應伊得撒教會的要求 9 將哥晨三喜馬的骨灰運往伊得轍。

此里物經過畏途肢帶方才抵鐘，然後莊嚴地安放在…謹銀教堂

的壇上。為慶祝此事，以法建寫

魔鬼社吼著 r 乳說起死亡的毒鉤 o J 

今成身受的擊打更接封死 o


在印度給社殺掉的使役，


竟在伊得難廢銅裁。 J I 


為何至喜馬的骨灰會運往伊得撒 f問題的答案令人將型機

教會史的無點自古峙的印度贊轉往另一個歷史悠久的血沸i

教中心，就是與斯尼內 (Osrhoene) 造小國及其首都伊得撒

上。

在難馬與披斯這階餾敵對國家的動、盪攘界上，出現了視多

細小的，繞衛國?奧斯尼內便是其中之一 o 何伊得轍，即今日白雪

烏療法 (Urfa) ，屬於 t耳其東部的城市，在敘利亞的花都要

為大，馬士革與阿臘臘特山( Mt. Ararat) 的中燼諧，住處幼發拉

盛洶的大北彎，在耶路撒冷東::l t約四百七十五哩。伊得據是辦

悔古代高隊路線交攝的地芳，一條是絲網之路，此路由攤為安

擺闊向東定能距離伊得撒三百 H盟的波斯邊境，自此繞開綿遜于 

H盟的時鐘，伸向印度及中國;另一耍一蘊出豆豆漿挖亞 LLl 脈自北豆豆

慎，經阿拉伯往繞及。

造兩f條路的交儷點就是伊得撤，車伯拉金字擺出此地往增南，

雖然那是這媲成為奧斯尼內閣前甚禮之事。而盟~1血性竿的父親

在離伊得撒只有二十五哩的哈蘭 (Harran) 謝世，以撤也是

在那襄覓得其妻剩醉如。



49 第三萬E 敘利亞時期的東方教會 

數世紀後，當亞歷山大大帝屬下的西琉古( Seleucus) 將

軍成為波斯王後，第一個由希臘人建立的東方王朝便出現。他

將當地的重鎮從敘利亞文的奧凱 (Orhay) 改為希臘文的伊得

撤。及後帕提亞人在公元前一三 0年打敗西琉古人( Seleucids ) , 

將希臘人經幼發拉底河驅至中亞細亞，波斯(伊朗)收復自己

的失地時，伊得撒便成為奧斯尼內的首都。新的帕提亞王朝為

了邊境安全，沿邊界建立了很多諸侯國，西邊的重鎮就是奧斯

尼內。接著的三個半世紀，伊得撒的阿拉伯王利用波斯人先對

付希臘人，復對付羅馬人，可是在二一四年還是被羅馬征

服。 3

基督降生前一世紀，在西方，希臘沒落，羅馬代之而起，

圖謀東進亞洲，與波斯事雄，伊得撒被困於兩帝國長達七百年

的苦戰中。為求生存，伊得撒有時靠攏波斯，有時則投向羅馬，

但在文化上，即使伊得撒在羅馬勝利期間將效忠的對象自東向

西轉移，它始終與波斯認同。

奧斯尼內一直不獲羅馬信任，其第八任皇帝阿布加爾三世 

(Abgar 11 '統治期間為“- 53 B.c.) ，歷代以來在羅馬作家

的筆下，替伊得撒帶來阿拉伯叛徒之惡名。當凱撒 Oulius Caes訂)

的盟友卡述斯( Crassus) 揮軍攻打波斯，最後竟在卡爾希 

( Carrhae) 潰不成軍，他便接受由阿布加爾引路入波斯。但這

名狡猜的阿拉伯人寧願波斯人繼續統治，因此他不但沒有帶領

羅馬軍隊進入幼發拉底河谷通往波斯的首都，反而引他們進入

可怕的敘利亞沙漠。如前所述 4 年青的敘倫( Suren) 將軍從

印波邊界率領帕提亞弓箭隊在伊得撤不遠處伺機突擊，驚惶和

疲乏的羅馬軍隊全軍覆沒。世事難料，這一場決定性的戰役將

阿布加爾王與敘倫二人聯繫起來，而在兩、三代之後，另一名

阿布加爾王與印度的京建菲王敘倫亦不約而同眼使徙多馬的宣

教工作交織出千絲萬縷的關保。 5 之前提及第三世紀的《多馬

行傳》已刻劃出京建菲與多馬的關保，而另一展同具爭議性的

故事則發生在多馬與奧斯尼內王公之間。根據優西比烏斯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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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四年的統鐵歹多馬蓮攬了5記載第一個穿驢，釋為禮境控亞餅

的奧斯尼 i祠的軍教士。儷茜比烏斯提至U;i夢馬盼啦他緝名門徒連

A
3

文 (Thaddae喲，或作設利亞文阿達卜回應倍稱 f棋子 J (The 

李
志
們
可 

品
單
獨
滄
海
滑
過
是
隘

Black) 的伊得撒主持布加爾瓦世的要求 2 散去腎治{啦。可買1瘖

也親是路加福音十:雖 a籬擺及的 f七十門徒之… J 0 實胡比

斯的資料冉來可麓，但他在此禪佐以幫封廳值得商榷的信件海

鐘，顯然對他作為史學家的聲響無益。第…主才是阿布加爾寫給

耶穌華脅的信，另一對是耶穌灑督的問髓，他說述兩對信提在

伊得撒一餾城市的資料庫中發現 o

優鵑花為斯苦 i 誼時布加爾信中的內容:

阿布加爾烏卡嗎尚在耶路難冷顯現，的救車耶鮮詞妥。成

風聞你的事蹟與錄醫治的大能* ~. ., .我知道你是從天上而

來的神，又或者你是上帝的兔子..，補..四此，政寫偉求你

追來醫治 o 在又得悉猶太人嘲笑你，串串持穗，我的關土

雖小，但卻若是潔，足夠棒和我棲身。

根據優西比烏斯所說，耶穌別獲悶布加筒，雖然他不能親

自到來，但待他完成地上的工作時，會是按一位便接到來:

你沒有看兌競相偉乳，真的有誦了。鹿為經土記著看見

間
去
空

我的，倒不倌我;未曾看見我的，反傳我立在得生命. ~. . 

成先癸完成奉萃的工... ...當在升夭纜，我會議達使徒醫

活你，賜生命給你，以及與你同義的人。 7

造兩封f畜當然是骰的，車在六世紀〉難馬人己暢吉主義是協

瓏的。車但多個數紀以來，造就假的耶穌嘴信也被人視為珍齋，

並成了驅鬼的盤符，不單在東方，讓至中古時代的歐洲弗如

此。 9伊得撤人尤為體崇權餾傳說，作為聖多馬鷺立，當地與使

佳時代的聯繁的研鐘，又自拋在那封俯找到主要當這多疑的門徒

說話的影子，攝鶴館蠶豆部強了 r你冒著奇見了我才信;那按有

發見臘語的，容補了。 J (約二十 29) 。雖然伊得聽人十分散 

←~且心胸自﹒圓k 



51 寶寶玄車 數來m戀戀的東方教會 

告說多鵬還是派門接往奧斯尼內黨教，但他們迫潮著基督教在伊得撒

時，卻是自宣教士阿達閱始。

有關問瓏的傳詭詐載於《間建論} (The Doctrine 01 Adda i> 

這份被利亞文獻中，體問比烏辦的資料來源位可能起來自寸闊

較早的綴本 o <:阿達論 }IO寫按三九 O至鹿三 O年，講 i護照達

如何對燼伊得撤，立全本著重堂教士的心態先尋找猶太社群，放與 

f '2多比之于多比 j 持控 O 伊得撒三五獲悉侃到來後，立部召見他，

的擴使海關地痊愈。第三 8 ，皇帝命令全國上下琴聲集，

起哥哥鸝網建講解總能力的來源，以及 f部穌立在樹降臨的事鎮 j 

f 全城皆歡欣雀攜 J 0 傳兢兢蛇傳閱了。 II

然閱讀質上，歸幸的伊得撒入並不是那麼多，一切只

說，基豆豆《陌遑論》亦沒有攏過。游人剖析造勢文，顱，月

見它勾畫畫出四類在不同租度上接受織信仰的 λ 。他們對借仰的

反應各有不同，我們便可以知道伊得撒入在第一吹聽福會後的

情誼。但擋車發史的時間不是傳說中那朧早，冊為何能是在白血

t設獻末之苗。

第一類倍能是奧期培 j祠的貴朕及王室成鏈，根據你可達論〉

記載， f也們催但要興建教堂，並協益考驗飾的工作，他們擺捐贈

體物給教會。可是你們的支持立豈不→致書因為主的一個兒子藉

餾逼迫教會的人。第二類是與教佳績翰，據說他們的大學

當韓翻自己的祭嚐安叮主義倫們並沒有全心全瓏的輯錯。他們做

壞了太陽持尼布 (Nebu) 及月亮神貝爾 (Bel) 的祭槽，但卻

仍然保留市中心的大祭壇。

第三顆星是猶太人，他們「應轎通律渝的先知多雄事絲繃

意 J '因為當問連死時，不單基督梳哀悼，說戰說 f體猶太人

及異教徒 j 也同樣東 f簣，但顯然不是辦有猶太人都歸稽。〈鬧

鐘諭》骨訴我們，最擁戴建新教誠的是第四類…一平民百蜍 o

中明確指出他們當中信的人接多，品出於自顱，因為主沒

有栽植 f任何人相信基督 J 0 是 f神韻的力盤使她們不得有三倍 J

高非主黨的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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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議論〉接著描連阿護安詳去世，皇帝阿布加轉為飽風

光大葬身然接將教會「鎮導與管的 J 的職分交給悶遠的門生阿

加幫 (Aggai) ，他本主每星星帶栽植絲質提補及製權冠冕的。助祭

帕呂 (Palut)給按立為接義。在阿加爾帶續下，教會日益增長是:

「附加爾沒有為教會增添金銀，卻為教會增添不少得救的聾魂 j

itij: 
他們純踐的生命，對黨窮人與病者的繭，攘深得伊得轍人的稱頌，

甚至 r ß!l侍賠布及貝爾的祭訂 J 也認為要與基督挂閑事伊得撒

入對他們的尊漿。 13

可是在向加繭的時代，伊得撒教會亦首次受到讀過。當良

的阿布加轉駕崩，繼位的兒子並非倩搓，他命令阿姆爾停止

傳教多問稜督職，為皇帝過一個新的頭飾。但同加爾回答 r 我

不會停11::.事奉耶穌基督... ...間為邪惡的人檻頭轍。 j 是智者羞

成怒，派人拉向加繭的教堂打斷他雙瓣，何加爾擺未按立接任

人便告期主霞 o 時

宣教士組過鱷馬建5想到亞洲傅攏的最早紀錄就此告終，教

會聽史學家不能分辨出有多少是尋事實，有多少是虛構。支盔和禪

宗佛教徒不悶，能倒認為將神指與事實分棍，就春禮真理的整

合性傳說，並不認為此會扭曲了事實的真實性， 1ê.基督教則將

真理檻根於歷史中 G 雖然;有觀第一世紀伊得撒華督徒的記載比

閑時期的多屬事蹟為主侈，但傍顯得不足，正如組基特(F. C. 

Burkitt) 所說 r筒說…如我們從一系列的英文章聖經版本(從了

道爾到欽定本)與佛克賽的翰 (Foxe) 的《殉支援錄}> (Book 01 

Martyrs) 中聽取幾個故事來三堂皇室英國基督教改革華夏動的情 

視。 J 15 

傳說的真偽

雖然如此，若將阿爐、何如爾及阿布加爾玉的奇特故事去

黨存齋，我們建可得著一些有 !îl]合理地鞏構如期伊得撒教會的

歷史 o

用心心叫呻翩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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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實教士間建將攝苦苦傳進伊得攘的說法，未嘗沒

能。一直以來向主義轉說流傳於:美黨弓之達米亞的教會，正如選手馬

傳說謊磚於印度一樣。跨世紀末 9 東西方的敘利亞作家發遍接

間聽安全他們教會的創辦人 O 背在伊得撒作為研期教會的重要中

心，竟以較少人認識的七十門龍之一站作為教會的輝、起，胡不

選人皆認識的十三門徒之…倡多罵，使悶禮堂教事臨的真實性

不容輕屬研定。如此看來，傳統以能為東方教會(我餌稱為聶

忠、多留喜愛}之父 17 也是實至三名歸的。

其坎，第…詮記，基督攏在耶路轍冷禮贊道詣，以致分散

各捕，所以辛苦門佳能伊得撒宣教也未嘗不合理，時間上可能平

及第一世紀的下半藥。至於何有如發寧主寫給耶穌的信，雖然是

假的，做其中一句也搞上台基督于是在耶路撒冷受磁迫，悶悶有加

爾顧慮問放奧斯尼內作他們的避難所。在阿布摺爾諾傳說中，

基督接在西方禮攝槍響悶悶服了她們在東方傳道的機會，正與

該段歷史事實吻合。早在討提反殉道前，純金元主十七年，有

一群與姑聞工的希羅化猶太信攏在遠亡，將福音傳攬暨南至壞

及邊境， ~t至究提阿及居吃路，安擺闊與伊得擻十分接近 o 蝕

著當時有些俯徒向東沿線網之路尋找縷息處，並向繞賠說斯的

猶太人傳播音，也不足為奇。使徒行傳十一輩十九節記載能炳

章主初獨「肉猶太人 j 傳擒。而當將耶路撒冷以件最大的糊太人

社群不是在西方，而是在東方的巴比擒 o 的

一個閱始向東方傳教的 8 期可能是控告元七十年。閻

健公元六十八年至七十年多耶路撒冷被撞踐，基督能臨出錯亡。

教會的猶太領禧龍聚北方向走多驢過的跤，在黨控( Pella) 棲

多識投位於加利科海之下。 19 由於拉拉後的六十年參變城

全被臉，已不接昔日的宗教媲位，所以他們不可能黨組耶路撒

冷。在羅馬帝醫治下的亞洲，耶路擻冷在講督教教會中的蝴位

被驚提何取代，端個充滿摺方及辛苦羅氣息的城市是羅馬帝囂的

之二重要城市。但在羅馬帝盟以悴，伊得撒f說是車，草草草鞋早期的

宗教中心。它與安提阿不闊，伊得撒教會一股傾向獨大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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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希難化的華督教。可能一名傅道者經轉u立治關路北上通過

大馬吉車，到瓏伊得撒後在那聽建立教會，遁入法許就是加和

利人問遠。

早期伊得撤教會的猶太特色，是阿達傳說中第三個符合歷

史的特徽。傳說階遠是聽太人，生於加科利的該撤和亞聽立比 

( Caesarea PhiIippi [PaneasJ)' r約旦河就是從該處流出 j 。他在

伊得徹先在猶太人當中工作，而作絲網貿易的猶太人是他首掀
? 

的快志者鼓教會報袖。 20敵進這控猶太資料的《阿權論》的成

日期不會早於時世紀，放書中攝噓的第一世紀伊得撤，在內

上值得聽蟬，可是擺著一九 O九年發纜的一份3重要文獻，令

我們對奧斯尼內信徒之直接認議提龍聚公元八 0年或一 00年，

《阿權論〉在燈方醋的記述稅耐得對確立 c 燼份文獻糧為《所

產輩們頌歌:> (Odes 0/Solomon ， 1可稱《頌歌)) 0 21 

〈輯軟》很可能是至是爾斯訣恩 0. 日. Charlesw。她)軒說的

?基督教最古老的詩歌 J 22 0 如樂此書真的是來自伊得撤，我

們琨在擁有的，不單是第一本教會詩歌集，間立差不多是教會

在蟬馬帝磁以外瓏之初步在亞洲以敦和豆夏文寫成的詩歌攏。

為此事辯不餘，但我們有頭痛相信磁阻十工當詩歌主義為一

所大部分出猶太基督麓，組成的教會關寫的，他們應該住在離伊

得擻本壇的地方，時間的在第一貫主己末(有說是第二世紀) 230 

詩歌描讓當時聽拜懿情況，清晰可見:門徒在破曉前起來

;三i早期教會慣用的方式向左右持農 p 狀若十字架。

以下的一，首詩歌(四十二 1-2) 說是攜述這個情景:

我仲閱覽手挨近我主﹒


題弩張的雙手逆施的就號白


我聽闊的手就是那十字架，


在義者耶穌的路上被高舉 24


《頌歌》沒聽這個教會書字體的猶太特簣，跟他們的基督教

棉一樣開放及不受站染。 f也們承認基督主義上帝給以色列人後 

呵呵曲岫鋼唱團b 仇{爪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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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拯救的應許。鮑們的救思是 iî是聖靈童受害tl禮 J '總們的詩歌

與大衛的詩歌風格相如(廿一 12圓的;十 - 2-3ì 。當中描熾猶

太人對於是否接受外邦人為華督龍的內心張力，清 E析表琨他們

與生俱來的猶太精神。制如在第十首詩歌中，他們借用基督的

口，以護教的手法描寫基督的質是何其澡，連外邦人t泣不撤棄，

鼓手 1 領他們歸到教

分散了的外邦人聚集想來，

但我或不問我(對她們)的愛而被站沛，

周為她們在長高處稱謝我(十 5) " 25 

教會層嚼的擴闊是早期教會的特色，與後期一些且按利亞乏基

督徒著作所表露的反猶太基瞥教能影截然不同 o

雖然詩歌隱含當時的革督能在報銷件邦入方間有研猶豫，

但它清楚顯示出在這僧猶太色影極為濃!擎的群體中，外邦人確

實獲接納為誰要的一分子。在第一世主己的猶太教會，指音書中

的講太主義色影經瓶梅餘，立長在愛中轉化雪將起越 f律法」的

恩典肉猶太人和外邦人傳聞 o 所以，詩人採用詩繭的話時，將

歌頌約對象樹律法轉為主義督的愛會好像 r 我何等愛讓你的律

法，與日不住的思想、 J (詩…一九 97) ，成為了《棋歌〉自卡 

6: i讓我們的心鑫夜思想桶的漿。」

若要提《頌歌〉中鞏權早期伊得擻教會蛇神學觀點，未兔

有點不切實際。〈續歌》只是一本詩集 3 而不是一本教組系統

神學的鑿，詩歌的本質和來輝的然是舖諧。雖然娘說紛耘，

我們仍可得出幾餾清晰的結論。

大體而苔， 1(頌歌〉是鸝於正統的摹督教作品。畫筆者喜威克

惘. Chadwickì 發現〈纜歌〉探用「建立虔的語言」 。如果撇除

其中豐富的意象，官就完全沒有想含任何 f典人類的本質和命

運的正說見解矛盾 j 的字句 o 劫持歌引用很多新的正典的短文

和典故，也有不少轉按舊約各魯多以守 i 用的翰禱告為最多。 27

詩歌的祝攜語都以三位一體是毒草重點(廿五 22) ，只菇，如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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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早期東方教會一樣，聽黨支鐘常被稱作女性，使西方人士為之

認真，如《頌歌〉十九 1-2 : 

我現賜一杯生存，

在土帝的慈容前，我歡然喝下。

聖于是杯，

說聖父(她)流血奶祟， 

3注重t (她)說祂，身上將奶擠出紛 28 

jjIji--i 〈頌歌〉以較為人熟悉的字眼裝連其華督論:那穌是先

的墊子，好尊降卑，藉死亡和復活攝救梅的子鼠。《頌歌〉中

有些地方街照膜立時番之章六至十一館及約翰福音的序育，例

如四十…章十之至十五館(另參十七;卅一;妞十二 

i蓮常與我們前在，

救車賜入其命，決不勵我們撤漿。

這好革路卑的人，

但商海己的義拔高舉。

嘴上的時日未聞始，現已綻放光芒。

彌賽且正是喝一峙，

世界的根基未立，她已存旗，

I!I祂的名，世人得李永生。 

有些人從領歡的意象中找到幻影說( docetism) 的影 

i
d
a
講
清
哼
哼
升 
1

過
呵 

, 29 ep或如更是，這也是無心之矢，何且〈頌歌》毫無攏問

投道成肉身的真正壁而寫的 o 當時的諾斯起攝相信聾子是先存的，

培
訓 

r
e
E
d
q
j
z

1
;
s
i
i
!
;
J

卻沒有經歷人的生與死，正如〈這頁數〉生動地描媳 r 因此童

貞女成為母親... ."誕下架子一，卻不需要接生。 J (十九 G 

10) 300 

{盡管時歌中可能潛藏著幻影視的影子， {且歌中卻找不著那

自立精信能信心的諾酷鹿二元思想 9 燼欄思想使人懷疑創

否有完備的主權，及基督是否完全得勝。《頌歌》宣告 r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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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都是礎上帝商來，嘴上沒有能與祂說衡的，也沒有能組

組祂的。 J (六 3 ' 5) 0 袖戰勝邪惡的勢力 (22) 真光普照，

驅散黑暗(廿→叫 3) 0 

站信心成為雀躍宣教精神的泉瓣，將上帝福音的真象往入

這 f第一本基督教詩集 J 中，充分反映上惜的單j黨和豐盛，以

致此詩集撥員會為[指土帝親手所寫 J '好像是從天上射向世界

的[弓箭 J (甘三 5-22) 0 換一個比梅說，權意;攏如佐夫土流下

的河 ， i.彭揖壯闊，覆蓋在整做世界:

(上帝)竭望重世人知 i邊那藉著祂的思典為顯明的事. ~. +.. 


從捧讀u走出小溪，成為是全闊的大河... ... 


它充滿了萬輛，


渴者皆教於它。(六私11)


詩歌Id.祝福黨教士將指水帶給垂死的人作結尾:

將清水帶給人的教才有福了，

他將活水支容他們手中，

乾魚的咀唇得成滋鴻... ... 

家命. . ~ ..﹒持到盡頭的人，

必死尚復生. .. ... (六日侖的)

〈頌歌〉多故盤及火熱的宣教事韻，鐘盤徹頭徹路由猶太

信被推勤的算教導事業，令梅偶群體不豆豆於抽離奇主-{I時內向的權

接社群。

上醋弓i棧「將活水帶給人的牧者」的句于是提到早期東方

教利亞歡會的組鐵欒構的典塑用語，但予人不盡不實的感覺。

在此並沒有主教階層諸種棋度的痕撼。沉默的論證當然欠缺說

服力，特別是站種詩歌的模式會甚少需要歌頌官僚。不過〈嗔

歌〉所描述的第一世紀伊得撒教會組織(如日期及位覽正略)

確實較第三三世紀伊得撒教會的監督一長這是一執事的組織寬鬆得

多 o <:調歌》所措示的是-輔以傳道質教;愛駕組纜、監察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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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頌歌〉 節中，找到一個最有系統的教職紀諱:

祂榮美的傳譯音;

就榮耀的缺主義者;

她旨意的黨認、法?;

E
E
R
t
i
jie
i
z
a

賴距較嫂。 31

凋
;
為
線
總
灣
總
躇
站
還
誼 

吟
、 

有調「傳譯者 J 是指教授聖經的老師 9 或者主義講解預 的

人。 f敘述者j 就是聖經誤的讀經師 宜認者J 就是縛教士，r

但以上的解糟了全屬聽測。請f摸清單的黨要之處反而是它反映出

當時傳福音及宣載的情說，與保羅寫給哥林豆咨教會及以弗所教

會書信所轍的，傳說差不眾多跟擺離太前後苦努及提眾議書的情況則

《續歌〉充滿苦鱗主義色蟬，多於描述教會的狀說，某程

度錯把海布魯梧似 32 但《頌歌〉的宜教意味濃厚，與昆雷舊社

闊的遁嘗不同。教會室主是佰提群體， 1-色鶴立了戰爭的盟豹，但

不是與 股興為擻，問是與世界結盟，對抗無路。加入教會的儀t

式說是接受法槽的 f冠覺 J 在此再次出現一驢車期教會的鮮

明觀象一一議進身穿白袍王震備接受攝制標誌著;他們成為基督糙

他心思的宣讀者;

施盡二己的教棧者。

的莊巖議式。當他們來到覺忱的水脅，頭上都異象擻，當昧地帶

用以 f 活水 j 激潤的翠綠葉子織瘦的冠冕(… 1-5 ;九 8
1
3
1
? ll) 0 33 他們在聲勢襄旦得勝，路為耶穌不讓戰勝總獄的黑暗多
晶
團
帽
月 
4
A
i
d
e
z

更從苑入中招難活人，在他們的額上封上他的名字多[間為他

建 

建
嘻
嘻
考 

們已經得著白白了 J (四十二 1-20) 。
e
a
f
4
v
g
a
a

當我們要總結能羅馬帝闢以外的亞洲的最早期慕督教資料

推論的結果多我們必須強路這些史料其實不盡可靠。《祺歇》
t
s

中提及的第一世紀基督攏的麗競殘缺不全，藉此書的年份禮未

獲硝定。根據目述傅繞額示，印度的「多馬 J 1古龍的聽史有可

iti-h 
能較他們班伊得蠶的「敘利謹 j 摸妹歡會更為悠久，個多馬

)而恥郁 …」戶 
可叫川川崎泓 .﹒叫

心‘最姐姐

這 

i
i
t
g
嘻
嘻 

屯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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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事蹟至少要待至第Il9 t設紀才有歷史紀碌。再擻，奧斯用內

的柯:布茄爾傳說亦廢待至四世紀才在書難中部現 o 如果阿布加

爾玉說如傳說所總歸偉基督會他不大可能是寫下了那特著名佑

件的黑子阿布加窩。若要找到更有力的議據，要待滾下-{個世

組成更長的時悶。

然而小心嚴糧不應令我們喝分讓糙，我們不能否認亞劑事基

督徒的酪源可上支農至使徒時代:印度的溶為成伊得撒的純連 o

姐為我們不難發現散居各地的觀太人最先將褔苦苦傳入較利亞東

部及美爺不聽 71是罩。我們也感染到在他們最古舊的頌歌中那播

讚美與率真的聲樂，詩歌均瀰攬著「上帝的歡聲快樂 J (間十

一)。器為他們不斷向外傳福音，致{吏盟淵的外邦人蒙摘 o 偉

們 f接連河流 J ' r 撤除樹林，聞聽磁路 J '為要叫上奇的恩、

真「遍 f布世界各地 J (六)。

在第一世紀末， 如傳說現稱，亞洲的基督徒可能真的息

幼發拉臨河毛主印度 ，而[漿福的城市 j 伊得讓則可能成為

早期主亞洲的基管教中心實宣敦的熱忱大鐘，福音皇島至聞始向東

傳暢至波斯玉朝。 

f嘗個這鑫督教王醋 j 

1ï~第三 itt%己下半葉，亞洲教會史才脫離了傳說的吟聲草，

敘剃頭來部的伊得撒教會及英黨不建米亞的附過阿本教會在他

們最梅爾伯毋庸置撓的聽史人物筆下鵑始舉琨清晰的聞貌，地

們說是第二世紀一對過然不間的神學家:苦偕主義神學家他擬

安( Tatian) 及享樂主義者目得雛尼( Bardaisan) 。當將由於異

端反宗提繁多步甚單達非基督教的廳史學家也閱始往室主基督菇。

伊得撒興磕了一塵教盤，但圈中並沒有反對的聲音。伊得撒入

蠶公開說奧斯尼肉閻王在歸仿基督。這是證明在羅馬境外的亞

洲地蘊有書長奮教敕會存在的最早禮據。

敘利亞的傳繞尊伊得撒為體史上首傭基督教王關奧斯尼|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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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都，站傅饒有其可捨性。儘管如此，在基督教發展初期，

如果阿布恕爾王歸龍華督學理應受人注意，為何要堅持三當年後，

才由實問比烏新發現現 P 撞實在令人費解。 1ft很有可能且一

接期的阿布加會主成了基督徒(較君士坦了籠一百年左右) , 

由於此事發生的時問尚早，他仍可聽得「首位基曾教皇發 j 的

稱號。

阿布加爾八世(亦構為阿布加爾大帝)在黑子Ifnr布 3日爾玉

樹世後的一百五卡年發上伊得撒的主獻。 34 f也於…七七年發器，

當時政泊形勢槍 d度，伊得聽聽按閥鱷強國之筒，只有在縫隙中

求存。第一世缸，傳挽阿雄在當地主黨立教會，那時奧斯內是

渡難在盟朔的附庸轍。第三位妃，話方的勢力避漸強大，難馬

帶他雅努 (Tr吋 an) 在心一六年起驅直入波斯，玫{占帕提亞

人首都歸流華泰甜甜，立全洗鶴教勢燒伊得撤，盟伊得撒曾擻助

被斯。他雅努苑後，繹馬將連界撤簡至幼發說應?可 3 渡難得以

在接著的回?多年重掌奧斯尼肉，但伊得聽對波斯的學靠攏不再

如前。當時帕提更主輯的中央權力已沒器， 為名鱷馬歷史學

稱燼王朝已淪為十八個囑立的主轍，未嘗沒有道理 35 奧斯尼

內便是其中之…。雖然中自揖豆豆人曾有一六王年經伊得撤改入雖

，取得短暫的勝利，但由於伊得撒正並不棺龍被斯者能力維

持建繡局暉，因此f逸事鞋城出走，跟擻定的挺罵人共時尋求鹿護。

一年贅，為可奧熱流( Marcus Aurelius) 擊擺 lþ自擺亞人，他便

令奧斯尼內主盤返實座，作為對他的獎勵。由那詩攏，伊得撤

，食部親近，體為 o

阿布加背著八世級?台伊得聽三十五年，是擺馬的藩獨主 o f車

主黨構為 f鱷馬的朋友 J '的有證攝顯示他的心擺是親波斯的。

他瞥至少一次組兵叛變，在思想上組也較傾向東方 o 有一吠，

輯馬人屠栽器督緒， 1南奧斯尼內則攝取制提亞人對宗教的容忍

設第 o 事實上，阿布全日爾稱為基督捷的朋友比稱為「攤馬的朋

友 j 更為體舍，他或有可能超出朋友的身份，說且種種跡象使

部分歷樂學家報信阿布加爾實際上成了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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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學例說，他在校期問，伊得攘的教會組建增畏，教黨也是

第一吹在安全的環境公然矗立，燼是不箏的事實。歷史記載

的教會續第物主是在阿布加爾八控持代的伊得權。在嚴初

的二百年，基督徒只可在家中憲會，若被迫害基督龍的國家中

通分明間張騁，是…件危險的事 o 但到了二00年前，伊得撒

的基督議將得見天日 。棍棒記錄該城歷史的《伊得擻蠣年史》 

(Chronicle ofEdessa) 記載，二O…年待所提及的[基督艇的

教會 J 實際上是指阿布加爾大帝的主宮: 

2墓雄魯 (Septimius Severus) 在位的五一三年(即 "="0 一

年)及阿布加爾在位期間... ...從大王宮湧密的泉水..

漫遍各處... .一(泉水)摧毀我們玉宏偉辭麗的宮賤，大

水蛛對之處，無一轉得以留存一一域中美麗的建藥物，

辟有靠近河舟、此兩岸的東晉:基督徒的教堂亦受到破

壞 o 是次意外，現二千人喪生 36

有些與何布加爾同時代的人很明顯都認為他是喜事實徒，他

歸主載有力的體據來自伊得撒城內一位著名人物的記壞，他就

是已得撒尼 o 1也不單活躍於宮中提高層的關于，據說他年少詩

與阿布扭轉王一問 o 在他 的《劉家法律>> (Book of 

the Laws of Countries ' 又名《命運軒說錄) [ Dialogue on 

Fate] )中記注輯:

在誠希豆豆豆及伊得轍，民問流行自義純是學]來表示對袍，拉他， 

(τar' ata) 的尊敬，但當阿布加爾信主後，下令尺，自我

閹割的，都要判處斬子 O 白那時蠅，伊得轍境內再沒有

人自成絕對了。"

地投f也是一位母神，是伊得撒雞市為披撤受歡遍的神祇，

在伊得撒亦深受愛戴。與倍徒在飽控他廟外進行血淋淋的自我

閹割是造個異教中最特間的狂熱儀式 38 位得撒尼將財憲章1]爾

對這個月縛儀式的禁令竄他在有三位之年歸伯揖督一事連者至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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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以檻頭阿布加爾已成了華督糙。

此外，阿布加爾歸主一說亦得歷史家亞非稍加努( Sextus 

Julius Africanus) 的辛苦作韓賞。他曾於一九五竿與羅馬閻王

鱷魯對前伊得撤，對奧斯尼內上轉社會的生活作了生動的描連 o

他形容IffiJ布加爾三去是一位 f聖人 J 39 雖然他沒有明說是 f基

督教J 的壞人，他很少羅馬歷史家會造穗芳主容一樹他們羅馬人

不太欽翰的伊得撒皇帝，說且記錄的人是抽名華督能聽究家歹

恤這樣描摹一名黨教君主實非尋尋常。由此觀之，記得撒尼與單

非利加努二人的紀建似乎記合理地證明緯館館受困攘的小割的

君主至少在表圍上歸信華督 O 最壞的可能，正如故誰家提出的

環由，就是阿布加爾只不過協裝相信，以顆螺國內日益主重要和

勢待發的基督徒人民 40

究竟是甚竅模樣的基督徒、 lt鹿模樣的教會能令二世紀的

伊得傲是辛苦成為基督使(不管他是為了甚麼際問?傳說顯示

伊得撒華智能社群的成真是聽於首批使龍時代宣教士的見鐘及

他們的接班人的倍實表現。 約鼓利亞教會史及殉教名冊 

構了由阿捧到記得撒短時代甚至豆豆稜期的主教名單。迪生告主教

負重建向外貿教、建立純正的教會及捍衛信仰，兔受異端主要就 o

可是傳統與現存最早期的組載研拼砌出來的零摔片斷之問卻有

j
:
)

某些令人費解的是真 G
iz!lll

在第二世紀末前，東芳的主主管徒不論是〈研羅門頌歌〉的

作者、他擬安或自得撒尼都沒有提tU 主教 G 科{尹得撤編年史》

在個世紀前車沒有提及。就算《多馬行傅') (第三世紀相}中

出現過使撓、執事，相卻沒有主教。兩第融改提及與主教相類

似的職責的是在三世紀末、四世紀韌的《阿建諭) ，書內稱一

世紀的護主教士餌控為伊得撒教會的 f禎導和管治者 J '雖然他

執行主教的職責?如委任職務、講解聖纜、教導倍能 f載行禮

儀和寧主 J '{ê.也沒有用 f 主教 j 士

他...建..在其他，村落興建敏章~ . . ~. .在他們當中設立執寧與 

hj 叫-^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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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之舟，教導人聽讀教經... ...他在教會內外講授權餓和事

工。摔了這一切撓，錯，身染惡痕，就此離嚮世界。他離

普爾，在教會眾人溺前召來柯力發尤斯，他... ...接立艘，為

研略和管治者，在發掌其位。他，又接立執事樟呂為善之

:l:-阿謝拉馬為執事。 41 

F好聽閱始的權人攝相當合瓏，個時士的爾之後樓悅的問

題就轍符合轍。 o句，建論至中議遠輯部爾接報後，自事話1

來不及投立帕呂長混為繼承人會於是紹昌:

前拉安提阿，織發提阿主教塞拉成典手上接過職臟，而

頭露拉皮臭由羅馬車軟澤菲里努斯校立，而浮菲鼓努斯是

聽法軒的繼承人，為西法斯乃本帝所委任。 42

管我們把帕岳和裝拉皮奧這將教會先驅如傳統哥哥說視為 

-ttt紀中葉，又成主義一世紀末的人，我們怎樣也無法找對一個

過命的單史時空，將鑫拉皮奧按立帕品一事鑽進阿綠豆豆附加

行劑中。賽經皮奧直至自寸LO年才成為安提間教會的主

教。峙如果防建按持自晶磊長老，當給話到了塞拉車奧時，能

就會組攝-百三十歲。然而歷史上真是有 r~Á 呂其人多第四 t的己，

伊得撒的基督能稱為「帕呂信能 J 0 抖我們若將帕自視作第三 

1黨紀末的伊得撒教會領袖，而不 世紀末、那服 時期

內的教會狀況，尤其是伊得撒攏。時獨立教會議變成名義上接

阿教會的權威，這就與持布搗幫哥大帝詩代的情況相符。

皮奧及澤菲盟努斯屬於同一時期，間有如實寄出訪羅馬首都

鍵熱情款待時， 里努斯正視囉馬出任主教 45 是時一九八 

B 期較晚的作可達論》的作者可能竄改一七年。

代多 fg又不能將第一世紀的寬教士(阿達)等等麟、第二世紀

(可能在 1補品的積導下)教會主教輯度的鵲錯，及第三世

紀驛馬的軍事繡張令奧斯尼內使東方世界走進割立于世界，並伊

得撒教會與擺螞戚安提阿教會燈步{會好的事件編排恰當，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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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上令人難以報信安提悶的主塞拉皮奧將校職授予伊得撒的

教。 46

由按這雄主教名單及使旋權力的縛承~鸝推棚，爵此很多

學者宜鵲本主塾，惑不足為怪 o 最強烈亦最有力否定暫餾悶罐

的呂一間有加爾傳說的就是新的體經學者鮑爾 (W. Bauer) 。

他在〈最竿廟的聲督教中的正統與異端:> (Orthodoxy and Heresy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1934) 47 中認為甚至連第二 tM己末悶布加

爾蟬倍基督一事也不起倍。的鞘續與小心地論漣伊得撒的第

批基智能其軍警並非正統 f吉麓，乃是異端，很可能是被造出教會

的馬青安( Marcion) 跟暐者。他承認帕呂的游盡，伯龍堅稱

沒有任前可靠的體據顯示伊得撒烏有 IE銳的主義督教。直至三理吉

組( Licinius) 及君士坦丁子定之--年訂下容忍諾 (Edict of 

Toleration) ) l'吏灑督教寧有合錯地控後，才出現正饒的基督教。

(伊得撒巳於之一四年成為釋為種民地。)

不是所有以這種錯倒的角度豆漿構前老的歷史都其說服力。

有關伊得撒馬吉安跟隨者一說在文獻上的喜愛據並不吃傳統的觀

點多，特皮觀縛統融洽較為根深梅園 o 個學者鞠爾各p正確主持正

傳統上對「黨褔的城市 J 1.尹得撒一 f輯錯誤的看法。伊得撒雖然

纜轉為將福音東薄的草地，但其實在早期的缸子，伊得撒教會

一斑充斥著興端 o 正如一名評論家指出實鮑爾的[敢導性專論 j

連續我們承認一{撞事黨 r 天主教或基督教花了比我們一艦想

像中更長的時間才得以在伊得蠍立 r棍萃， {旦異端教授茹苦一

餾世紀的勢力賽較復期教會所承認的厲害。 J 49 閥世紀末，有

名的美佛卡金教馬如他 (Marutha of Maipherqat) 對與端的橫行

感對悲哀多他描避伊得撒肉體的教會景說 r魔鬼撒下異端的

種子，教會如悶在雜草叢生中的…裸麥樁 o J 5位

學例說， (伊得撒 2編年史〉在關基督教最早期的扭載中，

除提及主義督的時生卦(根據此書說是公元前工或三年) )就是

記載其端教徒，喝古安?書中說他在一三八年背棄真道。主1 為

安並奔來自伊得撒擎他是在小亞錦亞熱海沿岸的富有進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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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幫鐘韓馬後，受至IJ 當地丟在督徒的華文瓣，毫無疑問部分原因

他樣贈很多體物給教會。 f是當地開蛤傅擴奇怪的教嚨，歡控程

度迅連下降。地說舊的的上帝不是路穌基督的丈棒，乃克是聽魔，

是真神的死對頭。歸為他創槌世界，高物質的世界是全部惡的，

因此他不可能是真神。那解基督是真神草委書長來的，從沒有在世

出生，也沒容與體，你來是要毀攝f阪神得繆哥 (Demiurge) , 

掉他進她獄。 f旦基督後的龔小心得鑼署的邪攝影響警要嚴格控

制自己的肉體，最權益靈魂才能上夫堂。 

f也乖謬地重槽{吏撓的教嬋?為了灑掰支持，馬吉資將薪的

中與他的神學觀格達的她方究全割去。他尊重掉黨的，採用「

女正典 J ' r 馬吉安工在典 J 共包指十卷保蠅脅倍(教教書俏

除外)及縮短與刪改得支離破姆的路加福音。此1頁驚人之舉搜 

f直接爛輝出教會 52

吉安被能離羅馬後，為鐘續轉揚他的學說。特土農說，馬

的追鑼者離開羅馬繞品一群偏換成小蜜輯的兇惡黃轉。"

她們一早日來到伊得撤，國已得聽尼迪名熱心的倍徒矢志

擊焉育質的異端，揮舞等他這個關歸鍵的信仰，此事發生於一七

九年乏正在。但如果真的有任何與端主導著早期的伊拇撒教會，

都不一定是馬當安主義。館每當時最具說服力、織總惑人心的

異端乃諾斯底主義，而諾難題 曾於伊得擻扎根。在

那﹒啥瑪她 (Nag Hammadi) 的發 j叢中發現了現存歷史中最悠

久的諾斯惡作品聽篇一一《三吝賜福音:> (Gospel ofThomas) 0 它

是來自{扮得撒最古老的諾斯底主義文是與作品，可能是早在第

做起下半葉寫成， 54 Æ這 f 麓摘自台城市 J 與多馬攝名備受慎疑的

信徒交織另一股古意 f賤不足憑倍的傳說。

諾斯底主義以不同的姿態上台現，所以很籬下一個簡單說賠又

令人滿意的定義。 55 最準礦的描述可能是…千七百多年前普羅 

(Plotinus) 的那句擴攏。他說諾難題主義者同意海... ...他

們自己棍棒，闊天地萬物都是那聽不堪的。 J 56 r 行那備的

?可 J (龍八 9-24) 被稱為第一位諾斯底主義情麓，在新的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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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後的書信亦有損醒信徒要堅院借諾斯康主義的經文，特別在約

翰宣誓及教鞭書倍(搗蛋安部 2-3 ;提前六 20 ;接後二 16-18 及歌

耀祖替)中找到。正統教會指tJj諾斯起主義在教議上的的點轉

誤: 

1.物賀正在那忍的。 

2. 四成世界不是樹上帶劍瓏，、而是由撒上帝 (anti-godl 謝

遁的。 

3. 得數是捶攝某種特別處女示的知識間還致，制非能幫約及

使值的兒證得到。 

4. 入分作三個等級:鸝葷的 (pneumatics) ， 即 J定能得救;

購物質的( somatícs l '即不能得較;及處於聞等弩之間的重量現

級 (psychics) ， 部分呵以帶救多部分不得救。

《多馬播音〉不管是否寫於伊得雖多比賽可視作捷縛在該

域那唾自緝為基督極圈子的典型諾斯底主義作品 Q 全書牧業

…百一卜侶段耳IS穌的[秘密吉鵑 J '以伊得撒所認識的使徙猶

大多馬 Oud袋s Thomasth叫'winl 為作者。.tI:仁醫可以說是最著名

的諾斯議文葉，它在一九四五年，白兩名在填及沙漠掘取聽料

的農民發現。此書出土時先繫無缺，而那﹒哈馬她的故事撞來

猶如一部體、提小說。 57 議些言論是奇恆的組合，內容上大致可

分為五類:第一額是耶穌在 iE典福音書中其實說攝的字詞，但

鋪排卻十分不間多的如:

驛穌說 r 若那接領導你們的人說... ... r翰，天鷗在天

上。 J 那廢雀鳥已經先封你們進入天露了。芳你們說難.. 

f在海裳。』那麼魚兒亦已先於你們進入天喝了。其實

天國親在律衷曲當立在你外面，當你認識自己，就會得

著。 J 58 

大部分記載的事件興，馬太利時加所寫的類似。

第二類是那些看做真實的吉論，就如土姐那段陌生:的字旬，

又或是門龍記…F 的話語，可是在新的中沒有記載 o 第二王類是

也 4 且也』品品』志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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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可佮性較短的 '與聖經中耶穌的言行離不一致，最偉

限度有一卜四設這樣的古論是完全權背正統倍仰的，如第一…凹

節:

西門彼得對他們說 r讓馬利旦旦離騎我們，喝為女人沒

有我存的意義。 J 耶祥說 r 我要親自引導攏，好叫她

作男性，以錢攏，能像男性一揉成為有葷的活人。丸，變

作男人的女人皆可進入夭圈。 i 59 

雖然《多，馬聶哥〉仍較揮-哈瑪油發掘出來的大部分其他

資料更為正統，借部於它強調磕扭了吉論」的神和意義，為

本杜撰的福音書都 t高高在上放瞬秘的能影，標詩;著諾棋路

的特色。的

較諸其她糢掃伊得撒的狂熱諾斯底教撮， {:多為播音》已

是也較正統了。自得徹足歸信幕骨教峙的一七九年多當時有

位名義考 (Quq) 的邀師招累了…群跟隨者，向他們講解 f 在

上帝之前有 ~1觀光明的世界 J '宇宙的形成是出生命之父與生

命之母議組七十位分神體( aeons) 孕育問成。與路游安主義

不同弓基守主義信徒保留大部分的蕾的，但卻以商其封底主義的

觀點來總解。傳統上將他們與繳瑪利亞人挂上鞠僚，特別隅者

均是發言怕接觸苑說，支票受培諒。 61 最異於尋常及令人反感的諾

斯忠教報是(我聽特授(Ophites) 他們與貼一起領導堅餐，因為0 

他們認為伊甸閩中的蛇不是人類的敵人多題是朋友，幫聽人類

從舊的那餾葾惡和物質的上帝的手中釋放出來。 62

叫人不安的壽章督教教導，既偏差，卻又不違傳統，

段教會歷史撞在便接哥哥代，受影響的範瀾亦不只伊得攏。研以

二二五年，召開了首吹的大合會議一一尼買亞會議。會中以使

徒的權威教導為基礎，一致輯訂出倚經及正典，lJ.區分異端路

設多輯算成功。有人認為會議在接接共識前，大眾聲正確與錯

囂的教義劃分仍未清幣，但其實只是末在鮮明的界定諮己。有

時教會的傳說會將未來自哲學鑽進歷史中去， {g傳統其實龍往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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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史上主主要的真理及活動引進未來。因此本騙我們五年稱的「大

教會 J (the Great Church) 或「正說 J (orthodoxy) ，又或是「

期的基瞥教中心 J 63 恤俯在歷史土盤下的痕跡，要較異端那

些骯髒的是印更措晰可

記得擻緝的生命與教導足以禮贊基督教「中心j 確實存我 O

「中心 j 既有吸引人及組織的力量， 1且亦容易獲到歪曲。

得撒尼是第二世紀東;方教會最突的及最引人爭議的一位器督接 O

伊得曦的巴得撒尼 

i ], 
巴得擻尼的出於一五四年的伊得據多葉還動員、實校報

詩人、哲學家於﹒身，又是阿布加爾八世的朋友 o 很據傳統。傳

記配載，他的父母是波斯難民，囡要害磁盤宮廷除謀而碰到奧斯

肉。一份資料記載記得撒尼出生後，他的父母被迫再次錯囂，

這吹他們騙過幼發拉底河，進入雖馬蟻內的馬布，自得撒尼在

地受歡於一名異數的祭司門下 O 的根蟑埃皮法尼鳥斯 

(Epiphanius) 所說，恤懸在伊得撒長犬，並與年青時的呵布加

幫一起念書。個

巴得攤尼二卡瓦直接持(約 179 A.D.) ，偶然鐘過一主持相

是阿權創立的基督教教堂，聽到「主教j 希斯塔斯織 (Hystaspes)

講解聖經。他的此歸信基督穹並接直是洗槍。能鞠主後非常，熱心，

接來更成為執箏，彈護青倚f舟，打擊充斥伊得撒的異端，聽譽卓

著 o 他在當中的高職令他在很短的時間內躍升為教會的犧導。

他處理每一件事皆有超凡的表現。

非和加努在一九五年隨同難馬皇帝嘉綠魯對訪伊得撒些

他描述巴得撒尼的前術步穿梅，而伊得撒亦以其筒說穹聽名於

世 o 豆豆非和加努報報目睹記得撒昆在車橫面前一燒身子:一名

年裔人家著講盾，站在巴得轍尼繭，已得撒把向盾牌連續發箭，

「如畫家揮動鑫筆 J '將那人的輪廓勾勒出來，毛主主看到活中

入 f 雙目炯棋有神、南唇按合、下己對稱均勾」。的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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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l 白得撒定的驕人之擺不是在運動場成戰場上，而

想弊。相基特誇讚 EA學撒尼是「毅和豆豆教會塑造支出來略…有倉Ij

的思想家。 J 66 或許飽真的甚有辦見。己得撒尼首要抵禦的

興端是馬吉安車輪仿徒，教會麟史家種茜兇為斯問閱讀賞飽。

但在很多早期教父的眼中，他雖然抵擋罵王智安之義，但卻踏人

諾薪臘靠著黨的竊羅。儷閥比烏斯詩論 r雖然已得轍尼認為自

，他還未完豈是將蝦深祇已在轉變成為正統的華督徒...

的異端思想站垢純淨。 J 67 

指責緝的西方教父認為記得撒尼 f根深抵闊的異端 J 

f鑫提勢的諾斯底主義( Valentinian Gnosticism) ó草草倫提努0 

( Valentinus) 是從亞聽山大及居比路來到攝馬的基督錯，與馬

自小亞細亞來懿羅馬是同一時纜。他不像馬育賢揮鹿莽撞

地否定舊的瓶梅揮教會雯 f最接受上帝是當界的創適者。 f呈備和

馬吉安…樣深潔認為物質純真餾角度來者是那草和敗壞的 α 能

為了個邪縣的轉質艷著相合，使攝織出#個思想哲學綱，部分

主義來自柏拉關思想、部分是印度的話神論、部分主義淺藍督教，使

他起極基督教的思想限度。{血的 體的，謂是擁

有三十個蟬的普羅曼 (Pleroma) ，他是所在黨體的總和。

卡個重區體形成屬靈世界 9 繭，八緝代表上帝的本質。他們的

分別是奧抄( Profundity) 與譴靜( Silence)、理智 (Mìnd) 與

理 (Truth) 、權 (Logos) 與生命( Life) 、究人<Ideal Man) 

與教會 (Church) 0 每兩鋪 1f!g 叫對，分男性和女性，屬於警總

曼的上層祥說，靈界由總們組成。下層神概是智慧 (Wisdor況， 

[Sophia]) ，若智慧不抑制她對知識的漏求，便會受到斥責。得

非真的囑於普羅曼的一部分贊他創造下層的物質世界及

人類詞當 (Adam) 0 但有論就曬魄的種子栽攤在豆豆當身上，瑚

智要意三E........~對分神體方能令磁顯靈魂種子擺動j上層世界，他們

分別主主克思斯蒂 (C加istusl 及聖靈 (Holy Spi泣t)，從佈們身上

最後一頓持……赦主基督。他下到下層堂算，取了人鱉

的身體，但卻 的靈體，捧截一詞接受他奧靜黨支藍完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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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人。自此最高的辨不需為鐵站罪惡市j負土責任書而智

者一一…諾斯底俗，徒……一燕園 i陀可拇救。的

這表編捏努設指控傳播草案智的思想，究竟記得撒尼身 t有多

少這控神務的知識 (gnosis) ?與他同代的草草方學者希城律陀 

(Hippolytus '的卒於 235 A. D.) 明顯將 E得撒尼標籤為東方的

華倫擺努。 70 1.ê.居於蟬罵的希授 1家陀可能對敘利亞東部的情?究

所知不多。而數十年復數利亞人以法a蓮在巴得轍市居餘的伊得

撤對始作出更嚴厲的技擊。以法丟盡指責他將上帝分割，就算不

像華偷聽努將上帝分成三十份，最低限度也有六份。他說巴得

擺尾三位一蟬的概念帶有色情成分(令人聯想型車倫提努那些

過變成囂的分神體) ，並說你和大部分的吉若真好聽信徒一樣否

身體的權活。 71 由得撒尼是否真的摺十九世紹一線文著作的章

所哇，是「鍛後一位諾斯底倩徒 J ? 72 

幸好我們毋績單憑別人對但得撒尼的評論哥哥妄 F財籬，他

重要的著作一 〈國家法律'} ，或鶴為〈命議對談錄'} ， 73 的

流傳至今。;不管是他寫的，還是是他的門生菲力( Phìlip) 為他

的，現今一般認為此議代表巴得轍尼的思想。能書;中辯說，

他不似是諾斯底主義仿徒，只是一個非縛饒的神舉先鋒。正撓

的信仰還未有系鏡輕理技信經茁 9 此書己關世。他的吉論不

正確之處，經錯誤的地方更多。然聞他為亞訣l基督教所作的努

力，說如豆豆歷山大的革尼兔及其能辯現士在西方所作的。己

撒尼致力將輔音傳入伊朗的知識分子及宗教關于中，就是他在

伊得撒當中所接觸的人 74

甚至他的死對頓以法草鞋，忠承認巴得撒尼表面看似是正統

的信秘。他的文章合情合理 γA般人不能察覺到他背後的[瘋

狂 J 0 乃

在正說方醋，記得樣尼奮力捍衛仁嗨，的含一性。他抨擊分

神體和禱，撐哥，指斥諾斯底及馬古安出要解釋、上帝的意。值為例.

存有罷問題混將神曉波化。自得撒尼說 r 帝無所不能，實

為一體。 j 他的一神觀其實是三位一體。巴得撤尼倡言三位一 

』
做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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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論;雖然他的三位一體觀念只是雛型:要艾、聖靈(

母 J )及聾子，即「過 j 。而

另 a方，圈，間得擻尼堅持上帝的錯適最好的費時物質也非

罪惡雙偏在這一點上與諾斯底主義的觀點戲然不用。巴得撒尼

諾為人一監控著上帝的形象 rfTJ造事兇天上的星宿大，與天使同

瞄著白品的意志犯摔成離惡 O 巴得轍是承認{也時對發E勒底人

的占星學非常感興趣，並相{詩人類的會釋是由是措安說 O 但現

在亨他知道上帝是無所不能的多認人類不是上天的奴隸。上天

的力量與自然的方盤…樣可以影響人類的物質辜受，但人類的

意和靈瑰乃是自由的。 77

人類的自由就是〈命組對談錄》的 ?聞自由乃來自人

的攏。目得撮罵的思想，與馬吉安及諾斯成跟不詞，他路為肉

體並非瓏的牢房，當人出生峙，視與輩革擾與身體連合，有ïi魂則

從重重得草草自由 O 雖然 F勾當濫用了自由，以致全人類也無法過辛苦

自由的生活，但基督的降臨卻是師被人的自由。上帝令所

有人 f毋寧皂白，並且要求她們不要作那些她們不能作的事情。

性也不是罪雪它是好的，是潔淨的7s與諾斯底主義，

期大音5分的敘利亞基督議作家不同，記得撒昆的神學是兩憊的

傲的神學，立支撐苦修禁悠的神學 o

{椒倡導正常的人倫關樣，授對極端黨懲主義，並沒有基還要

不妥 G 巴得撒尼既非諾斯雇主輯伯龍(在可接脅的情提下) , 

亦非占蠱惑之，他在持學上的弱點來自混合主義。他投奔真的如

以法讓所說的離盤短道 9 但又不屬法正統教諜。礎工E統信仰的

角度看， -1皂白色根本錯誤並非我甚麼特別的教義上出了 f孟子，面

是支持總世界觀的聲鵲哲學及宇街論基礎。恤的世界觀取自聖

經以外的觀點) I話能又瞥試將他的世界觀套草草總額的基督教觀

中。他不像馬吉安佑在全脊定茄醬的塑紹，也不像後來的摩 

( Mani) 說自己有特別的敢承;他亦沒有撥助其他臨鞍敢示

名，女教導」些隱藏和深奧的磁理，好像諾斯廳主義{菩提和他

後來的倚彼一樣 79 對的得聽尼來說真理人人可得，而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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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理姓的揮黨中攪得。

他郡王雪包驛萬有的宇宙諭諒自各式各樣的非丟在督教資料今

他嘗試將基督教的教導套准他的宇宙論中，這樣， 也聽理性搶

過毒草督論(如:地對諱的意識和他盤上帝制救恩的理解)而我

甜的基瞥教真理便顯得不完備和揖曲

他的世界觀可以歸納如下:上帝在上，黑暗在下，需者中

間有四鋪元素，分別是由光、紅火、藍風及綠水。在很久以前，

聞機緣巧合，進生學純淨照黨的和諧狀轍受到破壞，黑暗入憬，

罪惡便如此進入世界。只有「真道 j 一一華督的來蝠，才能令

龍混亂的局關鬧鐘秩序。 8。

然悶在記得撒昂的思想、中，主基督不是造個字街攝租的轉誤

點，因為救恩早在樹堂之先已經開始{弗- 4) b 在道成肉身

前，已得撒紹對教觸過程的描述論為一將完全不合符鹽瘤的荒

草量之談:單鑫(母親)生有兩個女兒一一海和大地 O 以法蘊猛

烈持擊思得難尼認為父與母女合復生下基督， 1也是生命之子，

亦主義思想之道 (Word of Thoughd 海各期( Logos) 。格各斯經

馬剎車向生，住在拿撒勒人耶穌的軀體中，造當然就是蕃瞥幻

影說。但已得撒尼盤不 11::.於此，他說父(天父)與母(建黨) , 

就是太陽和月亮 o 若要得教恩與自脂，人便要認識洛各劑，部

生命之子;月亮是從太陽攪得其道，然後將真盤帶到世界。 8l

由於白得撒尼將占援學、宇宙論及神學混為一體，導致飽

的垮台。最後， f擎的探黨精神使他陷溺在宗教混合主羈的揮中，

他改變仿佛以聽憊當時的文化?令華督教的先聲性受到戰損。

他把東方的古里學、著羅哲學、諾無斑主義、按斯的還說q及希

贈的科學加進他的基督教系統幸運 o 他的康;歡可能是希望聽控措

及具端的學說令聽f間不倍的世界明臨街瞥，{ê.希驗與波斯的猛 

1師又怎會乖乖均與幕督教的綿羊躺在一輯。他的理論受到教會

的禮責，伊得撒的雅各(七世紀)說恤最後被「正統教會!驅逐

出教 J 而他的傳音己作者記載蚵基( 'Aqil 是[三位教 j 希斯塔

斯佩的繼任人，發斯塔斯楓頓巴得撒尼歸主，後來卻禁止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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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的過陳潛在伊得撒俾講。雖然他們被擺出教會，個借得數尼

的信誰在往後的一百五十年以分離教授的身分繼續留在伊得撤，

另樹旗蟻。 82

事實上，他被逐出教會一事可船不像這本主多年後才完成的

轉記中記職般部運要嚴蠶 o 另一傳說謂巴得撤尼不是被組雕輯伊

得轍，路楚自願往豆豆葉尼亞室主斂，最後也死於亞美是三道。的男

→說法:lê: t童基於政治理也鬧離開:作為波斯貴族，他憎喂攝

入的統治，於是還離伊得撤。在 E:f辱撒尼有生之年，伊得撤挺

亞洲落入商方的世界 o 自得撒舟的朋友阿布加爾八首憐恤帕提

亞人，一九自年，帕提亞人在多是索不建米亞起義，間亦如幫王

輯用附姐陪本主在紹西 H:辭出兵攻打賭罵，後戰敗，羅馬

在伊得撒設立地方宮。之三年後，申自攤頭人再度出兵攻打教利亞會

改 F可布如爾經過深思熟慮，決定與羅馬人 陣線，問問

獲邀到前蟬焉，龍是自公元六十六年尼祿經接竿期的豆豆突尼亞

王替稅特建 (Ti討dates) 以來最揮霍的…狀款待。阿布加爾

字也改了，在盧商品斯 (Lucius Aelius Aurelius Septimius) 

能個羅馬名字的背後，他定必痛不欲生。他於止一二年題世，

當持他仍是服於羅馬之下的「波斯王 J 0 悶布部書穹的三王朝很快

便告禱，而伊得撒亦很快得以獨立。阿布加爾的兒子歸布加爾

九世嘩遨至5聽馬賽但突然被俘囚禁，後被罷點。制而高傲和出

尚的伊得撒入已得撒用可能事是在當時流亡鸝卦。三一間

伊得讓成為羅馬的聽聽施。二三立牢記得撒尼逝霞，三年後，

波斯的治權自帕擺昆主輯落到韓桑王朝( Sassanids) 手上。

悶裝設 (Arbela) 的亞述革嚮復

那時，就算不包括印度在內，伊得撒也不是聽馬帝國以好

的豆豆糊地區中拉薩一的發展中心 o 事實上，有學者指出不是由耶

路撤冷來的宣教士將構發帶到伊得撤，龍是由扭扭H東薄的阿教

拉。因鈍，讓我們由幼發拉起洶的伊得撒習!顧合元後的當工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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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聽格監累?可上的阿華趕拉。

離伊得撒東面問盲目嗯，鸝過肥法的黃索不達米亞特部平原，

有一個細小梅波斯聾揖玉聽一一一鬧過附本。其首都阿聽拉(現

今的艾比輯)離底格里斯河東面的五十嘿，守顯著底格累斯河

的東北邊界，就像伊得撤守衛的發拉底洶的問北盪鮮一樣;而

阿華是校亦跟伊得繳一樣?同是東方最早期的

人認為福音先權入阿總阿本多然後再接那地傳到師都約伊得

撤，仍可是能傳統與總理上發都不能成立。然而事實上第一世

紀的獨大 5史學家的華夫( Josephus) 流傳了一份十分早期的文

獻步聲言而名阿媲詞本三五曾先成了擴大教信績。他提到阿裴找

王繞體 (Ezad) 朱諾基繭，到誦“波斯灣的阿拉伯王轍，一名猶

太萬人贊他歸倍離太赦。他站崗何裴拉後 3 發現飽的母語海倫

擲 (Helωa) 亦已歸倍猶太教。當時是合;元三十六年，埃聽與

傳說中伊得撒的聲督教主義帝鸚子仰ïJ 1ft 姐爾是同代人。 86

早在一世紀，他們從異教改倍攝太教學有可能令阿華是拉自

然成為猶太基督教的交教中心，亦即是華爾教在豆豆洲發展的模 

o {且在向過阿本的基智教縛統中並沒有報猶太教皇Jl::上關錯。

最早只記轍悶罐曾蓋派兩f閥門徒往陶組阿本章教多阿誰就是第

…鵲到伊得囂的寬教士。其中…份紀錄(教利亞的《使徒教義〉 

Doctrine 01 the Apostles) 撞到阿迪阿本堂教的是河邊的繼承入

問加幣 87 另一份紀議({馬里行傳，) [Acts 018t. Mari] )指

室，教士為膜。制在第六世紀另一本主記載龍在一 O 四年， ~可

按立第一頭附磁呵本的「主教 J '-1色的名字是皮 

( Pkidha) 。制

獨掛六世紀的《阿攝跨本教會史}> (History 01the Church 01 

Adìabene ' 又稱為《防護投攝年史J> The Chronicle 01 

Arbela) ， 如以傳記彤式記載了胎一 O四年豆豆豆王一…年二十位「主

教 J 的名單 3 但這個名單甚其爭議。第一任是皮鐘，接說恤

下來就在…幅倍奉校教的主人家中作奴攏，嵐清見悶撞在伊得

蠍令一個被選往墓地途中的女主亥起死回生，於是歸倩基督。如

制.Jß7h ~旭 、糊坐立二 -斗三J 局你每 d 地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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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仁詰段釋當三便路過了初期 F話:迫照本{寄錢 rþ戰學期的{吏錯何加彈穿

及馬盟，湖將當地教會的出現跟伊得撒與河邊宣接聯

來 91 我們需要小心處理過去段傳說，但我們有足夠理由指出

阿迪阿本的確在一、二t股紀之交時開始禍對化，而皮禮亦有可

能是當名皇帝主的信在全;在關迫問本出琨的主教制度而更值

議。

任主教謝松 (Semsoun) 是阿能詞本教會的第一位婚

禮者，他非常熱心傅蜴禍膏，使多人仿吏，扶敦信徒間除提拿

飽，折腰他一番稜將他斬首。〈阿聽才主編年史》記載此事是發 

r (他種努}打敗阿薩息斯玉手;十期驛繞斯( Chosroes) 之

後 J '估計是指一﹒六年雞罵大髒的時倍。然爾賽 i持對其他早

期殉蠟者的記述卻經常自相矛盾， fg傳統上將這些殉撞事鎮放 

t世紀初亦算合 
92 

內記載謝松瓶阿褻拉的殉道可能發生在一一七

多話豆沙比賽哥 (SharbiO、巴拜 (B紛紛)及巴森啦 (J至arsamya)

馬競治下的首批伊符撤殉支援者雯則在一一三:三年殉難。

他們的名字可能是虛憐的，話{血病所受的折磨亦難以讓稽。與

如:抄比爾以前;是在伊得撒供奉偶像的大祭司今倚三位後，樓受

酷刑:當先背被壓彎、服讀梯打、單于垂掛班半空、兩

鵲打下烙印、身體受蠟燭燒{磊、體目陸被鐵釘東1]1宮、被塞進

織體肉、衛吊在空中、轍下被寓意囑:燒紅的幫球燒f菁、吊在樹上、

鋸成兩節，最後被斬首。然而無論何時多也都能向折磨龍的人

桶宵。"在恤雅勢的時代，多人殉聽是可能發放的。然而i不

議、但卻毋庸覽妮的是皮盟組 (Pliny the Younger) 在一一

年寫給地聽費一的令人心寒的詣。緝名深具f會議的離馬人道

主義者泠冷攏在諒你播寫值怎樣艷待小亞餾壺的主義督徒，他顧

不願處決他們，但又不能違抗法律，可是他在過響，基督徒持多

層見他們間對死亡時比他想像中與敢，因而引粗他的好奇心。

知道更多，她隨意折磨兩名在基督教群體中任執掌的年輕

女子，要提雄們身上獲取更多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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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比爾行傅〉記轍，普林尼提出強制肉的觀帝獻祟的

不久便在伊得撒執行。 f恩謝始在向牆拉的殉道路與這項蟬，鳴推

倒無閥，器為羅馬軍隊不久之復使過離美素不建米妞，迫

雄人的是訣教攏。

究竟來自說軒的攝迫是君子真的權平問始? r~自提豆豆王朝在宗

教上一直課教寬容跤策。不久波斯的殉道者由流成河，然間真

正的殉道瀨可能要至帖 朝沒落及薩桑王朝租二之二五年興

起後才出現。

亞述人能提安 

在遼東坡斯的阿迪閱本，第一份有鞠乏基督教的可靠歷史文

41lj 獻起來自第二設紀中葉他攤賢的作品(約 110 - 180 丸。.)。

他是舉總學者、諾當離家及苦修車羈者，出主主於獎章不連米亞

北部吉亞瓏的國境(琨往的伊拉克) ，父母親是與教徒。的 

G年 9 他社羅馬念書，是正統{吉姆的捍衛者游跌了( Justin 

Martyr) 的門生。游斯丁楚學艷的教父，強鵲〈使縫間憶錄〉

與舊的先知的作品向其權威 o 對於猶太基督籠的然堅持學要擺守

整全的律情，他的態度卻出奇地平和。他說，只聽他們不要求

所有基督使都要進守就 95 

在大多持績都以仁慈治蟬的藹可‘奧熱流 (Marcus Aurelius) 

的道媲下，游斯丁老生一六五年譜數折磨並盧新，而他揖安攪鵲辦

了島己的離校 o 的一七二三年， 1m憤然離鵑西方，閥割草述。昕

哥哥證據顯示他盤下的日子留在阿華是性和附近的路撥單斯河以

的「呵?東當中 j 工作。倚在當地再度聞辦持學蹺，又或可能只

是，叫鑼密給自足的暴督徒群體，藉此他得以在敘利亞東部及法

東北部的教會中攝豆豆嚴峰的單 。
% 

他提安和旦得擻Y話都是亞洲首批的神學家要鋁他們卻截然

不悶。前者想阿墟阿本-{麗蓮說黨、遍世的聖經翻轉來;接者是

奧斯思內的朝且以及其劃作才純的哲學家，捕人相同之處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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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兩者中他提安的影響較為深遠，因為恤把聖經，問不去是哲學

思想帶進東方教會。

華於猶太基督捷總根草劑的緣故，羅馬 i兵東的立主辦教會已

經擺著馨的聖麓，但他接安將福音書的好槽，皂、引入攝些猶太的

教主義上。 他在上帝向以位歹IJ 研彰顯的大傲的幕礎上放擺了愣角

石，就是耶穌基督救爛的做示。

敘利亞版本的馨的與福音書都有別齡西方教會的版本多

他們的館的聖經並非希難恭督徒揉憊的七十土譯本 (Septuagint) , 

也不主義發伯來文的原文建設緒，話是巴勒斯親會堂的阿蘭文章學本，

中加插了很多釋義和例禮。 97 

1也提安版本的福音帶與現今的新約瓶形式上也有不悶。我

們了解到早期教會處於不種定的時代，新的難以一時影戚。

早的番苦毒叮能是馬可福音及…些保蠶書館，大的寫於公元六

年。盡棄一 00年，葉青約才正式串成多 9單位仍未結集成一

權威的誨，師以使徒對那穌華督的一吉叫行的見謹是十分葷

的。當{免在是離世，他們的門組直接能使被日中得知耶穌的育部I ; 

但有些人亦自稱是門謊，谷1]俾攝相反的學說書瀉千言安就是一對;

有些則散蟬鳴經及怪異的播音，諾斯寇才三蟲就是表表者。 

i立多教會的當萬急務就是按分辨出哪些香香才是耶穌與便徒的

真正在諦。

由第 中葉開始幣 1垠的二十七卷新的正典，直至四 t控

紀末才在問方完成。三丸五年的希技里吉斯會議(The Synod 

of Hippo Regius) 及三九七年的題太華會議( The Synod of 

C訂出age) 輯訂了西，方教會發鑼認為1的正典，將借東方教會(鸝

馬帝團以外)當時正慢慢地脫離間方教會，制定誰典的過程

時更畏 o

遲至三六世紀初期，部分已在餐館方接受的經誨，如彼得後書;

約翰貳‘會攤;猶大書及教法錄，fJ)未能在東方教會普及輯

來。 i∞另…方屁事部分在西方本主蔓承認為便能纜著的編鐘，

如〈多馬行縛}> ，藍至《多馬桶音}> ，在東方卻臘泛流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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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提安串難罵握國家鄉，發現東方教會充斥著這時令人生難的

協「桶，告i- J 、協門于傳 J '倚著手以說利亞文塑建華督真實的

生的平，飽的譯作建慕於他在羅馬轉轉研習的四輛音正興今在他

離開西方前可能已闊始鸝擇。能不是照著希臘原文的福音

譯出來，、既是把閱本播音器中研記載相類似的故事，依;欠分欄

並列全i、錄，稱為〈閱補音合參，. (DiatessarOll) 。間所以亞洲教

會在最初幾個敢紀廣法接用的不是由卷獨立的福音書要冊是他

提安將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福音按歷史的先後並到排放的

。哪本才是最早提希臘原文中融譯過來的播音書磁問題，

曾鐘都箏論，在些人說是古接利亞文的獨立福音書多有說是古

拉了文飯本的福音書，但愈來請注多學者認為是在約一一七 0年出 

f也提安融輝的《四楠音合參); ，即 亞洲商品:將幫約徑:香 

;11 要篇幅觀譯成另一種文

種態翻譯對教會增長舉足輕重多當時播音書只有車辦攝馬

士也僅使用的希臘文版本書直至他提安把它擇成拉利豆豆文令

鄉軒的平民辟用的語言，華督教才得試從使用希臘語的城市傳

進鄉間。川敘利亞文是伊得融、何組陶本及幼發拉底河谷的

，囑戶可讀幫文的干重，與耶穌的語言格的。整個教利亞及美

索不達米世界所採鼎的語言是教科文，時非巴勒斯坦攏的

阿爾文。它不僅是古代亞洲中東地區的通商語苔，也是東方教

會的語苔，正如拉了文是西方教會的主語 o 這就主義亞洲宣教發

展早在語古上的分界線。

身為亞柳!人，他提安引以為擻，他在《給希騙人的話》 

(Address to the Greeks) --書中驕傲地說 r 我去圭亞混入。 j 伽

〈給希臘人的指》是備現存唯一 J本完轄無缺的著作，書中皆

在說碗里蚓、I (所有非希臘端盤，包括在時的.i t~~在內}比訶方

優勝。他問:希臘人從何處得到天文鹽的知識?己比倫(位於

亞按時) 。 說哪寢獲得他們的字母?髒尼基人(亦位於亞制)。

恤們的詩歌及音樂?弗利吉亞(位~小亞細亞)。至三於聽據

統?波斯。他提安說(概括龍的論點 r 東方處處勝攝荷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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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宗教方樹，基營戰准是辦自亞當'N '基督教比希臘所在的

學及粗峨的神話歷史東悠久，啦更真實。 J 105 

他提安與無戒派 (Encratites)

毫無聽悶，教父他擺安對於自己身為豆豆獵人告|以為擻多加

他對單純翻譯的熱佳，令他成為提演i教會最早期的教父，亦

無愧;但他並非無可指攜 o 他過分強調離端苦修主義的好

處，深深影響早期的東方教脅。攻擊龍的西方神學家稱蟻皆為

禁戒主義 (Encratism) 的興端，“Encratism "是 f 自我控制 j 的

不正常的自我否定，立史學堅持基督說要與社界

騙棍，因為物質 惡的，他似乎受到諾斯底主義的影響。

西方教會，反對龍的人如耶梁米(Jerome) 認為始提

因此三是異端。 你提安甚豆豆在《給希臘人的話〉的字襄行問表示

他確是認為這物質的世界是罪惡， r無知的靈魂;沒有遁的

光弓能說 r如果繼續諸樣獨存r' 去. . . .. ~就只會一直朝物質的

方向墮落，最後與肉體一問滅 J 。而再改崩現的就是 f物

欲成為黨靈魂的主人 l 、 f 把死亡的律給人類 106 有些人認

為龍提安翻譯的〈臣福會合參》亦有強調禁慾，甚至三可能繆雜

經以外的資料。時7 另一略措撞他為異端的間方敵對人士(

湖歡會員已沒有)在他們的聲作中指斥他立場繃擻，可惜有關作

品記不存在。攝些著你指他提倡漿舟、諧、酒及禁lr.行房。例如，

耶柔米寫道:

他提安. ~ . . . .是每年戒主義的姑懿寺，他所持的論點是 r如

果人發下情憊的驢子，社招敗壞的果賞。 j 然的跟女性

合的，亦是教放下情悉的穗子;備成人若娶妻，向緣也

招賊壤。 10學 

3事指令問方的 享有人指出他提安苦檸主義中的白我

完全是根據舊體盔， 1:蟲管他對世弊的議室贊較聖鍾的準員自盤棋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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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種豆豆洲的宗教理想來琴音，他的立增非非過分。卡林頓( P. 

Carrington) 指他擬安的東方化基督教倍仰是一種摺曲了的信仰，

無異於希繡化了的聲督教。 1的如果指控他的人是正確，他接

安便難於解釋，他應該忠捏一個創寵物賢世界的上帝是杏仁帝。

他提安豆豆被控對性事過分反愚勻他:究懷疑亞當是否得教、耶穌

肉體上是哥大衡的子孫。 110

由此，皮對者稱他擺安為 7禁戒派之父 J 步認為她是敘利

亞更多、攘的極綠苦修主義者。不管禁慾主義 i體士的融機去最好聽壞;

不管他們是希塑緊緊跟體聖經有關槍己的教導，雄主是受人迷惑，

不遵照聖態的指示，為自己建立功梅;又或是從哲學(和諾鱉

起主義)的立場對物質 t世界不表站在，他們最絡部迅即或為拉

利亞教會倚徒爭相按法的典範 G

苦髒式(虜院制度事實上是諒自敘利束，而不是叫黨章認為的

殃及。亞他要IHI酵 (Athanasius '約 295 - 373 A. D.) 稱壞及的

安東尼( St. Antony) 為「普{會主撓的始創人 J '但聖安東尼在

二七 O年才放棄堂蟬，彈自揖釋，與魔鬼在沙漢對抗;而禁戒

派之父他提安活得比安東路早→…鍋世紀。站些敘利亞暐士比壤

及的韓士寬狂熱，他們用鐵童來將自己鎖在大石上，立全用鐵聽彎

自己的身體，又用身子堵審LlJ擒。根據後期的縛說麟，最早期

的教利亞隱士問東斯( Atones) 在伊得擻閱紅的LlJ洞擺著野獸

的生活，那兒離雅各與拉結相蠅的井旁不遠，他只吃野草維

生。 111

過種怪異的告我否定行徑在〈多馬行傅》題篇出現，皮映

出第二‘世紀末伊得據敘利亞器督教的信仰，睛說， t挂使我們知道

印度多馬信徒的情說。〈多，噶行傅》有以下的描按:

蝕，不新華食禱告，只吃麵色和畫畫，喝清水。不管天氣好

式壤，他只穿草衣。他不會為為己的緣故在別人身上拿

取甚麼，但你將自己所有的道給別人" (二 19-20 ;穴， 

104) 

M吋伽叫品總叫咱爛組組歸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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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擺闊嚼的記載，便能多賄的行為與復朔的鱉戒按最鍵十

分相似。佈認為婚姻是罪惡系的， f雖曾獲邀在台幸的婚禮上獻唱，

歌詞彈道ti\ r不朽和真正鈴婚婚 j 是與上管與會，謂不是興興

或女結合。指於情詞懇切，以戰公主和鞘馬亦轍看婚姻之鏘，

將身為天上的新郎主耶穌議督守童身(一弘16) 。

這等杜懈的使徒傳記中稱裝警戒提為真纜，好像保羅在提靡

太前書四 六篩研指昂的一樣:

整黨嘴說，在後來的時候，拾有人離棄其i麓，聽從那引

誘人的感黨和鬼魔的現蠟... ...他們禁止蟬驗，又禁成食

物，就是上帝所迪、叫那仿而明白真i遁的人感謝著品質受

的。尺，止發所造的輛都是好的.. ... . ~ ~ 

不過，論體明顯站撓了諾斯底主義的菲亞純潛f會主義，由

教科亞及壤投向卦散楠，在第四及第五世紀持繡盛行。愛任組 

五年記述他們在西面的影響力巴建至高黨人 

(GauI) ，你將貨任歸在屬東芳教會的他提安身上，似Jtt主義在

東方的根草鼓鶴盟，且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使人難說分韓東方

教會研謂的正統與不正繞的蕾修主義。

( Irenaeus) 

苦修主輯與亞洲宣教活勵

在早期的亞洲{教會，不是所有操練都強調與世興購糧，當

時的信仰寡議會了一展對外黨數的動力，所以她們會養漲信提

知異敦的盤算縛楊福音。雖然奧斯尼內的伊得撒傳統上是東方 

9 個阿裴拉是括在榮黨不達米歪歪以外，進入渡期

在東主黨支古道的基督教文數中，禁慾皂我否定的呼召往往

與傳褔音駱寧器的持召聯繫在…籬，撞在1乎就是純利亞與埃及

在苦會主義上最大的分耳目。換放以鹿為本，著重藍紫糟的生活，

不喜與外界接觸。 1日埃及的聖賢人不理世俗事務，機賠於白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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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管盤中。豆豆於敘利亞的禁慾主義者，自於他們擁有各地遊歷營

商的傳統=自 i比倫們 t-分強調擺動性及對外接觸，因此教利亞

的苦{會主義者成了到處流浪的宣教幸。他們醫治患癌，救濟黨

窮，臨走隨縛。默單(R. Murray) 形容俑者可為 f 跟稜無家可歸

的耶穌的無家可歸者﹒. ~..不停住世界不祠的地方去。 J 114 

東方早期的實敢太亦用聽各地宣教多並為主的緣故聞出傳

揚福音。印度的多馬感謝上帝使他因為主的緣故成為'" ...苦楊

主義者、食窮人及流浪者主({:多馬行縛》六的-61 于二 139 ; 

145 及還要內各處}。向遠期拒收伊得攤主樣給施的最銀， f骷說

已將世上的財富視為糞土， r r還為我們准命不講線裝、口袋，

肩上只背著十字架，到世界各地傳播音。 J lI5原屬伊得攘，卻

在埃及發現的《多馬播音》揉合舊傅繞及新思維多種音響信徒「作

誰?良者 J '可能作為寬載的時召 O 帶內強調間也 1商量是與醫治病

人比禁食、祈禱及布施更為崇高。醬中引漣主呼召人堂教 r

校的莊驟多，作工的人少。 J 書內巧妙地聽此話蠹覆…編 r 多

人在空地，但沒有人在并裝 J (<:多，喝福音〉九;一一二;0 

七十七;七十八)

根據竿，期的壓民記載，首批往東方的宣教土有悶罐、間扭

轉及馬車 o {:便提教韓》講組柯撞去羞布伊得撒、結頭!:t.斯、阿

拉伯及至是索不聽米亞囑境建立教會的先轍。他的們生呵1J日幫「將

福音傳遍整餾唬斯帝圈，接觸的人留括亞遁入、亞美尼亞人、

米提亞人 (Median) ，並巴比偏鄰近的間家胡辦特 (Huzites) 及

杰東 (Gel況，在襄梅爾近甚至割據印度苦奮境及歌革瑪各(Gog 

Magog) 等站 J 116 此外，另一峙傳統古巴載闊繞在問壞的 

f輯們能馬單身上。的

雖然主意些記載並不可麓，能那些地班上的寮料的有待考囂，

但阿加爾和馬最可能都是往成格里無河以外波斯地盟工作的

為?在教士。但是在馬盟的故事肉，某些認載可信性甚高。傅說

謂間建造各門徒(防建夫最多馬的門接卜跟懷提心播葷的多罵

一樣，不顧草堂前往宣教。伊得撒教會要是:華能往 f東方的地說 J

』也叫為付仇 的心神偏偏做一 情 妒柯♂心、、月刊個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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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十分氣餒，央求畫家鄉的教會兔去他宣敦的職箏，被他返問伊

得撤;可是教會會能聽持下去。他雖不惜顯，啦啦 )1制度地往被

斯傳教，觀廢 f啦 4攝取報告的宣教旅程，最後喜喜豆豆葉不多抵達

印度。他在那聽說他 f 嶼聲便提多罵自台氣味 J '他最終惑封自

己克盡己臟，完成教會說付給他的工作。Il話

這些早期史料的可倩性是一個疑問，但有更可靠的重量料顯

示在柏提亞玉輯先給帥，基督教不但日、滲入被斯，擺伸展至中

亞辦的大萃原俗的得撤尼約寫於一九六年的《闊論定法律〉有「敘

利亞文學中有鑼亞洲i辛基督教最古老的文獻 j 之構。書內一句「值

得觀注的句予 j 草莓基督繞已累居授大華夏，郎今日的陌富汗北

部。的在第三對組家前，基督教已轉至主黨黨不攝米亞至ti波斯那

些亞棚中心地帶的土耳其民族，橫掃繫個豆豆劑，勢不可擋，正

如在歐洲大峙的發展寸罩。

，帕提亞王朝衰落，被斯瞬攤主戰興起，當時華

督徒堂教 從幼贊拉底河至興都庫什山脈 (Híndu Kush} 及

自亞義是 波斯灣建立起基督教群體 o {阿聽拉編年史〉

載當時在波斯有攏過三十位主教， 翻出東面的庫爾德斯 

觀( Kurdistan) 也跟東部至百面的 f教會l;J.倍數增長，

修道院站總增多多每人口襄都說讓麓的話 j 。即

d否可信，但有鶴立的東料難實在二二五年蔥誼樣的

督教遲遲 、改斯 o 在十九世紀發現一{器可能單在三世紀中藥

建成的紀念峙，記念在小亞細亞的陶鼠休離主教( Abercius of 

Hierapolis} ，隨足以證明基督教當時已傳播至幼發拉底?可以外

等攏。 閑錢休臨主教曾為自己寫下毒草誌鏘，內容環繞他往羅馬

至是另擠上仁斯鈴聲大旅程 r 義經過幼發拉底河後，看見敘利亞首

平路及研咨教科盟的城市， (甚至三)賠閉上仁斯。在每處地方，

我都能夠與義督徒談話。 j 詳懿約組本記述她怎樣在一個

謹慎，國海當時對徒代表翻中與巴得撮尼梧譚。

的飽嘗還未停止，個偏擺及與攤兒的基督徒一持續堅贅，

以魚及聽瞥杯為象擻 o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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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建較早期時間出現於奧斯是內與賊檔阿本之闊的

尼間比斯，是另一環證研基管教傳入東方的有力證據台阿埠阿

本的首都阿賽拉乎乎可能先於伊得撒成為基督教中心，就算不是，

阿賽拉也是在波斯王朝內一個是誠實教士能各地的黨中地。悶

在暮督苑後不足二百年，級利亞基督誰不單鷗始將播音傳

單羅馬帶鷗及波斯，草叢傳耀中亞洲游較民族所在的大草原及興

都庫什i1J脈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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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νíew 95 (1909): 420ff 0 

22. 	 J. H. Charlesworth, The Odes ofSolomon: The f>:yrjα， c Texts Edited with 1楠lslation and Noles (Ox卻是: 

Clarendon, 1973; 重印版綴修訂投附眾哥 Missoula， MT: Schol帥， 1977)， 1 。大會11分還要發

同意原文是敘利亞文，見H. Chadwick,“Some Reflecùons on the Character an挂了'heology of the 

Odes of Solomon," in P. Granfie1d 胡d J. A. Jungmann. eds" Kyríako凡咐. 1 (Munster: Aschendor斂， 

197 1)， 266且，當中指出 J. A. Emerton 贊同際文縫敘利亞E 文，但 W 路制er 則認為主是給總)1.:0 

n 認為是第一世紀的有 Char1eswo叫J.Od臼， ofSolomon， 物， 621:克 R H. Charles，“AChurchHy融洽al

。fthe Firsl Century," The 1ìmes Literaη， Supplement 430 (London: 7 Ap付11910): 124 ; E. A. Abbolt, 

“ Light on the Gospel from an Ancìent Poet，"ρiatessarica ， 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12); M. Testl紹， Papyrus BodJ附rX悶XII (Co10gny-Geneve: Bibliotheque Bodmeriana, 1959), 581是

其他 o A. F. J. Klijn, Edessa, Díe Stadt des Apo附Is Thomas: Das Alteste Christentum in Syrien 

(αessen: Neuk:irchener Verlag des Erziehungsver翩翩， 1965) 認為《現簡體ní直是第二欣喜已初的作

品 J (42ff,) J. Quast開同樣贊同是第二世紀， rtE. 1罷手掌阿爾臨終被燃一t!t紀中清軍。 J Patrolog、九0 

voL 1 (Utrecht-Antwerp: Spectrum, 1950), 160勵6息。 肘. J. W. Drijvers 認為 2設第三做紀，您且說

內容是反對馬吉安的(比較 Studies in Gnosticism 的ul Hellenistíc Relíg帥n， Quispe1 Festschrift 

(Leiden，仿81)。對於錄自何處也悉起一事醫學講話.1ì的tuz Þ之處五聽 Ode 11 ，認為終盟軍閥伊總

擻;但見 J. de Zw描n， "The Ed的將ne Origin of the Od酬。f Solomon," in R. P. Casey，叫， 

Quantulacumque: Studiω Presented 10 Kirsopp Lake (London and Baltimore: Waverly, 1937)， 2的自 

3衍。 Segal 夜 Edessa ， 35訝 3 亦懷疑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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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2立仿dinburgh. 1912): 199-203.265-69 ' 

衍，見 Charleswonh，可des ofSolomon ，" 秒的室主線、引述R. H. Charles,“A Church Hymn" :著名

學情感一，自屬於三主要信奉 f灣太教的巴勒斯迫害羊彎，應是第一股統的作品多於第二t!u且，

當穹的=耶路撒冷的教區 i揍了主外表華人為三位斂。 j

詣.	 Chadwick,“Some Reflections," 268 。夜線畫畫〈綴斂》是正統的聲譯為上、 Chadwick 的幸福拉茲， 

Braun, Jean le theologien et $on evangile dans /'eglíse ancien間 (Paris: Libre Lecoffre、 1959)， 232-3

及 J.O研iel，帥，“Odes de Salomon" 知 Dictionnaíre de la Bib役，鞠ppl. 7 (1側的 ;677戒毒，認反對他

們的街 Al能d Adam. Lehrbuch der Dogmenge，耐 schichte ， yol. 1 (Gutersloh, 1965), 142-46 ' 

27.	 從十為;本舊約藍藍綴及二卡二三本新約碧空綴 i洛德。 Charleswo吋1， Odes ofSol帥的n， 170ff ' 

28. 	 Charlesworth ~于淌。 r tE敘利豆豆文中， r 憊，軍 j 鐘聲音全努餘，從附蘭文貝司單單於女校也@川在

才告 i藏文字是中做 i (Odes ofSoloml阱，當3) {頌斂》綴竿鱗鱗太基督教…樣可把哥是紋絲述

為全性。 

29. 	 Charlesw州h讚揚 P. 恥鈴101. Revue Bíblique (1911) 率先纜線華 J {頌歌》也沒幻影銳的痕跡‘

見 Charlesworth ， Odes ofSolomon. 17忌。其中一段充滿強烈幻影說，您昧的文字 了主兒不投

他們的弟兄，泛的 ili 生也不像他們。 J (“1 was not their brother.‘ norwasmybi前h like thcirs乃 

(28:17) 

30.	 緩緩緩殼的直是lE i統的 ex virgine 的不是華倫拉是發言差異育處:主義所形泌的 per virgine 

Charleswo成h. Odes ofSolomon. 177 。 

3 1.豆豆 Charles worth 對主要戀的注釋 (Od問 of So!omon [1973 ed小時2) 、引合拳拳頭j 十之 27 可弗問 

II 每星約三三 2 ' 8; 志是{是五仿，多 -5 。 

32.	 見 Testuz. Papyrus Bodmer X晶X/l， 56啊7 ;沒袍的 Papyrus Bodmer VlUX (1959) 。 

33.	 亦Jt A Voobt話， His!ory ofAsceticism in the Syrian Orient, vol. 1, in CSCO, voJ. 184, Subsid泊

了。 rnus 14 (Louvain, 195容)， 62-3嘍 90-[ , 

34. 	 JJî 47ff ó 手是主要取用 Segal tE Edessa 的資料 O 他 3月出的這是你 æ Abgar V, the Black 給 B.C. ‘ 

AO， 7 及 13-50) 總員會: Ma'nu V, 50-57; Ma'nu VI. 57-71; Abgar 呵， 71-91; 手表 f立期 91 “ 109; Abgar 

VII， 109仆的 ; ~1fl紛 116-18; Yalur and Parthamaspat、 118-22; P旺thamaspat. 122-23; Ma'nu VIII, 

139-63; 有"a' eJ bar Sahru, 163-65; 其fa'nu VIlI, 165-77 及 Ab草 ar VIII, thc Gre缸， 177-212 (Segal、 

Edessa， 15) 。 

35. 	 Plíny. 6. 12 

36. 	 Chronicle ofE.話'essa， ed. L Gui訟， Chronica mínora, 1 (CSCO, Scriptores Syri, scr. 3, vol. 4 [1 欲)3J ， 1

011) 0 課文安全獨自 Se草al， Edessa, 24-5 Chronície 可能是從六世紀黨員制，但它包給了很多

來翔的學險。見 L. Hallier. Untersuchungen iJ.ber die Edessenische Chronik mit dem Syrischen 

TeXI 捌d einer Ubersetzung (Le ipzi乞討inrichs'sche. 19矗立)看 9.1 ' 

37 , 	 H. J. W. Drijvers. 詞 ， The Book ofthe Laws ofCountries: Dialogue 棚內te ofBard.削 5an ofEdessa 

(Assen: Van Gorcum, 1965), 59. 

38 , 	 J! Se抖.Ede棚， 46-7 0 

39. 	 Julius Africanus KesloÎ (“Ernbroideries" )只手手續卷，內三nl 為 M. Theven仗， Veterum 

Mathematicorum Opera 伊個包 1693)， 3償笛，及 G. Syncellus, Chronographi紹， 1.676, 13th ed. (Bono, 

1829) 俗

的.	 ~賽對腎;芳於台 F E吾爾庸約島麟譜 iE	 筒弩亨符裝草泌 支È:-事的豆哀草喜緣靠f佼吱

h 叫心以為他	 扎喝了通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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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 及至I. Chadwick, The Early Church vol. 1, Pelìcan History of the Church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詰can) ， Penguin, 1967), 61 1，1，(土管部分人(約Lietzmann， Chadwick) 終衛部i加0 

吾有八世只悶不詳細爾:tLt投混淆可見 Segal‘ .éäessa， 14 n.l ' "1 1 途 Yale Classical Studies, 5 (l會35)， 

150 。侈浪. Duva1 在他的Histoi時 politiq啊， relígieuse et líteraìre d'Edessa jusqu 'a prel制社re croísade 

(1在92) 今簽訂閱樣的緣據， j包吾吾吾進紛紛皮的意見 3 更強烈反對的有 W. Bauer, Orthodoxy and 

Heresy in Earl時5t Christianity (Philade1phia: Fortress, 1972)，再惑。 Seg品， ι'dessa ， 69-70 傾向主葉

城終非教義的反對王軍EÈl: rf也可能傾向It'i:~義務教，但他不簿重要真的傷 o J 亦晃 A，v這)n 

Gut部hmid， Untersuchungen über díe Geschíchte des Koníg削'ches Osrhoene (Me攏。ries de l'Acad削淤 

imperia1e des Sciences de S, Peters起ur萃， ser， 7, voL 35.1 ， 1 惡毒7)， Iff ' 

4 1. 	 Cureton , The Doctrine 01 Addai in Anicent Syriac Docum帥的， 18 0 亨汪東方可第一紋絲?主教 J

一詞;是在熱凶或多拉芳:殺紀的殉教育~ Acts 01Sharbil (Curet冊， Ancient Syriac Documents, 71) , 

但星電科教不可諜。 

42. 	 Curet。在 The Doctrine 01Addai in Anicent Syriac Documents, 23 , 

43. Eusebius , Historia ecclesiastica 6回叭， 12.

毒品，伊得撒的以法違反對3義務從几單單的有草書毒草嘉定，而終端貝司戀創辦人的名字來識持11 研究 K 

McVey, Ephrem the Syrian: Hymns (New York: PauJist. 1989)、 27 0 

45. Seg紋， Edessa， 凶 。灘涂壞努慧芳不好書是司是任空軍技成泉。

是6. 伊得徽章全會的聲援投入級單有其他似是認蕪的版本 包子富有 Hystasp峙，他去蓋卷走已得綠足錦

0紋的「主教 J ; 'A午，他被線防教，要原翔的 lani J;l. F. Nau, Une 8iographìe lnedite de 

Bard.的me I'Astrologue (Par峙， 1897)，弘7&8句“， E巫師械制 B 幸?嘗試事~ Acts 01 Sharbil 反 
Martyrdom of8arsam.泊中拔出纏住名單說，顯得更為游織，當中渺且是被一O íJ1l綠綠偽政府

在伊得綠繼迫基督徒，粉(每撒主教亡三草草包 (B酬amya) 便異教徒章~，比爾( Sharbil) 鱗益，遭

受讀斂。巳森毯的斂錢灣也偉大的三位教執掌實講義乎乎 Abshe1ama '然後是 Palut 、 Serapion 、 

Zephyrinus 、 Victor 、Peter 0 兇 Curet恤， Ac/s ofSharbil, Ancient Syriac Documents, 42-72 0 

47, 	 W. 1主au缸" Rechtglaubìgkeit und Ketzereì ìm alteslen Christentum (Tubingen, 1934) , I至A. Kraft、 G. 

Krodel需 et al. 2ed叫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2) 的英文譯本EÈl G.S控ecker J!新了附錄的警告料，

第 -室主…男主問十芒支支嘉錫於伊得#壘。 

48. B甜er， Orthodox、landHeresγ 。見時錄二、是反駁 Bauer 論點的英文章寧本。最強烈的攻擊是

來 R H.F‘可以 Tumer， The Patlem ofChrìstian Trulh: A Sludy in the Relalions Between Orthodoxy 

and Heresy in the Ear.今 Chur.ιh (LOI泌的: Mowbray, 1954) 0 A. A. T, Ehrlγardt，“Christianity Before 

the Apostles 可 Creed，"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55 (1 962): 73心 19 的態度較發利，但仍然從

鉤，糙，特別是對為吉安綜草委專u 立敘利亞直接餘的墓督教的綸點為幕。 

49. 	 Moffa民主E The Expository TImes 45 (Edinburgh, 1933-34) 在絨線二哥|述了 Bauer， Orlhodoxy and 

Heresy , 293 約英譯本 a 給他近代的學漪，位結 H， 1. W. Drijvers，揖 "Quq and the Quqites" Numen 

14 (Leiden, 1967): 1恥29; KI圳， Edessa, Díe Slrodt des Apostels Thomas 及 The AclS olThomas 

(μiden: B甜， 1962), 3D.蔚藍色贊同 Bauer 對異每當約 3設纜。 HelmutK闊別前在“Introduction to the 

Gospel of Thomas" in Nag Hammodi Libra門， J副nes Robinso泊， ed, (8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7) 可 117 鬧了?莒都專題文激 d 一誨。 

50.. 	 Voobus , Asceticism , 1: 161. 

51. 	 G也訟，“叫做ronicle ofEdesi縛， 1-2. 

52	 馬吉受的筒子?‘見1. F. Bethune-Baker. An lntroducliolllo the Early Hìslory ofChrìstian Doclrine 

師 the TIme 01the Council 01 Chalcedon (London: Methuen‘ 1933)電 81-84.b克A， von Hamack, Marcìon. 

das Evangelium νomj于-emdenG，咐. Neue Studíen zu M缸'CÍon in Texte un益 u泌的uchung帥， voJ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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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e忌. (Leipzig: Heinrichs. 1924) 倍努可見J. E. S控'eets 與J. D. Bíenna的菜單單本Man::ion: The Gospel 

of the Alien God (Durham. NC: Labyrinth Press. 1990) 0 

53. 	 Tertullí鈕， Adversus Marcìonem iv. 4.5 

54. 	 Jean Doresse 是第一{開發f '1Z (多為惱發〉的人，他在 The Secret Books of the Egyptian 

Gnostìcs. 制th English Translatìon and Crìtícal Evaluatíon ofthe Gospel According 10 Thomas. Eng. 

倒ns. P. Mairet (London: Hollis and Carter. 1960) 鍵的化總音響是出自言語…或第二世史紀的伊

得擻 ω “. Koester 認為墓禮景教狡敘利亞、巴勒斯坦誠美語言不變米瑩的紛起[海能趁早在

三世紀 J G. Quispel tE“Gnosticism and the New Testament" in J. P. Hya哎， ed. , The Bible in 0 

Modem Scholarship (London: Ki時gsgate. 1965), 253 符處指給你衍期是一凶 O 年。 

55.	 科織的臣是科吾吾多，倒車Q: F.C. Bu成i缸， Chun::h and Gnosìs (Camb繭詐， Engl翻d: Universi旬" Press, 

1932) ; R. M. WiJson, The Gnostic Problem (London: Mowbray, 1958); R. M. Grant, Gnoslicìsm 研M 

Early Chrislìanì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錯， 1959) ; K. R. Rudolph, The Nature αnd 

Hìstory ofGnoslicism (San F.問ncisco: Harper 我 Row， 1982) 0 

56. 	 A. D. Nock在“Gnostícìsm，" in A旬 ρ'. Nock: Essays on Relígion and the Ancìem 姊'orld， “. Z. Ste叫rt 

(Oxfor，這: Clarendon Press, 1972)， 2:943 中引蝕。 

57.	 樣準的英譯本主主必T. O. Lambdi鈍， in Robins珊.e巷 • Nag Hammadi Libra!)九 117-30 翻譯華、不同

的版本串連爾吉擎的機賽是也不同。有草書Itì土的主文學，兒 Robinson 的引言及Dores帥， The Secret 

B仰ks 0 

58. 	 Robinson, Nag Hammadi Libra吟， 118. 

59. Robínson. Nag Hammadi Library. 130。 

ω. Doresse, The Secret Books, 348-會; Quìspel,“Gnosticism and the New Testament." 253釘。 

6 1. D泛ijvers，冷uq組dtheQuq控制，" 104.29 ' 他反對 Hamack 認為才華夸主義儉徒 (Quqites) 主義諾

斯!義主義的獨太卷發徒‘荷包{耳機尼主義傍徒是倚著是喜基斯1良主淺的外婆事瑟發徒。

的2. Be也une-Baker， Chrislian Doclrine ， 的-6 '亦兇F. Le絡已 Forerunners and Rivals ofChrislianity 

β啞m 330 B.C. 10 A.D. 330‘ vol.叭"的; New Hyde park, NY: University B∞訟， 1964).25-82 ' 

的，	 此吾吾Itì自 James Moffatt 的 The Firsl Five Chrislian Cenluries of Ihe Church (London: Univ. of 

Lond間， Hod這er and Stought冊， 1938)，清@有單幫汪統約1掌聲晨在學期教會衍定的過程弓見怠。 

P. S祖ders， ed. , Jewísh and Chrisli郎 Se妒。毛finition， vol. 1, The Shaping ofChristíaní砂仿 lhe Second 

and Ihe ThírdCenturies (London: SCM, 1980)，特別是R. A. Marcus “The Problem of Self-晶晶m區m 

From Sect to Church" 學建 J. Pelik珊，“The Two Sees of Peter" , 1逼人 H. Armstrong,“The Self

Definiti捕。f Christianity 磁 ReJation 10 Later Platonism" 一文， Armstrong 摘自慈督教子王三成

特色有助 f繞毒草的自于先進華麗 J (nonnative self-definition) 的發且是:從然太教中解放、對諾

斯底主義的語HEil:ld夏季史的使命。 

64且在3得撒尼始傳統傳言已發滾你數1餾級本;最熱(在十世紀)自身 Agapius ofMabbug 的字績，

的tab-al啊 'Unw帥，仗. A. Vasili肘， PO 7 (Paris, 1911), 518 ， t 三世紀， Michael the Syrian 在他

的 Chronicle， 控ans. 甜苦耐.N甜， Une Biographie lnedite de 8ard的削e l 'Astrologue 徐有丈迷演料

外乎也符其他綠豆豆。另一本簡略的傳記直是由也實寄給布丟在寫的 Chronícon Ecclesìaslícum (~t-

!設紀卜語言本是琴是串起據 Míchael 約會寫成。近期約也得撒Æ最佳的研究是正1.1.可以 Drijvers， 

Bard翩翩， ofEdessa ， 控研sG. E , vanBa融洽n-Pape 攸關鈍。 Van Gorc帥.1966) 。晃他對傳統傳言己

的批評 2 的6缸，互之 217賞。 

65. 	 Segal‘ Edessa， 弦。參 Julius Africanus Kesloí ' 

66. Burki鈍， Early Eastem Chrislianity. 157. 


的. Eusebius. Hisloria ecclesìastica , 4 .30 , 3. 優質穿比為新掏出也得#設法按約是緝毒草{毒害f衛生是勞:t
 

qw仙一一日叫耐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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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卜後來成為班長在教派的信徒 ， 1是 f史文寫傾向主主線。院piphanius (Panarion 56) 所說的剛

剛粉反 已得撤泛發初主義民統教派的依後，後來成為華倫授要去主義信從;來tf教父紹他

土產主要 1輛車專向非正統教派。見。'rijvers ， Bardaisan, 167-185 0 

68. 	 Drijvers, Bardaisan 引述 Eusebil詣， Epiphanit峙， Hippolytus, Augustìne (De Haeresib削， ι35) 等。 

69. 	 1也結為主義仿效 Bethune-Baker， Chrisl悶n Doclrin趴在$紋。 

70. 	 Hìppolyt間， Bardaisan Philosophoumena (R吶俗的時 3章，引述自 Drijvers 167-息。 Hippolytus 稱

已得撒尼為“Ar謹的la賠s"。 

71. 	 Drijvers, Bardais傲， I幻的61 清楚歸結必 i兵法進反對巴 4司機月2豹，意見。 

72. 	 A. Hilgenfe惚， Bardesanes, der letzte GnosfÌker (L叫pzìg: Wei草函， 186令 o 認為巴得#數月2安全諾斯

是室主爽的學者包括 Lipsius (863) 、 H虹nack (1 894) 、 R. Duval (1 900) 、 della V雄心920) 沒 

G. Widengren (1952) , 1El. Wíd叫Igren 正確地指你已得碧藍泛的諾斯底完善廳主義伊傲的混合主玄學聲。

兒 Drìjvers ， Bardais，帥，卜"對 131學搬起Z學 f括主主位約齡2 語言 G 

73. 	 Drijvers, Book of the Laws 0 本會對也總書童尼思想火部分的分析乃來自 Dialogue on Fate 的

約草草f走向 作者的傳記 Bardaisan 0 

74. 	 J在至!. H. Schaeder,“Bardesanes von Ed的sa ìn der Uberlìeferun草 der griechischen und syrischen 

Kirch," in Zeilschriftflir Kirchengeschichte 51 (Stuttgart, 1932); 21-74 ' Schaeder認為您得綠尼

是基會學教人道主義者，絲不是吉普斯底主毅(俗主義。 

75. 	 Ephrem the Syria缸， Hymnen contra Haeres缸，“. E. Beck. CSCO (1957), 7丘上 1 1. 

76.	 巴得撒尼的三三{立一體論不是在 Book ofthe La叫出碗， 1的是在他的主導斂錢 tlH兒，並只存於

他的對頭以法潑的司|文中 o 兒。試jvers ， Bardaisan , 143歧，有灘上帝的合…蝕的引文是來

傷心rijve紹， Book of Ihe Laws, 28, 30 。 

77. 	 Drijvers, Book ofthe Laws， 詣， 32. ~現tE我們哥哥藍藍!可受自己的本性驅使，命運卻有不同的

安排，似每人表吾有 8 1É念必“ J 

78.	 在 Book ofthe 但附中有已得撤泛的談話，但譯音以 Ephrem 的 Prose RφlIa1lOns 和 Hyrm緝令

的資料作總免， ~ Drijvers. Barda靜制， 152-57 0 有關{也紛姓的態度 'J已 l呦， 226 。 

79. 	 Drijvers, Bardaisan , 110-1. Barha，泌的abba 'Arbaia :l是確 -t語錢也得撒尼跟隨善安街游其他教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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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的前薩桑時期
 

(225-400 A.D.) 





第四章

薩棄王朝與教會
 

f 試想喙當我知道在渡斯最位美的總裁內有數之不寞的

基督徒時，在是何等的喜樂. ~. .. ~你是大有能力的隸主，

請求僚機護他們。 j

一-根據能何多勒( Theodoret) 記獄， 君主:撞了火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給扮普爾二批(細品 Shapur III 的的件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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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k於立二六年左右的…場革命，改變了波斯歷史發展的

軌跡 o 是改變革之缸，散罵全閥各地的基督徒群體亦受波及，

楊詩尚囑輕擻，還j斬卻勢不可擂。那年可韓藥王戰勝彼斯的巾自

提起玉後，建立了強大的韓彗星主朝，統治波斯捷四百年憬

著控辦教會史從誠利豆豆時期轉入波斯時代的過渡期。

教會雖然…直踩周教利亞文，但教會組織的童心己來移至

波斯詩都間流基泰聞封，闊綽舉中，必要目的伊得離遷往是四比貼。

亞洲的教會與甜方的羅將及希臘的聯繫間問日漸鬆散 3 轉為與

東方印度多馬倍攏建立關碟。在韓桑三位朝沒落的，基督教的宣

教事工已進入 r 中闊的內錯。

當渡期的體力如日方中，難厲的國勢在百年間卻一落千丈。

波斯革命爆發禱，聽馬在二一回年左右奪得奧斯 fË 內主闊，觀

者使重要展問向東擴張的新一賞。可妞，羅馬寬於此時曰:軒衰落多

詢渡難則乘勢向西擴艇。復朗的雄馬麗車家認為於二二三年至是

基的聲維魯王起羅馬百年以來最後一位偉大君主，他即位時才

十三歲。羅馬的關還要待另一位強認有力的胡君發基後才得以

扭轉杏問這位為羅馬重新帶來攤力興尊鍾的凱轍，想不知竟是

革督徒 2 無輸如何，由第三世，紀至第四世紀初的君土土耳 7時

代，沒有任何一位是皇帝的權力與財富能與搜辦的握最玉昆轍。

摧贈與攝真是正

世界權力的核心自西往東移，出銳氣大挫的羅馬轉至新社

幅 i鞋、意氣風發的伊朗 o 最能麒麟，控措繪出這權力轉移的，真

攏於二六 O 丟下左右一 I幅畫藝在駐沙普爾 (Bishapud 有關 1:Þ普爾

一世凱旋歸來的 E大有釀。在若離中?波斯這位「五三者之五 j

成風釀凜士啦!騎在戰馬上，三名羅馬皇帶{府伏在地:戰死沙場的

戈爾穿過之前( Gordian III) 被馬蹄踩著;菲力( Philip the Arab) 

張閱覽手，向波斯王脆地求鏡;瓦葉聖安( Valerian) 則像個

小男弦那樣，被人輕巍地辭辛苦干腕，跟在勝利者的戰馬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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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聽且走。 3

另一擺棋祖異， {g時期相同的歷史遺跡亦磯保存下來。距

離舉普普爾石雕商品的八百哩，在幼發挽底河部岸， -f度醋立

出釋為草，戰守的小鎖杜寮敏羅故斯( Dura-Europos) 。約在一

五 O年，主lì普爾的軍隊向前推遲至今羅馬兵毒草城逃走，接班遨大

肆破壞。聽整十七個世紀之久，這個攤墟，暴露於煦目之下多任

由游牧民主支貝都四人 (Bedouins) 徜徉其中。一九三 O 芋，英

一隊陸軍 3支隊在挖攝戰壞時，掘I:tl部分倒塌的古城牆。這塌

來的城臟將域中才建狹長部分淹沒和保存起來，就像面積更

大的嚨泉( Pompeü) 被錄蘇威火山灰完全掩沒一樣。考古學

家小心發掘，移聽域牆，發現一產基為重要的小型建築物。那

一所基督教數量壁，竟迄今發掘到最早期的必所教嘴'I:tl主持

體保存得十分良好。顯然，在三五0 至玄之五 O年之桶，那邊城

有 A小群聲督論將司所私人房子改裝為教金室。當時的革督徒以

家雌男主會為主，那愣于多是卡車是主義他們期作家庭聚會的地方。由

於 iñ鎮屬於擺馬多摘羅馬政府對基智徒大肆迫審，問此為了掩

人耳目，你們將外面的楞向樂會學得與普通民摺無囂，卻將內

完全改裝為小數章。;在教教最前函正中的挾組下有一{聽罷矮的

石波池，初梧的信誰在池中接受沒纜，象徵昔日有譯之身已死，

說水中上來代表聲生。

大的發現是聽上的柚畫。寄生功古樓，但主題鮮嚼。

中不是描繪東方的君主如何在華沙普爾殺散敵人多而是為羊

命的好殺人及戰勝死亡的大碧玉。畫中的基發抱著極噓的羔羊，

另一輻則描繪那三三 2偶聽到空堉墓去的馬利亞。等

在 1‘二蟻杜羅敵繹波斯發琨的誼峰精緻站蠢，跟躍， tj、普嘗嘗那

些石雕一樣年代久遠多它們兒誼了並非既有勝利都是靠武力

得的。事實上，正當記lì普繭的軍隊向間推啦，一 IJ、群又一小群

的基督徒信眾反倒往東脅要移多指幼發拉竄河南下，跨鰱渡難，

入豆豆慨大隊。

桑正的出琨雖然帶來被斯教會很大的轉變世但在起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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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卻沒有造成多大 ，而單位þ普爾的石雕 來炫耀

闊勢，突顯造股新興的伊朗勢力 D ì少普爾一世在二六 O

的個伊得撤，費對安提間，戰績攏炳 o 可是這些路急緝毒忌的發

斯人卻不善於打持久戰?對鍛冬交戰尤其討竅。他們的勝利來

得易，去亦快、伊得權弓之久又落入羅罵手中。在詰段時期，

闊的疆界並不清轍，通常是怯伊得權和尼西比斯之問主鑫界

分，搞這莒克斯歸入波斯蟻肉。至三於伊得撒雪這城在政?台上蠍

谷fJ 和操敘利亞語的波斯萊黨受羅馬管轄，但在文化和

連米亞或東敘利亞的鄉野聯黨是驚奇嚮，尤甚於與羅馬敘利亞那峙

操希臘語的城鎮的關係。問此向伊得織布生直直長一度時間內成為

兩地的基督教中心。

{的專留意的是，羅馬波斯的嘴與此時雖揖基督教的世界分

、問兩方，基督徒的含一位識的十分強烈「一量管這種合

文化上，過於是教會，總主義和政治上的聯合。醫且比 2

鱗使藤藥至三車趕興起多夕j、在的影勢不錯梅警察著東方的教會，他們

與嚮方教會的聽課卻沒有控哥兒育活中斷。 正如伊得撒的早期信徒

得離廷說，在基督裹的合一比任何民族成關眾的歧異更強，

的伯仲帶來 f新的族群 J

我們應怎樣稱呼自己呢?一一ω揍督降臨，在各成各鄉建

立新的換鮮。因著基督之名，我們無論在哪裝都被稱為

暴督徒。每個星期日，我們聲t~晨起求;在指定的日子，

戚們辦食 5

第王世紀披斯的教會生活

略顯的作 敘利亞文的《使徒建範} ( Didascalia 

Apostolorum) 描述這些年間、東聞 1ï班熾繡馬 t皮斯蟻

壤之地會 ，慕督徒「新族群」葛亮會及崇拜的情況。該 

書寫於一、企 0年，夫是現存有關教會規程的廠商

九啥 時h恤喲叫呵呵血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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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l …名將於伊得擻與安接向南地之間的主教童年議，境主教可能

猶太裔醫生。〈使能建範》雖是在躍寫的積土寫成，卻

流轉去告波斯?一世紀後即為阿弗拉哈特 (Aphrahad 廣控引用 o

該書既是為教會鎮袖和倍徒提供生活行為及敬拜的簡萌指弓 I ' 
思而亦清楚指示了早期東方教會的生活與習俗 o 。

聽星期天，即每星期的第一日，慕督緒都船主頁J!ìJ教會去，

若融席，就是享用 f擴讀過(主義脅的)身體 j 。主教般在教堂東連

聶嫂的座位上，扮滾著輸者、傳主讓人有教姆和法官的角

老主坐在蝕難道義。執辜負黨招待，為混來敬祥的信能安排理位多

男的在前，女的主E棧;如果為辛苦噎住，年青人可坐者在旁聽，主口

果沒辛苦，使站在 ;攜向孩子的年宵婦人與者婦;女及寡婦坐

在第一處。執事部負責撿持較序。

執事續為每個進來的結徒安排鹿位，各人不能坐錯位豆豆;

執字:室主要留意不可讓人輛癢私語、錄偷入桂、放聲大笑

或互打手勢。 7

如果你認為基督徒這些相處的守則看來非常苛刻古棍，

中教導主教的待客之議卻溫情洋溢益，格映成韓 o 鵲;有鑫商或高

官對訪想主教只管繼續講道全不用特別照顧他們 3 轉非在庫中

有會見但因著愛，顧;歡讀出產位，否則她們不會彈得特別的款待。

但若會窮的封來... ".特別是體弱多病的，當詩若沒有位

置給他們，那居是你這作監會的，就是為巳坐在她放

-t!!..得竭力想法子讓他們可以就緣。 H

由於〈飽徒建設範〉拍完地自稱是出席耶路撒冷會議(在是十

)的使議所辛辛，它的完整性盟甜遭受削弱多 f迫害中對第三世

紀東方‘倩龍生活和思想的;其他描述揮其當珍貴。該書的神學髓

直接，符合型經和正統倍仰，與新約的教導只有少許l:I:I入， 

f9tl如過分謹調說槽的作舟，及認為受洗後犯揮有大小之分。 9

位綜合來說，書中的歡喜11顯然都以聖經為根據，全世且最11令{古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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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仔總研讀上帝的話語。除希伯來審及部分數牧書指如擬離

太後菁、提多書及擴大會好，作者對新的聖總均十分熟悉。 他

贊同婚蝠，同意以感謝的心享用上帝的組能 p 反對諾其封底

及禁戒主義 o 他特別聽注猶太化的問題，並且精楚劉分現已棄

量不用的 f第二法 J (the Second Legislation [the deuterosis]) 與

持久有效的雕居十誡 o 事實上，他對前者的 f潔淨禮、灑水禮、

洗禮及肉顯潔與;不潔之分J 的譴賞能保雄更嚴厲 o 他的結論是:

「對相倍的人來說穿心蠶的割禮己總足轉 J

〈便被禮堂籠》強知反對控告。在第三言，世紀，主義督教傳播蠍

廣，教會迅藍藍增長多吸引了不少並非全心錦倍的異教徒。有些

信徒不能或不顧意即時放棄過往不良的習慣及罪行，於燈為了 

f吏良 JL'\好極點，竟串起新 為每次招彈後，只要冉說總值

何將那罪污除去。該書反對此做法，提品信從只可接受一改撓

擾，放織的罪雖不能悶不斷的受況而抹掉。祺硬的罪人縱使 f在

所有汪洋大海、各 )11大詢中受洗，他的難仍然不能說去 J '惟

有悔改才是罪得赦免之 。
10 

當 a 華督徒的家龍生活也十分臘語認真。<({;吏使這輩範》洋

溫辛苦清教徒的位彩。嘴中提醒男女信徒不要堅過分裝掛、講究變

或試餾美1t外觀;男的不可剃掉鸝子，女的在公角度地方接披

頭紗。婚蠣需要雙方的組對忠誠，若配偶身亡，特別是對寡婦

耐苔，時婚金可以的，位第三故結婚則視為主是恥。東於養育孩

子，相聲於我們今日寬鬆的管教問盲，書中的首1\示說嚴峻得很

了。該體;指示要教導孩子一門弓之藝，兔待他們游手好閥、放蕩

涅盤 r不可給他們白血事兔得他們特逆父母J 不能讓他們

總同齡的孩子混在一起，以免他們闊前狂歡、胡構及犯罪;盡

早給他們成家立室，以免她們自血氣:怒，則而被誘惑。 11

我們不能以今時今日的觀點來評論他們的做法呆報無情。

較請與教穗，他們並不聽忍;較諸她們所譴責的異端，他們的

頭路也立豈不我隘。問此，一個情守上競如此嚴苛規條的主教，

會強知識賞那控他稱之為?請教援和聽課班 J (puritans and 

糊糊騙繼蠻叫紅耳心甘心 ~ φ 干徊，指恥 ;'Þ".-，，<惱h娟糊糊制蝴站均為~叫--臨 V 心叩帥"如叫樹哇，哩墊l九吧=:::醉神峙，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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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klers for hoIiness) 的人 12黨在有點怪翼 G 但事事壁上?

正是完信仰的基督徒在當時是囑於溫和法，何那時總1/1守己關始自

稱為「天主教使J (catho1ic )。姐們一方商比他提賢 (Tatian) 或

《多馬行傳》更諧和及寬宏，將使館美食、工作和夫器之愛視

為上帝輯結f缸子民享用的禮物;另一方詣，他們又比出身高

的目得撒尼更有聖經准礎，東懂得自我約制 9 更辛苦麒窮人、囚

程及張克寡婦;無論總們擁有要多少，都顯意鵬缺乏的人分

。 13 較搞同持翔的西方教會著設在多如 良或特技律陀，{f更

誰還範〉所用的語氣亦較溫和。 14 雖然書中斥貴罪惡，但也開

時增加上帝赦免的大變: 

-1'J 決要嚴格. (但)當罪人答允 a悔改，便應以搏娥和體

恤的心接鋪位。不要聽從那些渴敢死亡、嚐 .t民弟兄，及愛

指控別人的人...‘..幫助那些惠重病的、過驗的及科葬

的. . . . ~ .上帝的憐憫是何等豐富. ~ . . .‘祂甚至呼召算人悔說，

給她們希望。 15

聖約的兒女

極端背修主義靜不時戚脅東方教會，險些造成分製，但《便

遭範〉卻以溫和的態度視之。背修運動在某輝形式上;被持擊

為異端， 19~如能提安的講戒主義便是。近代有些學者認為這

義乃撥出諸如昆蘭愛龍尼人和死海古發社草草的猶太教嶽 o “ 
~1f面，苦離運動卻又估如一鱷召魄，日于召人們本著「聖約兒

女 j 的身卦，過至在聖潔的基督使性禱。結召喚瓶教會角形成」

脫運動，雖令人難於安舒，但是聽寬備受尊重，段最終1:E教會內 

i寅變成有組織的修建主義。稍後，另一大同小真的議端苦修主

義「琴手撮憐主義 J (MessaIianism) 則被稱為異端。

《使龍混範〉中對 fr會教援和學澤在j 所;束縛的權怒，顯

東方教會對苦暢主義者號召信從自世弊退躍出來的行動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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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嚴重的意見分蛇。說þ摸器士的極度魔益是不僅廣受敬主義，而

吸引了不少也嗨者和門饒事桶的安全 9 結果令第三王、四世紀的

教會潛在至對一個琨實鴨題穹就是在「基督的身體 j 一一教會

內一一一如例會是用時容綿劑攝入存在:…類是…般有家寰的

麓，另一額是那將按宇謝意思卡是進行基智的吩咐 F 捨棄一切

jj!~禮她，一絲不苟-亥甘苦蝦祿的宗教館將。辛苦以我們所熟悉的

字眼… 主流 f 大教會 j 與細胞小組宗派之分一一作為攝述 s

未免將情說看得過於簡單 G 最 f屁幫度多要提現存那些稀少的文

獻斷定仰者代表早期被利亞東部和美索不進米亞的基督教主流

群體，就甚為間難。

!l(1iij 有人爭論最平期的東方教會是由苦機主義主導，四J1t教會

由 r r育教錯 j 及聖潔的獨身者組成今擁有家室和財物的

能只是聽散的外國依附者，譯音信仰沒有太大的委身。 17 毫無疑

問，東方教會受獨身主義和書是制體態造悶悔觀念的影響，遠比

商方教會強烈;東方教會認為那是一幅完聲基會麓的J.IZ.、備標記。

留意這鑫擋的不是婚外，陸行為，若然，基督鏡X:'定義無異議地

重贊成須予禁庄 o 問題丟在即使是婚握中的性行為 9 也被認為會破

壞挂督娃的完美，接至視之為彈擊。在《多為行轉〉中胃部最 

f 一種聲骷的行為 j 多聶 f 與敗壞間流合污 J '是「污穢的交

東方苦修主義中的主意婚卅日清貧生活、張潛[說算聖餐

也是以水代?關] )令佈們無法跟其佈信健體結起來字因為他

們認為只有禁慾才稱得上是完整的基督徒。詰項文化上的接異

較其他習俗更具文化力，胡拔期(A. Voobus) 研究的一篇鼓手Ij

宣言教會講毅(僅存希臘文載本)館生鹼地表明(了這種觀念。在

講叢中，講真看見」大群純潔的童貞女單頁數永生社鳳，唱著得

勝罪醒之歌進入塑域。織11"與天使在某營一一她們的輯部…~…

寶路前翩厲聲部舞 α 諱是全然聖潔的 4群。另一連聲癮，在天堂門

外有很多已婚婦人大聲痛哭，目為婚姻便她們無法進入天

她們知道的時離己太握了。 19 

包必耐..阻-團.他且半山聳聳也仁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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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發展豆豆第三世紀多苦梅克撓者對門徒真聽罷轎嚴 i唆苛刻的

獨有詮釋，開始在教會形成…現有組織的揮動。那些是選擇過更

輯菁、斑撥誠生活的人接稱為 f立的者」或「醋的的兒女 J (敘

科亞文是 benaì- 和 beFEatqeyGFFZG) 。 zo 至第阻 t投侃，他們的戒律

更為海嘉軒:完全委身的錯誰要守獨身、一心"編敢向著主、與世

俗分離多立主要立誓為主的緣設與世界、肉體和魔鬼聲說至5寢。

他們最常用的典型字眼是 f一心一意 J 0 蔥;昧著持守肉身的

潔、全心的委身，以及與獨生聖于基督的神將與合。 21

持候，信徒若顧意立此盟約，受洗時會獲特別的褒

斃。立立在一聲奉行苦 f學生麓的基督徒群體中，可能只有立的的

信徒才可以受法。有人爭論立約式的苦 f會主義是教會最早期和

最純革的橫式;必那些美既禮堂揮作丸夫俗子多文作教會一益的

油器轉徒，其實代表了原初的基督徒生主描機式在復期的在講

人在教會事只配得狀等地位。可是，新約聖經和第三世純

《便接盤範〉中的教會規程都不支持攝樣的雙電標準。直

一餾世紀，要辦教會雖然位十分尊重鱷織當修主義者， ff:! 1起們
被視為基督徒繪…的典範。

在第四世紀，背(楊主義雖然十分流行，甚至當時東方教會

的兩大神學家一一被斯的亞弗拉哈特政敘利亞的以法草草可烏拉也

的者，不攝二人都理智地拒絕將器督徒所有的權利

給予那些 f守獨身者 J 24 飽們認為因發身商守獨身是餓得稱

的，指基督徒色的總應守獨身，但當彈身被解作完全的合籬，

學將兩性分剖，權可能會分裂教會。苦 f會主義者的

，有時簡直荒擺得可笑。例如一份來源不明，可能聽於第1m 

t世紀作品，名為《黨成論:þ (On Virginity) 的敘利亞蓋鱗教文

獻，使嘗試搗勛搞錯解決一餾難聽;如何在崇拜中跟別人慨行

縛繞的 f平安之物 J '又不致建反處潔、分別為摯的幫言。該

文獻一一本正續地建議:先用祖子小心擺著右手雯然後才草草重建

伸出去，讓對方鵰鮑輕吻。 25

觀點較溫和的人對誼樣的極 不稱許。 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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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年左右賠於安提賄的華督徒父母，當他們的兒子誠意離開家

罷，撫沙漠囉士一起生活時，夫婦備著實黨聽不已。布羅克 (S. 

P. Brock) 起過了他們的 f泛應 r 鶴宜莫名其妙!他出身於 1萬

尚的巾上層家醋，自幼飽論詩響，擁有大好的墟，生活無槳，

但寬離家與骯髒的流浪者為侃。 J 26 誠相互支神學家以法蘊沒有

那麼驚訝，去甚至存少許欣賞， {庭主義竟仍覺得難禱。他事宜地捕

了音體主轉者的實現:飽們與驛獸向住， 1;象變?獸一樣能章，

又如霞烏那樣在灘石上樟息;他們舉止華立蟬，議頭垢面，形容

枯捕，寂靜檻構。 27

對外軍教

不議，我們不能忽略務體主義積極的一醋。苦修的教士不

是只管權[出 tltJ 的主主活，他們亦講求[入世 J 0 華督徒的兩

項責任一一質教與現新一一合起來令背僚主擁護護動不敢只求消

極內向的屬靈借諧。對黨教和自我覺;新，好f會主尋義者的倒應比

教會的其他派觀束縛單一絲不苟。

苦f會主龜鹿第三t往往已閱始成為亞洲{涯敬的主要堅動力，蜢繪

了第一、二世組「澀行鑫教主 j 的工作。 28 (童貞論》一方面

充分播繪出宵鱗攝動的分離主義、條文主義及組位等帶攝端行

為，另一方面又在字饗行開突繳了宜教士作為梅擅諧和牧者的

黨要性。苦皓主義者必鎮「到各城各鄉鞋軟，鑫傅福音書鞏閻

縮小的教會 J 29 他們的使你不是溫朧，間是與謬誤和黑暗的0 

勢力爭戰。如當時一份文獻研形容?發修主韓者?憑著一股克

己和宣般的決心?鍛然 f 雕鄉別井，辭別親友，禮拜異域，嘗

不顧身與死亡事戰。 J 30 

自第三三世，把與始，敘利經東部及波斯的倍徒纜於接受!言:教

的挑戰，使教會得以禱定地向東撤展，喜事至艦攝底格里斯惘， 

f 進度雖然緩慢，但肯定自滅 f罷了中亞洲許多原始雄倍宗教

祭吋僧侶的恩大影響，尤其是訣教的精但及融攜教( sham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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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術士。 J 31 

傳銳的記戰事有誰據顧斌對外賓教在第四世紀初且向東南

伸展，並反蔣總馬帝關以外，亞洲兩鵲最古老的基督教中

心…一教利亞一美憊不主黨米亞和印J3t-一或多或少地建繫起來。

攘攘羈思主多闊的〈問瓦體編年史:> (Chronicle 01 Seerr) 記載:

在東方兩大主教矗帕斯和巴楠，成及離馬的主教長史蒂

芬在位的時候. . ~ .‘﹒巴拉r拉的主教大衛‘.. ...離闊榕的教霆，

剪緝印度宣軟，帶領了多人歸之長。 32

二十五年後，在互之寬年召開的思西單會議，在芸芸簽署

培西亞倍緝的東教巾，其中一位是「代表全波斯及印度教會的

約翰 J 33 甜的身分和教區都令人聽聽。纜西比為斯亦在出席0 

尼聞單會議，他證黨當中確有…-位來自波斯的主轍。 M有人猜

朝那位代表波斯和印度教會的純翰可能是盟維達抄 (Reward削hir)

的主教，管轄法期 (Fars) 省教區。如果屬3簣，巴扭扭情都ra)

與法斯這兩餾教攝麓顯示了早期由波斯往印度的宣教之路:

路緒波斯束時5部的 m雄建tp ，海路經波斯灣的巴士校。

米格拿 (Míngana) 說?到玉的 O 年時， r通往印度的路

上到處都有教區 J 和f學院，它們成為華督挺自波斯聳入印度的

踏腳在。 35 及後問波斯主抄普爾迺媲基督徒，出現了聲智能難

民潮，他們總往印度時，可能就i兵被無灣均岸的基督教f學院作

中途的歇息之所。建些修院娟的起點始於已。拉(亦即第=t!t

教士大發奇主教的教攝)和波斯灣東岸的里總建咎，嘲地成

為東方教會與中印度教會之間的論梁。下一站正在前是位於附拉

位海「印度的聖多馬修院 J '權修說據鶴主義三百多偕聶恩多問

修士的家鄉。沿波斯灣總續南下，會到瓏「無島 J 的髒院，讓

可能是靠結巴林 (Bahrain) 的其中一銷小島 o 再下去是索科

特技島 (Socotra) ，島上很平話記毒竟有華營提出蹺，時聞可能

是在至三世紀中藥，甚或更早。 36 這{康生重往印度的路全最終令印

度那些自稱為嚷道喜馬迪聽者的信麓，與聖多馬的門生變悶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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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得撒建立起的著名教會，得以再康建立聯擊。

注釋
1.這繽紛代金會於之心間主三三三二六年之筒， R. N. Fry惜在 The Heritage o[Pers紗， 2d ed. (Londo亞、 

C缸din剖， 1976)， 300 到銘文5皇帝的名單島(至2 惚二至五年11:) 

Ardashír (224/1位7-240 A.D.) HOnIÚZd n (302“ 309A.D.) 

Shapur 1 (240-272 A.D. 7) Shapur Il (309-379 A.D.) 

Honnìzd 1 (272-273 A.D.) Ar益ashìr II (379-383 A.D.) 

Varahran (Bahram)l (273-276 A.D.) Shapur III (383-388 A.D.) 

Varahran II (276-293 A.D.) Var被首都1 IV (3學8-399 A.D.) 

Varahran III (293 A.D.) Y:祖.da車ìrd 1 (399-421 A.D.) 

Ner組h (293-302 A.D.) Varahran V (421-439 A.D.) 

2 	 草鞋代的接受品學家不會給遲早綠草書太異議約昌平{簣，也不動對賽車拉魯之後，芳芳 H1l.T之前的撞撞(王

者評價太低，很多吾三i世紀…紛妥善藍的長薩馬~斜A峙的峙nHistory 初對草草綠魯辦復續高。主義 

S.Perow帥• Caesars and Saints: The Evolution o[the ζ有的tian S的靶.A.l入 180即313 (London: Ho益der 

and Stoughton, 1962), 12尋ff.。 

3.	 有關紀念餘的這繼設鱗 ι 來釘 R. Ghirshman 的 Iran: Parlhians and Sassan的肘，臨路. S. Gilb械 

and 1. Emmo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1962)，終 1-61 0 

4. 有關殺雞屬企攤派新約發現， ~ P. V. C. Ba缸，試1. Rostovtzeff et 瓜， The Excavations at Dura. 

Europos , 10 vo1s. (New Haven, CT: Yale Unív. Press, Ya1e. 1929δ2) 及 M. L Rostovtze前. Dura 

Europos and 118 Art (Oxford: Clarendon, 1938) • 

5. 	 !張白 W.G. Young在Handbook o[Source Materials lor Students ofChurch His切'ry (Madras: Chrisli甜 

Lì terature Socîety, 1969)，妙的草書本。丟在文譯本各有不同。見 H. 1. W. Drijve紹， ed吋 The800k 

01 the Laws 01 Counlries: Dialogue on Fme 01 Bardaisan 01 Edessa (Assen: Van Gorcum, 1965)發 59

第三哥聖經首s:l Drijver 翻譯輩的事學文。 

6. 	 R. H. Connolly, Dídas叫Iia APOSfolorum: The Syríac 乎每rsion Translated and Accompanied by the 

已全rona Latìn Fragmenls (Oxford: Clar叩白白， 1929). 有鱗行支援建設範》的作各‘地點及衍翔， 

~ß寶 lx訓話-xc/ ConnolIy 將臼鎮定在德委書( Deciusl 的逼迫前， IlP 司葉立的九年建立 3 草草領0 

校期 tt其他任何肉類的守主媽都旱，語豈非鄧本主篇章宇生賞雪在葷的 Didache 亦樂為一才豆子縛。 

Altaner 羊E Patrology , 56-57 則將紛要趕走為?第三世紀的 lêl 十年 J .給外語:參 1. C. J 

Sande路，“Autour de la Dídascalie," A Tribute 10 Arthur Voobus: Studies in Early Christ紹n Literatu時 

and Its Environm軒11. Primarily in the Syrian East, ed. R. H.的scher (Chicago: Lutheran School of 

Theolo釘， 1977) ， 47-54 ' Zahn t且認為該讀書是第三jj:f紀初的作的，黨委然以希臘文寫成， fj致

很快便舊習鋒成敘利 52文﹒經!真泛流養尊於東方教會。 

7. 	 Didascalia 是postolorum ， chap. 12 (Connolly, 120)“ 

8. 	 Didascalia Apostoloru阱， chap. 12 (Connolly, 122ω124). 

9. 	 Didascα， lia Apostolorum (Con話。lIy， l的， lvií, lxxìí) 

10. 	 Di再ascaliaApostolorum (Connolly, lxix-Ixxv); chaps. 24, 26 (esp. 214, 216, 233, 254). 

11. 	 Did.αscalia Apostolorum, chaps. 2, 3 (Connol勻， esp. 自-11 ， 20， 26) 及 chap. 22 (193夜)。 

12. 	 DìdascaliaAposlolorum, chap. 23 (Connolly, 195) 

13. 	 Didascalia Aposto伽鯽， chaps. 4，在 (C

臨恥必心 明 你句補品三::;'-^'，--..，怖悶熱咒叫均;ø"，-.:ι	 川#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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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idascaliaApostolorum, chap. 6 (Connolly, 43‘是尋， 4息， 50). 

16. 	 A. Voobus 矜持11 終敘利殼的詩修主義講學與E豈能被鎮嘻嘻畫~{E一起，參 History ofAsceticism in 

the Syrian Orient.‘ vol. 1, in CSCO, vol. 1紙 Subsidia Tomus 1再也ouvaÌ話， 195車)， 1鈴{f. 。但 S. P， 

Brock 卻對此特餒，著車“狠抓y Syrian Asceticis臨，" Numen 20 (L鼎盛妞， 1973), 7-8 0 亦晃 S. J缸gy

早在‘'Les 'fils et tìlles du pact念， dans la littérature mona諮詢揖 sy制que，" OrìentaUa Chrìsti，由1a Periodica 

17 (1 951); 304編紛紛紛泌的不鴻波誼會 a 

17.	 兒F. C. Burkì餘， Early Eastern Christi伽ity 化。泣如程。其1u討好， 1904) ， 50-1 及他的文章“Syriac

Spe紋ing Christíanity,"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仗，是勢。 此外企 A. V.∞bus 在更近娟的History 

ofAsceticism, 1:在9ft.竟是緩緩緩的金;表達3檢察寄了正是潔，是不再喜怒像的 c 所有現有的資

料 u表第三註Ui'.) 都“黨t~緩緩寒交通龜善黨嘗嘗主義發表守護勞教核心給你的萃本精神所在， _ v.∞bus 

擋在七 Harnack， Picker 1是 Plooj 黨穿透泊之大放灣符 (或 184) 。 

18. 	 M. 紋。 James，“Acts ofThomas," in 按le Apocryphal New Testam研t (Oxfor這: Clarendon, 1924), 117, 

12是及發 rp 各處。 

19. 	 Voob帥， Hìstory ofAscetìcism 1:67-車.73 '學 1 i畫“Une curieuse homelie grecque inedite, sur la 

vir草iníte，"“峙。.Ama紛紛4 絞。 C. Moons, Revue B間edictíne (Maredsous) , 68 (1 953): 35血。 

20.	 全磨著擎的敘利益文絨線仍翁琴手薇，兒說rock，“說arly Syrian Asceticism," in Numen 20 (1972) , 7 0 

21.敘利豆豆文安全 ihídavu紹，紛芳主義事鉤，絲絲作{獨… j 、 f \'ìl.… J 、 [獨闖 j 及後期「修道

的 I '豆豆 R. Murray, Symbols in Church and紋ng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5), 

12， 1惡。 

22. 	 Murray, Symbols， 除ω16. 其1urray 最終的 11t設紀潑潑的 φ憔偷看的 φ綴著述 The Testament ofOur 

ÙJrd Jesus Christ為例 c 

23. 	 A. V.∞bus 終審尋早期敘利豆豆專賣會主在鱗鱗鱗寫來嫩的俗徒施行 t靈機，見他的 Celibacy. A 

Req削rement for Admi.削州的 Baptism in the Early Syrían Church , Papers of the Estonian Theological 

Society in Exile (Stockho俑， 1951) , Murray 沒有那駭拭目斷，他也傾肉於贊成。 (S凹的神，時， 

6)	 爭議夜於司是真是叫些事等泌的內發11J'l野黨專為較熟時已存在， {車來給加入的材料。 

24.	 美豆豆'Ë: Voobus (Celibα紗， 174 次各處)和 Murray (Symbo旬， 12) 你一直設閃念的 G 問題是如何協

哥哥兩位神學家有時贊成婚鯽，翁的Jl..贊成不絲不要苦的含綸 Q 

25. 	 Voobus 在 CeUbacy ， 82 '3 1 泌 Pseudo-Clementine ， De virginitate , 2.2 0 

26心	 Brock，“Early Syrian Asc的時ísm，'、 ìn Numen 20 (1972), L 

27. 	 A. Voob肘，“A Letter of Ephrem to the Mountaìneers," in Contributions of the Baltic University 51 

(Pinneberg. 1947). 

28. ~本醫第三草鞋，且可 81 殺。

訝. Voobus, History oJ Asceticism, 1 :97. 

30. Voobus, Histoη oJAsceticism, 1 :86. Voobus 的苦|過來到 2寬裕敘利亞五;文章區的鼓樂尼豆豆文本。 

3 L A. Míngana，可'he Early Spread of Chris甜甜í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忘咐，" BuUetin oftlte J，。如 

Rylands Libra門， voL 9 , no. 2 (July 1925): 299. 

32. 	 Chronique de Seert, ed. and trans. Addai Scher, ìn PO (Turnhout, Bel~詳u閥， 1971). tome 4 , fa8c. 3，詣。‘ 

J7, pp. 236 (26), 292(82). 

33. 	 Ge!asius of Cy?icus , Historia C<糊~ilii Nicaeni , in Mig喲， PG , voL 75, col. 1 342ff. • 1tB q女主義約有踴
會主義的資料可能不是來自尼灣豆豆徽章義的發方紡車裝 α 

34. 	 Eusebius, Vita Constantini 3. 7 、 

35. 	 Min草胡a， 'TheE泌!y Sprea挂 ofChris詰綿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5-8. 

36. 	 Mìng阻a，句'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摺líty ìn Central Asìa and the Far East," 6茍紗，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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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兵時第一位豆豆帝阿迪汐( Ardashir) . . .…礦筠法令發興

建夫特為以記是?他的神明;太陽是全宇宙最大的神，會

受特別的革敬。愕地沙是當位負稱為鵡玉之五及上帝的

黨底，他奪取了諸神的榮耀，不平是傳鵝，更是釋是演。 j

一一- Misha-z蛤la (六tIt紀)， Sources Syriaques, 108 (Mingana) 

1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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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泰藍督能認為自己是「新的臉群 J '是歷史上一般不斷

攝張的新勢力。在波斯、扶教( Zoroastrianism) 復興的影響力

比基督教的興起更為鶴目。撞來王賴在之二五年時始執掌波斯

政權多他們沒有視自己是為新的族群，相皮 3 他們認幸在每己擁有

悠久的歷史，且受人尊敬，跟…餾古舊但真確的宗教一組重銀

雄風。韓桑玉軾的統治者全娃被教徒，他們宣稱擁有居魯;士大

帝( Cyrus the Great) 何基米尼( Achaemenid) 王輯中的米堪

人和法斯人的血統空並且是伊斯燒惡毒( Istakhr) 王家火神廟祭

的後人。波斯的光輝歲月分另IJ 在合元前四世妃及三世組被拒

盤山大舉蟹的希臘人和中亞的中島擺亞蠻毒集熄、獵。新的轎桑統治

矗散盡拾背日的全盤時期，他們的宗教政策跟他們所取代的

軸提亞人研採間的溫和希聽提合宗教政策黯剛相反 o 阿達室þ一

批( 225 240 A.D. )及抄著掰一世 (240 … 272 A.D. J 是韓桑

王朝的建國君主，前者很難罵人于中奪取尼西比斯;接者說劫

安說阿 o 造兩位新君都強調波斯的軍事力壘，始們更主張政教

含一，使主百年宣教隊恆研閥割的自由歲月將告結束。對於韓

乘車免泊者來說，要筷複閣家昔日的光芒競賽復興昔臼?皮斯黃

持朗的關載。

可是轉變非一朝一夕的事 o 首在波斯支持燼吵一世大肆破

壞亞美尼亞部分異教廟宇，立主權著校教饒的熱誠在當始建立扶

教廟。阿違章i、一役的離動本會令 3基督挽感到憂慮'1fl幸好當時

沒有過姐，只有將扶教立為關教的學做臨象，及發才威脅到

他少數宗教。第一個跡象是阿建沙委在一名高級扶教祭司 (mobed

或 magil 1 膺矗( Tansar) 為沒斯王及扶教大祭司的宗教顧愣，

聽幢權名新任的祭司長建議國內所有扶教廟宇由中央直接管轄，

禁止廟宇獨立題作。 2

韓桑王朝正欲復興的技教，究竟與昔泊的扶教有多少相似

的地方，燒水得時知的扶教的起源不詐，只知瑣羅豆豆斯總 

(Zoroaster '校教的對辦人)在古波斯的英雄時代己一直獲專

為伊峙的先知 o 傳說他生於合元前七世紹，較孔子早 -1百年 9

兩?于何H喇叭局制"峭的哥鵰恥 A 豆豆竺峙樽e糊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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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釋迦牟尼耶二百年，但近代學者指總可能是生於公元龍

年。 3他的教導以口傳方式流傳了千多年才結集成作可吠陀》 

(Avesta) 一番，相備是自為基督教將舉轍轉遍重苦1'1西部，激能

韓桑王有克舉 o 可是實經過千多年的日縛，你可吠陀〉難免與

王員舉重新德的原初教導有出入。早期的米塊亞僧侶似乎將當時

更為謊行的宗教 入扶教之內，如 學，天葬及豆豆術 

( magic 一調起來制 mαgil 。

不管《阿吠陀》的內容有多夕是聽鑼豆豆黯縷尋技真理過程

的補筆 4位當中的神路宇宙二元論，認為宇宙存在幫幫永建

敵對的神根;以及替中的崇高這禱標啦，認為善良的人且必須服

路善良的1-申訴敏期(Ahura“Mazda 或 Onnuzd) ，並在火中拜他，

就得永生的內容，都展現出一般宗教力轍。而邪惡的人會被蝴

諧的神揖阿利聽( Ahriman) 吞噬，最繞在「謊宮室 j 受罰。

扶教廟內的體火是颺於光明之神，也鄉村的祭司 (mobeds)

負責打理(希臘人及羅馬人稱他們為 mag i> 0 較鄉特祭云j高級

的是地區祭詞，相等於基督教的主教，古語最高額導人就是大祭

哥( mobadan-mobed 或 archimagus) 。在攤議主統治之下，大

祭詩毅力立了輯中其中一位最具權力的人物。細小的東方教會很

難避兔與這髓揖有大權和組織嚴密的國教有直接衝寞。同樣是

謂對扶敦，佛 的情況就有所不悶。來島東主的佛教

在祝教勢力最大的米塊班嚀。原與其正面交錯;研來車接利亞西

部的基督教則在被斯的美黨不達米亞一帶發麓，扶教在當地勢

孤力毒草 o 在薩 至于年，基督徒雖然受對扶教僧侶的騷

攘，但迫害並不

蠶桑王朝第一牧欒帝阿達沙盼望真正麟於波斯的宗教能令

報家種定和統一，他隨f閻王理想、由其于加普爾一叫做纜承。同建笠1/

臨爵的首11令有可會位是假的 3 但卻成為薩要罷王朝接著四百年的治

關 i吹策:

永遠不要志記，作品一聽之君，你是索數與獨家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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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接爐典王往是不可分割的，乃彼此支援。統治者若

沒有信神就等對暴君，人民沒有信仰就最醜惡。索教不

需依賴商家兩籠講街存在，但圈家的存亡就繫於常教身

土。除此，只有藉串串神聖的律倒才能使醋家講醋。 

如果阿燼抄一世考生三世純初真的銳意要投立醫轍，為何在

嘴八位鵰撓玉說治期間卻差不多沒有任何遙控其他如

些少數宗教的紀錄。在第五任舉常瓦拉關二世 (Varahran H, 276 

-293 A. D.) 鏡泊期間的數年，教會在波斯得以安穩地槌聲藍增

長。 他們在結奉扶敦的早期離桑正統治下，享有很大的宗教自

由，與關和的軸提亞人的統治時代一轍，究其捧回，有以下各

點:

首先，強大的君主如阿建主Þ-t!t和沙警爾一能均忙於與羅

馬(辨占庭)交戰，無暇聽誰較小的宗教燭體，如基督教，因

為它們不會ffL Z主題家的穩定。另一方醋，羅馬人對猶太教徒及

徒時加迫害，因此偷聽大部分是能擺馬盤來的難民警男青以

王舉應效忠被斯。 i諒搶太人繁體來說也基督措更麒鑫接受政府囡

著技教的宗教接文問衍生的禁令，例如在將火上的限制。投按

美章不麓米豆豆南部內略過一一所糟太學校的著名領議主導爾撒母耳 

( Mar SamueI)向學生說 r 政海寶路的法-Wú銀猶太人本身的

律例同樣讓耍。 J 。從那時起(約 260 A.DJ '輸太人在媲害中

多不受牽且也 6 

第二種令按斯的窮教政策在寶路上較為寬鬆的原囡可能是

蹺桑三五並沒有嚴守正統的扶教信停靠冊是傾 j句於lÌl扶教產生I:. t起

來的異端澤蘊尼主義 (Zurvanism) ，喵擺設輯為「鵰行的一神

論 j 的弱了當日流行的磁端二元論正統思想二元論中的臨

撞在於它那種「被削短了的第布上舉 J '即菁、聽二神均受制

於對方的存在，故此之神均不是最總鍾的存有者。魯益斯 (C. 

S. Lewìs) 曾盤指出若邪聽跟善良一樣獨立實存和一賞，那 f 如

果阿利曼(邪惡之神)跟那敏斯(善良之神)的存在都是自

咱e哲明“-峙~他翎闢岫-闡馳w 



113 第五章 基督雀、老夫教徒與摩尼教徒之間的街突 

的，那麼為何要說那敏斯是善良的 P 除非這只是我們的個人喜

好。 J 8假若薩栗的君王真的如很多學者所說是公然或秘密的

澤蘊尼信徒，他們就可能會對基督教的一神論產生憐憫之情，

這就解釋了為何不時會傳出許多名義上信奉扶教的波斯統治者

竟成了秘密的基督徒。 9 類似的報導當然可能是基督徒一廂情

願的想法，又或是政敵刻意捏造的。但不管是甚麼原因，總之

在薩桑王統治的最初一百年，波斯教會沒有受到政府的阻攪，

反而迅速增長。

沙普爾一世卸任前，約在二七二年，一名隱藏在他背後的

狂熱扶教分子銳意達成薩桑王朝的夢想，就是將悠久的扶教信

仰和他們這個新的王朝結合起來。這名處於幽暗中的人物就是

第一任大祭司唐薩的繼任人卡爾蒂 (K缸ti r) ，他的名字曾隱沒

於歷史中，直至不久前在伊朗南部發現四塊破碎的石碑才將他

的身分辨識出來。 10

碑文中顯示卡爾蒂在沙普爾一世時只是普遍的祭司及教師。

在沙普爾一世的宗教容忍政策下，他顯然沒有攻擊異教徒。 11

但當沙普爾一世死後，卡爾蒂的地位突然獲得提升，迅速晉身

為貴脹、大祭司、大法官及伊斯達赫王家火神廟的看守人。而

最終將鬆散的扶教祭司組織建立成一個嚴密架構的，可能並非

唐薩而是卡爾蒂。他甚具宣教的胸懷，他發動全國帶領異教徒

信奉扶教，並打擊外來的宣教活動。起初，他的茅頭主要指向

扶教的分裂教派，過於打擊其他古舊的外來宗教。

首當其衝的是摩尼教。沙普爾一世在位的第一年(的 241 

A.D.) ，一名年青火熱的先知摩尼 (Mani) 在宮門擾亂，欲破壞

皇帝登基的慶典，他就像昔日的施洗約翰，要傳講一個陌生和

嶄新的宗教。摩尼的信仰與他的血統同樣是不平凡的組合 12

他的母親是帕提亞王室的後人，父親是遁世的「浸禮教派」苦

修隱士。摩尼由父親照顧，在沙漠一個甚為嚴謹的猶太教或猶

太基督教的浸禮教派中成長。十二歲時看見異象，二十四歲開

始在波斯傳道，不久後往印度去，要向普世宣教。他說: r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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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臟要傳遍西方、東方...﹒.本向語苦的陳方...…每一倌城

市 o J 13 有一蟬子，他的顧望似乎就要實現。地在印度建立了
伸群體，後雄園、渡期，深受當悲歡迎會可是他鴻望世人寫信

摩是教的夢想最終目與校教發生衛爽問幻擴 o 布朗 (E. G. Browne) 

指出瘖幫個宗教表謝上十分糊的，其實是「豆豆相敵對 r 扶

教最充滿愛厲、好戰、唯物主輯和帝盟主義的色彩;間摩拳用教

包含世界主義、?會淨無為、苦修和出壁的現彩。 J 14兩者以波

斯為他們的根據地，最後兩者都失去波斯，個最先輸掉的

尼教。

純在三七王軍二七六年間，應昆主皮捕，復釘死在十字架上。

他被羈皮，身體被填囂，然後掛在湖流華泰詞封其中一個鐵門

上，他的跟揖者亦醬屠殺。但世人並沒有忘記他，八盲年以來，

他被僚的彈城門稱為難用鬥 o 她的問往不是所有禮建本

中;不計其數的論也波斯，子畏慧芬混到中亞辨I 十世紀的著組《0 

毒寧東斯}; (Fihrist) 的阿拉的作者說除聽講教捷外，摩尼軟話是

第一批佔續奧克難斯河 (Oxus) 以丹、地方的宗教群體。的傳們

經過鄰近巴爾赫<Bal他)的奧克蘇鱉呵，進入現在的阿富汗，

散居。按迪拉中國的綠總之路一帶，在寄至三可能攝入唐朝的莒都最

安，超過波斯革督教窒教士所到的中廟邊疆一帶。

在摩尼的教導中很少解釋為何他的宣教工作有如此驚人的

增艇，或許是巨變尼教能將當時報多正在發展的宗教中最具吸自

力的元素結合起來，而且是按著不同地方而抽取不同的比例，

研以離胎教被視為 f華督教化的扶教 J 0 除其實被教師二二元論、

諾斯樣的宇宙論、猶太基督教的鱉慾主義、樹教的管理、印

敦的法射及自誌倫的神很興神話，里較早全都兼收並蓄 c 他說: 

7 首 )11 歸海，我的著作集各家之大戚。 J 17 

然而摩尼教是以技教的二三毛輪轟轟礎:光明輯抗蕪暗。在

物質的世界，聽暗罷黨了光明分子。光明的力量經常竭塑誰教

囚禁在人體內惡巍權勢下的光明分子，造力量不斷派遣豆豆瓏的

先知宣讀釋放之道，先後有盟黨、鄧亞、亞的投罕、主義鑼挂斯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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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轉翻牟昆及耶穌，間最後一位 p 連三是最偉大的一能就是雕

尼。發暫定的錯救之聽就在苦棒，人的身體需要拆毀，完全的持

撮，才能轉放先明份子，使它們黨組光明的家鄉。

除了惜我否定一途悴，體周教釋有很多禁戒，部分是來自

蟬教，如景教主笠、禁性戀、禁拔出菜觀、禁肉、禁酒，就算囑

奶也不可 O 信徒在一年內不能控換衣綴或使用藥物， f學們不能

用水來洗撥撥施法 3 只可飲用。這瑣最後的龍文是源於摩尼教

麓的奇異世界觀:她們認為活水是神聖的，不能作法?據或攤洗

用，閱為它是茲大聖潔元蒙 ;而餾水是邪惡的，它是空

中魔鬼的排泄勢。 18

權學令人 H 眩的識練對跟隨者來說黨在太嚴厲了，摩尼2Jl'

明白當中的照孽，間此他將倍徒分為兩個階層，可能是仿效某

幣 5當太教科諾斯庸的宗誠或敘利亞基奮接有立約者與家族

使之分。釀已冕教中的第一類。信龍是蒙揀蟬的 (elect) ， 他們不

能提事任何體力勞動，不能與人有肉體接觸租車嚨。總1'P~有權

赦免另一數稽挂一一旁聽者 (auditors) 的罪。有學者認為中做

記天主教的告解乃裝自摩周教。 æ按虔誠黨揀壁的錯徒被禁止

與任何勞動的了，作，所以旁聽者要助總們進食和服侍飽梢。

敘利班的以能聽轎他們為「拒絕做任何事情的織為 J 19 蒙揀

選的倍徒在提期一崇拜，荷旁聽者的連日則在星期峙。

摩后岳構是耶穌革督的門徒，像保羅…樣。他很多的教

與基督教相似。她搗很長的篇幅講譜上者真攤鬼、天堂與總獄、

最後審殉與永生。但當他說能說是耶穌所應詐的艷靈，對基督

徒來說，他是明顯的離經兢燼。但飽們造種偏離正統倚仰的舉

動，並不是經常如 i此明顯 o 度發尼教攏的變能聽本領樹他們有

較主義督徒東像基督徒(較佛教誰更像備教棍、較校教誰更像校

教徒令人難於將他們現存的紀接從器瞥教的文獻中分辨血

來，特別是聽教向東如展時，泊中國土耳其顯增的緣嫻之路一

帶的辦教民朕俾福音，遺留在中亞的零碎文獻。摩是教群體屑

按肅地至十五世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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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能輕易取捕了基督教的瘖語，個人將通輯:聽潛在一

起，難辨真身，可能是導致敏斯體桑王朝諱:欠對基智健進行組

害的其中一個完整原因。在瓦拉蘭二世統治觀閱 (276-293 

A.DJ '卡爾稱及他的扶教僧侶第三故糧迫釀尼教麓，摩舟的

總擇是人茜辛 (Sisin )就是在這iXì鼠害中被棒和權鵬聽 c 早晨潑可

能有些雕尼教徒為總體組害，研以自稱是華曾搓，亦可能還為

狂熱的視教能不能分辨基督教與學厝教純(或梅們也不想知議

他們的分另11) ，所以，華督徒此時患鞠始感到耀:漸迫近的威

脅。 21 其中…塊卡爾帶石碑提到做的宗教危害說斯的真f首詩，

佈吹噓關口將這些觀玄宗教創餘:

手握各地各方城拜都敏斯(光明之.i.)和諸神祇乃至是事... . 

阿利曼(邪惡之主)和鬼鞋的執義違法散和徹底破壞。

猶太人、蘆溝教純、婆轟持教徒、拿撒鞍派信撓、拉督

教徒、馬克塔軌投 (Makt成s) 及摩此教徒. . ~ ...在圈中

也就減絕。 22

敏那亞的《殉道者行傅〉 23(Acts oftlte Morwd 稱這是波

斯對基督撓的[第一吹迫害 J '雄主店也不會能伸免。據說瓦拉

幫三世班統治初期對華督教也有好感， f意聽了一位沙嘴嘴一世

攘掠巨寄來的羅馬拜占庭人的棋督徒女兒為賽 r部為總美麗動

人J 。但當瓦控蘭二者問她 r你{音樂在喜慶宗教川挖回答:

?我是基督徒，我服侍我的主部穌摧瞥，上手若是我的天艾。 J 能

使顯得不嘴，說 r放棄你的借悔，跟隨我的信諦。敬神文醋、

火、水... ., . (我將會)交你為:本蟹的之五倍。 j 攏拓鑼，並閣

成問殉道(攏的殉道事蹟顯然跟很多殉蘊故事一樣，將傳說和

史結合一起)。傳說她被脫先衣服，受鞭打艇，騁，然接被蟻

練鎖著，聽街示要表 9 位 f上帝的子民靠攏在她身邊J Q 媳祖上

放光，會笑聶衛(文盤中的權部分載本究學) 24Q 

雖然這是被擠教會的艱難詩期，帕瓦拉竇立敢對披斯教會

的迫害，只主義短暫地令義基督徒失去了攝去--{國半世紀以

區』品) 心 φ一日如一一九 4 的 朋
苟且自頃，咱自叫他許鴨惜高帆ω越淵品帳時叫個嘲枷 ~冉冉.~叫勵幽幽幽幽弘一御自由-…冉冉4心血匠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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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Lietzmann, A History ofthe Early Church. 臨ns. B. L. W，咐， vol. 2, 2位 ed. (London: Lutterworth. 

1950)， 270 引紋。“. E.G. Brow帥， A Literary History ofPersia... , vol. 1 (Lon忌。n and Leipzì囂。 τ'. FisherUnw尬， 1909) ， 

154, 161 

15. 	 Browne, A Lilerary Histo丹'ofPersia , 163-4 Fihrist是 Muhammed B. Ishaq 的名在九八七1f長青0 

寫的令他對繼 1罷王朝的歷史是來自第八股紀的學Æ教作家 lbn ul Mugaffa' (晃 Browne種 

A Literary History ofPers帥， 1:76) 引渡。 

16. 	 Brow間， A Lilerary History ofPersia, 154. 

17. 	 A. Voobus, Histo咚， ofAsceticism in Ihe Syrian Orie肘， vol. 1 ìn CSCO‘ vol. 184, Subsidìa Tomus 14 

(Louvaì泣， 1958)， 112 引渡c. Sc如血品， ed. , Kephalaia (Stultg缸t， 1935)，立 Q 

)8. Voobus, H位的η ofAscet翩翩， 1:115-124 清楚偷渡學沱教機惕和沱姑的修行。 

19. 	 Ep知夸m the Syrian, Contra haereses 2. 

20.	 兒 J. G. Davies,“Manìchaeaism and Christi祖ìty，" ìn Encyclopedía ofReligíon 0 有關中亞洲的主

玉手英文本(忽括基督教、學挖教及佛教) 多見 A. von Gabaìn,“Vorislamische altturkische 

Litteratur," in Handbuch der Oríentalist仗， series 1, vol. 5 、 fOI. 1 (LeidenlKoln, 1963)，必7 、特別正是 

216, 222証。 

21. 	 Chaumont,“Les Sass柚ides ，" 199 ‘引述 Chronicle ofSeert, ed. and tr甜s. Addai Scher, in PO， 肘， 
0p.238 

22. 	 Chaumont，“L'也scription de Kartir," 347 0 載自提出{舊車滿憲章徒 j 是佛教的傳道者，但此字;可

體等也jjJ j音來自中鼓地區約波斯突厥語義編教徒 o S、快 Br視kf首「拿韓輩革吾派 l 是波斯本土的

基督徒:你 fJ學督徒 j 正是豬來自希臘的{盲從， I也會守在戰學中綴得，然後在獄方E立法。主黨

繳勒發表信徒是敘利亞對泰督存在鈞一…般名稱， S. P. Brock唱“AMartyr of the Sass扭治 CourtUnder 

V結首曲Il:C品uiida，" in Analecta Bollandíana (Bruxell帥， 1978), t. 96, fasc. 1 志， p.167 ' ，1馬克終教

徒的乏善農十分獲繳 9 

23危	 Acts ofthe Marηrs (Syr忌ic) 。很變 Chronicle ofSeert ' 作者更是翎世紀初約笑佛卡的主教馬 

Jlnf皂，他十分費晨星星波斯F暫緩者的與氣 G 耳曼代的呂學者吾吾認為發中的作者為自多人。見 G. Wiessl駝，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Gruppe syrischer Martyrak紀n aus der Christenver必Igun草 Schapurs Il," 

doctoral di紙、 W前zbu嗯， 1962 。 

24.	 “Tbe Martyrdom of Q婦yr." 兒 S. 紋 Brock 對繽紛六盟主紀文獻的事事護主主簡介，“AMartyrof 

the Sassanid Co酬，" 167柵倪。這份文章龍的主義本內容主產黨正確的， f.ê. 1i 文:&文中的銅鈴愛不多

可以肯定不是出於當代的守主丟在 o Chaumont 嘗試定出第一(í:~逼迫還是在二三八六遲至三九一年

之間(“Les Sassanides," 198-9) 。

即一輛峙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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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波斯教會通向中央化的第一步
 

f 早期合故利亞人在教會妥義上的不足處，可能就是他

們尚未發展瓷磚的聲誰輸. .. ~..令我們就真的是在早期的

敘科亞文學中沒有韓調教會的合一... '" J 

一一-}、 Murray， Symbols ofChurch and Kingdom … in Early Syriac 

Literature. (1 975. 344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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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 00年前，沒有叮靠的貨料證明被辦教會己發騰了具

規模的主教轄區。在法辦邊接其他地盔的對料卻顯示，教會在

第三世紀末已明轍過步運向中央集權11.:事特別是襯著名的伊得

播及絢裴拉(例擋餌本)。至IJ第三及第闖世紀，步找不斷加燼。

臨近記上半葉，這學聯於耶穌器轉但卻各自獨立的結桂鮮體

和佈道點演變成全闢悅的組織，他們沒有鮮翔的領補，位教會 

j穹的織分則有等級之分(主教、教士及執寧)。他們雖然散賠

各處，但互有聯緊。在問世紀初，這f觀早晨膺同…教會組織的網

絡召開了全鶴教會會議{密混基會議， Synod of Seleucia} ，但

卻未能攝到價期的教蟻。要待丟在經不多一一百年後，磕個擺動才

將全罷教會統合為一續能發揮作用的組織。直至5 酪冊一O年以

擻會議( Synod of Isaac '第五世紀第一緝波斯教會會議) , 

由西流選主泰西封的主教作為全闢教會的權力中心。

若我們將二世紀時伊得撒佑在是群體中的紛亂局頭，慨四 

O年的瞬流基泰間赫有接不黨的話告令幸智能，就會發現波難當時

這個轉難實在驚人，但轉變?是何開始就無法確定。希金斯 (M. 

J. Higgíns) 正梅地指出 r說斯教會給未真正鸝結語來。 J

研數百年教會分裂的情況卜分嚴重。 l

新約清楚判明教會的權親是在使徒身上，及後便于是將續導

教會的權力部分下放棄長老及芽、教，研以 f主教 J (親經作 f

督 J) 與 f長者 J 堪幫幫齡組初是交替使用，可見於革哩f區教

(多- 5-9) 。此外 9 一餌，教會可以有多聽一給主教，闊知為

額教會(牌-})。有人認為摺7穹的教會，如羅馬教會及髒

立比教會，在一世紀末仍是由接軌會治理'1fl當時小草草細亞的

教會曰:有皆不同。安提闊的依訥爵(I伊atius) 在一 o年寫的

中書提到在某些教會主籠，主教是教會最高的領導人及竊

袖，地龍崗於長老和執事。立

在波斯以外的教會情況又如例?基於資料不足，不能安下

結論 o 直至目前為止，在二00年前拉利亞東部及被斯的文擊

中並沒有提及全教。在西品 -0年，東方教會的教職架構組成稜今

λ ι 忌 一J 三唸零!.國矗驢綴獵腦磁鸝毯鎔盪聳聽疇誌街坊品、心訟，也帶 …叭啥叫肘J迫丘扭塑... 盪且三益全聳盒盤盪岫紐鐘蠱聳盼枷諮織雌鐘蠟籲鱗能騙海騙騙雖峙申恥峙甸恥吋恤峙吩蟬蜘 嘲 戶 a 戶』巴}咱嘲岫岫且眉岫叫岫吋“幽幽值恥臨 ""~.μμ心尪抖抖郵心晶凶呻"咱幢心岫叫圖恤J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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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表努力不懈捕噴補自使徒開始至囚一 O年教會牧職的空

白

瞌睡特別流傳在伊拇撒和阿裴拉一書姆彈全釋說，謹向這

學主教的名單，有可能餵存了工 00年以前的黨黨雖料。 4 在

中自攤主丟人後顯的說?台及早期的髏欒主朝，基督繞得學眾教自由，

饒 J剪影和有組織的積導班子龍主任出現 O 雖然三世純的攏據巴愈

見可籬，但也難以證實三 00年在純利亞東部及黃

略有主教的存在。雖然可倍，做麟崗的〈伊得撒攝年史" (約五

五O )記載伊得撒第一任主教庫緝 (Qona)

大教堂多 5 組尼樹也算再遺體重鎮在立 O 之前

擺沒有幸敬。其曾在主教可能是聽姆斯(James) 或巴布 (Babu)

(不能攤主定誰是第﹒位) ，他們都不是大主教(即處或省的主教) , 

只其智雄會眾的權力。 6

第四世紀波斯教會，紀事表*

位教士

的 2部A. D. 學良巴霄持該 (Papa bar-Aggai) 出任問

草草封的主教

4的 290 A. D. 波斯王瓦拉藺三世

的 270 A. D. 在西流基泰菌

徒進行短暫的

298 A.D. 離馬打敗波斯主納個斯 (Nars的) ，取得尼酒比

斯

的 300A.D. 知J弗拉哈特出生(可能 

301 A.D. 豆豆漿尼亞罷王替說聽…世 (Tiridat I)歸

終 306 A. D. 黨會姆績獲按立為第…任(刊尼西比斯主教

敘利亞人以法撞在尼間比斯出生 

307-379 A. D. 沙、“普爾二世統的波斯

的	 311 A.D. 擺 J偽君士坦丁大衛蟬 

314 A.D. 斑突尼亞閻王替說蟻…做駕崩 

314/5 A.D. 波斯教會會議反對巴特爺教的建議(西流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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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7 A.D. 

335 A.D. 

337 A.D. 

340 A.D. 

344 A.D. 

345 A.D. 

345/6 A.D. 

346-364A.D ‘ 

350 A.D. 

363 A.D. 

364/5 A.D. 

372/3 A.D. 

379/80 A.D. 

380-402 A. D.

西門巴爾薩巴 (Simon bar-Sabba'e) 成為歸流著

西鈴的三位教( ? ) 

巴申自主教安島、主髏 

閥門巴爾輯記成品教晨 (326月翱3441 5 A.D. '共 

18 年)

性、普爾亨二世在亞美賠亞發動戰略，被君士扭了

聲器

君士紹了大楊樹世，羅馬帝翻分幸這

室主瞥爾士世與羅馬交戰 (337-350 A.DJ 

阿弗拉哈特完成〈論證:> (Demonstrations) 第

部分

波斯推行大迫響<340-363 ， 379/83 [ ? ] - 401 A.D.> 

教長閥門巴爾薩思殉

薩三學斯( Shahdosd 成為教義 (344翩345 A.D.) 

椅弗拉啥特完成〈論鞭〉第二部分 

R舊書記什明( Barbashmìn) 成為教鼠 (3結 -346 

A.D.) 

教至是一戰懸空工卜年。刊)

以法避協助尼西臨其rrr句波斯還

把i、普幫二前打敗羅憊的規教者尤里安 Ouli訟 the 

Apostate) 波斯帶回紹西 t拉斯

以法建離問尼間能斯至1j ( !罐馬)的伊得撒 

托馬爾薩 (Tomarsa) 成為教至是仿的 15-372/3 

A.D. '共七識八年? ) 


有堯碼 (Qayuma) 成為教說 (372月-379/80 A. D.
 

[ ? ]李共 7 年)
 

持改雄行大迫害玄 (379/90-40112 A.D.) 


教晨一職懸當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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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約是存份是從建~~資料中推測出來的，立豈不能作准。特別有幫隨意的是	 M. J, Higgins , 

“ChronoJogy of the FOIIIlh削Century Metropolílllns of Seleucía-Ctesípl如11，" Traditio 9 (1的3) , JI:t文

修改了 A. R. Vine 在 The Nestorian Churches (1雪 37)， 80ff司所列出的 fl 吻。A. R. Vine :Jl!:線路忍， 

J, Kidde在 Chun加s ofEastem Christendom (1927)，再 l峙中的機料。B. J, Kídd 殺者是1. S. Assem叩1 ， 

Bibiíotheca orientalis (l 719-1728) 且是 J. Labourt, Le Christianisme dans ['é'mpire Perse (1 904) 取得

資料可然從加以發 1哩。耳y;1jjI. J. E. T, Wiltsch. Handbuch der Kirchlìchen geographic und Statislik 

(Berlin: H. Schultz, 1846) 。

巴帖主敕與前流揖會議

說新苦都間流離潛意西封的主教最興得以攜升為東11教會(後

糧為聶忠游留教會)的領袖 9 並不是傳說，卻確實主妥當臼教

會和政治上著重實鍾的吾吾展，接些發展有時甚盒帶說最 UJ恥的。

西流基泰的‘封封15細小的信措群體主王軍三七 0年仍沒有三主教號聲，

更連輸育教接(或土教說)。報撥頗具爭議的《時墟阿本教會

史}> (History 01the Church 01Adiabene ) 所樣，當她的佈搓，懇求

正在探訪他們的阿裴投主教抄盧軸心haklupa) 為龍們揀擺及

按立首統教士，他果真作了。 7 二十年線，約二八 O 至二斗九 O

郁悶，則裝拉的主教及蘇鱗( Susa) 的主教路為當時是為首都

被立主教的蘊含時機，個提升但相自備研該為主教。留

蘇薩教攝蘭奇斯 (Miles) 為此位p感到後誨。他們研稱的權

位亞關人自艙，成了東方教會第一場重要要的申能力門琴手中的主要

人物，對教會的合心構成織脅。他成為話都的主教後，成就

發了他的頭腦(在療史驟悠久的信仰靈鎮的主教報中)。他帶

撞地提出盟內所有的主教轄攝都要組服幟，包括不久前提升他

知饗說及蘇離主教柱!有 o 他於夫是為教會首吹設立 f全觀性的

個袖，其飽主教的地位則相等，結果引起軒然大波。

約拉三大瓦年，他們召開 f間流聲會議，巴帕漿羞慘敗(正

式的會議純錄己總央傅，但後來的會議紀錄有提及此會議) 

在草草離這個歷史較西梳基泰悶封;更悠久的王域主教攝爾斯帶領

，也席的主教毫不悶，情岫反對自梧的主張。主耶穌管教導一

性高有的年會官員將所有的分給窮人，然槍來蓋畏繞他，所以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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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灑爾美好己聽從耶穌的吩蝦，過著背修生活 o f也一針見血

地擺攤街心勃勃的思輯:福音是叫人樣此服侍， ffij不是事堂首

位 O 巴帕大發雷霆，在軍人種前忿都雌敲打一本放在會議席

的播音書，曬道 I 說吧!福音，說吧! J 似要痛斥真正的

人， r你是我們中間的公正人，為何你辛苦對誠實的主教離囊真

道也不出來作主几根據後來的記載，當他敲打上旁的捕時 

突然中風癱棋。他的反對者探深認為龍是他聽清神明的後果，

即將把他罷繁重 o 建跟隨他的人對拙的自高自大也惑不 j繭，紛翰

離棄倍。後來殉瓏的副主教西們也嘗著聽位接替偏成為主教

波斯教會主黨柱出師不斜，諸種門事在教會中擺兒不鮮。自

{吏議時代開始(太二1- 20-38) ，為高校間爭執一斑困擾著教會 o

派系門事主義自古以來人類組織的普攝結構，世弱點，不管巴特的 

! 融機何在及採罵街種手法，他心目中顯然是打算建立戀家教會， 

1I rmH已具備清晰的權力強纜。除了設立合報的頓袖和建立架構

外，波斯教會擺在其佈選擇嗎?無論如何，教會走向中央化丟在

大勢痴蘊 o 也 lþ自憤怒地拉姆髒點，其他主教憎史學這會黨變成永久

的分裂 9 寬愚 tlli雌與他建成協議 o 眸細情說不太清妞，但形式

回複他三位教一職，詞接替他的辭主教閥門巴爾耀忠非自鵬離

職，和1 意待配帕逝世後才接任。 10 

pJ是跟蓉，他們搏坎作品妥協，棋納巳軸的建議，讓西流

毒惡毒草密封主教成為嚴爵的權力者。雖然絕不是擁有個徒的權力。

但這做主義最低限度是權主玄之策今令少數課教會得以眼高度中央

化的非善惡督教政權接觸 o 可是當都的主教轄區醫實太幼蝶，無

法乘機使徒的傳統，而其主教亦沒有因身處最高的權程師贏得

其他主教的尊重，器為他們裙、為這主要是因便搶福作出的安排。

數十年後，間弗拉哈特好攜斥間流鑫舉哥說主敦的自大、

及虛飾一…-r我們這位弟兒，集教學的職權與臭名於一身。 J 11 

連個機力流 r~ 首都的關家中，也許由於伊得撒主教的明

智獻策，使渡期教會得以擺擺分裂的危機多…草成功說服?皮斯教

注:從抗拒到接受攝個掛名的棋袖 o 緩期文獻所拍的 f商方主教 J 

h蜘晶幽雌幽幟齣鑫晶晶瑩 明咖叫阿巴哨兵糊心山腳hb 仙過此 一一叫仙一 ~ι---."~~~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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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洲西部的主教)在東方教會梅爾吹架構的兔機上扮演

決定性的角色。據稱他們支持巴軸的錯蟻，贊成他種職。

可倍校不高的證據後來用以證現渡難教會請賴西方的便被統緒 

( apostolic succession) 會要乏有人虛構在…九 O年雪頁、流基毒草路對

主教…職的候選人往訪安提何及耶路撒冷的主教，希望他們能

以便糙的身分按立他們，以闢加強使投傅統-說，可是沒

據支持 12

如果按斯教會真主義受到嚮方的影響了市攏論了分裂的危機，

這投影響力有哼，能是來自伊得撒及尼西此樹，鬧不是安提何放

耶路撒冷。在搜斯主教眼中，伊得撒的然是當教工作的發神、捕，

因戰事關保，伊得撒戰蠅隅親向波斯。豆豆於安提阿在波斯

和羅馬勢如水火的這股時期，波斯教會在路內成立的全蟬，拉總

鐵，不可能接受羅馬磕頓支主辦主要軍事蕃端的教會來承認教會

G 而對教會;新技好!藍的波斯繞泊樹，更不會忘記組纜的

曾因跟波斯統治階層作對而被捕，並擅囚禁和安提闊的 

放逐於波斯東部平原一 
13 

傳挽回帕主教中風棧半身癱瘓，但十二年來的緊握著最

的領導權，直至他在三二七年聽話。 14 弄得滿蟻鑄在稽的百流基

會議前走纏在人搔首門早聽聽吧。大家希頭竊喜等他的家族與王

室的觀樣，可以令教會免受扶敬的仇視;可是般總恤連自己的

性命也不{娘，在大迫害時為主殉道。然而他乎每緝捕，可能已成

功為他的教盟蘊立起全盟的威倍，勝過巳帕所娟的技備或飽那

些權高望重的親屬的政治手段。 f喜糙的殉道室，特持IJ是宙門巴爾

薩己的殉道，暫時一說教會權力門事的污點，給波斯基督徒在

受苦的日子讓一個殉道烈士的榜棟，但教會攝向中央化的夢想

卻就此幻戚。

尼西誌難的難各及修撓哥哥麗的醫治

當主教為 和爭論之隙，另一盤廂卻中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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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詩人意義端出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需求 o 極端的禁慾主牆者嚷

著他們的主教一樣的攪誠、過tJJ及但強的態度，開蛤從顯離和

抵擋的住處走撥人群，問而令聞控紀的波斯出琨了有規髓的修

院制度。

傳說合社式的{學院毒草皮給自尼西 lt新的雅各 (J扎cob ofNisibis) 

問始的。這轍 f會說制度有耳目於;東方教會的分離漿懋主義。我軒

曾提及敘利豆豆及波斯的蒙教運動如何從觀意委身的混入、醫護居

者及琴是約兒女的清教徒身上建立起勢力和人才覺灘。而其f也吉fa 

f學者則國應另一攤呼召，就是封建方琴手奉。難各(或稱為詹姆

期)並沒有爐赴攝塘的宣教工場。五世紀的臉史家擺闊多勒 

(Theodoret) 記遠發各早年選擇了苦 f虜的生活:能棄絕世界，

走進尼酒比斯附近的碧藍林及山區，赤身露體，不生火，寒冬來

臨也只躲在山洞聽權禦凰悶。的在海一方醋，他典居住在山

的隱士略有不同。約在三 O六年，尼間比其封教會邀請你擔任尼

西陀無首在三位教 3 他讓義不容辭地重返塵世和塵世巾的教會肩負

崑轍。 16

當教會需要害苦修者協攏縛，偉大的苦f學者都會將服侍閑人

的召會放在自己躍居的權利之上。雖各就是東方教會論個優良

傳統中最早期的楷模 O 禱告及黨園的生活撓、聽了也們的身心，

他們說嚴格的自我修煉聽到世界，肩負復興和帶領教會的

王三五年，雅各的名字咐現在培諾亞會議上 17 若能真的做席

這首餾大公會議，那盟主讓劉為要服侍教會紹曾赤身離間尼豆豆

比斯街頭的雅各，車主曾在教會雄史上的一個關總時起，與君士

埋了大帝間蹄，在建普世運動上捨演潔淨和間館教會的角

尼西豆豆結經要成為西方和東方教會(復構為聶屈、多關教會)

的

傳說在報若持憫，雅各帶;可一名來告尼路?可三角洲的聖人

瑪背書翼吉 (Mar Augin) 看衍生當時一度縛在羅馬帝踴弓之中的尼

莒比斯，目的主義尚在敘利豆豆及央黨不聽米亞的位接講解埃及繹

的修行。瑪爾與古原本主義在尼總河口l2J.採球為生，信主後成 

一 處峙品君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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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聖帕喬米烏 (S t. PacholIÙus) 門下熱心的倍攏。在之二 O年多

聖帕喬米鳥在尼羅河成烹了播民尼英語( Tabbenisi) 鋒攝曉。對

於主哥爾臭吉的故事及教科吏的權種生活擺攤自墳及一說，琨代

的學者表示懷疑多思為在敘利亞，遠樣的擺動 f棋子應能溯至安

提爵的苦 f學雷譚，諾不是壞及。的

在波斯邊境，財弗拉哈特(將會提及)…現敢力於挖苦 f會

主義的屬靈價值帶回基督徒的群體藥。著?聲令撤 f廣發草委立群體

生活，有一儷方法就是讓他們總求…個更大的目標，令他們不

是謹僅停留在藉肉身的苦行而植求個人鵰攏的成糙，乃聽挑戰

他們服侍窮人、傳福音給未倍的人。你們開始將山前面l反總憾的

地方改變為提供服務的外展攤點，搶到教會及世

昧著原本是獨居隱士的小房子日磁慚蝸韓、制無戚本問追控體

修房子的修院(laura) 0 院內每個臨士的獨立生捕附樣受草草確

認和尊重，當這些志同道合和獨立的體{學士關結組織 ，jJ

更強大。這些修院後來發展為更有現攘的修權院(仰侃。bium) , 

由個別隱修小房子結集一攏的階段演欒成統合的髒支援謊。躍

成為修道士，修道士可以組為宣教幸。他們啦諦立掌聲放棄自我，

大家住在同一個屋蒼下，受 f會議說院長戒心肌抖抖 19 

我們很難確實查究敘利亞東部及技餌，何時 鈍。全民

果瑪爾奧吉的傳說是真的話，那車接 的修支援說，

可能是他在三三 O年在尼霞注斯以花一帶鶴立的。立。

十館門接興建了七十至可修道說復戶1 僅在伊藤投 W (Mt. 1叫別

的著名警道援邁著邊攘的生活。在波斯，一童受器為是阿弗拉哈

特與學蘇會 (Mosu)) 北部的瑪爾馬太 (MarM滋tai)

題 O年左右聞展了有規模的傳道院。泣的話純末， 11修議院在波

斯車音f)非常混行，範圖自波斯灣的品嶼 5至安巴 (Anbar) 沙換

一唔，郎自己林及聖多馬蜂道院所在的「無晶 J '豆豆股魯斯抄

普爾( Piruz Shapur) 及貝爾加薩耶( BeÌt Katraye) 0 23 

另一種方法能令海居簡出的虔誠苦皓者將佈們觸曠的 jJ

滋潤域中信徒生命的，就是讓他們與一般f盲從共處。但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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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與事事的主思想關歡會內的平信徒截然不同，試問又怎

前共處同一教會之內悶不致發生醫突 P 我儕可以發僻弗控哈特

;在雅各死後所寫的文叢中，意寄至lJ1寵梢的矛盾與審笑。

波斯的商弗拉哈特

雖然降弗拉哈特是由世紀初;東方最著名的神學家， {目的的

生平為人新棄自甚少。在與猶太人的神學爭議上，他消 5則皮此的

分歧，是當代深受東問方教會錯覺仰的神學家。他現存的著作

《輪證〉一書，.Lit書寫於丘之六至三四五年，揉合簡明的

總教導、深入且嚴謹的敬巨變練練，純以古敘利亞文學的

戚，錯士鍋 (Neusnerl 形容他[才隸、數銳和鶴立 J 24但在…0 

間，他的名字齡歷史中被人權芯，他的著作被誤認為聞部

能斯的難各的作品。直至十立全統 p 龍的名字才再為人提及。必

悶弗控器金特(拉了文寫法主義 Aphraates) 和他提安都是亞雄

人，豆豆鐘位於美拿不;達米亞北部陣總阿本一帶。信主前，阿弗

特顯然是校教徒。信主梭， 1也翰立轉為盟約兒子，終身不 

2給他的著作曾提及他和雅各一樣間應教會的號召，放棄混

勝，機任瑪爾馬太的主教(單馬太髒擺脫位於底格里斯河上游

草鞋間的向盤上)。幻該地後來肢為短路繳 (Nineveh) 懇、主教處，

爺想多摺架構中是第工位接高級的教士，但在河弗拉

哈特時代會爐只是 ~fl撞死氣澆花白雪教

間弗控哈特在《論護〉一書取筆名 f波斯要實 J 全書共

有二二十三三篇短文 2星是了解自當統上半，讓被其時教會信徒的生活

態度及忠、錯模式的琨存最重要的資料 o (寫於 336月A. D.)

處理卡餾關於華督種生命與基督教教義的問閥，如佑，心、禁食、

海戰爭構甜、立的者、 29 牧師及謙卑。在第工部分的十三王章(寫

於 3叫 A.DJ 咐，八篇是關於「反對猶太人 J 雖然論點是根

據教輯出驗，不再有種農歧棍，但禪額由早年搖其猶太色務的

東方教會，現在也十分強聽他們與猶太三位議不閑之處。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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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猶太去接者，他確實嚴麗批此，有人稱酹弗拉

豈可2猶太會堂的律法主義及猶太人否定耶穌是聽賽亞的身分 2 但

能向樣批評那些背棄自己早期信念和祟教熱情的基督徒。能

譴責摺塊墓泰西封主教的自高關大，並波斯主基督徒的自我肢

縱。 3。他發現暫的兒女在苦轉操練上的鬆彈。 31 我們在豈能的訓

中才首度得知追些宗教臨嚼的嚴讀性。「吏的者 j 、 「器土 J

或 r 11車道:上 J 的生命是一場不會與魔鬼對抗的事戰，撤{E:!會以

世上的榮華和物質享受引誘他們，手可弗拉啥特認為他餌應

退贈給、模的心志。撒但最厲害的武器就是女人，由夏繞到大利

以至耶洗阱，都是最好的開證，所以男人最安全的燈籠就是

拒絕與女人相愛有為主的緣故守獨脅。指對於女人來說，他們

最崇高的持否就是持守貞囂多站樣便能使撤無功而退。 32

個作為主教的財弗拉哈特明白不是所有華發徒都有位

擴增界。作為 聖鍾的人手能存知道婚概是上者所創立的多

問 i能是美好的 33 所以落督徒可以辦學。但如果他們要嫁娶，

他在《論證》中說最好是在受 i先前 34 讓水洗去一切情態的

污，部括婚極關僚所帶來的

上述的總結無意令我們覺得阿弗拉哈特只叫味譴責猶太人，

又蔑複女性，並jl.，i由專級對婚姻及洗禮的教導。 35 她的神學觀

念:不錯很多時都是模糊本清、前棧矛盾、飽又誇大苦 f會主義，

他反對猶太人玉泉擦背梭所採用的舊的釋鱷方法和論點有時亦

喝分主觀， 1旦司生爭辯及現勸的背後要其實是…顆溫和的心靈，

「祥和、善良... ".他愛教會勻譴責教會肉串高自大和權思職權

的人。 J 36 

倒如:在〈論據〉第二部分巾，大部分內容皆強烈反對猶

太人的措念，的內中卻沒有憎恨 O 他只是在神學上

為滿足偶人的喜好，他用鑫各種辦法讓人知道恤對猶太人信

仰的尊敬。他第一篇講輸的結尾也的效舊約，指加倍經內的

點一都租不能廢去，否則就會令慈督教的 f育經完全變為猶太人

的倍經。 37 事實上，猶太學者諾:士:納評論 r 令人感封說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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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阿弗拉哈特的思想究，東沒有反猶太人主義。雖然他受到頭撞，

沒有關東方羅馬的希臘語教會一樣仇視講太人"與他差不

多同時代的居鞭多糢 (John Chrysostom) 就對 5萬太人心存敵

視。'" ...縱使總樹臨困瓏，也一直保持對人的轉攏。如果議督

教混在東方的問器族伊制…帶形成， 1也可以說j鼓起督教的機範，

當地並沒有受到異敦的希鱷反淵太人主巍影響。， 3發

為何向弗拉哈特在《論報》中以那躍婆說的簫帕捕漣猶太人

與基嘴提之間的點指 P 當時纜擺基督糙的不是攤太人，而是說

教繞。能他身繭的年代辛苦來，若將要百多篇輻描寫信奉扶歌的按

新與信奉基督教的羅馬事戰期間， t皮斯基督純的苦?兄，總切性

不是更大鴨 P

《議話雖》中只有一章談及總賜與波斯的再度究轍。三三五羊

年，fiP躇爾二世曾先在西部及北部發動戰事。 倚在君士 ffi] 死

梭，的三三七年，再坎攏坡。時弗拉哈特記載戰爭對美嫌不達

米豆豆接成破轍，由南鼎的波斯首都伸展至北部亞美尼亞的山區。

他造一輩偕患充滿對人民的安慰會提醜灑督徒在盟總的年

莓Ht惡為善 o 攝本是一個充滿-盼望的仿息，可是他在改恰與

釋繩上捏了兩大錯誤。在政治上，他是在信奉扶敬的技斯闢內，

波斯基督攏的身分寫的權些信息，不管他如何努力輯描機寫，

他迫樣的輸摘始與令人覺得他最希望羅馬得勝。在輝總上，

當試將燼鱗希望的借題、建幕祖他以理的旗鼓上，說鱗為這「掰

獸 J 會打敗 f0綿羊 j 波斯，但誼攤釋鍾的結體並不種

過於草率。 39 

f也有鞠戰爭的文章寫得很好，但作為一位先知，備立豈不成

功。經攝二十八年的督戰，囂，噶舉帝格按在最後…稅中戰死?少

場，轍即出不告辭揖督教的先 1主安攤位。在三六三年， 1青春與

教的按其詩取得勝利 o ~可弗組哈特不是第一餌，也;不是最後一個

誤解體經預育的人， {g始至至少在散文完結蜂起不猶豫搗指出:

就算是勝利發也有攝下的時帳，論基督徒「懇切為之情的兒女

祈求平若是 J 400 

UA μ可九心川 幽幽幽幽幽



133 第六. 波斯教會邁向中央化的第一步 

在《諭證》一書中，較遠方的戰事更要追壞處理的問

是聲勢教信仰和與其甚有搞攘的猶太主義的懿係多這課題特別

蝕擺闊墟詞本教會。」初期、位於東主諒的巨可過閱本事聯問西北

部的伊得撮及尼頭比斯， I三i 及高吾吾吾流基泰西封甜近地區，

以來都是在幼發拉攏?可以外的教科亞和波斯海外猶太人的

擋。在向極照本邊壇的對j書圈，就是向弗拉哈特居住與

工作的地方，猶太主義在那襄建立了根據地。在第一世侃，

會鬧鐘時本的閻王、王太后及大部分貴接都

改 f寄聽太教 41

馬帝麗s{外的地區得以擴展，主要因為能在散

各麗的海外猶太群體扎根，但猶太人對基督教的傳播工

作立豈非全盤接受 o 在見面比斯及西流基泰西封興建了影響力強

梭，但當地教會的增長卻比較緩慢，教會的組

;在伊得轍及阿姐阿本沒有爐等猶太律法學校，

來，並且持續有增長，這情 

說
42 

公元三十六年，雖然阿迪阿本的王

太教，但仍沒有猶太律法學校。在第二世紀-~--~

的機努耽附間組附本，豆豆一帝由阿裴拉撞到亞美尼亞，當

時為 的細太人忱的心擁督教，他們也關始向外邦人傳福音。

問前組初，約阿弗拉符合特倍支持，在阿過持本教會中猶

太主義督徒的敵間可鮑仍走聽過外邦人。

叮幟由於在阿總阿本的毒草督接社群的種族結構雙自猶太人

轉為外邦人，研以弓|站附弗扮，哈特的觀控實他認為賽將猶太有

外邦華督繞跟仍然持守總太教街悴的借錢霞分出來。又或許他

識到…個危機多就去是還表三督徒罐餾少數倍!命群體，會自嚷疑與

羅馬有聯繫際 ，他們可能聽1比 i逗留較獲說治階層歡心

的猶太教社群中。而離太人對法辦忠心歇歇，自台元七十年羅

馬大肆較積帶路難冷後 p 他們便不諒任鱷禹。另一餾可能姓就

的猶太童教士動搖，他是阿弗結 

只有猶太人才是?上惜的聽民 j'rr~振雖有言哥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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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原因倚在， (輸證〉大都5分的內容立場中宵，臨走明

確選出猶太人聖會中華督教仿佛的真理責立企耶穌基督成就了舊

約對猶太人研作的預言 G 的他處理猶太主義，乃按照散居世界

地的擴太群體對真理的教導和實驗 3 路車接聽有時禮基督教

辯道家所三位臨的內容。佈毫不窮清地打破猶太人一直抱有的

望?要釁鵝預吉並沒有保證猶太人可以重奪耶路撒冷，自{位認為 

1商太人能巴比倫退回故土，預盲就已聽繳了。

有人譯為問弗拉哈特的論點有時乃 f 無稽之談 J '他的神

學觀點不消晰，既沒有引述尼西亞結經，也似乎不知道亞洲

馬與甜方對基督神性的分歧之處。 F可弗拉哈特 i籌建{豈能聖經中

的直接讀受，以想做為龍生命興倍念的 權威。往〈論證》

中，阿弗拉哈特大部分的引述是從賽的體經而來、 f的聽取巴勒

研單會堂闊的問西大譯本 (Peshitta) ，成版本附有猶太人的注釋。

他車引摺次經(多比維護事[ Tobit] 、個商投智茁11 [ Ecclesiasticus] 、

馬加比當[ Maccabees] )在福音書中，他採用他提安的《揖

播音合參 J> ' 當中包括了馬可福音最後十二節富事論性的經文?

包括大搜命在內。其f章新約部分，一般採用古教科車的別西大

正典 3 另甘甜大成了東教會所採別的聖經版本，但刪去了問

短小的 ff吏接盡摺 J 及敢示 
44 

對於基督神性的爭議，他認磊雖然猶太學者說上帶沒有兒

，但猶太教佮奉的舊的皮革督教罪絡中的新約都稱墉賽亞為

神子及縛，從沒有任何人又名神子戒掉:

戚們承認、'" ...他(耶穌)是人...… (你}義 1r~ 萃，他為神

為主... ...神、神子、五、王子、沌，中之光、制造者、安

慰券、持在 i 、 i革路、教員費者、版者、招竟史者、學珠及潑

棒。他的名字眾多'" ".對於我們來說，帶齡是神和神的

丸子，在她衰弱，我們認織父神，他喝令止在1l'1敬持別的

神。 45

阿弗拉哈特在三間 0年大連害前繭的信息的結束部分，以

嘲暉暉騙峙 斗斗~，酬叫命演進輛輛趟輛輛制學"""""巴拉她岫晶晶歧。一平品也 ……-一←~勾心也沾一叫一一“串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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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土建對基督的 9 可算是亞洲敕會在問世紀初的仿經:

這就是我們所仿的:

我們相信之帝


是天地，海洋萬物的 f創造者，


以自己的影家對建立當，


將律法賜給靡峙，


將黨軍封先知當中，


連購賽昆對 f汝之。


巷尾們又報信免人復活，


總洗的主謹，


就是土帝的教會的信念。


我們不用守各樣的節日，


癸迷離占卡、教主援、占星、吳樹、


這L 、狂歡、處愛的道理，這全是路旁鵲工兵。

聚攏吾諱言蜜語、聲色潰、通姦。

心的 L作是建義於真正的學石拉骨身土，

個信仰建迪拉拉督造聲石上 46 

注釋

1. 	 MJ. E‘ 況祕豈必1惡綴草2掰詰§恥，
 

(r 。
祕這ewYork.19豆3); 90 

立 各種聲三位教似;女發展的資料為從紋，寄予各黨性亦很大。兒 D. Stone, Epìscopacy and 'iàlid Orders 

in !he Prímitiνe Church (1 910): B. H. Streeter, The Primitive ChuTl、h (1 929); K. E. Kirk, ed.. The 

Apostolic Minist門'(1 946); W. Telfer, The qfJïce (Jf a Bishop (1962): H. Lietzmann , History of!he 

Early Chl俐:h. trans. B. L. Wolf, voL 2 (London: Lutterworth、 195紛， 57忌車 5 

3.	 在 Gospel of7nomas', Gospel ofPhi/ip‘ Odes ()fSol()m()n， 已較紛紛。ial()gue on Fale, iæ擬安的 

Address 的 the Greeks， 甚至 Acts ofThomas (三從紀初)譯名投 tl終沒去教 ， Didascalia ( 

!設豆豆粉)詩經勾勒I:B 主教的軍在實， I斂起草正是來自留吾吾約伊德憾。 

4.	 有灣是詩才導機、兒 DOClrine ofAddai (V-~ 絞弱;哎，紀) chap. 3, 59-60 ;倘闕附讀起拉，兒 Histo門， 

01的e Chl恍惚。>/Adiabene [ 1))，織為 Chronicle 可 Arbela (六世紀叮叮 chap. 3 ， 70，缸，妙。 

5. 	 Chronicle (!f Edes~叫， ed. L. Hallier as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Edess帥的'Che Chronik mit dem ，~)rischen 

text und einn Vbers是，tzung (Leipzì囂: Hinrich'schc、 1892) ， 93 ， Chronícle 糾紛的成救援: Qona 313 

A.D刊 Aí偽Ilaba 324 A. D..Abrabarn 345-360丸。D. ， Barse 361-378 A.D吋 Eulogios 379-387 A.D. , K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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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3會6人D. (當時整好馬的石中官移從一所紀念教教;做!立交人進攻碧藍馬帝路) , Silvanus 398 

A、P 、 Pelcida 398-州9 A.D. );是:這abbulas 41 1/2-435 A.D. (見 Halli缸" Edessenísche Chron紋， 93-110

各處) 0 是3爾海部策(十三i投紀)列的毛好?等熊彼其穹的主教名學是 Add坦、 Ag且扭弓 Pal剖， AbseJama, 

B前samya， Tirìda峙， Bouznai, Saloula, Ab胡亂的ouna‘ Abda)， Yazni電 Hystaspe (~巳我 l肖綴舍先)

及 Agaí~i這些主教全tE Chronicle 所列的土幸皇之前 比較"H言，但絞肉總世俗的廢史

實豆粉遊 e 殷實寄給布古裝校生存紛要目也沒教的名單慧、有L行 Chronicle 的名單草﹒ Qo閱 (Yon絲毫 Aítallaha， 

Abraham, Eulogìl捕， Rebbulas.. 絢份是巨頭都乎乎考生很多 l為題。

區的ia Bar Sinaiya 的 Chronography 一書(必L. J. Delaporte, in Biblioth叩，e de 1'1已cole des Haures 

Étud.呵， Ministere de I'Instruction Pubtiques Scìenc郎•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Pari缸 Honore 

Champion, 1910] ， 64) 將巴布 (Babu) 放幸在第一，錢可H也不主義大教授可 Chronography 約於 

-0-0年是支書，但Voobus在他的Historyoft生sceticism， CSCO、 vol. 184, Subsidia 1. 14 (Louvain, 

1958)種 1:142-3 級出版姆斯(j缸現s) 才是第叫校主教的原閣。 

7	 、 捕inga捕na丸， “e 翱紹 'al師1扭S土.A. M 抽豆祖斌 d.anB沁桂 甘怕 

s且.	 J. A. Assemani (大部分從境厄 [Amril );是巴爾希布萊 i雨如列出後翔的流菇哥華防封的撞擊任

名盟章: Thomas， Ad也軾的， Achaeus (Aggail, Mares, Abres (也耶路撒冷主教 Sirneon Cleophas 

檢立)， Abraharn (約在 152 A.D. E每次接向差到西流主義) , Jacobus. Achadabuas ()字於 220 

A.D.) • Schiaclupha (Shaklu闕，卒於 24是 A.D.1 、 Papa. Simeon ' Assemani , De Catholicis seu 

Patriarchis Chaldaeorum et Nestorianorum, Comm仿!tarius Historico-Chronologicus (Romc, 1775), 

1-9 ' 

9.	 這些酒流募會議的記錄是來自的之內年的透支取索體會議 (SynodofDadisoJ '自 J. B. Chabot 

翻譯單及獨車時 ， Synodicon Orientale ou RecueiI de Synodes Nestorie肘(par賦 Klincksieck. 1902)弓

立約-98 '終月1) 娃 290-1 ' i車終站在巴微一方的紀錄，單單從蘇蘿1:教遜灣其哥華草連串的潑的記

錄，在所有鐵哥哥的細節上去每吻合也趁贊闊的，兒P.Bedj帥，盛情le Acts of SI. Mil成立ctaM01旬，rum 

et S晰的叫闊、 vol. 2. Martyres Chaldaeí et Pe付ae (P帥， 1890-97), 2酬E 有此發以古敘利亞x寫

成。Higgins，“Chronology of Fourth-Century Metropolitans of Seleucia-Ctesíphon," 59. 妙的92 分
析;有關JIt教會會主義的不同資料來源。他認為被囚一。你的以撤體會議及 rq 三 IL每年發退家會

主義約會輩輩紀錄長安為數要(:R 7訟 。他發繞“Acts of Mìles" J蓋章里徒的傳記 9 橙子全年份上

是整確的多也是 f 真貨員扣。後翔的歷史及作表一~ Hisl(的。ifChurch În Adiαbene(約 550 

A.D.l, Pseudo-Elìas of Nisíbis (約十世 j紀) , Chronicle ~fSeert (約 1036 A.D.) , Bar Hebraeus 

(128岳A.D.). Amri ('AmribnMatta，如~ 1350 A.D.) l是 Sliba (Saliba ibn Johann純約 1350A.D.l

…一他 MJ念有攪成箏的不同認毅、5It絞指 t但他們的綴兌徒，作品結論“ 「我們聞聲不能1的

車露他們所堅糟的校何要真情，不管是各命要堅稱售量最是一童安約;教見。 J (頁 92) 

10. 	 1!產黨毒透過當定會富麗 (424 A.D.l 何從真的消嫁了分裂反對心危例如‘紀錄中華草鞋等反對巴拿自

的主教強迫空軍內成為 t教‘毯子可可能是真空蟹的。參 Chab碟， SYltodicon Orienlale, 291 '及

，見W. A. Wígr甜n， A History 0/the Assyrían Church A. D. 100-640 (London; SPCK, 191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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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主義書數字擎的傳說是教後其司空益是壁壘偽憊的書信據稱E13 ì藍 tK b鞋幫量的高芳主教授平時惚，確定西

曾在撥著華夏雪封考生東芳約領導;創立。也 i能看來，這特發給憊不會學於五或六世紀 g 兒 Wigram， 

Assvrian Church, 4 [ff，及 Assesmani， De Catholìc忌，掌心 。 

13，有關緩緩阿主教德米特遜尼斯串連捕的記載，是為主遲緩粉1拉輩革豆豆登在 Bookofthe 必附r (Liber 

Tur的)綠燈，此書記載十二般紀前盜墓泰商討主教授的投淆。 

14, 	 Higgíns, 
15 , 	 Theo訟)ret of Cyrus, History of the Monks (Historia Religiosa) , in K. G主lbert、 Bibliotheca der 

Kìrchenvat肘， 2ded叮 50 (1926), P. Peelers質疑有.eodoret月生‘'La Legende de S, Jacques de Nísíbís," 

Analecta Bo/landiana, vol. 3學 (Brussels， 1920), 291品的細節 2 但 Voobus f，有 Th的doret 辯論，

主在他的 History ofAsce你ism ， 1:141 -43, 151 " 

16. 	~來敏捷 6 0 較近期的紛繁、兒1.紙. Fiey，“Nísibe:m惚。pole syria電ueori訊錄Jeetses 紹信賠草血ts 

des origines a nos jours" (CSCO , vol. 388, subsidia 54 [1977]) ，敘利亞人~法變革lJt拉尼蔥花拿 

( Nisibenel 主教的名單: Jacob, Babu, Wa[甸的， Abraham '參K. McV，句， Ephrem the Syrian 司 

Hymns (New York鱷 Paulist， 1989)，島。 Elia bar Sinaia (眾於 [049 A.D.l 則將巴布排在第一。 

J7‘	 V榔bl蹄， History ofAscetici，棚， 1:142. 

18. 	 S. 紋路rock挖出雖然很多敘利殼的資料都認為幾處游將修道主義引發敘利亞頁，然而事實

「無論是敘利頁夏文憑直是給臘的資料多為從發綴 5克海灣奧吉的名字 9 紋絲iîJ追溯至九

做紀他認為敘利亞草木泛的修院制度來自安綴醉在藍各部的傳統套候;如警車養起譯本露營約A福

強制物質的外在狀況貧窮的人有福了J 紋絲};:.椅背 F 盒里貧窮的人手寄給了 j 成一妻子 

!t{“Ear[y Syrian Asceticism," Numen 20 [Leiden, [973] , 3ff.) 

[9.	 府關波斯的修院哥哥反‘~巳A. W. Budge, The Book ofGovemors.' The Historia Monastica of 

T走。mas， 紛紛'op ofMarga A,D. 840, YoL [ (London, [893), intro., cx划ìff 0 

20, 	~~室. B. Workman, The Evolution ofthe Monastic ldeal... (L月ndon: Epwo楠， [913), 1[3 及注。他

觀察事Jj Assemani 終的納波紋尼酒豆豆會議 (325A.D.l之建立 a 其他鄉綠豆豆三三三年 e 

21. 	 A. S. Ati抖， A History ofEastern Christiani~y (London: Methuen, 1968), 291. 

22. 	 Workman, Monastic ldeal, [13. 

23. 	 A. Mingana, "The Ear1y Spread ofChristianity in Indía," Bulletin ofthe John R.1/俗，穹的 Librar子九悶， no. 

立 (Ju1y 1926): 6 。手亨鎮輩子學期修院制度;文獻的予台灣但詳盡的研究，還f. M. Heimbucher, Díe 

Orden und Kongregationen der katholischen Kirc紋， 2這 ed吋 3 vo1s (pade跡。rn: Schoningen, 1907) 。 

24 	 絃旬至是引自去吾土紋，總授對鐘書亨終縛雞狡盟會終形容為發毛主者及紗草鞋君子，見他的 Aphrahat 

and Judaism: The Christian-Jewish Argument in Fourth-Century lran Stu謹ia Post-Bib[ica , no , 19 

(Leiden: Brill, 197 1)，肘。 

25.	 他消費匿跡，間為)!!î1f懷疑他是聶恩$鶴智麗算是講話，事實上，他不觴於絲萬農學的年代珍是

這輩忠$留派的巴巴隊( Bar-Bahl址，約 963 A.D.l建新發現他。兒 J. Gwynn 對阿弗拉E奇特

約《為證》邊緣約給了穹-載於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2d se付酬， vol. /3 (Grand Rapids: 

Eer，這mans， I會83)， 152-56 。 

26. Aphrah說， Demonstrations 昏， esp.4-8. 

'Z7. Budge, BookofGovemo月， cxxxvff. 

28. 	 Aphrah剖， Demonstrations 樣獲般是 Aphraatìs Sapientis Persae Demonstrations， 鉛.P位isotinPS、 

vols. 1, 2 (Paris, [894-1907) 翻譯成「司三十分旬章里的拉丁文 J '慾幾綴畫畫R. H. Conno旬， 

“ Aphraa!es and Monaslic的恥"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6 (1 905): 552n {論證》內除了0 

五黨外 g 己:全苦蓋亞完善起漪，言筆者包指 Gwyn眠，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 的 (956); NeusI閥、 

Aphrahat and Judaism; Hallo惚， Joumal of the Soci的， 'ofOriental Rese扮rch， 14 (1 930): 18-3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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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皇島 Connolly， Journal ofTheological Studies, 6:522δ39α 譯作主詩~. : Lf支持:' (Gwynnl ' 2 慈

思 {Hallockl ' 5 毒發寄予 (Gwynnl ' 6. flii莖-仁，自1] 立約善于 (Gwynn) , 8. f寞;雷 IGwynnl 

9 ' 10平殺者 (Gwynn) 雪 1 1.割機( r如Isner) , 12. Paschal Sacrifice (Neusner) , 13 安息的 

I Neusnεrl ' 15. 分誰?食物 (Neusnerl ' 16 人民(數! I 于惚， ~p談會 (Neusnerl ' 17 海

賽豆豆( Gwynn 及 N叫snerl ' 18 反對猶太人及守教身 (Neusnerl • 19 反對猶太人 

I Neusnerl 、 2 l.Ì在書!Gwynn b是 Neusnerl . 22 死亡3進來吾土 (Gwynnl 。米謬的合;篇是

主堅毅、吾吾俗、懺悔、斥華主運女士了反華文嘗嘗 z 救濟。

立會.	 ('鴻章藍〉洶的第六篇的產黨題，丹等 I修益皇太 J 譯成2立于文，從主主妻子正在以敘利5夏文的 benai 字，yama

(立約著手}來翻綠 c 立約 3等包約 3月初女令他們去登月三進入修道院的的苦(學主義者，見本:發

章程約章‘?這 101 起，另主主 E. 1. Duncan, Baptism in the Demonstrations ofAphraates the Persian 

Sage (Washin在ton ， D. 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45)，例.1的。 

30. 	 Aphrahat, Demonstratiolls 1 莓， 

31. 	 Aphrahat, Demonstrations 7 已 

32. 	 Aphrahat, Demonstrations 6. i部Jjl， 14.11克 18 (“Agaínst the Jews, an這 On Virgínity")ω 

33. 	 Aphrahat, Demonstrations 話， 

34. 	 F. C. Burkitt 認為2套三三世紀事生命只為行粉身的人施說 I Early Eastem Christiani吟. [London: Murray九 

1904] 省 127) ，他 Connolly 反思豆、認為〈論變》這一部分 17.20) 不趁只給新入畫畫的假使

翁， I在1主義那些打算嚴格憋足于自己良好汰的約的人(兇他的“Aphr胡tes 紹社 ~fonasticìs悶，" 529ff.) 

他認為毯…擎的第一空三十六段是主語絲所有懺悔者， jj的第 t. J\，三至二十金投j是寫給立約者同

意恩主義 f那些是這意掌聲結婚的，沒資本告成為更為級的 1義務徒 J ‘但在洗禮建立他們仍然

可以給鱗J 。化教特立從海，於二三 o O 'fi 約 De Baptísm札 18 紛紛似論調 (未爛的不要寄錢

達~	 (沒彎除非他們靠在婚‘絞有能力克制↑青海~.、… j 

35 	 有綴飼弗拉自發終對她i先的書生駕車，見 Duncan， Baptism ' Duncan 含義也雖然向努 t支持告特望這夠接

?學有斂斃的力毅、包絃承認:哀黨的情況主義(赦雪在約工作)實際的司聖蜜意先行。 

Demonstrations 岳 (pp. 14. 17)。聖靈的;先要進~:，(水施i免有腎，的水本身不能更新人的生命，

望重藍各n會憂傷和離悶。 

36. 	 '3 1 文織科 R.Mu討好， Symbols o( Church and Kingdom (Cambrid阱: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衍， 

29 ' 

37“H. L. Pass, 

267.84 ‘ 

3在?這eus必er， J是phrahat and Juda .l'im , 5. 

39. 	 Aphrah剖， Demonstrations 5, esp. 5.6. 10，泌的爭論來自個以退讓零售書七、八室主紋路加浴室安十

同章十…筋。附弗拉員會特沒 1ft按約兩緻帝國約ií 字袍的 者從知道是綜羅，隱沒汶斯 ο(也

加上最後的勝利;主續於「火斃的海上 J 耶穌 0 

40. 	Ap紛紛訓， Demonstrations 5. 

刻，見本主奮第三毅、豆豆 74 根據約瑟夫(Josephusl 說 2 當皇帝伊薩斯叫做( lzat制 11 是是才華

縛，他已改信5萬太教， Ji!. J. Neusner, A Histoη ofJews in BabylO1間， 5 vols. (Leiden: 19吾吾.70) ， 

1:61.67 0 耶穌注立刻法利掌聲人在傅申屬音上派他的門接向辛棄熱心(二次廿三 151 

42.	 有哥哥在尼西比斯約 1商火入學校，見 Neusner， Jews ìn Babylonìa 1 :48ff" 122丘， 180 ' Neusner 

綴著 仔們早撤銷車主督徒z重要惡，統如 fi!. 賞花新立~士且毅 (TannaÎtel 的猶太三七緣。 i 子芳

自喜吾有流慧芳等關主1 (皮紙在當地君主圈內約猶太人佳麗體設立了一級 f萬綴J) 、手豆豆豆 103.121 ‘

有獨陶飾的學校， j豆豆豆 39-4 1. 52-53, 173.77 0 

43. 	 Aphrah品， Demonstrarions 11 ，泊、口，的，時，口，時， 19， 21 ‘ 22 ， 23 

a幽縛能儡過個“ 妙哺軾岫叫“抖迢迢扭益扭曲過扭掙她卻 心 織品的“你訟均已到心舟沁斗
嚇鞠蟬圖臨睡聳聳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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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Jt Gwyr阻， Nicene and Post桐 Nicene Fathers， 的 :162; F. Gavin. “Aphr岫tes and the Jews" (Toronto: 

Trinìty Colle阱， 1923), 14, 67-72 ;特別是 Neusner. Aphrahat and Judaism , 199削 214 列 ili :T有關

的聖經經節 c

的	 Aplu油剖， Demonstrations 17. Neusner在 Aphrahat and Judaism t首腦附弗拉哈特的義督神性論

十分獨特，開首時是用聖綴中的一段人物，如嫩問及所艙門 'ÍIÍÎ不是以耶穌及其他人作

分然(真 130-11 。若要從何弗拉哈特的著作中數級旅紛紛佮綴， Jß R. H. Connolly,“The 

Ear1y S yrian Creed,'. Zeìtschrift f ii. r dí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und die Kunde des 

Vrchristenthums (1906): 202品。 

4吞聲聲口 Aphrah剖， Demonstrations 1. 19 。恥rkiu 稱挖一級還有“C附d ofAphr鞠帥" (Early Eastern 

Chrislianit)九 84-5) Pass 在“TheCree忌。f Aphraat帥"于語似只改動一個字，就是從“senlHis0 

M閥割ah" 轉為“will send His M的siah" 砍了{是真是像遴選建立立人的信經 o {l:l.jr.iJ弗拉哈特可能

是故意的，他的對擊是猶太人及乏基督徒‘所以他蓋率〈綠綠》是以猶太人的思想方式落筆，

然後加上有聽基督線的互交霧。 Pass 終絨線總爍不是為嘉獎太人喜議會告，免交. H. Connolly,“On 

Aphraates' Hom. 1:1琴，" Journal ofTh即logical Studi何嘗， (Ox心治組d London, 1紛紛: 572刁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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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甄別基督教史

阿弗拉哈特的《論體》第九篇名為〈蘊總論卜揭示在 f也

有之年發生在故斯教會給悲慘事情。在自世紀，波斯教會首

要置對的再是基督教與猶太教的關嘿，啦不是剛出現的修道主

，或是教會的中央化問題多粥娃約在三間 O年發生推波斯基

純身上的大組害。

怪的是附弗拉哈特辦有提及導致詰坎迫害的兩種主

第一條縛火線是積士坦丁歸三位。羅馬的揖督教化學在阿弗拉哈

特的意料之內，從他在當位基督教帝王君士坦了駕崩那年且可寫

的《論證》第五篇〈戰爭論〉中對聽馬的含糊描述，說話顯示

出來 o 但他作為接軒的聲檢籠，身處於與羅馬交戰達數個t\tj.;己

的波斯，他大有理由對這摺嚮方主朝的器督教化作低調處理。

雖然波斯的扶教是第二三f盟主間，但羅馬的器督教化明顯是續發

大道迫的主要要原霞。雖然不能說組書背後沒有宗教動機旁f1i其

確是政治性的。當蟬馬基督教化梭，它的揖敵波斯便開始

仇視聽督教。

方對基會議的態度自成爐轉。在暴督出生接三三百年，

轉督徒在盟主…直受到祖害，相反在東方卻纜車宗教自加 o 在

伊得撒殉道的多是羅馬人，悶不是波斯人，乎每瞬之事始於蟬

皇智能雅努 (98 … 117 A.D. 在位)的論令 G 傳說色þ 能看電、

挖空 (Babay) 及記蘇也 (Bar叫做ya) 在恤統治觀興在奧斯尼肉

相繼殉道。當先禁制華費教的現耀馬。 l

羅馬的組審接近尾聲之隙，另一位羅馬主互理古妞(LicinÌus)

續{布的法令亦導致性禮納 (Shamona) 、古里亞 (Guria )及執

事哈It.← (Habib) 絢道，J1t擎的真雄性較大。寧情發生在 

O 九年，就在加利流( Galerius) 、君士主去了及理古妞寶安署羅

度宗教白由法( Edict of Toleration) 的前兩年。根據記載，

理育組那年在伊得撒「攝追 j 基輔糙，會令組們向朱腕特 

Oupiter>獻祭 o 的不見鐘縛的鄉村執導革哈比←知道自己作為

督徒應有的本分，組鼓勵倍誰「要持守黨纜 j 。他軒說的態度

不聽而走，為 f救村鈍，他犧牲島己。他為了龍的三幸，而鮑受折

樹倒背喝祖國幽幽. ，帆吻"翩翩點 也過勵晶晶晶晶叫“吋咐幽蠟燭毯 e晶 晶丸給咱~"，tl( 心的 也 斗仙法^，亡 4 叩門偏心 ~，~主主訓他h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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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最後被火燒死。 2

羅馬對基督徒的迫害就此停止。東方教會的薩呂主教瑪爾

雅各 (Mar Jacob, 451- 521 A.DJ 在二百年後回顧這段歷史時，

讚揚哈比←的殉道為基督教開展了新的一頁。他在《訣殉道者

哈比← j> (Oration on Habib the Martyr) 寫道:

於是不需再獻祭，會眾得享和平。劍已收回鞘內，基督

徒再沒有遭受迫害。(大逼迫)由沙此，爾開始，至哈比

卡為止，迄今再沒有人遇害。哈此，卡燒死後，由勝利者

君士坦丁統治，代表著玉權的十字架已經得勝

伊得撒以東的波斯境內並沒有這等歡呼聲。在羅馬的逼迫

下，波斯成了基督徒的避難所，歷時二百五十年。《阿迪阿本

教會史 j> (Histoη of the Church in Adiabene )解釋這是因為帕提

亞人在宗教上採取自由政策，無意進行迫害;而隨後的薩桑王

在宗教政策上不像帕提亞人般寬容，但他們卻又忙於與羅馬交

戰，無暇理會宗教問題。 4 此外，羅馬君主視基督徒為羅馬的

敵人，所以波斯王認為基督徒是波斯的朋友。

直至三一五年，信奉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寫了一封不太

明智的信件給波斯的沙普爾二世，可能是此信令波斯對基督徒

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君士坦丁本是出於對波斯信

徒的好意，但卻將他們的身分暴露了出來。他向這位年輕的波

斯主道出:

我很高興知道渡斯各省有很多基督徒.. ..你大有權力，

又受人景仰，我把他們交託給你看顧和保護。 5

波斯與羅馬交戰三百年，信中的內容足以令波斯主懷疑國

內的基督徒是潛伏的內奸。二十年後，當君士坦丁集結軍力，

向東方開戰，波斯定覺得她的憂慮終於成真。優西比烏斯記載

羅馬的主教也準備與君士坦丁「並肩作戰，祈求他旗開得

勝 J 6 在波斯國內，直吉不諱的阿弗拉哈特從閱讀舊約的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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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 2 輕擎的頭吉攤為會戰勝波斯。 7

、投斯雷臨雙重危機，國家的安危既受到威脅，國教的存亡

亦繁於一線，於是閩中的扶教祭司及統治者聯合政治與眾教的

力蠶殘審基督麓，成為體史上對韓督在是最大嫂模的道現 o r歷

時之久、兇殘的程度及辯道者的人數都是空前提後的。 J 8 

措連基本上聽芷若擎的，只是傳統的說法可能詩張了殉難的人數，

並誤拭為大遍揖連續在四卡年內發生 o 事實上是剛吹為期較短，

慘熱程!賣不相伯仲的瘋旺行為，聽聽曾有一段相對上較為租

的日

邁過始較之三九或三間 O 年，參議斯當時也曾F普爾二二世棧

泊，他的任期比其他波斯王都要畏，共七十年 (3昕一 379A.DJ 。

這是充滿戰爭與這場的年代，完全到翱交鋒與披斯纜興的年代，

鱷馬基督教化及波斯教會解體建六、七十年的年代。

但在此之前的四十年，部三世紀末、白話紀初 9 有分裂危

機的是被其rr帝國而非被斯教會。在二九八年，釋，馬王加利就管

好敗說þ普嘗嘗二三世的報父納西 (Narseh) ，波斯損失髒暈，美壤，

不建米到北部研有的土地 3 報括尼西比斯及五個性於成格嘎斯

河以東及闊迪阿本k:/，::f仁的積份均落在敵人之手。詞控 f自音15蜈者

在眼裹，乘勢在法斯西部及北部起兵，心」度攻陷波斯諾都閥混

幕棄商封。黨占雄頓族(Khitan的也在中亞洲蠶蠢欲動，蘊祖

大黨的攝蟬，雄至伊朗 o 說斯主誤;立無攘，攏。實罷 j軸納盟的

子霍梅真奇特二世 (Hom這 zdIO 雙將他問齡麗在獄。不知撞他們是

想保留這個王朝，建義是想把它傾囂，竟立了彎腰繭的霍梅斯特

三世的芽、后腹中境;均為帝。聽孩誕下數月，他們便立他為沙普

爾二世。他出奇地生存下是 o 1瓏卡六歲執掌朝跤，艦ff注重建族官

員 G 還未到工卡車是，飽便以聽暴的手設對付的處擴掠撿葫的間

組 f告人，命令士兵頭j穿 1m們的闊綽膏，使他倒不能再拿起武器

跟他作諧，因此能得了 f肩膀錐子 J 之名。接著他派兵東攻庫

什汗王朝，奪取大 Êl o 他不足三三卡車義已全裝備為相父一雪前恥多

決心從擺罵手上奪;到波斯失去的土地一一一定問比斯這個邊與

嘴說繼灑籲隘蟲位們內研-耐心造晶晶平晶晶溢血通幽泌鐘過鐘鐘泌抽泣 '!(;結起溺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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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王賴在底格里斯河一帶的會份令

二三七年，君主垣了大奇為了保議基督籠，準備與 f吉幸與

數的痕累詩聞戰之際，卻不幸溫t段。對沙轉爾來說，此刻正是反

擊的黃金機會;君士泡了已死，闢竄出倫之三名兒子瓜分。同年，

波斯的輕羈兵越過邊界，熊彼以蠶軍官闢耽尼間比斯堅固的城垣。

熱鬧造攻關城竟告失敗，沙普爾轍賠。雖史學家提阿多勒記載

的主教簫姆士的禱告軟了尼城學俑者來了成千仁萬的蒼

蠅，令波斯軍隊不知所措，黨Lf乍… a 鶴。 10

無;~還乎當逼迫開始後不久，。鋒事會對對攝梅毒主管徒的首項

是幫助和嫂擺羅馬敵軍 o 扶教接碌中對按其芳草說 r 西門

泰菌封主教)定將務有勢響過錯給學IL轍。 j 記þ普爾三

令要基督徒數交雙龍說額，由主教閥門負責收輛。沙

道他們生活貧蝠，主教定會身臨臨纜。一名快名的殉道

傑臨了涉普賣書玉的詔書，措藍色了瓏勃波斯之恆的專欖樹裁:

'掌聲t 收封從我們上主而來的詔書'1:燙發馬上述捕基督徒

的當拼搏門。除非舵，鑫署這份文件，肉雞徵收辟有居住

森戚們闢土中的基督徒雙倍稅金及質條貨品，否對不能

釋放你 o 我們的土主疲於應戰，為蝕，們就表休養生息。

他們位在我們的土地， (幫)跟我們的緻人數線冉一捧

線 11

門 沒辛苦留.IIt問題竅， 1意搭建樣的稅 合平的，

並主支鶴 f 聽不聽說吏，古話是上帝群羊的殺者 J 0 殺戮就此展開。

沙灣實穹下第工擺攤令訴毀所有教堂，處誰不肯護車與棚中太陽轍

拜的教士。閥門主教被捕，帶到色þ普爾面前，攤悅吵蜂窩可年少

持己認識施。他們說如果西門願意向太陽敬禮，就機掌重蜴金銀

財賢。 當他轍然掠攜(一如控告他的人所料) ，她們便誘騙飽，

謂如果的…人鵬聽纜飾的捕，他的信使便不用受罰;否則的

不 ffl所有的教會領袖，就連所有信徒都會受軒說攏。此憬，

督徒奮起反抗，組組接受如此串辱的解脫方法 o 路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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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日(更大可能是九月十四 S) ，西門與很多教士被帶到蘇離

職外，豆豆名主教及一百名教士在閥門吾吾誦被斬首，最讓他亦被

押土刑場。 12

接毒害的二十多年，在事要個臨家中，基督徒安人追捕及殺銜，

慘烈的程度有時插像是大屠載。其後，吵著爾頓令有計制的攝

罷教會報袖。第三額的壓過針對錯徒中最易受打擊的一群 p 就

是誰讓斯國教扶教轉投畫藝 3督教的波斯人。首古文曾擺及福音首先 

i勾議太人及敘利亞人傳闊步 4也們不是波斯人;但3寫了問世紀朝，

伊朗倍徒不斷增加，他們加入教會就等如失去一切，包括家廳、

財鑫、吾泰藍生命 o

敘利亞的《殉總者行俾:> (Acts ofthe Mar:砂rs) 有一則故事

講權生於聽農家麗的男孩薩( Saba Gusnazdad) 成為華督能

的經歷 o 他會訴母親己改佑耶穌， {.ê.揮不敢向父親禮讓。其父

死後，他無法再瞬瞞 o 他的叔父最來出席祭儀和支薩巴為一家

主的犧式，但聽凹的母親一再鈍辭 r他年紀尚轍。 J 可，措

也於事無補。後來飽的叔叔知悉真相後， {更斥責釀已轉信基督

教，接著奪取了家脹的控制權和財產 e 的

扶教繞玫信幕督教償失去所有攝制，嚨大道主巍的黑暗喜愛月

中=他們更紐常被處苑。告嚮白色主要是扶教僧梅，徊。鑫督能有

時懷疑是 5萬太人所為，指控飽們充當密探。撞撞出現在部兮當

時總害賠史記爐中的民猶太的語調，可能是使人加撞去的，

實土，猶太人在當時聽密宗教少數澈的風湖中所能的苦頭，

實在比驀地督徒少。第五世紀的歷史學家蘇黨文 (Sozomen)

有傳說稱西門主教兩位姊妹道主善是猶太人役中作嫂。抄普爾

一巾的芽。話故仿猶太教，輩革黨文說她離奇患病時，她的猶太人

朋友告訴她商們主教的輔妹為了報殺兒之仇金在一去括身上下咒

(辦辦二人是禁憋的聾的兒女，跟離態的按其奇異教徒十分不聞)。

抉數的權侶提拿她們多將她們鋸成兩截，並命人將聽聽的玉昆

連問擔架輪到她們位在禍盔的臨時歸之間，以解除罪惡的支監督教 

14 
洞口 。

矗盤磁晶晶￡ 呵?您戀雲三品益率已越們 快忘這話吉、 句且一ιN戶 4這幽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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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殉道、以及關復多年的磁恤，使波斯教會聞自起步的

中央化組織毀於一旦。 5襲首都的基督接推遲量為西門接投入的鸝

任後不久，便被提拿和處死。聽聽門出任主教的，現今

知護其中兩人的名字 o 緊接園門出大主敦的名為噸多斯 

(Sahdost) 而他死後則由巴爾巴什明( Barbashmin) 繼悅。臨

多斯在仿不足。年，凹爾巴什明在位年日也繞不了多少。 15

教…職懸空二十多年，問凡繼任的說得部部持克亡 o

波斯王朝對基督接的組害本出按敢路上的反羅馬情緒，校

教教繞的宗教狂熱及對與教的抗，提起了鏽臘點火之效。〈吶

者行縛》中弓!述了一段輸兮，從中可見侃等紅熱分子通常偷議f

基督能間來的仇恨和各欄控訴:

喜色督徒破壞我們的教義，教導人教摔一轉為不拜太鑄成

犬。他們又教導能們嚷嚷水，還姜末嫁不發﹒不生兒，如，

拉攏與波斯王~緝。始，們毫無顱，忌的撥單啟動物及吃牠們

的肉，他們將死，人葬在地上，宣稱蛤從各種爬行的動物

都是一位良善的上帝所遠的。他們說視玉的使人，教導

巫衛。 16

在…三三七九年多昌、普爾久前碧藍世前，過霉的程度轉弱。傳統

上謂誼故能會事持續了四 ，由王三九年闊的五至三三七九年抄普

爾逝世為此，但早在他插嘴前十年，最惡舍的情、況已經過去。

波斯教會得事短暫的和平，正可能是侵略者難為舉辦兌里安大教

於波斯的手下，並於三六三年駕諧。 f級教義 J 兌里安在二 

O年螢箏，放棄了地叔父君士跑了大帝的華督教信仰。他擊敗

了萊茵冉一槽的聲族雪冀盼成為第二位亞膳山大大帝 G 他領軍

向東 l I驅壤，下幼發拉底呵， 句間流基泰西轉攏潑。在波斯苦都

外，他草草易戰勝按斯軍隊， 他們退回城艙內。驛篤似乎勝

券在搓，假坡一切都是最象。克車安的盟友單位美母親人背飽問

去， 1m摹督棧混不顧意為了一個強教者犧牲。佛的阿拉伯支持

者因受不了備的傲慢和吝會問離去，加上羅馬共對被斯一眾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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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的樹攻戰衛主持敗，所以能決定暫時撤退，不再厲攻西就基泰

部封，以鞏間已力。可是這稱為 f 藤，馬拉 (Samarra) 的約會」

的稜撤卻令克里安踏上不歸之路 o 說斯人發城盤棋巢師出 3 擾

商L鱷馬毒草，童聲將軍的補給當時紹，在離睹謊器裝西對北部納

體的髒烏拉，尤現安在 4場小規棋的戰哥哥中被刺刀研悔。聽史

學家提阿三套勒及蘇黨文記難他華死時，將自己的處灑於空中，

大叫 r 暮督徒，你們戰勝了 J 17 

涉普糟的大勝令受驚的鐸馬車不得不鐘旗息載求和。他嬴 

f也祖父繞部失去了的所有土地:在 f霞在 1底格提斯?可以外的會

紛及最大的戰和品一…“著名的堅城尼西陀薪。居於教收纜的失

雌上為數眾多的屠殺被讓移到波斯的車東劑，充其集中於伊辦

法第 (Isfahan) 及蘇鑄幫納 (Susi訊a) 。報撒喬盟內的離祖 (Moses 

ofChorene) 記輯，會中但括約十萬個基督被家底，這本單使波

難事長鋸麓的數 E 大增，更苦 i 攏了攤拜毛義式用的文摘及聖典。褔

比斯 (Voobus) 相仿大量的難民投譚厚轉使西方四本種音

本iE典得bl.說傳，還;新建設代了他擺安的〈四梅奇合碧藍>> 0 的

正錯此時，曾協助尼間比軒招鑫紡禦者對抗披星話早期進饒

的裁和j亞人怯怯藩(約 306 … 373 A.D.l '最線也與攤焉軍隊 

11 
1 一持撤離 o 以能建有位之年，是間比無都在離馬人的麓的下多

干 部且主義錦倍鑫督教的羅馬鏡泊者。他出生前不是十年，尼間比

其丹已被廳篤{古轍，商君主蹋了大帶信主持，他釣五、六歲 o é育

以當三大三年的和約將越禮館去登鎮交由波斯時，以法擺巳年近

六十。他曉以合然反對間器與教的波斯且稱，就無可選擇地要

借祠的對基督龍的保護而跨站建界攝入羅颺的領土 o 大迫害在

波斯蟬內仍然持纜，以法黨走到西方多剪道主教會囡而失去 z 一

做著名的神學家、體經家及聖詩作家。{色流亡至Ij{尹得撤，度攏

了他使命中最後的十年。傳說他住在混穴攏，曾經在諾言場工作。

他堅決拒絕別人給予他的藏位，但可能曾在著名的伊得撒學校

任教。抱著燈宏觀，1f:乎瀚的範鑽在書麟，出巴得撒尼、路吉安及

摩尼的真端思想主當時的科學理論。雖然以法蓮怒斥異端及非

斗牛牛斗斗志44通過溢錯過毯錯幽幽盤壘起這話訓 盟(忽且咀呻拉山~"""'~ 一 品議通



149 第4二萬t 大治變 (340-4 01 A.D.l 

f育籠，值卻有憐個窮人的，心腸。當伊得撒發生嚴麗的饑荒，無

數繞民在街頭學以待斃，以法蓮的關 d心和信黨令城中富有的人

大感蠹愧，紛紛拿出轎車的財寶蟻濟~悅。他泊之霞在東方興建

其中一所最早期的基督教醫院而備受讀擻，雖然只是…研轎桶

和會主容精成的聽說多但卻有三張床位。 f臨臨終前叮囑別人不

要將他總葬在主教和富人的墓雌裹，乃要與窮人間葬。 19

關於槍搶難將代的傳說和歷究莫衷一是，以致難以體定大

迫害，將止的日期穿估計是尤里安戰敗後，主i、普爾三世對羅馬的

慮城鵑多鏡頭佈宗教自由法，給予基督徒某報度的自由。必

七九年記i、普爾堪設，繼位的都是平爛的君主。跟飽們敵對的

封體諸使勢力日誰助大，爾自匈奴從中亞蜂擁而歪，在4起軒的

立輯出沒，這…切令他們產生全接心，無目骰再跟鐸寫作戰和支皮書

督謊。興權沙二世接續往þ普爾為去。在能統治期憫，波斯爆

發暴動，他只統治了三年，使自吵嘴齋主世執政(383 … 388 A. D.) , 

他與羅姆宣言學習他和平纜的，搖督徒研受的壓tt!日見說少。 21

可能現在 tþ普爾二世是愛社前線，出現了…蹺較為和平的話

子，讓波斯教會可以重新禮堂立買澆華泰聞封的主教。有調經甄

禮後，也托馬爾攤主教 (Tomarsa 或 Tam惜別出任此職，之後

自夸堯碼繼任，使自巴爾巴仟曉殉道後憊空多年的主教一職得

以換槽，但這峙紀聽不能作纜。然而根據自之間年擔追索會議

的記轍，拉夸堯瑪後，又出琨一偉長時間的真空鶴，使構為大

教管轄期，但當際情說與日期都不清 
22 

事實上，基督徒所學的通迫似乎提未真正停止 o 韋攝 

(Wìgram) 形容造好像嘿憐的煤一樣，理於動麗的社會秩序底

下的仇恨及宗教狂熱，會不縛著起來，然後又會「漸漸熄滅 j

鐘情況一輩持續獲第五t!t~己韌。 23 據說夸魔王塔自任主教時，糧

油幕督徒的情況仍然十分嚴重 o 他在八十高齡仍答應出任教會

聽袖此危險的職位，原凶親如能所說 í我行將就木，與其是至

死多不如殉道 o J 24 

燭迫:大約於悶。一年結束，臘史學家蘇崇文生於那個密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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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憶輯部主些經歷通過坡的人所說的故事時，訴說姆護者

不計其數 25 據一項估計'的有十九萬激斯墓督提議霄，比起

西方普安羅馬過爐的人數為第;棍在被斯，變餘的信徒比起西

方為少，成主主早期亞洲基督提忠心守主霞的不朽記號。 26

注釋
1.傳說話室主主早期的殉道清是在他雅努統治期翎犧牲，但有儉學者認為若真有其事，應該殺

發生於二三 iiO年羅為緩行迫簽約持翔。見本苦奮第三三斂，貪污-76 。

立 • The Martyrdom ofHabib the 卸'acon ， in WìI詰am Cureton. ed. , Ancient Syriac Documents (Lond棚， 

1864; repri眩， Amsterdam: Oriental Pre蹄， 1967), 72-85. 

3. 	 Oration on Habib the Martyr, in Cureton, Ancient Syriac Documents, 95-6。 

4. 	 A. Míng叩a， Soun::付 Syriaques ， vol. 1 (Leípzíg白日訂閱sowitz， 1 孽。7)， 10昏， 109

事。	 Theodoret， Ecclesiastical HislOry 1. 24. Sozomen's Ecclesiastical History對同一封信所作的論

學要立豈不繳獲警自期也主義童基金穹 φ 

6. 	 Eusebius, Life ofConstantine, 4:56. 

7. Aphrahat, Demonstralions 5. 特別是 5，巷， 24 0 ~本掌聲第六傘，頁 132 0 

在. L. C.C制結tellì ， "Sassanians," Haslings Encyclopedia ofReligion and Ethics 11: 203種 

9.	 有事銳的日期主義三洲 O 年，很波斯及羅織的膚色是在年初就年還般處鍾的。 

10.τñeodoret， Ecclesiastical Histo佇立 26. 

11. J.La切關， Le Christianisme dans l'Empi時 Perse sous le 咚mastie Sassanide , 224-632 (Paris: Lecoffre, 

1904) ， 45-聶哥!述。 

12. 	 Sozo臨帥，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 9-10; 及 Labourt ， Le Christiar的me， 46-悅。主要來線是 L紋， 

ofSI. Simon Barsabai (互信敘利益文 l ， ed. 欽 Bedj蹈， in Acta Martyrum et Sanctorum, vol. 2, Martyres 

Chaldaei et Persae (Paris and Leipzig、 1891)， 130枉。這 i 文踐來自機 136 ' 5至參 P. P能ters. “La 

date du marty甜吐eS. Symeo血， archevêque de Seleucia-Ctesiphon," in Analecta Bollandiana vol. 61 

(Bruxell肘， 1938)， 118ff ' 

13. 	 A. Voobus, J你的η ofAsceticism, vol. 1, CSCO, vol. 184, subsidia t 14 (Louvain, 195息)， 223-4，引述 

Bedjan, Acta Mar兮Irum ， 2:642絞。 

14. 	 Sozomen, Ecc/esiastical History 2. 12. 有關猶太人的角役，兌 A. Fortescl蹄， The Lesser Easlem 

Churches (London: Catholíc Truth Society, 1913), 46n 0 

1的5. 防位i草餘gins，‘M.J. Hf

(1仍953 5-93 有釘力趕繼色韓鱗草草綠華閏 F 祕蚊些坎;的臼算翔呀為何主趁蓋z仿):尋衍 夠 鬥穹護緩牽巴逝f 在主三凶;濕羽圭年宇 P 且是君主紡線，$斯三支書畫的

核算詩是在法約只/開全年5克延續了某段話宇間。{鐵說所乎等約史3控告且認為在1 爾巴行員與共衍驗

七年﹒但?他們全主義銬的 J 0 Labo酬， Le Christianisme, 72-3 認為發言書斯於乏認二三年逝位警

仔自己事實的什明則於三~六年。 

16. 	 Acts ofAqib-shima， 朋 Bedjan ， Acta Marηrum 2:351 ' à'l w. A. Wigram, Hì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n::h A. D. 100-640 (London:SPCK, 1910)， 64δ 引途。 

17ηleodoret， Ecc/es的stical History 3. 20; Sozomen, Ecclesiastical Hist啊y6.

的 辛苦嫩綠製內的學寶貴公之吉亞多à'l J.N叫sner， Histo月， of the Jews ìn Babylonia， 主 vols. (Leiden: 1966

70)， 4:16ff引錢，及A. Voobu忌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the Gospel Text in Syriac CSCO (1 28), 

subsidia t. 3 (Louv扭扭， 1951), 30 '另參 AmmianusM缸'cel!inus Rerum Gestarum Libri 20、昏， 7 ' 

品 揣啦啦...轍繼續遍遍屆世叫他幽幽幽幽幽祖祖國幽幽斜叫樹M 地品品益離恥且已唱鈍，幣 心萃缸齡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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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趁機馬對沙爾嘗嘗之三位在戰場上所載的緩緩資料已 

19.	 芳:若要把這名以必要奮與另一佼較少人認富麗的以法蓮波漪，後者是十i殺紀吾寄至終iJJ火的主教

授，雖然十八股紀]. S. Assemani et al. (Roman. 1732都46) 絞集了他太壘的辛苦愁， f.丘吉全沒有

他的著作食終 2 他的書盟章寄自K. McVey 練車壘'Ji!.他的 Ephrem the Syrian: Hymns (New York: 

Paulí泣， 1989) ，附有引咎。另參 Selectians， ed. J. Gwynn in Nicene and Post研Nicene Christian 

Fathers. op. cit叮 Ser 日. voL xi泣， pp. 2 (1 898) ;紋。.Bar正lenhewer， Geschichte der altkirchlichen 

Liter，αtur， 4 (192份安 343司75 0 手可關他的生乎沒二[f午，兒1. B. Segal. Edessa. The 81essed City 

(Oxford 白 CI訂endon， 1970)， 87ff 及各處;及 H. Wadde泣 ， The Desert Fathers (London: Const泌怨， 

1936)， 189‘90引述St. Basíl's Vita S. Ephraem (c. ví, Vit. Pa l. 幻)及1 Paradis州材sHeraclidí.'s (C. x 叫ii尚u 佇陌 衍 訊芷v i仿)。 

20 肘1ggí泊恥.喀 ns

立幻i 沙普爾:玄立 t 嬴 波笠φ及仁慈 j Wi怨草fa ， ofηyoft約， 呵 川i翩做垃 EE得 ?公iF 約讚暑譽畢， 祕 ‘m， H 乎 'heAs. Church， 紹，引閃 品1S仰t syr


述紛紛Tab削 (ed.l、loldeke， p.7 1)。
 

22，後絲絲竟是{已事實給你萊於 1286 A.D. ' Amri 約於 1350 A.DJ 謂托，馬爾曾產主教接與沙發爾

三t!!‘苦苦悶一跨代的人，而是于多鐘玉琴是在12!l!投給予卡作主學生可但卻雪慧賽季爛的上較為相延緩i學家教

會議黨中所提供的畫畫畫畫矛績， {費者記載:f:E以激於問。一或三年是11任主教前的二二十三年，主

教一單是一:蔽體積紋。 Híggins. “Chronology" 較傾向書長麗梅爾個懸空E閥的設法， -"f鱗縫三七九金字

前，托馬嘗嘗重量及夸樂聲器叮能在此紡織曾在 fÎï.一紋絲吾吾衡 :ÎÌÖ較長的懸按其惡縫在三七丸子更

固 O…泌二年 o A. R.Vi肘， The Nestorian Church何 (London: Independent Press, 1937) 綴然簿

紋的是否簿，是香舊約 Assemani， Labourt 及心劍，名單一如下，西 r，薩巴 3客車~ 341 丸。;自產多

新 3尋 1-342A.D. ;巴爾巴什紛 342-346 A.D. ;懸空 34惡個383A.D. 托，梅爾薩 3在3-392A.D. ; 

奇事E 草草 395刁勞 A.D. 及以微 399-4lO A.D. (r首佼大教是在 410 A.D.J1 '平等鵬還迢，宗教

嘗嘗會議的純金筆會見 J. 紡、 Chabot， Synodican Orientale au Recueíl de Synads Nestaríens ♂訂怨: 

K1incksieck, 1902) ， 292 。 

23 波斯大通蜜的主要演料樂是 Be勾銷， Acta Martyrum et Sanctoru悅。'p. C!且，此發共有七織 (1890 

97) .第二級名是專 ， 2 與Martyres Chal你ei et Pers帥，第四掰記述波斯聖人且是殉道者生子 

這醫學真還有關。Jl:仁慈是以言敘利亞文寫成 o 緣分也 Bedj削編輯的文織好經成了輩革賣會文之說

的斂錢。遮蓋寄錢正是 Labou反革梅 Wig措詩1 分別以法文和蓋在文革甚遠段歷醫~峙的主要要資料來源， 

Jjl, Wigram, Hís品加y 01 the Assyrian Church, 76-86， 剖p， 82 ; 旦進 Lab斜肘• Le Christianisme. 尋3-82 ' 

2尋	 BarHeb叫做峙， Chronicon Ecciesiasticum 2 

25, 	Sozom間， Ecc/esiastical History 2. 14 為於I'!l V日之三年，蓋草案文認為單是那些些知名 F鳥語堂諧的名

單車主革革命一苦奮六千憫。 

26, Casartelli，“Sas錯獄前述，奄奄 11: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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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波斯的後薩桑時期
 

(400酬 651 A.D.) 





第八章

波斯教會的重組


「我們憑著上帝的就作出以下的規定:東方教會的信徒

不能向崎方，教會的派車較長投訴他們的主教長;所有無

法解決的問蠅，都典等待挂骨的審判.. . . . . (而)東方教

長( Catholicos )的從騙人贊成與大主教平等的主教長，

不論在甚麼情況下也不能判斷東方的教長... '" J 

會議，問二凹年於波斯的馬格達舉行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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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當紀甫開始， 片光明警部及至大迫害出現後，

紀研研綻現的和平。景象，不塔一擊，不久黨報誡無蹤。芳草縷

的現實是:第五世紀監整個人親聽史其中 1醫艘船高L及慘痛的

重紀。在商方，羅馬先禪讓族搶掠，做後與靂，馬星星帝一起告終。

哥特人寫控力( Alaric the Goth) 在間一 O年佔領譯為;而在四

九六年， 13 附饒人奧拉維加( Odovacar the Gennan) 亦賺點了

線木偶的奧吉斯都大苦苦悅。mulusAug制tus) ，結束了商

方的蟬，馬帝擂。

在東芽可怖程控戀不比西方擺色的侵略潮亦橫掃了中

瓶梅置。在;三九五年的夏季，居住在現今阿富汗與青俄，囉斯地

的自旬奴橫攬了頓河 (Oon) 的 riiJ 日地域，轉喝了高加黨 ÙJ 

E辰，攝入波跌。他們有如一接閱能冊。抄H刮起的報膩，正橫掃難

罵和伊朗磕辦個古國 9 令接利亞東部的拜占庭省份陷於危機 o

法爾(R. N. Fryel 發琨大部分希難的與家都認為余先前的一

，中亞蠟躍是鑫西亞人的天下，而j丟在對誰是生鍾的五百年的

是匈娥的天下;匈奴之後，在接幸存的五否年，攪成為突厥和

古人的時代了

旬章丈人本身很有可能擁有蒙古人的lfrI統。 3 幾百年來，游

教民銀慢並無休止地橫輯了!黨闊的亞洲平路，壓迫在他們之第

封建的其他誰?教民脹，將塞屆亞入驅逐封邱攬子在一世紀結束

了印膛的京建菲王國;三百年之後今又挽{吏哥特人攝入意大利，

以掠鵲釋為。現在，百f梧的匈奴人已我波斯的北輯及雄主至南方

奧斯是內的女踏上，輯上了死亡的印記。敘利亞基督徒詩人斯

威朗會 (Cyrillona 成 Qirilona) 轉於三九六年草草下了匈奴人擁經

峙的戰標感受:

北方;給燒處處，低沉蕭條;


主啊，若你無視這一切，


他們亦會;有線躁擱在。


交手匈奴征服了我'之長啊......


“自由扭曲函趟趟趟趟趟幽幽值毯'---+~晶晶晶趟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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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他們的利亞刻將我毀掉~.. ... 


若你將我的成鎮究在他們手中，


那麼，你神聖教會的榮耀又在何方呢? 4 


的發展，就好像這位詩人的構告 3 部分得故應允:匈

奴的馬隊模樣識方基督徒的緊措峙，再向商議潑，大肆破壞半

基督教化的轍粥，波及範闢lÍl法蘭西的 ~li籲持到意大利北的。

死亡與戰蟻不斷蔓豆豆，車;至四五一年姆純正阿提拉( Attila) 最

後戰做才告一段落。瓶梅一時期 g 披顯得以倖免於難。在:由甜

甜制最初二宇:年的太平日子中，被斯教會得以從大過害中復元

過來，並能讓組成一一個有效總作的全國，性組織多在第五世

故語為離忠多留教會。

族的入侵最少提成了一個正麗的後果:到國數百年來的

爭戰終可暫掉。蠅，隨和波斯聽了在四之 0年發生輝暫的艷艷外、

白色i、普爾正當 (383 - 388 A. D.) 對瓦拉蘭五敢 (421 一特O A. D.)

的五卜六年闊步一直和平共存。波斯教會正是在這設國際關標

和緩的閑散時段中黨組架構。自波斯藤聽三E朝於二三六年 l蝠起

以來，這設日子算是東方教會(也就是羅馬帝鵬以外的亞洲

教會)與西方教會首故有組織地共問諦權和平，堪值記念;無

沛，通亦是普空教會最後…改攜手合作。守主第五世紀，全球性

的戰觀波及各 f國大籬 'TITI 教會大分製( Great Schism) 亦在五

世紀發生 O 在世紀將結之前，統也. ÉÝ:J基督教世界且無可挽回地

分製為三吾吾分:西方教會(羅馬與君士垣了堡) 、東方教會(波

斯)和非洲教會(境及與衣裝匹亞)

以撒會議 (The Synod of Isaac, 410 A.口. ) 

教會的廢史通常記雄發生於教會內外的事件。早按一

藹，當凹帕巴幫幫該主教決心態波斯教會構建為一全國 4性組織，

將教會結構中吳先似乎是可行之議 i 而且面對日益中央化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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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系，龍也是必需的。然而， t皮斯與羅馬反的成仇，令這一

切計制無法執行。當拜其敏的技斯與倚著善教督教的羅馬帶鸝

於事戰中，按其牙根本無法容忍、在由己的帝國中出現…個獨立

的金屬性基智教組織。當波斯與羅馬再度和平共存多捕屆中亦

止對基督能組審時，波斯教會才有機會重組架構提完成自巴

帕主教時已銷始的統合::L作。第五世紀開始撓的短短 i‘四年筒，

讓斯克轍，召價了三故教會會議，主甚遠及高效率地將被斯教會講

個全國糙的教會。他們的熱稱之為東方教會。

在波斯教會主藍純的通程中型府三種特而相互競爭、時而相

互補足的勢力主導:第一步;波斯主教之騁的共識;第二，波斯

政府的勢力;第三，代表盟方教會的安提幫主教長。他聽身耘

，{.El話。對此事品為關注。在這三大組織的權勢的交織糾纏

個獨立的按期教會使於此腎琨，並首度獲確認為東方教

之最高組織，胎教長掌管，核教授為百流恭恭聞封的主教。

但總使波斯教會現在己得到府三位，但仍毫不猶婉地接受西方教

會於玉之五年在尼問斑會議中所定下的教練與競訓，只稱

改動，而事實上波斯教會一車制來都 J捏捏了清 f閣會議。再

，波斯教會雖然在架構上已經獨立，但亦聞始意誠如他們的

教會永不可鮑完全 f霞說國家的世俗權力。而事實上波斯是非

督教國家，這一黑古跟釋罵不悶，這囡叢聽聽著世紀的問展海

形

迫害停止後，波斯教會的第一次會議 5 是於由一 O 年舉行

的以擻會議，亦即哥特人阿拉力:燒毀羅馬的同年。述一年，西

方教會發生了追場駭人的災難，然而東方的主義嘴說:即歡聽慶賀。

一闊的歡款，往往是攏過另一圓的悲哀沒照出來。

當地中海的毒草瞥徒因羅罵的失陷間驚'f守不已 3 另咱蘊藏波

斯的問 t^名單撥言要聽到西龍華泰閱封參加以撤會議的東方主教

員甘為勝利間磨棍。他輛在四… O幸存一月的會議中大事慶祝，可

能聽器為波斯王;在蘊德古瞬掰一世 (Yazdegerd I)在[J!J O丸

智的。 r宗教寬容的敕令。豆豆茲嬉吉爾憊的教令對亞洲i教會的

國國 繼忽必弋于二三想法軍軍建議草品孟晶這遍遍聳籃絃嘟戀鞠當呵臨續“‘阿摺議Z 這臨盤矗蓋孟 μ編臨溢血'~均為必叫“ f必“



159 第八章 波葉青教會的重組 

要程隙，嘉定始向一百年前，君組丁於三竺…三年所頒{布的

「米聽教令 J 對的方教會的叢要做一樣。車茲德吉爾館教令執

的時日較短多梅爾項敕令均結束了育方對主義智能的大姐害。

東方教會會議記歸中的首段，正是對立巨茲罐吉欄憾的讚

他是 f 務利的萬王之三五 j

讓基督的仿眾休養生息，並容拌上帝的僕人公開品零主義

督﹒鏈....他驅散了歷迫蕊督徒的檢霾 O勵下令全讓人民要

將曾梭的，先祖再次壤的聖殿堂皇地重建 6

樣來的歷究學家，無論是被斯還是阿拉伯的，對亞茲

需穹蓓的印像並不知這些難瞥教主教的美好。在這些聲對學家的

組撮中，豆豆茲德吉爾總被稱為 f 邪器的亞茲雛宙爾續 J 0 雖然

他的鏡泊為問家帶來了二十年的和平與富裕， {間。技教徒和間教

徒 71<.總不能原諒他以基督徒為朋友，及與敵閻麗馬蜂好的政策。

那位准許東方基督教召開教會會議的亞諾德吉灣亨德… -t墅，

於三九九年正式聽上波斯主鷹。雖然蠻族拉蟬馬拉哥哥議行破壞

時，曾令他產生攻打羅馬東臨的想法，然焉，總其一生， {也沒有

讓與己的國家與西方哥華戰。可是，促進披斯與蟬鳴爾盟和平及

增進披斯王與華營籠子問闢碟的居油廠偉人物，並本主義波斯玉，

而是由便讓斯的輝馬大聽多他是美黨不達米豆豆的馬如他主教 

(Marutha of Maipherq鈍，現稱 Meiafarakin) 。當時大 f吏的稱謂並

非攜帶一體臨走的職能，吾吾;是領導外交活動的臨時任命。馬如

他三主教很可能於三九九年‘四 O六年和問… O年(以擻會議離

行那年)代表君士土豆丁壘關負連三次重要的外交任務。 7 由於

如他非常成功地為波斯與羅馬(或作拜占聽帝闕，我們現在

開始要改稱為東羅馬等于蜀，以跟在衰亡中的問總罵，華盛譏嘲，

龍後對從那時鶴立台跟波斯已無一惡毒勢繫)繭，帝圈錦龍和平，放此

當拜占庭屬王附加迪斯( Arcadius) 於蹄。八年在樹士坦

墅，攝下只有七麗的兒子提阿多棒二世( Theodosius II) 繼

位，據說惡如你接任了難爵的衛敵一一波斯王亞茲德吉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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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一世一…作為造位小主義，帝的監護人，前純拜占庭宮內潛在的

故聽危機。誰

有傳統認為是進位主敦大使的醫學才能首先贏耳~波斯王

的信心，而重壁爐恆此稱，鳴如他主義 f 第一位醫療縛教士 J 9 向0 

代的第五官紀歷史學家蓋率格拉底( Socrates) 指出話持豆豆豆主德

吉爾德患有般量的頭痛，扶敏的權(品無法把他治好多指馬如他

透過捕食令錯康復。蓋率梅技成績稱，嫉妒的扶教徒曾用計企聽

聽馬如姑挂出被斯:鮑們找來 J人藍藏於波斯主定顯露ûî主崇拜

的聖般的理失之…r' 當亞美主喜事咨詢亨德上到聽火聽前，這名援藏

的人便按著先前的吩瞬從火中喊叫 r 除去梅王。綿起了

竟妄想神明會哥哥愛華會景教教 t: J 。然而這計鸝每一;自 r 子 o 聰

明的為如龍識破了這頭路諜，向波斯三至告發他們，此接更得平

的信任。蘇格校聽認為亞茲德吉幫緯於間二 O年指控 r令他

無法公鷗黨認基督教的信傳 J 10 

然詞以 t的記述的乎不大可倍。街方可能會接受追筒說法，

自為問方的基督籠一過:希望在波斯會出現‘位東方君 j三關 T'

令他們的世界變成基督教平圈。制極疇的校教仿從亦很可能接

受篇個說法，因為能們認為任何與提智教羅馬帝醬手諒解的行動，

都瓏昧著援救與投降。然話，在波斯梅種以關教維數颺結的關

度中，鱷桑王朝的麓的者竟會諮真考蠟轉歸揖督教，實在不可

議。

馬站的主教無論作為聞方教會激遺到東方教會的大{吏，又

或是代表拜占農盟輯與波斯王建交，他都持樣講職。他在伊得

撒;東北疆庫爾總斯LlJ 隘的罵法器( Maipherqat)教區，位置剛

在邏螞蟻界以外。馬如他的教路與伊得撒母會之闊的關係、令 

f也在渡期主教中得到禮待，而他亦為波斯街道者的男氣深深感

動。事實上，他也接波斯時，;博大批當地殉槌者的籲骨及禮物

帶組家鄉 p 他的城市因成亦由馬怯基改稱為殉權者之城

(已1artyropolís) 110 

! 為如鮑主教是在一個轍輯錯的時刻到龍渡難。東方教會對 

茵茵茵圖“…翩翩 d 但一儡趟趟圖幽幽幽幽三幽幽且 Y捕三晶晶恤吋轍蹦川 h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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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的肘子餘悸猶存，他們正胡亂摸黨著如何議建娃個連受

創的全關性組織。夸堯王為之輝以接受主教…戰，完全是扇能希

望為主乎每攏;然插在他殉道以損，龍的教話。記纜輯和芋，造位

不情穎的東方主教鐘乞求教會讓他放下那沉重的責任。據稱他

以主教的身分死去，但要我智的的話，我就實聲說 r

在太老了。 J I~ 隨後，較年輕的以機在四 O一年鐘還是接替主教

之位。熱鬧，緝名主教還未真正投入教會職務，部分落選的人

便己妒;kr:þ蟻。他們在波斯玉樹前拉拉:以擺在職務違蓋L法妃，

然聶哥哥忌的主義控訴的人是這華督麓，關菲扶教載，以撒蒙羞逛到

監牢。正在雌峙，西方的主教，時如他便藉著他對被斯玉的影響

力，介入其中。他很快便使以撒主教得到釋放，波斯 5年准許她

召開會議，恢權按斯教會內的攝定和秩序。"

結果 以撒得以證寶島 清白。他不 持這 ~1國在

歷史上極 的會議，掰 式確立問流 問封主敦的

主導地位( 攏註 s 他的職 某程度上是非 式的) ，以倫

作為「擊個 方世界的教長及 考生... ...他的 (聖潔)比

其他在他以 的東方主教更 J 0 五世紀末實用於授斯和

東教科豆豆的 f教最 J (catholico的 叫誨，己等問於難馬的「主

教長 J (patriarch ) ，意味著聚合教會己輕自主獨立，並與耶路

報玲、安提筒、單力山大和蟬，塢的古老和偉大的主教轄區享有

何等地位。 14

另 "11憫，在gIJ-O年，來 11教會的告主獨全鈣然是未公

開的事實。東方教會的獨立主豈不意味東茜方教會之闊的分裂，

更不表示雙方已搗聽還顯分離的漫主是過程的序響。問方教會在

東方教會會議上的重要角色，一般都受到確認。悶著以撒主教

的要求，問方的螞如他主教在會議開始時讀出~古訓tß從「茜方

教 J (著名的有安提阿主教授及伊得撒和阿米攝 [Amida]

的主教)帶來的審倍。他們持為如能有如?在仁帝恩草中奉

到東芳的和平使徒. .. ~..是東冊，方之間傳攝和平與諧和的橋

梁 J 0 
15 善於;在悶:稍事務和教會學務上談判協商的，馬如他，已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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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明地事先將J1tf育交至IJ 波斯三至于中，前旦亦確保偏在增議繭盟

教會鵲傑追尋尋上，有強而有力的支援。

齡要堅旨在於三個聲求，闊的是讓東亞方教會在實踐和

教義仁得到共識。第一步它要求每鶴教盟只按一名主教， r咐他

品、須得到好好三名主教院式授任。第土，在聖誕節、顯現館、

大齋節、受難飾和復活節的節期主要有共識 9 以讓不同地方的

戰會在紀念同…聖日時可以連結合一。第三，當聽講據英rr教會

會議派認尼間重大合會議的信f時~ ，包括尼藺草的經。

在會議中攤 A致主通過。以犧教接以波斯眾主教的領導者身分發 

9 宣告任何持異議的人都會受對咒說，而所有隸囑他的主教

均「異口向發 J 地空贊成。捕

路是東方教會首次在教義上報受正式的標準告棒。一般認

為只有尼摺比斯的雅各追名波斯主教曾品專第一坎尼酒亞大公

會議。 r lffiJ弗控哈特信條 J (creed of Aphrah泌的是我人及非

的信條 o 現在，東西方教會憬著同一真機威性的寵信路建結

起來。鐘宣情合乎正統信仰， 普世意味:

威信獨一的上帝，全龍的丈，創境天沌的，並境有形無

形將其輯的主。我.1玄獨一主耶穌基督，土帝的兒子，父

的獨生子，為父的本體;從神出來的神，從先，出來的光;

說真神戚來的具特;受生的，不是被迫的，與父一體 17

夭土地下的萬物都是藉著主受造的，主為一要拯軟我們對

人，從夭降臨，男叉著肉身，並成為人，被害，第三日復

活，升天，馬路麟，審典活人死人。我們亦桔聖竅。

然為神嚨大公的使徒教會兒這昆輝婆說 r有一詩斜. :i蓮

花不存義的 J r他，被生前，是不存在的 J r 健，是從

不存容之物械進出來的 J 及那聲稱他的本體和本臂 18

有別對父，又或他是被迫的，成是會成變的。 19

會議接著數擬了二i-一現有關教會運作的教條 9 將短暫亞

會議的西方教會準則調整車配合東方教會自身的詩耍，問時

。他必益為借省磁舔&晶晶晶為“幽幽益訕訕品祖龍猛撞姐姐圖區姐姐艦遍卓互通區主持這a緬峙"弘 ~， _.:P ~ ，<::5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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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吉商東方教會在挺好的氣氛下脫離莒方教會聞自竄。教條中間

宗明真將無上權威女子「酋長暫總主教一一西說基泰冊封的教長 j

沒有他的批准多任例主教的聽舉都不合法。 20 在他之下的主教

分成兩個層級，分別母總主教和督權主赦。在最高一層的塘、主

教(也就是大主教或在主要城市的主教雪場常管泊整餾省份)

的軍餾主教轄服如下:在胡齊斯坦( Khuzìstan) 太平原上的，貝

爾科伯( Beit Lapat '又名京建設F珀[ Gundeshapur ]) ，諸城自

攝馬俘廳(其中很多都覺基瞥徙)建設和居住;尼悶注績，自

六三年擺闊將此撞割讓給波斯以來，墟地方便成為波斯教會

在神舉發儷上的中心;他能美 111 ( Prat de Maishan '又名

阿雄希爾[ Wahman Ardashir]) ，位於商定建攏， 1:E fJ藍格里斯

冉、幼發拉腐河和設斯攤(在現今思士拉[ Basra] 不遠魔)交

的她方;悶義拉( Arbela 警又名艾花費穹[ Erbil J) ，何場閱
本的當都實後來成為波斯教會的寬教中心;卡家 (Karka) ，成

稱為貝爾色帶 (Beit Selok '那今天的基爾庫克[ Kirkuk]) , 

位於底格里斯河和附迪阿本東甜的伊朗禹。總之間質不久(的 448 

A. D.) 問成了集體乎每議的臨方而閱名於世。 21

…一份早艷的古微不IJ亞文獻(有時被視作罵如他對東誠和j

亞教會;不情聖職等級之說錄)去是真確時，靠的話，則我們使得知

在以撒會議時期結利亞教會紙牌聖職等級的名錄。在主教之下

的便是主教路邊( chorepiscopos) 全職責是管總{會議院和城外鈴

教會。其故是司漿 (presbyter 或 priestl '按著是讀體師 (reader) 。

這鋒在教會的蓋章職想，峰是，鳴如飽權分給東方教會會議的，會議

將權些議職蔚為標憊的職位。在相似的段落中，亦有述及另外

五個教會中的職務和設分:執著務 (deacon) 、!騙魔師 (exorci蚓、

女執學 (d悅cone蚓、唱詩懿( singer) 和侍祭 (acolytel 0 立立

以撤會議中，在制定能規的過程建設漏了一{聞處耍的事項。

遺嚮了的法規對波斯教會臼後的歷史發厲所產弦的影響多可能

輯部.下來的錯鏡所處生的影響不賴的仲。會議說沒有制訂數畏

的避難方法，究竟是端盤設計還是無意疏忽，現在位難聽詩定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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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實的結果是教會內覓一最高舉職，的此獲至ú並非信奉基督

教的披攝政府操控。雖然不管教會在內部的規則上寫得如何講

楚，也永雄無法鵲離政治上的壓力;更何況波斯教會過清晰的

規章亦欠奉，若波斯王快意推舉他喜歡的人聽任教長，也實在

是三巨命難

其實在會議結束前，攝一點已不吉而嚕。當會議接近路聾，

各歡會代表要在事持和軍隊統帥前召集 9 在集會中軍佈西說基

泰自封的以攤主教泣聲波辦主張任為所有東方基緊接的領瓣。

沒有人指出在會議上已懿任命以撒為教晨，亦沒有人對國家在
jjlill-jij3j!EFIEEEEgEF 

教會責任上的鑫奪作出反對。翻孟之與教會的觀分到了復做才忠

現 ， T在j在亞加這捍接從來沒有清楚鑫tl分。究竟當時的主教是育

意識到海個問題也成錢筒。這群三位教對被其哥王再改還是任教長一

事深感單點 o 他們早已將他們對披斯王舉最有制的禱文忠實擋

記錄在會議紀轉中:

我們全體一純地懇求表們恩h 慈的土帝，賜勝科和榮瓏的

萬五之五豆豆茲德-t爾德得事長壽，歲歲無畫，萬壽無

蟻。日 

議於i地結束，他們，向海教會和世界的和平續續 帝。 

他們慶賀的不是一學小成蹺，乃是在眾多層面上均締攬了和平

的景象:主教和平共處、辛苦王停止迫害、大國停止攻俏，以及

東問方華管誰對和平與團結有了新的覺醋，然而飽們卻不知道

東西方教會之閥的和平竟是不堪…擊的。

第一件發使於五 ttt~èì皮斯教會的災劫是自紹的，閩若在教會

發生了另一士學權力鬥爭。按著按斯政府對主義督徒重新燒閱媲害。

最後，一場神學澈辯駐北非和歇辨|橫掃甜甜安激搏擊個基瞥教

當界。教會遭對重大接壤，教會的合…被摧毀至無法修補的通

步 o 結果，在倡一 O年於西流基泰館封的以撮會議所締造的初

作蹋僚，將於在一連串的教會災劫中消失。

.... 
 幽幽幽幽幽儡崗幽幽幽僅包叫 省臨長線圈趟趟~， p 、今叭.<W儡喘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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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伯蛇哈會議 (Synod of Yaballa池， 420 A.D.)及

進一步的迫害

一個令東臨方教會關係敝裂的原因就是主教爵的門事。

問題相對之下不算太嚴 是見怪不怪。以撒主教在第一

改會議不久後激世(可能是 4日 A.D.卜兩名鹿敬的臨修士先

後盤上了教長之位，他們分別是四-三豆豆帥一至五年報擎的財略 

( Akha or Ahai) ，和獨-]ï至聞工 o i:答說掌的雅的拉哈一啦。 24

雅伯拉哈曾對波斯偕奉異教的蝴域宣教，及接他問到幼發拉鹿

街上典主義修擺脫。他原打算餘生可以在修院中夭夭以聖詩頌讀

上三位。必然面他卻被培倉卒離開揖酵的搗方，走馬上任教晨一

瓏，誰奉命出建君主組丁堡。韓伯蛇暗與議會鏈的西方教會接鱗

後，印象難容。相信他遞到家鄉後 p 自諾東方教會的情棍，多是

非常。間對波斯，雅伯校哈發琨自己再故事要面對東方教會另

一改分巍的威脅。後來倫於四二 0年召闊…改小姐的教會會議，

巧妙岫掩護黨了分製的危機， 1:)，致能逃避教會 J場合然的分

裂。浴在這第二吹的會議中，如何第-故召開的以轍會議，同

樣有西方教會的主教(或大龍)出席。這拔的西方代表是阿米

聾的問翻修 (AcacÎ肘。fAmida) 手可米遠是拜占躍境內的城市，0 

位於嚴格單斯河上游建界的論方，關t鄰前往東方大使馬如 f也

教的教區 o 披厲聲督徒十年重吉思經將尼西強大金會議所立的

規改動為適用於波斯處境中，現在可能基於阿通g 11擎的建議，波

斯倍徒商議鰻確認頭三五個重要性相去不遠的大合會議的攤戚地性，

進…叫步強化他們與茜方教會的聯繫 27 然而，波斯教會領向問

方教會的禮勢只 d維持了一段短時悶。

時期，一餾較教會內部分裂黨嚴峻的問題正威脅著教

的安寧。至中之友亞茲戀吉爾德一戰義教的末年(約的O 

A.D:1 '主鑫位二十年來…直是教會的朋友波恩人的波斯王竟然

轉過頭來攻擊那時他叫肉模為朋友的基督徒 o 他的變驗完

現實的閩東便然娶親如的早年與基督棧交朋友的動機才菜 o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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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期紋府認為與華會教羅為帝閱(或拜占鹿)建交對他們有莉，

基督徒便是波斯三眨眼中的重要盟友;反之、當爾盟處於戰爭缺

態和公闋的街突中，按其持續觀事主管繞掰範起來。 但是現在整餾

敢指處攪和氣餒完全不同。似乎，新…翰的迫害立豈不是由主舍外

敵的威脅，府是臨興醫之間的敢指間

在君士士挂了直接，既年青又溫j韌的接阿三多修工世 (408 -450 

A.D，)壁上王位。登基後最令他掛心的並非波斯，悶:是在邊境

的北方蠻接對國家構成的聽力多及他們對帝國版囂的擦過。在

境內的日耳聽奇特人，與位外雄擊的豆巨細亞匈投入向是拜占

的大患 O 商品匈奴人在攪善惡的何提指正統領下，又比擺螞者圈宿

敵波斯更為可始。

至齡、技斯，由於毋須擔心釋厲的入役，匈奴人又轉移我擊

厲方，故此豆豆茲縛古舊亨德王便將在芳草;力集中在臨家的內政問題

上。迫感覺圈中的黨轉量壁畫筆欲動，虎攪股說。亞茲梅吉爾體執

政$年，晚年之時 3 這峰貴聽筒始察覺到龍主義連成他們朧中大

卸的良機。同樣對草莓德吉爾梅構成威脅的是信奉扶教的攝家

僧佰對請他對基餐教表示友好的做法公間表示不滿。如此 3 若

嗜權的主寶路和擴妒的技教大祭持搞略戰反對勢力問結起來的話，

亞菇縛吉爾總與閩中華奮龍的友好關懷… F子(質變為政治上的

負憊，那非資聶了。

約在四二 O年，聽心的祝教大祭司陶亞茲議古爾體三至投訴

圈內的事事嘗著教傳教活動嘩眾人民大規模背棄聽教{即技教)。

基督能肆無忌?單地攻擊部分校教廟宇，他們處做 1ft狂熱，權常

以那時轉師基督教的扶教糙的行徑最為激尉，但他們的行動卻j!Illi--ija 

未能按著鐵內基督徒的狀氓。扶教鷹宇合然覺封褻讀，各宗教

在波斯盟中和平共存的狀況攪破壞雪被斯王無法主任視不理。 28

他給予扶教祭實權去說服飯教者放棄暴督教?鞏投關教， r然

時不是以死相連多而是以聽嚇和一定程度的拷打。 J 29 最胡技

教祭可只 i皮書轉敦的人士，就如王令所述;然捕祖寄一且展問?

服仇的態望便一發不可收拾。豆豆茲吾魯吉爾德 t宜在組審閱始的 

心主盪盛鹽遍盤盤 隘組趟趟趟間鹽 當碰組種色益 h a峙喵甜甜且也、“之 L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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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去世，而他的繼承者瓦拉蘭五世 (421-439 A. D. '在

阿拉伯文獻中稱為巴咸 [Bahram] )繼續迫害基督徒。瓦拉蘭

得以繼位，主要是因為得到扶教祭司幫助對付他的政敵，因此

他十分願意對基督徒展開全國性的迫害以報答這些祭司。瓦拉

蘭甚至要求拜占庭皇帝提阿多修二世不要庇護從波斯逃難出來

的基督徒，並且盡快將這些人遣返波斯接受應得的懲罰。拜占

庭不甘受辱，決意入侵波斯，攻打尼西比斯，戰爭維持了數月，

然而拜占庭攻打波斯只加添波斯基督徒的困苦。 3。

當時的教會歷史家提阿多勒記述了這場發生於五世紀為時

四至五年的大迫害，其中指出這吹大迫害的規模雖然不及沙普

爾二世時代，但卻很可能是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坎:

描述波斯人折磨基督徒的新方法，令人不安。他們將某

些人的手或背部的皮剝去。某些情況d 下，他們將某人面

部由前額到下巴的整塊面皮剝去。他們以折斷的蘆葦撕

裂基督徒的身驅，令他們疼痛難當。他們又掘大坑，放

進老鼠，然後迫令基督徒走進去，但先綁緊他們的手腳，

不讓他們驅趕這些老鼠又或逃走。他們一直沒有很飼這

些老鼠，故此，牠們便狼吞虎嘸地吃掉基督徒的軀體，

極畫兒殘。 31

在拜占庭與波斯的衝突中，位於邊境的主教對這場戰爭抱

持兩種迴然不同的態度一。當波斯攻打位於羅馬境內亞美尼亞的

伊斯林 (Erzerum 或 Theodosiopolis) ，這地方的主教團結人民抵

禦外敵。這名主教衝往城牆，以聖多馬之名為一具龐大的機動

投石器祝聖，並親自瞄準敵方開炮，殺死了一名位高權重的波

斯貴族。拜占庭基督徒面對信奉異教的外敵入侵時，亦會有如

這名主教的愛國表現。這一事例最後亦加深波斯人對他們邊境

地區內的基督徒的不信任。另一名主教阿米遠的阿迦修則有十

分不同的表現。年多前，他曾以西方教會大f吏的身分參與波斯

的雅博拉哈會議，他曾盼望東西方基督徒之間能建立良好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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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o ~苛攝{鬱 6~見那將在擺馬軍營中的波斯戰招景況磁憐，親自

下令將能教會前釀中的金器銀器和珠寶鶴物出瞥作為買賣金，

體波斯俘纜平安返國 32

戰事在間主三年結束，階邀{彥遠輔仁慈的警態很可能插遲

了和平的辦判及結束在波斯國內的磁帶 o 和平僚的明確規定拜 

ð賠手言，聽中的扶教徒，及波斯帝聞中的基督緒，都呵呵享宗教

自由。 33

和平的自予並不長久 Q 瓦拉蘭五世於即三三九年揖腔 34 在

他兒子單茲德吉聽聽三世 (439一的γ A.DJ 的統的下，全星星

再改睡著要基督佳 o 一如以往，被斯在連害基督撓的問時歹亦與

坦了盪鵲戰，因亞茲鐘吉爾德二世上台棧便隨即向拜

宣戰。當時會思為亞茲聽會發穹憊二世要主義中力量迎戰從來甜甜

來的特蚊人，與西方攝 j闊的等于戰度是改棋，於是造場戰爭只維

持了一段短時間便不了了之。然冊，、波斯仍不住的能審乏基督徒。

持續的原的呵能是由於扶敕攏的忿:懷難平，悶非波斯問自

身的利益需引發的 G 這一 是五世紀以來的第三狀。

故是按閥…九至四二 O年 9 豆豆革魯吉爾掰一室主鏡緝的時期;第

二狀是殼的二 O至三個之二年，瓦 J主黨幫仕統治的時期 o 在這第

一忱的迫害中，嚴慘烈的是發生在商函五至四四八年的說斯和

四五四至四豆豆六年的亞美尼亞。原因是草草梅吉爾德二首發

可以為被斯收間亞美尼班的失地，故不惜J;).鼓建酷的手設將基

督教蠶蠱殺值。當f古學搔督教的亞美賠盟人民都韓東對抗波斯今

最後建亞美尼亞的主教長亦無法過離被殺的結

造吹在按其持續甦的大支農霧中最駭人的屠殺發生在(lY(lY八年

的美素不燒米亞北部，地點是華爾庫克(貝爾色洛的卡萊)。

摹幫痺竟是其中一鵲最早期的塘、主教阻，位於麗梅姐，斯河外多

阿戰拉的東苗。在織外的事山丘上，成千上萬的鑫基督接每天有

許劇地遭駕填報。殉道者留括十名主敦和十五萬三千名儕說，

令人難以釁倍。屠殺持蠟直至乏其責迫害的指揮官達馬爾吉與始

嚴慈讓蝦的惡衍，立全且深受這群擁臨死亡的基督糙的倍心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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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對是他在小丘上蟻受基督，與被 f融通害的人一問殉道。 35

建迪黨會議 (Synod of Dadyest則， 424 A.D.) 灰
亞洲教會的獨立

介守主瓦拉萬五世和現草種吉幫鶴立t仕的迫害之間，有一度

短暫的和平轉期，波斯教會於是得以在的二部年舉行第三 Z欠教

會會議，就是墟樹叢會議。均可能教會人士嘴怕總書復甦，所

以這故會議並沒有在首都舉行，聞改為本E jrriJ蛇的的罵卡他 

(Markabta) 0 然獨教會組織再一坎陷入混亂之中，數線的組書

題目期過去，教長萬拿( Mana. 420 A.DJ 在迫害中因沒有憊或

那些燒毀缺歡聽宇的基督接指鞍彼斯主倉亭的罷點和放燼。 37

一個教接連她常 (421 - 456 A. D.) 又因親總蠅的罪名罷被

收蛇。鶴教畏( pseudo心atho1icos) 能令磯 (Farbokt) 3車在得到

仇視基督教的扶教接剩飯驗的主教聯合支持下，差點就成功奪

取教會組織的掌控權。當大能寄結束，真正的大企主教建攏黨

亦撞得釋放，甜甜閱過去的觀梅和不斷與嗜構的主教百殼斜攤

開心力交痺 O 他認為患己己無力管總教會，故此躍躍按北方山

區的小f磨棍中，哀悼仁帝教會在靈，往上的體落。後來在去十六

位撞著 ÐR線的苦行教士督檢哀求下雪才成功游說飽嘗產關 LLJ

三支持一個隸鸝鏈的總主教間加成( Agapit of Gundeshapur) 所

闊的教會改革會

的故卡飽舉行的議攝索會議，說: 中一個

斯教會會議。第一改會議，即是四… O悴的以聽會議，主9

告了西流基善惡陳歸的教畏赴東方基督教主教中最高的統帥 o 阿

三吹的建主義無會議捕充了…點:就是茜流基辦間封的教畏

眼所有東方和西方的主教長于起平銬，設立不從屬於任何人。

參與鐘改會議的主教，但括六 1ft總主教和三十位代表波斯全關

不同追置的三位教 p 都臣服於爐位弓之情額的禮協爺教長，

思主~{攏，並明雄當稱亞洲的教會在他們的教畏競價下，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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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但這不是與聞方的教會對立笠，而是在地位與權力

上和語方的主教授看齊 o 娃一會議宣

表們以上帝的說話宣告:東方教會的偕屁不能為西方教

會的眾主教長投訴他們的主教義:所有無法解決的問題，

都要等待基督的審判. . . .. . (1彷)東方教義的從屬人員或

與大主教乎是學的主較長，不論在在怎麼﹒情況下也司已使抖輯 

: 東方的教長。教長必然是所有在袍，以下的人的審對海; 

d 而只有雄主護他、權升態和使他成為教會領神的基督才可

審判他紛紛

造宣告並奔橡某些人所稱的是一種分裂的行徑。 41 馬卡 f觀

賞育是獨立平等的宣言，指非教會分架的宣宮。在教義上認 

i 東亞方教會都在尼西亞互信麓的講聽上權為一體。在教會聽構上
而言，東西方教會也是含一的，大家都售完于大合會議中的繞章。

單是間年前，在第二故教會會議(即雅博拉啥會議) ，波斯教

會韓己接受了一系列茜井大公會議的纜線 42 在今說的達過頭電

議中悔沒有將這些規條磨掉。

議雄章會議與先諧的按斯教會會議不同的地方主是諸」會

議替東方教會爭取到主教授應享有的所有權和。造些槽利清楚

指 t結束方教會享有彈立的管治槽， {13.燼立主不意睞東方教會可以

縛揚異端，也不是與聞方分離，而是指他們不受外界的管轄。

吉鶴，西方主教在東方並沒有任何「攜手IJ j 。的方的主教首

吹沒攏邀出席東方教會會議。當時，一名與東方教會關傑良好

的輯方主教到了被顛，他就是曾纜邀請參與四之 O年第二故教 

!i 會會議的問迦馨。間翻修試法斯主私人貴寰的身安來到波斯，

被擠轎車要答謝他那次本著華管教聽悲心輝耐作的務行，也就

是我們在上文提及有關他聽出七千名波斯戰俘的事件。的但境

改向發!! {I學沒有獲邀部庸站個主教會議多然而這未發是瓏，鑿的 o

當時戰事結束，而連追索會議(建迪索一名正在正解作「耶穌的

朋友 J) 既不是反西芳，亦不是分裂躍動。官只是控告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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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為“磁亦不是真臨新穎的東西。其他的主教轄藍藍亦如

沒有可瓏的體據指出在亞洲羅馬蒂盟以外地方的教會韓總

附的主導地位，更遑論承認羅馬或其他摺芳主教畏的

主權的問題上，東西芳教會的 沒有太大分

峙。 吹大公會議(尼西亞， 325 A.D.) 的 蜂文公闊

力也大的大主教(後來稱為主教授) 白的轄

獨立的管轄權;雖然五一世紀疇，羅 J馬 等 i 核條

文的 特捏造出來的分句 r 捧為教 位 j 

(“Ecclesia Romana semper habuitprimatum汁，峭的卻不成功。第

(君士坦丁堡， 381 A.DJ 的第三項條文將

并豆豆主教長的地位，僅吹於儸媽，做的

劑和本都總主教盟的權力 o 他們一 A直以來都是獨立的。

吹大合會議(迦克擻， 451 A.DJ 的第廿八環線文賦

管轄本都、亞洲(自p位於亞洲的羅馬士也蟻)和 

( Thrace) 的權力，並且公開宣告羅馬過往在教會架

的業增岫舵先去華於它的政治優勢，並奔來自上帝。按 i紀實

「新雌螞 J (君士圾了鐘)亦可享有同樣的特權。

引尼間亞第六環線文的錯誤鈑本來撓戰梅克教會議的

新規鱗，但不成功。 45

放.tIt，建迪黨會議只是與____-'0.直以來己經在實織的

出來，繼克敬會議將之更海清楚地表競 C 對按在問:二的年教會

的設辦主教來說雪西方的信能是在華智麗的弟兄，鬧非分

離的均提 e 商方的基督能是他們尊貴的朋友和可靠的撇開，但

他鶴教教會架構上的管轄權卻不再延伸至被斯的領土中。你於

草棚的波斯立在非問教會分製而脫離西方的控制，間是於三位教

的特權。事實上，東西方教會於不久之三欖樹的碗大分

製， {反分若是乃語學;自西安7的安提阿和亞力山大，而非



172 	 52洲基督教史

注糟 

1. 	 tE楊f:J:; (W.G. Youngl Patriarch. S主ah and Caliph …養的華夏 206-7 '有一個關於錢符期泌斯

大公教錢/主憲章和拉克斯國有史的編年我雙對於本章幸自以 F其他叢書右是一!觸很有用的參考:

教幾(大公主教)	 波斯主

以微一世 Isaac 1(Ishaq). 399-410 A.D. 	 iJí茲事魯吉爾德 ~l設 Yazde gerd 1 (Yazdagrd). 

399刪42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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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何
“

抖
抖
山
腳

再
向
吧
削
弱

… R 拉曲曲 ii 草t Vara控制1 V (Bahram), 

420枷 438A.D.

昀 M	 X問

iJí茲吾吾波爾德;二世 Yazdegerd U. 438-457 A.D. 

忍不告偉 Babow紋 .457-4在尋 A.D.

爾迦(參 Acacius 仇恨心、 485-495/6 A.D. 

己手李 Babai. 497-50213 A.D. 

m立 S í1as (Shila). 505-521 A.D 

踏雪舊軍倒包一份 Mar Aba I. 540-552 A.D. 

約瑟 Joseph (YusuO. 552-556n A.D. 

以灣結 Ezekie. 567 A.D. 被重建 

570偏581 A. D. 授{圭

毒草書iJí一般 Yeshuyab 1 (Ishu' -yab), 


5且已595 A.D. 


沙包耳E番“1!t Sabaryeshu 1 (Sabr-ishu), 


595-604A.D 


糞費每利 t堂 Gregory 1, 605總609A.D.


缺任， 609-628 A.D 


專詳盡致之 i堂 Yeshuyab 缸.628-似吾A.D.


馬華書 6篤篤 Maram扭扭，岳47-650A.D.

!
H

終審 52三世 Yeshuyab III. 650峭的草 

佩羅斯 Peroz (Firoz). 459-486 A.D. 

鐵路主管新 Vologases (WaJgash), 486-488 A.D 

FlL德 Kavad 心悅bad)， 48章-531 A.D. 

科鎖經坎斯一拉t Chosroes 1 (Khusrau). 

531-579 A.D. 

鑫早會斯中華民世 Horn詩 zd IV (Hurrnizd), 

579-590 A.D. 

科斯級竣其背二註t Chosroes U. 5嗨-628A.D.

沒有生效(被確認 i 約1ft波斯總王，


已28必51 A.D. 


從 636 A. D. 關給，被阿拉伯絞綴


閃
-
z
t
f
j
!
-
Z
J
j
z
i
j
k

2. 	 R. N. Frye, The Herítage ofPers紹.2d 闕，紋，自ndon: Car社ín祉， 1976), 255. 

3.	 有關匈奴人的本源 有三個l:耍的總論說法:蒙古人、士海某人和至于鋼人俗的→代的學

苦苦一般都接直是蒙古建島海灣籍，做這主黨普魯在當代一符備受哥主義義。參 O.J.M甜nchenHelfe. The 

叫一丘地叫馳命惱，也扭過針甘心dh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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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fthe Huns (Berkeley: U觀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 1973)，頁 51 以 F ， J達 358回375 耳他認

為當偽奴人也環於敵機1邊界峙，他們已是這責古人和歐洲人的?晃著重。 

4.	 這豈是投機會§散文級本，銜。.J. Maenchen-Helfen 翻譯，晃 World ofthe Huns (Berkeley 區 Univ

。fCaJ i“miaP扭扭， 1973)，頁主6 0 

5.	 大約草E三王一五年舉行的空軍流潑大公儉讓 (Councíl) 或{教會會議 J (“Syno昏")也就是

曾當先巴中必是三敦的會籠有接毒草曾被稱為波斯專賣會的第一次會議，但必安哥?安街綴r慈善幸的會

議紀錄，放這一改會議立宣沒有和其他官方確認的會議並列 s 

6.	 每星心叫次會主義的完整記錄，兒 J.B. Chabol, ed. and trans 壟 Synodicon Orientale ou Recueil de SyMdes 

Nestoriens (Paris: C. Kl incksie惚， 1902), 253-275 (法文翻譯及設哥華)。引文革在於資 254 。 

7. 	 J. Labourt, Le Christianisme dans I'Enψire Perse sous le 峙mastieSa棚n峙， 224岫632 (Paris: L.eωffre. 

1904)，告8n 

8.	 很多單要史學家對這里斯緝的單皇室蓋率î1í持懷疑，但同樣亦有嚴聾的史責敏被告是為 frÆ曼可倍的。 

5在A.A. Vasili軒. HistOf亨， ofthe Byzantin，當 Empire. vol. 1, 2d ed.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品， 

1958)，會岳 。

會 W.A. Wigrarn. History ofthe Assyrian Church A.D. ]00.640 (Lon益。話:SPCK， I誓1O)， 88n. 1. 

的。 Socrales ， His lOria ecc/的iaslìca ，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總con拉姆ries， vol. 2 (Grand 

Rapids: Eerdrn祖s， 1983)， 7:告。嫁給 tîll護主義當代約教會史家。 

11. Labourt事 Le Chrislianisme ， 且7n. 紗，部分人認為不少波斯殉選者的〈行條) lH話於焉知他的

可f. lì (真 52-3) 。 

12. 	 1議傳統直是後期的 (B缸 Hebra削s， Chronicon Ecclesiaslicum ll, 47) , ïIiî Äll~虛做亦未能確定。
碧藍本書書第七章，頁 151 '沒泣， 24 Labou民質疑社為沙 (Tomarsa) 和哥哥穗，塢的歷史真實0 

做( Le Christianisme , 86) ，但曉聲苦苦鄉被列在十 v 位記。最忠、多閥的歷盡量己， Jì!. Chronic/e of 

Seert 扮成A. Scher. PO torne 5, fasc. 立， 305峙， 313) , 

13. 	 J.8. Chabot, SyMdicon Orienta缸， 292. 

14.	 殺;這(Catholicos) 滋事最為輩輩，為爭著餒，您彎彎主管理員才敬的會主龜，緩緩宗教會意。這詞

晨星初是向美尼亞蠻家教會鱗鱗約絲絲帶在接史真是會滋電那些乎每綴著青春擊毒草皇島 Acls ofShirm帥，

遂以毯詞來指茵流基泰豆葉劍的決憲章。以普誼會華蓋以這請指安提阿三位教授 o P. Be句an， ACla 

Martyrum el Sanclorum , voL 2, Martyres Chaldaei el Persae (Paris, 1891), 134.246 哲學 ; Chabot, 

Synodicon Orientale, 255 A. Fortescue, The Lesser Easlern Churches (London: Catholicτruth0 

Society, 1913).2:48-9 一番指憑一稱觸時含對女提阿主教長及縣瀉的依獄，仿他的論據卻

會聽說級力。另參 Wigram， Assyrian Church, 90冷4 。 

15. 	 Chabot, Synodicon Or肘ntale， 255. 

16. Chabot, Svnodicon Orienlale, 258勵紛命商方教會要求信徒在七過車在憋悶十日肉?大齋節。 

17旬之首敘利在夏文是 bar ithulha 0 

18.	 李醫獵文 hypostasis 的古敘利豆夏文讀書隸主義 qe翩翩。實績( substa扭扭， ousial 與本質 (essence. 

hypostasìs) 事再者並沒有分賊。在更要方，您來愈多人接受寫者之繭的分詩11 (際主義以 hyposlasis 

f話(位格 J [person抖 ，俊東方歡會卻浪子有接受，前後來一還主軒然必要舊的參綠豆Ì' EÉ Jlt壞事慧。

參 Wigram， Assyrian Church， 總;反 J.F. Bethune恥Baker， An lntroducti仰的 the Early Hislory of 

Christi棚 Doctrine 10 Ihe Time oflhe Council ofChalcedon, 3d ed. (London: Methuen, 1933), 170, 

235忱。 

19.	 絲釘撥給拉底的著作 Ecc/esiastical Hisll咐， 1:8 (Nìcene and Posl咱Nicene Fathers, vol. 2) 

20. 	 Acts ofthe Synod oflsaac ， 第 51是第 4 緣。穿藍於 Chabot. Synodicon Orientale, 263-4 。 

2 1.	 λcls ofthe Synod oflsaac， 第 21 條 (Chabot， 271) 。貝爾色浴的支書生提貝爾加榮(包eitGarmai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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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總主教。 

22. 	 日餅與真實性均有限j緝令，但綠草É"J能不會太大。有聽梵著1'1灣文字字的豆豆扮演辛辛載於 J.s.Assema甜， 

Bibliotheca Orientíentalís Clementíno融洽tica悶， vol. 3, 2 (Rorr時， 172的， 80岳 δ岳 o 參 O. Bra帥， ρe 

Sancta Nicaea Synodρ，給 KirchengeschichtUche Studim 4, 3(Munich, 1898) ;反 A. Voob帥，

持$ceticis閉， voL 1, CSCO, 18唔. subsidia t. 14 (Louvain, 1958)， 212紋. 276ff., 280-1 。 

23. 	 Y，∞bus ， Asceticism, 260-1、 258 

24.	 以書畫死亡和衛9舍里Pí立的份子有草無法確定 o Wigram提出去NT\I…二年的理由 IAssyri創 Church. 

107) 但 Laoourt和其他學會則認為是問 -0 年 (Le Christi，伽iJ'me， 99-100) 

25. 	 Labo咀阱， Le Chrístíanìsme , 1∞. 

26. 	 Labourt, Le Chrístianisme , 100. 

27、與尼間草會畫畫C325A.D.l…殺得到讓諮詢齊方大合會議義J灰安徽校會議 (Ancrya， 314A.D.l、

宏§是阿尼奧產黨尊重等丘吉ii:i智富麗 (NeoC齡胡思益， A臨och. 341 A.DJ 、不絡技會議 {G油gra ， 343 

A.D.) &t; J哀嘉會議華(Laodìcea ， 365 A.D.?) ，主言次會議蓋率記錄只得十一名波斯主教簽響，

草鞋於 Chabot， Synodícon Orientale, 27吾ff. 0 有書畫符合j苦奮畫盟約談了于教會會議名錄，兒買 278 

f.t 1-岳。 
2露，…司總商秀的教會含義龍(三i虹嘉別是期於西班牙愛爾維拉[必lviraJ 銀行)理智池拉車單身寄殉綴

翁的箭頭給予所有閃波哥醫學主教廟宇而受到懲罰的人，當己泌如下 f 在播音書中沒辛苦追亨通

行為的例子，而使從亦泳隊作過道樣的事。 I J.Moffi目前， The Fìrst Five Centuri的 oftheChri，錚棍" 

Chwch (London: Univ. of London Press、 19381 、 105 ' 

29. 	 Wigram, Assyrion Church, 114. 

30. 	 Labourt, Le Christianisme, 109、 18. 

31. 	 Theodoret, Hìstorla Ecclesiaslica ， 以法 G 挺累亨多著車車?主擎的事全會接受申最終三二二至民二 t/

八年，室主至今泌詔九年航員長'1iß於惚之三至 py 五八年任費醫勒斯( CyrusJ 的主教。 

32. W諮詢m. Assyrìan Chwch , 119 

刃. Labo懦， Le Chrlslìanls鯽， U8. 

34.	 投瓦蘭(又名已成 甘'î[B泌ram Gur]) 在歐瑪爾-陶亞2: 11母 (Omar Khayyaml 的詩作中;永

主義不朽已成這位總火的獵人一一野昌盛踐過他的頭顱，很佼佼打擾他的安噓。 j 

35, Wigram. Assyriαn Church , 138 '這 i 自 ßedjan， Acta Martyrum 肘 Sancforu.掰一書中的 HiSfOryof' 

Kar仰， 2:510-31 。另參 Laoourt ， Ù! Christianìsl悶， 126紋。

狗，這次會畫畫的紅錄兇於 Cnabot， Synodicon Orientale, 43δ3 (，主敘利豆豆文本)及 258-298 法

文章草本}

刃，手言飄蕩拿主教獲于藍藍建秘書室 f色的紛紛警告寧;非常模事績。參 Labou仗，Le Chr叫i伽isme， 119 ' 

3鐘. Chabot, Syno益 ícon Orienta恥， 287 ; 及 Labol眠，Le Christ峙lIisme 手指 Wigram, Assyrian Church 0 

法←毒農有詩又會線作為單靠←有幾 (Maraboktì 

3♀.在此，教會會議的皺紋絲}學幾梅賣主量的。如果包括巴申自主教的會主義 !315 A.D.l 在肉、剎

以碧藍會議便是第二、的亦多有一。然阿三一五年的發主義沒;有 2呀?有俊俏紀錄。某些會議灣學

內刻也在四二O年雅校附紡織所置在諒的五個百1f教會會發{多是荒草J豆、反豆豆豆、安全是肉、

干格拉和老底嘉) (見L :ltì.主 27) τ 立豆豆將以教會議扮毅然 i\紋。本文章守會主義喜愛發接~)乎

是以囚一0年第一坎考証.iE汶妮絲的以碧藍會議豆豆領始‘rIlî‘空軍方的華主義tl會主義則不計算在內 6 

40. 	 Ch擔001. Synodicon Orientale, 296. 

例，例子可參 Fortεsc氓• Ù!sser Easlern Ch!lrch帥， 51: r 次會1必須把仰之的年發作波斯教會獨

立幸令伊f等緩和安§是喜可之金會。當然， i鑫也包括白此不再受苦譯為的法控告問罪寄給;放此，從大

公含一釣魚震預言，似乎從們必須將為許他會議者為波斯教爾分裂的來之始。」然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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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便把驗，塢的乏主導{主鼓掌寄去浩然 li 11J 紀毫無琴手織的事實，其發堂會發寧波菲如此。 

42.	 對雅博位的會議主完全接納一…何八 1一條未經詳細看蓋在義的教會線條哩 Wigram 正確地發出氣

紋。很多沒奮筆絲袋裝置不相麟，倚仗某些些吏互相矛路。邊控告是波濤拉紛紛然波;有反對這司決

逆耳但卻絡站~: tE接純潔男籃三套新的機條之前多苦楚桐樹不知持守自身已辛苦約沒緣。 J Jß 

Wi草 ra間 ， Assyrian Church, 111-2 。 

43. 	 Fortescue, Lesser Easte丹1 Churches. 50n. 

44. 	 B.J. Kidd. History o[the Chu瓜、 h toA.D. 461, 3 vols. (Oxford: CI缸自1忌。路， 1922), 2: 116ff‘ 

45. 	 Kidd. 的s/Ory ofthe Church. 3:332紙也毒害F. Mourrel年UN. Tho揖.pso鈍，的泌的。>/ the Catholic Church, 

voL 2 (S t. Louis and London: H自治r， 1935), 593 '就燈呵 ?不尋常的學科:悶 ，這里鈴予錢們

終瀉大公教會的觀點。





第力軍

大分製

「司法俗的事我也不感興趣。聲令發界求說，我已死亡，現

今為施的活‘.. ...鋪了，涉F漠，我的朋友…...到了，沒亡

生淫，並在我死，投會將我的身驅一直保存到或活的母

親. .. .. ~於聶忍多瞥，食心戈讓他成為受咒，輝的卜，

灘上.i.. f史所有哇咒式的人粽得以與施和好...‘.. J 
←一聶您多留: <(麟拉克思特斯之書.> (The Bazaar 01 

Heracleides)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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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嘩敷早期教會分親戚東、直稱大開彤，敏、亞久洲

明的原間，既非戰爭，tE，總書，而是在五世紀二十

十年問橫掃地中海的一場歡聽神學爭論，史稱輔鳳至多留爭論 

(Nestorian controversy) 0 究竟這場爭鑰有多少政治問漿，多少

神學成分贊荳至今仍在爭辯中， {fl它不但令教會分裂成東簡稱方，

也分成高北閥醋，態之教會間分支裂，無權館蟻。不在羅馬，繞

泊下的亞洲教會調著這場大分餐館被稱為聶思多館教會，實在

名賞不符。

若把主二至王年在尼摺豆豆第一吹大合會議之後的教會，與一

一十五年梭，即居五一年啦啦克數第四吹大公會議後的

教註主界作一比較，便可清楚得知驢吹分裂在不舟，轉商所造成的

影響。

上燒兩館會議均旨在修補當日巴權謀棍闊的神是發分歧。在

五三五年，開蹦出於否定墓骨擁有完全的神幣 (full deity of Christ) 

的草澆主義(Arianism) 聖於間五-年，間聽驚擾灘，辦及義

督轉入二性之梧的翱館，下文將會詳細交代。尼問誼會議成清

軍結神艷的大公教會彎塵器餐車龍漲，個鄉克教會議卻未能阻止基

督教帝聽;走上分裂一能 o

就算是較單朔的尼西誼會議位于亦早已臨走失敗。

結束據不久，基會教世界在會議辦護教的合，欄始瓦解。

激烈的單澆諜反擊戰席梅整種羅馬帝闢 o 意士坦 γ大悟的兒子

君士坦芸( Constantius) ，那部君士士宜了瓏的繼承人，

義。在神聾的 f 哥特人的個能 j 烏裝號 (1月血訟， 311 … 383 

A.DJ 率領下，豆豆謊嶽成功在條頓人 (Teutonic) 的部落中擴張

他們的勢力，罷旦開始分化處未鞠統的歐械地碰 α 做沙H快速轉

向亞流主蟻，但乎就要接聽正統的大企教會。

當持正統教會的中攝亦問始分裂。鱷瑪、君士埋了盤、安

擺闊和亞歷山大的主教長問轄權的興題而勾心門角，而造麒騁

的棋兢往往很容路演攤為教義上的分歧。

問 O 閣年，五世紀蝦胃始，譯音士捏了堡的路梭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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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ysostom) 辦罷免驅瓏的靈童問導致羅馬三穗姊妹主教轄區早晨

羅馬分錯亦加士瞥了教會內部的不藉。本應如中 JL' r甸地攝散

發光暖的火烙竟演善變成一團失館的火間，引發起大規模的煽動

性對抗行動!在世紀中朗的一說短時間 s 發 IJ 梅克散會織後不久，

歐洲饒有主要的政治權力中心都鑄在亞流派守主上。主纜攘的閻

麗(西班牙和高黨)長時間落在亞流派手中。路邊東(被斯、

印度和東敏和亞)則囑於聶j腎、多留擬的天下。非洲與近寬(繞

及、衣黨豆豆豆巨、敘利亞和亞英尼亞)則轉向基督一性論掀 

(Monophysite) 0 其實尼問巨大公會議將教會統一以來，只有

年多的樣丹，正統派必定以為異端已經勝券在輝。其實懿教會

合一最樓鏘的打擊主要發生激四三 O藍四五 O 短工十年

f脅。

聶思議各留的那擒

這一眾將期的神學爭議，主要是屬齡要革方教會的歷史多但

由投龍些爭論對亞洲基督教後期的發展帶來十分深憊的影響雪

白此有必要在此稍作探討。當中重要害的事持包括最初間吹大企

會議中;有聽基督輸的重要 年的尼閥會議、五八

一年的君士服了章是會議、四五 的以弗即會議及的五一年的

趨完撤會議 o

顯改會議均議實盟流主義，紹兩者都并丈夫是非罐鸚繞泊的

豆豆糊地隘的重要課題。雖然路一 0年在以撒會議宣讀尼間豆豆信

報時，東芳教會十分認悶，扭轉事實上，大器分東方教會在五世

紀韌位對此佈經…，無所知 J填及教會長是去阻流(Ari泌的將毒草

督措說成半神半人 (demigod) ，說他是由上帝演造多卻非與上

帝，一樣永存。尼悶斑會議為了打擊鹽、鈍，在會上寬告 í蕃督

持 J 4 至於在積士坦 T餵舉行的第二吹大金會議，則加

上了[基智主義漢人 J 的敢告，代表敘利亞和小亞細誼教會重申

尼聞單會議上的寬稱， 但更為強鞠揖督的人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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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3 在五世紀初，平鶴教會帶求使徒華主慕棒的位格和工

作的有關教導上要更為精確的神學定義。但後來磁場尋黨卻插入

了豆豆盤山大和實是擺闊學派場兩個神學書長翠的背辯之中，捕者均

為重要的主教授轄區 o 的課題是尼鵑諱:倍經中有關毒草脅是

神亦是人權鶴棘手和贈閱未決的問觸。有些基餐館脫基督必寫

有兩個位格， -_.，鑽去是神性而另一餾是人性;然其自衛者結合會變

賤怎樣呢?基督是拉格分裂的峙?另一方繭，辛苦基督只是…個

人 3 那聽一個人又怎可能組合兩個完全的位格呢刊究瓷的

持和完全的人 J) ? 

豆豆路山大學擬寢蹲擻暴臨的敵科難 (CyriI)主教接領導下 9

;力強調基督校峙的含一性。扭著要提全措瞥 f艾格的一體性 

(oneness) ，而又不聞弱其神性戒人性是很困難的，問為 f 完

全的神」和 f 完全的人 j 燼一說法己強對意味著二二元的位格 

(duality of person) 0 敵利蟬對摹督;持人之性的說轉多對安提阿

直接報來說，似乎是制誤了基督的人性，高舉了他的持槍。豆豆騰

山大學讓喂養黨軟贖的教義，故此很自然攏維護基督的縛，陸，

問為只有其辛苦神性的華督才可控數罪人 o 然罰這樣做峙，亞歷 

IlJ大學派就要冒著長卻基督在人盤上的部分歷 雄性的危

險。 6

至於安提間學攘的著重點則剛好相反，研攝息、多留持續亦

是白這一義務報街生出來 o 安接 F可學派的強處在按堅持…能具歷

史性和人性的基督 o 提攤阿學謙跟頭擺山大學練一樣蠶視教贖

的教義，但卻將教贈與他們同樣鶴注的基督教倫蟬聯黨起來。

為民所聽知，革輯關心貧窮租飢餓的人， t社靜安提阿的教能強溺

事基督的人性也是頗為自然的事雪區為只有一續完全擁有人性的

基督才會能成為屬飽的人的道德和槍謂的瞋範。?我們隨樣將這

兩喜愛前舉說對照時，發須緊記它們並沒有否定義瞥既是人又是

神;他幫均以自己的正鏡思想間自孽，其實捕者的差異只

點不同罷 
B 

創立按提時持學(亦即蓮香思多留神學)的提阿三多(了beod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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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按當地 -1謂三富裕的家庭， 稱他為療費銘揖亞的提餌多 

(Theodore of Mopsuest泊， 350 … 428 A.D .l 0 他年輕詩搖擺不

最初，飽受名修辭學家利巴紐( Libanius) 憤世嫉稽的詭辯曖

引。科巴紐教導你的學生視基督教為一堆「可質可齡的無語之

謎。 J 9 可是年輕的提問多竟出乎意斜地歸向他老師按鄙握的

基督教?車導致j 另一個極端素。偉的同學，海 ~p後來著名的思棧

多蟻， t包離開了手IJ 田總佩服隨了基督。 10 提問多亦設法聞機多

模撈棄這個世界，泰封澈撞的禁憨三主義 D 畢竟，他蘊含當淺薄

的哲學家聽按孤獨的僧侶，因為他渴望結婚。為此，連接多模

引導他改常數學者主教( scholar-bishop) ，能感到快樂，因海

生活令你既可投身於繁忙的教逼行政事務，亦可接受嶄新的建

與詮釋方法辦帶來的學哲特色戰。三九二年，她彈費枉為

一詩經提亞的 。摩普續提豆豆是安提阿以北攝校大數的一個

城鎮，倚在那兒治理教會主卡六年之久。他以解絡鬧出名堂，

直至今天，也仍獲東敘利亞教會稱為 f 體綴的解釋者 J ("The 

Interpreter")。提揖多搬出解經的幕本原則是要專注於

五丹說的意思、今瓣兒加入自己的詮釋。與提阿多悶熱列較他年輕

的教會聽覺哪家蘇格拉底指他的釋經法是[辱柱於經文的字面

意思 J 11 燼種方法興盛行於亞歷山大的機利根寓意式研經法治

誠然不 i吋 o 復者往柱為幣投盤文加捕關至在三畫意思，令解釋變

化無常。此外 p 擺闊多亦較大部分人耀慎， f也沒千百蝸分強懿舊

的中的頭吉利旗哀。他只接受個第詩篇是明確與攤賽亞有關的

(詩二、八、四十五及一一 O篇)。然孺在他的釋經法中有…點

卻受制重大菲議:一學聞方的教會人士館為他對罪的教繼較接

嫂的拉糾首長( Pelagian) ，間不是與古斯了漲。可能像提爾多 i昆

等東方主教會隔著奧古斯丁攝若是的摩尼教背景，悶認定其對原

罪的看法嗨會摩尼教的興教租棒，這是總們潛艇打擊的，就如

摩尼教主猿人性因為與聽質體結一起，按此基本上是芳草惡的 n

無輸如何 p 提阿喜悅捧為軟弱多於主義病態或是受站沛的

造種對罪所下的無力定義，會令人從揮中得器敦的教蘊變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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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丟棄要 o 下文我們將輯到提 F可多下一代的敵對者蓋章賞他及佈的

學生轟思多醫潛嫌指稱耶穌只是「繡著永恆內往盤中，而與 t

帝牢牢結為一體。 J 12 

不過這些指責是在提向多多E後才發生，在飽生前，群眾都

說 r 我們相信擺何事所相信的，提阿多的信念永禮長存 o J 13 

只有在他死後，那個蠢蠹欲動的神學火山才“爆發，把她的名

蔽了多繡世紀。近年攏阿多的前舉克撤正說思想( pre-

Chalcedonian orthodoxy )接待東新詩慣和肯 
14 

f 火山爆發 j 其實可以說是備提阿三多的朋友聶忠、多留

觸發的 o 聶惡、多留成為導致早期教會分製的一場離為嚴重的

輸的中心人物。麓恩多留住較安握手可靠教長轄闊的幼發拉底

域內的杰蠱尼斯亞 (Gennanicia) ，早年生活情說不詳多只知道

她進過安提阿附近的牌修說，常舉差往市內的路堂教會議墟。

他講道由色，十分受人聽戴。他i1J能有一設短時間曾受業按提

阿三多門下。四二八年他突然獲發任為整個暮督教世算內最高職

位的其中一個，雄主是擔任君士坦于堡的主教長。他的敵對者後

來嗤笑他越名平庸的教士得以坐上來釋為主教畏的實窟，至全靠

他甜美的聲線和流暢的演說 o 當他們向提阿三多{竇立 ttt投訴峙，

提閱讀5修三世只泠冷地答調，血色的講蘊總比他們只懂賄路、

使用暴力、說謗及事蝴為佳:

(你們這些)僧格與教士不和;而教士亦不團結;主教

之問亦存有分歧;韓梳跟你們一樣iJÌ'互不相

草鞋 。 15

轎單多留能往君士主毀了堡就戰時，在摩普接提亞逗鞠了

會，探提提賄多 o 提悶頭耳撓幫他要 /J' J(;、、議和、尊重別人的意 

16 可去是聶患$留立全沒有將支鑫些忠宮錦進心內 o [q二八年;還

月，他在主教長就職典禮上雄心勃勃地宣稱 r 閻王臨下啊，

著你給我一個沒有異端的世界，我就給你天堂。 J 於是，飽關

閉了異端亞擺設在君主坦丁堡唯一一所教堂歹 17 其飽打擊與端

h -幽幽儡幽扭扭起孟 函國隘個逾越~以隨益矗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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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亦接聽間來。首I主全世事難料，領刻間，聶忠、多留這位打

擊與端者竟諷刺地被捕控為其續!

問超出於當籠罩多留在一連串慶祝蓋督蹄生的聖誕節講護

中擺用了一.餾流行車令聞方的用詩來構自于馬利亞 c 君士扭了錯稱

她為 f 上奇的母親 J (特鸝文為 theotokos ' 或[土帝的生

者 J) ，安提時澈的人士並不錯納進稱號。一向以耶穌華督完

全的人，控為纜研重點的女提防獄十分氣憤。其他人亦早巴質疑

這 f簡稱號，而最鹿三害歸期號力謀求平息誼場風波:

當我來對比她，我發琨教會內的信綻出現了紛爭，有些

人稱她為主帝的母親為利亞，其他人財主張稱她為 7 人

手屯母 J 0 集合了為方面的意見，我建議應當夜稱她為 f基

督的母親 J .蔚為基督同時代表著上帝和人，姑且絡站

奇書長身用。 18 

f且羈思主事留詩為神學主義礎本較殿謹的那稱號，卻是廣受歡

組的宗教口號;講思多留反對接用追餌稱號，令他的敵對者群

起攝攻他 c 這個機會主義他的對頭一一亞歷山大主教長對日繹竭

己久的。歡利羅海幫聶思多留下台， 1敢自有三 G 首先是政治

鼠問:亞腰 ÙJ大一車是繼蟬馬以外最大的主教長轄臣，逞，請混

一直維持至的世紀。可是第二吹大合會議(君士追丁堡哩 381 

A口j 部主宣稱雖為與者士蹋了無享有等同的地位，當然羅馬始

將有較悠久的歷史。對於亞麟 ÙJ:大被降至三散於君士坦7堡一事，

歐利難 J讓對十分，鑽怒。聽了政治上的門事外，安攤阿和亞腰山

大輛大舉援長期以來的神學爭議亦主義歐科羅渴望聶恩多紹下台

的原

眉之九年的復活節主且，歐科羅公然指數聶聽多間為一異端。

歌手1]驛完全無視鱷思多留的真正麓，腎、，體育然指控鏡思多留否

基督的神性。 點室接蠅島和挑撥起草繞書長的情緒，到了這

階段已不再是純特神舉定鐘或釋經方式之事 q 如敵科羅所料費

教會憤怒了!他對講恩三咨詢作晶十二環強烈的攤賣，安提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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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則以牙擺牙，同揀到出十二項彈名指控追{\L亞盤山大主教長。

大家最親以海這些指控主義聶思多關所撰寫的，後來撞實並非地

的手筆。 19 EB於眾人情緒高撮，繼按個王一年在以弗所召闊欒

且說大合會議，以求令兩謙*火弓之容的主教f柔和解，個結果卻

惹來更多事端 o

四乏一年在以弗所星暴行的會議是聽多會議中最若是力和最不

土上平的一個，實在是教會史上」大恥辱和污點 c 會議顯本應以

帝的名轟召餌，師提蚵滸傳正是支持聶思多酷的實但做科難

竟奪去了車帝支持會議的摟住。當持支持轟恩多闊的女提悶主

教長不能及時趕封會壩，他本聽求將會議押復至三他和!他的主教

封建後才開始 O 歡利擺擺悉此事種寬聯周五十名與他一夥的主

教狂妄地宣佈會議闊論，完全摸規官廷大臣及另外七十名主教

的抗議。為鈍，攝思多留甚至三拒制出席。他其?是將當時會議的

說攝真地記錄下來，雖帶有偏見，但卻十分誰讓:

他們......諸如在發動戰爭，坡及人(歌手11 雞)的這娃者......

都配備棍棒，在成中轉處走撥. . . . " (他們)像野蠻人一

般地叫喊，克惡地呼嚇著......輯皮革泛妥地吼叫怒篤反對

他們行蝕的人，並3之四處鳴鐘和放文.....恰相墉鑫手持道，

人人爭相主義走或躲藏。他，相控制了整個局 00: 為鸝躺臥、

醉酒鬧事、高喊:鑫載的說話 20

情勢十分嚴峻，甚去在聶忠、多歸為 y碧藍避治報fflJ監聽純蹄子

中，有一名守衛竟被掘出服外。在歐弱蟬的命令…f 、與會人

以立吉對零的票數一致攝遇將聶思多留逐出教會。安揖間主教

授約翰典的十名主教來體叫三步，無法鈕轉局勢，扭僥幸笈{布會議

結果無哦，並召嚮另一做會議將轍利鱷革出教門。

拜占雄帝關瀕臨四分五裂的絕境，提阿三位修三 t設只得不情

顧士也接受罷兔轟思多館和歐和i縫議兩{續對誡人的法矩，以平息、

爭端 o 他們二人均擺速捕入獄， f且兩人卻以不同的方法面對裁

法 O 歡利繹媳迪藉行賄重奪權力，他以十鷗張東方能毯、八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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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椅、六張檯布、四張掛艷、四張象牙長椅、六張皮椅及六隻

駝鳥來收買提阿多修的謀臣，但他此舉卻令亞歷山大教會負債

三百萬元(以今日的價值計算) 21 另一方面，聶思多留雖然0 

向來作風模宜、思想極端，但行事光明磊落的他對這不公平的

判決只作了低調的抗議，最終也接受了判決。他毫不反抗地開

始了他的流亡生涯，他先到安提阿附近的古老修院，然後在四

三五年，當反對他的勢力愈發強大時，便流亡至阿拉伯的彼特

拉 (Petra) 。最後，由於大家對他的影響仍深感不安，於是將

他放逐到老遠的埃及沙漠。他在四五一年逝世一一對西方教會

來說，他是異端;對波斯教會來說，他是英雄烈士;然而他認

為自己既不是異端，也非英雄。他臨終時寫道:

世俗的事我已不感興趣。對世界來說，我已死亡，現今

為祂而活..‘...至於聶忠多留，讓他成為受咒詛的!﹒

顧上主使所有咒詛我的人都得以與祂和好......別了，沙

漠，我的朋友......別了，流亡生涯，並在我死後會將我的

身驅一直保存到復活時的母親... ...阿門。 22

東方教會從來沒有接受四三一年以弗所會議的判決。四次

大公會議中，以弗所會議是唯一一個不為聶思多留信徒接受的

會議。他們可能是對的，因為這吹會議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質

鍵。 23 與會人士的表現極為可恥，而會中的神學裁決雖沒有

被推翻，但卻在三十年後的迦克融會議中遭到大肆修正。會議

中將歐利羅繼任人丟斯庫若( Dioscurus) 逐出教會，以報當年

歐利羅咒詛聶思多留之仇。

曾「聶恩多留主養」翻案

聶思多留在西方被貫以異教徒之惡名達一千五百年 24 而

當中大部分時間，西方教會都認為他們對他的指控是合理的。

他們燒毀他的著作，只餘下一些殘篇斷簡。他在歷史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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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反對仰的人所舉龍的。及至~八八九年，一名教利亞教士

戲E射性蝴發現了一份雖有五百間十嗔聶單多留本人的學說和教

導的古敘利亞文手拉þ譯本，原文以希臘文書寫，已有八百年的

歷咒。欒百年來贊這槍手輔以《輯于控克車特斯之書{漢市集)} 

(The Book [Of Bazaar] ofHeracleìdes) 為名， 心寞不為人知 G 但

顯然這本寄給作者說完全聶惡多留白己。 25

說錯思多留的事等述來看，他其實並奔那般 f 聶忠、多留 J

皮之，他較反對{擎的人所說的要符合教會正統。就瓏罵了路態

看過了地研有著作後，亦確實認為黨中並沒有任何與端

說。諸位也於其神學作品艱深難駒，因此大家對他f另有十分不

同的評價。 27 不蟬 f也某也論點是清華箭一殼的，倫的神學立場丟在

建基於補發書所鹿三泣的那位歷史的基督。 f也無意剝縷較神離譜

意上的臨分，他探信自己錯符合聲經傳級的。別人雖指控他否

認基督的神性，但他從來沒有這樣作過。他只是民支持把基督的

神性和人性清楚臨別出來 G 他同樣不管否認喜事督稅樁的含一盤，

{封建卻是佈…直以來遭受非議的總三句並聞此受對教廷的話重賽。

反對他的軍聽山大學拇指路聶忍多留主張「他的本性是真神實

緝的本性亦是真人」爐種觀點，是把基督分成 f 繭;，性 J (natufl帥，

接利亞文是 keyane 或 keiane ' 希臘文是川ysis) , 2車就此攜接了

救車真正的位樁，把基督扭曲成「構頭 J (two heads) 的怪物 o

間聶盟、多蟹的由黨主義 r (主義督的)投格(古敘利亞文是 

parsopa ' 希臘文是 prosopon) 是一個的 J '需「上帝、道、

租上帝的獨生子，都只是一個，師非兩 f醋。 J 29 

這場風波音5分是單單於攝惡多留所體取的字暇。聽思道多留以 

prosopon 燼種事會蠟宇來描遍基督的能格，作為他位絡會一位的

基礎 o 1旦 prosopon 這個字很乎不夠說服力。新約聖經中，這個

只有 J 次聽賠來描述人，而提時帳 prosopon J是指「存在 j 

(presence) 或 f 出現 J (appearance) 0 聶恩多留的反對者聽持要

用一餾較強烈的字眼 f 本質 J (hyposta紹，指 f實體 J [substance ] 

戒希伯來書…章之三麓的「本體 J [ rea1 being ]) ，來表明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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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肉身的一體性。但.攝思主多留認為 hypostasis 燼字眼過於強烈，

要是用過個字眼來描踮著華督合一的本蠶食就會像。usia 撥餾字

一樣揖蕃蟹的神姓和人性的獨特之處議為一訣。 30 

f 輯錯本黨 J (基督工性論[ Dyophysitism ]為聶

愿多館和安提向學派主張)和「兩個位格 J 之間確有微妙的

異。現艦山大學派就去詮以「兩個位格」來給釋聶思多留那句說

話，都為他主張「雙黨說 J (dyhypostatism) 。豆豆歷也

持 -1酷性格( hypostasis) 只能擁有一餾本牲 (physis) 事故此力

斥聶惡夢蟹的學說為異攜 o 31 {監事實土，踏車賽也大學授所提及

有鞠聶恩客商的教導，卻諦，非他真正的教嚀。佈早年的著作波

有個帶給將學說，而他的瀰作〈赫拉克彈將斯之書〉亦明麟沒

有。 32 其實，早在以弗所峙，聶思多嚮已很著意挖出如將在不

否定救耶穌華督具有持人二性這基要倡導事實下，及在無損神

入二性之情的終極矛Il 要真理的前擺下 3 表達禮戚

肉身的事事瞥之位格的本然 ，性。

土帝的道和基督來到社聞所取的肉身，是不可能分割的。

兩者問時存在於一偈社峰 (prosopon) 衰弱，再等再榮，

再受其緝的學教，不會亦不曾聽著船何意顏和割的 

(purpo問 and will)被分有的時來。 33

造個室主稱華督兩個本性教他的位格草草合間為…的教義 

可說是聶華於 A個的乎未能承托權神學重任的名誠…-prosopor蓋，

但那絕非任何與端之說 o

至按鋪子說法doptionism) 與端思想追另一現嚴厲的指控，

攝思多留亦是清串的。亞磨 LIJ ，大略派不滿聶思主彭餾把童基督只看

成 A個人，一個!聽著自己的善行和順眼而令土辛苦收納為[輛于 j 

( sonship) 的凡人。 35 但事實1:，聶恩多留並沒有把這成肉身

白雪基督看為一餾鑫拉力獲取搏，性的人;相反，灘，思要多留堅信道

成肉身乃土帶本辛苦崑己的 4憨態嘗個j岔了自己，~正如道聖經輯立比

的措述 í成為人的樣式 J (蜘工 7) 。在其他雌方，聶思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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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年揖及持性和人性是存在1ß::閃一位樁襄擂，神性藉草草「 

(kenosis) 彰顯血來，憫人性則被高舉租來。 36

據古英亞(A. Grillmeier) 研苔，倘若聶恩多關「典端j

的有可貴之廳，那只在於官輕紹了教會一直以來所看葷的「囑

，能相遇 J (communicatio îdiomatum) 遺傳統。問題的體結不在

於那備研鵲「兩臟基督 J '或是耶穌愚人的能力鑽取神牲的神

學思想 37 這個玩了過溯至俄笨IJ棍和亞他創刊磨時期的傳統主張，

無論是說及基督的人性(如他的受苦)戒是神牲(上帝的形態) , 

或是任何稱擱(神子或人于) ，其實都是在談及向 a餾位絡，

一個提古至今都既是神亦是人的華瞥。般若聶思三位留能承認攝

lili-
個傳銳的觀;金是可接受的話?他也許不會擅縷把馬利亞稱作 f

Jilif--j帝的母親 J 耐 f 鑼思主客留爭論 J t說許就不會出現。

但我以弗里奇，人心j弗騰，情緒高攏。在四三一年的以弗所會

議至臨王一年的激克嘻皮會議攝二十年間剪充斥著激烈的神學辯

論，守主政界和教會 pq亦出現了嚴賤的傾帆。神學界演聲為三f間

里要闊的轉營 o 在右方的是我以弗所取得聽軒的亞膳山大學薇。

接攤為保守，他們甚至會為捍衛基督的神，阻隔冒土捨發基

督人性的荒險。攝輯人被來被視海基督一性派 (Monophysites ' 

mono 指 r J , physis 指 f本性 J) ，室這一派IJ，埃及的主教長融

和鑼及他的繼承人丟斯庫若為賞。在左方的主義基督立性微 

(Dyophysit峙 ， duo 指 r ~ J 'physis 指 f本世 J) ，他們以被盔

的主教長聶怨、多留為名，稱為轟思多留灘。他們堅決不讓基督

蛇神，做掩蓋豪華督齡人性，造一攘的信繞在這…黯上很乎較他們

的反對者更為開明。然孺多相比租來，聶思多留撮;在神學的

義土買且不夠清晰明草鞋 G 他們的報檔(自轟思多留離濁鐘)是女

間的三位數畏的翰。

甫處於中間的葷的乎就給「和平競 J (pe紛ce party) ó 這一

援追求和時含一，福難以蓋章立鮮明的神舉立場為目標。志，是由

故弊和教會中的溫和被人士組成，換了數要挽教教會和關家兔路

於宗教分裂的險壤。能們第一三步就是在昆主三年籲謗草草書的大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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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提阿學派達成和議。而亞歷山大學派須撇下他對安提阿學

派的十二項咒詞，並接納聖經中有關基督兩性的教導。 38 但對

死硬的歐利羅而盲，這代表他在神學上的投降，而且右方的亞

歷山大學派照理亦不會作出讓步。男一方面，協議亦要求安提

阿學派必須接受童貞女馬利亞為「上帝的母親 J 的稱號，並且

同意把聶思多留逐出教會。這樣對約翰來說，無疑是對他的學

派的侮辱，而擁戴聶思多留的人也實在無法接受。然而，兩派

的領袖在沉重的壓力下，最終亦同意達成協議。安提阿的約翰

曾寫過這一句話給亞歷山大的歐利羅 I我們現在又成為朋友

了。 J 39 在這段時期，教會的事勘和咒詛似乎暫時平息下來。

但在陣營的兩極，和平卻無法維繫。兩派的領袖均無法令

他們的支持者接受妥協。當約翰和歐利羅分別於四四二和四四

四年逝世，戰事又再爆發。

最先起來反抗的是埃及的基督一性派。約翰和歐利羅死後，

安提阿和亞歷山大兩個教區的主教長位置由兩位完全不同性情

的人繼承。亞歷山大的基督一性派選出了在各方面都甚為出罪，

而且跟歐利羅同樣頑強堅執的丟斯庫若繼承他的位置。他沒有

歐利羅在神學方面的洞見和睿智，但卻比他更肆無忌、陣。他甚

至毫不羞恥地帶著情婦在亞歷山大招搖過市，但與此同時，他

卻可以招累信眾不斷高喊歐利羅用以打擊聶思多留的語句 I (基

督神人二性)聯合為一性 J '用來描述造成肉身的基督具有不

能分割的神、人二性。他完完全全違背了四三三年所達成的協

議。 40 相反，在安提阿，繼承約翰的則是溫和，但卻平庸的都

默斯 (Domnus) 。

當時拜占庭宮中的權力門事令西方教會的茅頭轉向聶思多

留派，而他們對極端的基督一性派則有好感。當時執政的提阿

多修二世生性退縮，他無心處理國家大事，寧願埋首於故紙堆

中。一名歷史學家曾這樣評價他:他「統而不治 j 。叫他被

三名他種信的宮中人物操控:兩位女性和一名太監。他們勾心

鬥角，手握大權。其中一人為皇后余多域亞 (Eudoria) ，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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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聶忍多留淑一方;另 A個是藍皇帝的妹妹髒茲域豆豆(Pulcheria)

她雖反對韓惡多留擬的學說，但比起護主督一快派，亦可算是較

為正說。大監斯薩費恩 (C加ysaphius) 是奸狡卑弱的宮聽大

見Jml.轉舵 3 哪一方能為他帶來經濟和敢抬上的好處，他就會轉

移支持那陣營 o 他童安向部三三年的臨議，以換取宗教上的和平，

但若聽方無法和解詩，他又很快幸存幸事支持任何一鶴可以保障自

己財富和權力的解決方案。倒閉捌年，丟熟，籬若成為亞歷山大

的主教授雪當時普乏主蟻豆豆已被粗糧下泉。單於余多域豆豆，她則

問牽涉宮廷織間詣要攝亡到耶路撒冷。如果，卑亮的斯釀費思

獨攬大權 o

三產督…性誠歡籠很高興發現能們結交了斯薩養費恩寵位于攤

大權的間友。協 WJ斯薩費戀的是他的教父獻迫奇 (Eutcyhes卜

他是一名希臘修士 o 歐梅奇反對聶恩多留華督立性擬的強烈程

憊不鱷於任何豆豆握tlJ大學擬的信籠。間四九年多丟斯庫若、

數過奇和其身薩費恩成功說服了容易就範的提河三宴會在以弗辨召鞠

大公會議。會議上多丟其在 j擎若好比四五一年以弗芳芳大公會議上

的離科攏，目中無人，他不單賤踐他的死敵安提純學瓶， 至

體羅馬以及教士閉了直接黨整個議和派撞撞寡不放過。違章士粗 直是

的主教長養費拉 f章寫(只avian) 在大會中被罷免，眾自是他指摺

歡媲對墮入那被斥為難端的亞投科拿恩 (Apollin訂ius) 學說中，

否認基督具有人的軍魂;另一個原因是費投偉容不育收買那位

大權在握的斯薩費慰。安提阿的吾懿E獸斯及他的神學家提阿多草鞍吾

(吋Th卸eodoretofCyru紛糾$叫) 併餌扭可 多夢勒在{他也那本名為叫肘仗 耐 亦禮攝賴同干下必場。擬 F I5

《伊言霉雲挖其辯哥支掛鹿') (E. 衍的余衍泌 雪吋) 的著作呼中::l ，尖銳士蝴也批言靜乎墓督了ral1Îsj rtes

懿神學立場只 i f '遊無{饑覽值叮聾詮 一堆過氣的異踹思思、想 J

會議甚至三禮教皇利輿 ~t設 (Pope Leo I)給神學端著《書冊》 

( Tome) 亦覺講不理。雖馬教會花上不少心血寫成攝份其收治

家風範的論著步間的主義為了使這兩個敵韌的學提攝傲和解。結

果，基督一性攪成了接投會議的大贏家，他們歡喜若枉。 但同

一時興，那位獲賴為 f 大帝 j 的利輿:一世卻寫信給普茲域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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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她教會認敏那 f 強盜會議 J (Council of Robbers) 出覽了。

自此，人們總稱第二故以弗研大公會議為「強盜會織 J 0 

結果誰明那些「強盜 J 的勝利黨實在不堪一擊。聽不知

一件小事便把他們的勝利毀於一見。提問多{會二世體鵑花後，

他的妹妹普茲城誼立即取回權役，並把正可鄙的其荒種養費息處死。

雖對亞歷山大教會的奪權仔動感蓋自失皇室，她不再支持者主錢一性

漾，若望蘊能鶴教攝J馬利棄一世帶領下的溫和派組成聯躍。「強

盜會議 j 中既提出的一連串不分驚紅忠白的指控激起全闊的價

怨，授是召蹋了一故主教會議，君子決[強誼會議 j 的甘于會啊。

個會議於四五一幸存在迦克續舉行，是為第四次大金會

迦克增會議主義早期教會七館大合會議中最重要的一輛。符

其重要性只有第…故思題豆會議可以格比。Jíîj迦克融會議亦可

說是為聶惡多鸝挽閻部分韓利。稿若繭思主客留遲一年才離開世

界的話，棺倍鮑嘉定欣喜萬分，因組克嫩教儼宣告 1

二性。 J 議正正是安提阿教會研單持的，也是亞歷山大教會

組絕接納的倍;怠。 1Ii現在被拒諸鬥抖的組昆輝山大學樣，主義他

們的基督 A性論被提以異端之惡名。

然而事實 的轉利並二字鸝於安提阿或亞歷恥大任何

方。邁克議會議研雖出的完整口號是:慕督的[神人二性特

按一個拉格襄 J 0 舖 f 一個位格 J (向時定議為 hypostasis 率11 

pn仰。'pon) 的說法與輔腔、多闊的神學相鐘，特冊「二位 J (physis) 

的觀急亦否定了在If H發!lI大學派的主張 o 至三於一直以來持學爭辯

的焦點，即基督持人二，控之懦的觀碟，題交戰會議亦無法界定。

能I;J.認 f言的態度主宣稱持人二位並沒;在樹為共存於同一位格 

'ÃJ 海受到破壞，乃 「沒宿舍混、沒有改纜、沒有分切、投

分離 j 抖的情祝下采i支持制者的關係 o

今天，學者一艘都會鑽問瓦國(A. R. Vine) 的評論:聶

間較歐利羅良莓，但關;利，難則是較血色的持學家。雖然在

以弗輝召闊的第三攻大合會議聲名猿箏，值增寬議會議承認聶

認 11主德聯合 J (prosopic union) 的觀念是 f 未有足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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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去承毒農 j 雄繁華督位絡本然會一教義中所鑫生的 I tîL力 J

權倒是合醋的判斷。由此可見，此次會議可以說是潑滑和遲續

了JV.弗研會議的就訣，而非釋之推翻。雖然境及教會，甚或波

斯教會都不大蟻受嫂拉克散會議的結果，但不管怎樣，商芳教會

對它卻感到漏意。

注釋

l.參L. Duchesne, Early History o[the Chrιstian Church, vol. 3, trans. Jenkins (London: Murray, 1924)看 

73 。 

2	 參 J. Moffa鈍， The First Five Centuries o[ the Christìan Churr:h (London: Uni v. of London Press. 

1938)， 142 。 

3. 	 I再仁， 155峙。 

4 	 參 J. F. Bethune-務必缸子i: An lntroduction 的 the Early History o[Christian Doctrine to the Time o[ 

the Council o[Chalcedon, 3d ed. (L棚益。n: Methuen, 1933), 1仿-72 的總要可或 J. 鈍。 D.Kelly、 

Ear今I Christian Creeds , 3d ed. (New York: McK呵， 1972) 。 

S. 	 Bethune-Bak缸" Christian Doctrine. 犯下9. 

6. 	 R. V. Sellers 指斂，敏科羅的神學可 1J喜吾畫室發於豆豆她那修的 iE錢之上，寫…」方當首系主義主童基

在鼓鼓支手IJ 尋n盟神壤之上﹒{也繳利要擎的神發給予言寶貴線以為是5211主利拿裂的真穢，您想，兇 Two 

Andent Christologies: A Study in the Christological Thought o[the Schools o[ Alex.創drìa and Antioch 

in the Early History o[Christian Doctrine (Lon忌。在 SPCK、 1954)，卜 i衍。 B.J， Ki必舉起指I:l:l敵手空

應在是米以本，從 (physisl 來星星2主主義務的人斂，豆豆 Hist01亨I o[Chruch toA,D. 4針， 3 vols 份芷ford: 

Clarendon, 1922), 3:206 位 

7, Se挂ers， Two Ancient Christologies. lO7品1.另參I. A, Dorner, The Development ofthe Doctrine o[ 

the Person o[Christ, Div. 1, vol. 1 (Edinburgh, 1891), 25 " 

8. 	 Sellers, Two Ancient Christologies , 166ff 撥出不撥給終女提審穹的「竟誰忍多位i 派人士: J j漢說

寶寶勢和發憲章穢的董事雲牲。 

9. 	 Socrates, Ecc/esiastical Histo抑、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vol. 2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勻， 3. p. 23 

10. 	 Socrates種 Ecclesiastical Hístor手心宮. p. 2 當亨利己組彌綴之際，有人肉他言實主義繼位漪，他說

?如 1辛基督徒偷走了約翰{屈梭多發繼承人應是他 j 

11. 	 Socrates. Ecclesíastical History. 6, p.3. 

12. 	 H. B. Swete J吾翅句子來給賣會按倒多的事志曾穢，兒 Theodore ofMops僻stia on the Mínor Epistles 

ofSt. Paul. 2 vo1s. (Cambridge.1880-82), 1: 81統 o Bethune-Baker. Chrístian Doctrine , 259n )íJí引

渡。 Bet的帥-Baker 基本上是捍衛提肉$為改裝在 2 參 256-60 。 

13. 	 Cyril of A1exandna, Epistolae 紗，白日ethune-Baker， Christian Doctri肘， 257. 詮釋 2 苦;述。 

14.	 參A. Grillmeier 在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ition , vol. 1, From the Apostolic Age to Chalcedon (451), 

2d e往. rev叫 trans. J. Bowden (London and Oxford: Mowb悅戶， 1975)， 421…玲對縫間多瑟發線的

分析。 Gril1meier 指出: r迦亢奮歡會主義將「本校 J iphysisl 與「本曾聽/質 J (hypostasis) 乎聽

著手分算1] 之先，這{豈是 ~pJ多的哥華督論) 已是是當時草草擎的最難做 '1 (436可7) 他儲量意到書是純多

小心地瘦的丈夫與婆子的銷合(三仗?九 6) 和肉體與緩緩統 ET校向一憫人之中{線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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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峻考驅車擎的類比、作為例子說明鱗鱗洲人久性的結合，而非用來傳單練時可玄之閥的觀i系 o 

15. 	 !盞是從阿三學修-二t甘【對批評他的人的l'!l~擾，還5 年後載於聶怠多償的 Apolo紗， the Baz雌rof 

Heradeídes (pp. 279-81) ; J. F. Bethune-Baker, N仰的， ríus and His Teachíng: A Fresh Examínation of 

the Evi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的丸 1908卅刁、注釋 3 '引訝。. Jenks 守主綴的校名

輩輩梢。約 3學 Socrates ， Ecclesíastical HístOT)ι7， p.29 ' 

的.	 Kí吐d ， History ofthe Church, 3:192. 

17. 	 Kid忌， Hístory ofthe Church , 3:192 

:在美室主義這話EEZ藝真空 :tE訟法O年十二月寫皇含量是俊俏完善安紛紛約信件。F. Loofs 收在他名寫 NeSlorÎana 

(Camb付你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12) 約絲織機編集中，真 29 ' 

19.	 參‘'Díe sogenannten Gegenanathematísmen des Nestorius ," ín Sitzungsberichte der Bay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戶en (Munchen, 1922), book 1 ' 

20. 	 Bethune-Baker，司 Nestorius， 39 '引自《赫拉克紋絲斯之害}的校名譯作 兇本斂錢單擎的。

本濤是引用的晶體;文(R. H, Connolly 所蓋章 j 乃先於 Be共jan R蠶本。比較G. R. Drh位銷社L. Hodg這嗨， 

Nestorius, The Bazaar ofHeracleid目， (Oxford: Clarendo缸， 1925)， 2岳6-7 '來自 Be勾銷;派來的認

…段言學文 c 

21. 單持有行賄的紛紛主筆錢辛苦才華畫畫己主義玄之綴著手要E Bíbliotheca Casinensis 一草書中，I.íí， P 衍， æ

Ki鉛， History of the Chun:h, 3:258 引述、 Kíddf告辭，當醫學的負續以一九二4三年來說約為六

車主義務。 

22.	 泌的torius， The B.αzaar ofHeracleides 、 Il七護寄自民 Loofs 翻譯， f也將其中部分別述:激烈辛苦作 

Nestorius and Hi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ωn Doctr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4)‘ 17 ， 19 。比較Driver 組d Hodgso肌 NestorÎl耐， 329, 378-80反散見文中務處的本昏倒綴龍年 9 

Be句an 版本， 4訓， 519成 o 

23 	 另一合筒，發l. Rìk肘" Studíen zum Concilium Ephesi削間，有 vol. 4 (Oxenbrunn, 1934) 告儀器毒會議

成員的樣忘乎不紋，用心地為此1x會主義的淡淡援浴女澱的綜護。 

24‘遲至一九在一年，以弗堅持會議哥哥作品的主靈寶才在教義是發吾爾特亨德鎖著車認 (Pope Píus 1，“Sempitem肘 

Rex Christus弋 in Acla ApoS1ol在'ae Sedis) 。 

25.	 有聽從湊錢發波普遲緩§守黨支住機告，反對3之內容玄之終斂錢蓋全閥的批判研究-見L. Abramowskì, 

Untersuchungen z帥n Uber Heraclidis des Nestorius (CSCO Subsìdía 22, whole no. 242, 1963) ，甘

敘利ii2文版本主全 1i~ … -}L-O 年à3 Paul Bedjan ~為當J (Nestorius, Le livre d'Heraclide de Dam酬， 

Paris) 附有簡介和法樣的失譯本 Nestorius 於一九二白;年即 Driver 及 Hodgson根據 Be略性翱

版本課凶。1. Scipíoní, N叫， torio e il concilio de Efeson (Mílano, 1974) 極力維護《皺紋豆豆豆設辛辛

斯之語言〉的萊特部分的豆豆確性( Book 1, part 1, pp. 扒在6 in Driver and Hodg闊的。 Abramowski

認為此毒害部分正是El3 r 綠綠恩三吾爾 J (Psεudc卜Nestorí肘}左空約 1至一至三凶七 O 年衛星黨述。 

26. 	 1.00詣 ， N卸的叫， ana， 21. 

27.	 參 Gril隘的前" Christ in the Christian T均dition， 1:559-紛紛輩輩啥3 的文獻凶顱，‘'The Nestorìus 

Qu混臼懿泌οnm ο4emSt dyεs1設豆姆 益絲巷必叫必 訟沁絃泌 

De抑velo'pme， 掛甜 鈔控m掛tS 研 玖e Metap句卸?si化 的的扮句紋 叫的叫lU削s(L且翩 叩ν ψ JJof五 你 th控 咿 st. 0 'yofNe OTl 4叫 已 ndon閉 Independentn SomeEI 吋品 candChris 01. x st，

抗'Css. I會是8)， 36-物。從去拉多去學的學者，包括: J. F. Bethune-Baker, F. Lo鈍， R.See悅嗨，R.V. 

Sellers, E. Schwarz, L. Ab閥mowski 投A. Grillm目前，都錢三位黨lt :，Þt惡毒草您多位被指館為主事每每

作出平反，雖然 Abramowski l:í.. Grillmeier 都共岡察覺蓊忠游關博學的不足之處L. Hodgson， 

r. Ruck前， B. J. Kidd 及L. J. Tixerom (.iE如 Grillmeíer 一樣)都陶，雖題交尊重會主義對嘉，忍多紋

的指責、認為其神學紋絲絲…點是薄弱，說得壞一皺紋主義玄學務。嘗嘗民必絨jan l是 ENau 寧主

完全是反聶恩多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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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Nestorius, 8001<; ofHeracleìdes, 79 仰的前摺d Hodgson, trans.; ín Bedjan, p. 116). 

29. 	 Nestorius, 8001<; ofHeracleides, 23 , 47 (Driver 訊社 Hodgson; Bedj帥， pp. 34, 69). 

30. 	 Severus 從謗，您多留約 FirstApology 殘絡中所呀!述的一段育活: r 若我們說了 -倚重暫緩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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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多替自主要關紋的是惟完善綴著務室主綠綠而不給佑他也是一?商人。“Lest on account 

of the dívinity it should not be believed that he was also m制力 (N制torius ， 8001<; ofHeracleides, 91 

[Driver and Hodgson; Be奇制， p.132J) 0 

31. 參 GrilJmeìer， Christ in the Christían Tradìtìon , 1:478州衍。事質上校六一二三年 7 苦的個 fil. 本書 (two 

hypoSlases) 的談法漸次波為尊重惡多泊的 lE式教義，你與-811 卡年前於豆豆穿警 111大所流

行的向一說法，意殺「郤車員為不同。參‘'The Creed of the Bìshops of Pers品 Whìch Kosroes 

Requested ...弋 ìn L. Abramowsk.i and A、E. Goodman, A Nestorìan Collection υifChristologìcal 

怨的， vol. 2 (C訓bridge: Cambrl重ge Univ. Press, 1972), 90-100 

32.	 大爺分限期的作品都收錄名E Loofs ， Nes的rcalta 一袁紅扣。 

33. 	 Loofs, Nestór~叫吭 22唔，哩!述 tE Grillmeìer, Christ in the Chrístìan Traditlon , 1:461 0 

34. 兩級本校的一絲位格( prosopon) j 繞經輩輩思道豆豆穹的說法。兒 8001<; ofHeracleides伶river

甜dHodgso的， p.219 。 

35. Grillmei缸" Chrìst in the Christían Traditìon , 1:467、 515.
 

3的. Nestorius, 8001<; ofHeracleides (Driver and Hodgson喧個帥.l ， 164-5， 246刁
 

37. 	 Grillmeier, Chrìst in the Christian 1地ditìon ， 1:51 窮 ， 559 0 Grillmeier來察覺此乃路線對藥忍多

眉苦的蓋住要指紋 (ìn Luther紋的舵、 T.50 [Weimar, 1914J , 59O '引 fjj 敏 581-592 中的發簿 )σ 真是

為有趣的，至是早於 六凶五年，妨害育文或選舉者 J. Bruguier of Lille ~是第 1在捍衛線思移蠻 

lE 統的損失辨!串串學家。( Disputatio de suposìtio, ìn qua plurir間 hactenus ínaudita de Nesto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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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qu.αm orthodoxo .., , æGrillmeier Jj哥哥 l 述)。另參 Bethune-Bak紋， Christìan Doctrf肘， 293勵 

4 。 

38.	 參 Bethune-Balcer， Chris仰n Doctrine, 272 。 

39. 	 A. Fortesc峙， TheL斜了'er Eastem Church制 (London: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13), 74 ' '5 1fjj PG 

67， p.247 。

艙，害最於丟斯起筆者的衛科， "T參Theophìstus 單身簣 l ill(由F. Nau 線為主去:屯的“Lìfe" , ìn Joumal 

Asiatiq咐，但r. lO, vol‘ 1 (1903): 5- lO8, 241-310 ' 

41. 	 KJdd, History ofthe Churr:九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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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這也是七{險大教會主義ψ最大遠遠的…倘早有六高級主要畫出席。七級大公種難道包1t 乏王三五

-
4 作針對旦旦流三全是擎的 lê酋疫機議;三三八 年針對gj波利拿l'fi乏主義的鱗 次發士mγ主義會議?

閻王…年針對聶忍多續三主義的以弗所會主義 q 四 11 ~-年針對區誼通至于織的迦免費教會產黨 2 緣役

的送三個驗小主要約會議，包給﹒fLn.三年針對;三家哥華議 J (句如間 Chapte目 Contro問時y")

的苦奮:(欠教女士也丁發會主義，六八 C 有更六;\.-'幸存針對雞餐一志說( monothelìtísm) 的第

>>;:君去越]直接會緩和七八七幸事針對紋絲勢像主我( iconoclasm ì 的第 A三次尼爾互誼會議。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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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 the di!fe路nce of the natures havin草 been in no way taken away by reason of the union, but 

甜甜ler the properties of儲ch bein音符品e到叫， an益 [both] concurring ínto one Person [prosopon] and 

one hypostasis - not parted nor divided ín如 two persons [p ros你叫“) ，此段文字的英譯筆字 J'J譯

自 R, V, Sellers, The Council ofChalcedon (Lo揖don: SPC豆豆.1953) ， 210-1 

44 , Sellers, Council ofC仰的don， 2蚓、l.





第十章

爭論傳進E洲


「神聖的提阿多用希臘文詮釋聖經，伊得撒主教瑪爾希

巴 (M缸 Hiba) 聯同其他，受過聖經方面訓練的人(把它

們)翻譯成敘利亞文。」

一-f失名手稿

「當(拿西[ Narsai ] }抵達(伊得撒)的教堂，在那東

看到波斯人;他問他們可否替他攜帶書本一一因為這是

他的全部財產... '"他們十分樂章(幫忙} ，並小心把他

的書全帶到達至尼西比斯。」

一---B arhadbesabba Histoire Il ' A. Voobus '3 1 述 ， CSCO, vol. 266, 

subsidia tomus 26 (1965) ，頁 17 ， 45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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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播遠的攝思多留事輪是問方的事議，並非控辦的

事蝕。蟻，鳴帝關統一路教會的統一陣樣黨要。這場爭論主聽間

接於安提肉、車線山大、君主了坦丁盔和蟬罵等滔些蠅馬蒂觀城

市的政治與教會權力。中心人物是來自安提阿的嶄捧為君士坦

丁質產主教聶患第留。他最大的皮對者是亞歷 ÙJ大的主教敏和擇。

不雄事議的最大勝耕者為幫羅馬車敦和l奧→ -t殺;過克增大會接

納他的神學折衷方齡，鞏置i 了其在持學界及教會界約權威。 l

比大會雖重新統一了西亦教會雙卻可嘆地把它們與亞洲和非洲

大部分端區分開。

不過樟還是後詣。在瞥僑轟庸、多臨爭議約激烈過程中，東

方教會得到波斯建界保護，可兔堂接與神學風暴的中心接觸。

由的間三 O 豆豆閉在七年多波斯教會忙於在亞蓋支種吉爾德…世 

( Yazdegerd 1)‘瓦說蘭五 t政及豆豆茲德吉爾總三世的扶教迫害下

求自保，末蝦閣會問芳神舉家的激起爭論。

要不是波斯在歷對土;樣伊得撒的母會，波斯本可完全體兔

曾是涉其中，亦有可能聽纜不間不閩、置身事外，大大強化聽個

教會。伊得機琨臼牢牢地黨提羅馬教廷，就是此關聯最終揖披

斯教會抬進爭論的議室渦中，結樂難免過使投斯基督能離開西方

教

伊得搬、拉本會 (Rabbula) 及轟督一位論者

在西一一戒囚一三年，來自阿勒鎖 (Al叩po) 一帶的教科

豆豆入性本會護安提阿還是任 ~1fr得撒主教，.Lf:主人甚具見多他管

轄擇地幾近間分一世紀。他心思數斜，發覺伊持議:商佈教

所以沒賓主曾主黨更多教堂以提高自己的聲響，倒是權擇支持為

扇渚興磕醫院。 f也只在沒有教萃，給地方才命令教立了興建教堂，

錯戚，使吩咐他們要好好保持教堂清潔及加以維修。他給

神職人員的鏡條嚴謹耐簡單。餘非病，否則不得吃葷喝潛;

不得涉及訴訟;不得與其端或魔鬼膜拜者交往;不得寬待捶姦



199 第十軍 司將論傳遞豆豆濕 

的人 o 用較正甜的吉普調來說多教士該「瞬攘費苦，並不偏袒禮

塵軾的人，為他們伸張正義… ι﹒(又要)給予昕存雄主繪得的

重，焉不寮攝制他們戒欺聽窮人。 J 2 

拉本拿堅決度對真教鈍，不論他們是巴得撒尼漲、車流v匠、

馬在安 i辰、猶太教桂、將蝕與宗教混淆的博披尼亞瓶 

( Borborians )、能醉於興象的樣都被人( Sadducians) ，或把福音

連基扭扭山餾鵲宇噩意思的麥攤，攤派( Mesallians) 。不少麥撒

憐信能丟下所有工作，清醒詩;不斷構告，最終擒為叫忱于多不

是為奇。伊得樣充滿各種與蟻，拉本拿對他們絕不手下翻惰，

據說他嘗過使成千上萬的與教使加入他自己的正統教會。 

取有教會一向支重視繳利韶文的舉經翻譯，說本拿屑中的角

色房主很言重要。 他有分製作新的的核結教利亞文翻禪本多 ~p 詩時間

大譯本，以取代他提安的《賠諧音含多》及古敘利亞文不同文

本的「獨;立福音 J (Separate Gospels) 0 譯本在四三一年教會大

分立館一技日子完成，留 i兌聶思至多臨信設和基智…一性語言者皆接

它。二百多年以來，敘利亞友誼斯教會均認為飽提賢的《間

福音合參》為更佳的報本 3 但到了五蠶豆己初期，幼發拉底河上

游屑魯士的提向多勒和伊得攤的拉本拿等數名主教皮對使用〈眉

磁音合參> '贊同t{古敘利亞文 f獨立分類福音 J (Mepharr的he)

為藍本的全新認可敘科盤文新的。當時有不同版本的 f搗立分

鱉補音 J 在坊間流傳 9 據說拉本拿私下把新約 E拉希臘文翻成敘

利組文，大概急於把東方的福音誨的格式與問方的絡式統一起

來 4

可是，在 -1倒轉鐘時刻，說本主黨既作所為分裂了教科盟教

會;距甚於繞一教會。伊得撒在繭思三書館爭論中當然傾向安提悶

和聶忠多髓。其辜負雖名的神學院視攝阿多的聖豆葉詮釋最具權

威，指聶盟、$留則是其門生。但是拉本會經蠟初步及罕見的考

屁幫後，寬站斑豆豆鸝山大的歡斜，誰部…芳。他而下定主意，使全

力投入爭論。問三…年，即聶鹿三影留在以弗所大會被攤賣肉一

年，控本:拿在伊得撒召閱 f章程己的會議，呢緝阿三侈的著作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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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焰中 9 嚴辭 f最為聶思多留提 f 興端 Jz父。 5 至IJ 侶三五戒屆

三六年拉本拿去世時，他可龍為伊得撒的教會清除了攝端教派，

但他但基督設分化成為完全對立的最腔、多館派和基督一性論兩

個陣營，令伊得撒經聽前研未有的分裂，情勢嚴嗤。

拉本拿嚴加讀寰的深系報總接替他當伊得轍主教，情形明

顯不蠅。就神學理論而宣言，鹿三五或六豆豆白了三七年出任伊得攤

主教的希巴 (Hiba 或 Ibas) 屬轎思三咨詢派。事實上多據稱他問

翻譯組阿多( Diodore of Tarsus) 及接阿多連詞個 f 蕭轎思主事留

時期的聶恩多留倍徒」的著作成較利可夏文認激起持舉鷹提主教

控本象的怒氣，在問三…年於拉;李拿召闊的伊得撒大會中與其

僧人士一起被放擺 o 琨在希巴衣錦繼籬，當上伊得撒主教，

帶錯惡夢留擬t!1重新掌權。但他們的權力十分有限;民馬里對南

澈的支持相若，競爭激烈 φ

到了五敢紀中葉，伊得雖有三所神學蹺，激化了兩 v鼓兮諷。

院中，被其兵學院歷史最悠久、最擊一負盛名;提琴IJ豆豆學院

根據迦克增大會錦標誰來說，大概可算皮爾思主客留及正統，但 

t包許亦正帶求與基督一性論者要協;調甜美尼亞學院當時已攬

向華督一性擒。 6

四個九年，激動的革督一性論群眾上街皮對希臣， f表們高

呼 r跟聶怨、多留的問佯齊放燼。 J 及 f希巴至11礦場去 o J 伊

得撒總督擴心該市張寧 9 屈服於壓力，議把主教 r監 o 形勢很

急權建嗨，基撥一性論者勝券在攏。何年揹按時期，的亞歷

山大的丟斯庫若無恥地操縱的以弗里持強盜大會臭名遠捕，大會

以反輩輩旦、多留為主?會中禪責啼巴和罷兔了他 o 除了他的神

理驗，他的是活方式亦可能是帶或他下台的原間，皆因他愛聽、

愛運動，難愛舒聾的投活，被綿的反對者議為 f 騎師主教」

第二故放主要為時只兩年 3 但線;舊體怒氣的理怨他始不斷換牢驛

站攝二十多訣，以防飽惱怒的朋友能來營數。 7 商方教會在部

克轍大會稍為站磚陣聯後，強盛大會對希思的攤賣才給否定，

恤重掌主教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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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得撒當主教的路風悶雨嘻辦來不可預期沒長龍約

機霄，的西方教會在華督論問題的被壞性爭論帶槍羅馬攝界，

因機被期教會。 在這段:烽火時期之間的和平自子(羅馬與渡斯

百年內四度開戰)、且大鮮波斯舉生得以進入羅馬桶內， ，在伊

得撒有名的被斯學院研幸哥哥要經及神學 o

有人認為按學銳的起源月遠游i索。巴得撒尼時期，卸的二 O 

O年。另一說法較為可信，但不能菩薩實，指該枝招源可過觀主

教科豆豆人以?去蓮令認為他在三六三年間西也斯給波斯攻陷時移

位{抖得織多我在那聽任教 o 1旦該校很可能在以措甚至之稱已存在 3

名大師是五世紀初的喬拉( Quíiorel 。希巳;在位詩是與院

。他來自、波斯 lJJ 上的庫爾斯坦事由小在伊得撞求學。

輔助他的亦是波斯人， {由是來自摩斯爾附 lli擁有亞桂血統的馬

倫 (Marun of Dilaita) 0 9 

控斯學生從與神學隔絕的美敢不達米亞前來伊得轍，

會拷入學院為繪譚聶單多留及其老師提呵護弦(又稱海 r ì在釋者 J 

[the Interpreter] 及轉經者)的精影諱言聲。學院教導他們拒鮑接受

四三，一年的以弗所大會及問四九年同樣;在以弗所舉好的強臨大

兩個 f 基督一性論大會 j 對攝思多闋的不舍不咒癌。在伊

得繳的波斯學院受教育的學往很快在?皮斯教會內升至吾吾職，他

們的括阿翻修 (Aωcius) 主教鞋，尼商比斯的思索馬 (Bars制ma)

教，以及後來領導學院在尼間比黃豆攝著流放生活的拿

希思本人;在當三位教前曾在該校任教，有功於把競恩多盟的

觀點傳輯關外。但是，飽從不公聞自稱為聶思主宰館館菇。事

上，他在部克教會議中得以援融為主戰，鵑花價就是他要被迫

同意聽聶忠、多留述出教會、這議決曾在先前的以弗辯會議中宣

。不過多在給波斯主教何建主þ瑪單( Mari of Ardarshir)的

封引起爭議的著名信件 i有多他毫不雄據地繪露了他的真正觀點。

坦白訴說他對其教極內 生非的基督一位輸者的怨吉，

對數字IJ羅及以弗間大會;不公對待聶舉多闋的憤慨，以及~在基督

神，性和人性主義重要聽日上學他採納提 F好多其 f 聶恩好留 j 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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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字。 10

伊得撒的看臼只能在臨時期過11::;在東羅馬拜占鍵甘于臨床j研

;第現的基督一性論情緒。伊得撒的聽思多留偕徒稱度被迫騙過

邊昇逃往波斯。當吹在阻四九年，當年強盜大會譴責希思主教

及該校才華洋議的年輕學者思索馬 11 另一放在四五七年，其

時希也去世拿出偏好暮智…性論的朗傘 (Nona) 主教繼位。

迦兇毒農及非洲教會的分立 

/ 
斜這時f庚，帝磁內喜事 3每一牲識的被瀨己勢不再擋，甫阻隔

始有分隸的磁勢，特別在埃及多圈內的露眾情緒激化了神學和

教派的分鑒于 O 拜占躍對各行會的故治控制i瓦解 12 聶華督…牲

論者對對基發三性論者(不論是正繞成聶惡多悔信使)的搏擊

誨，均導致坡及當吹的教會大分裂。

五世紀下半葉，君士坦 γ堡賞際上出日至主體民族和伊業

族( Isaurians) 管泊，帝國中的食接口大權旁落。豆豆歷山大

自覺在文化、政治和神舉各方面都上的意些欒族儷勝。當建立克母愛

及罷!兒壞及主教長丟賽后庫著多強迫拜占朧的觀克撤主

教毛主普攝紐斯( Proterius. 452一呵7 A. D.) 告上偉大的歐科羈

的寶庫，壤及都不可髓，引致推督教會當度展久分立。接及的

基督一性論者推選了報號貓子提摩太的擬摩大﹒埃魯勒斯 

(Tìmothy Aelurus) 為離艷的主教長 o 進攻決製嫖誌著燒及教會

確立海獨立自主的實體事何一般稱作科普特教會 (Coptic church) , 

「科警特 J 最古希臘詞彙，意思是「埃及 J 13 四五七年，伊

得擻的希思逝世，華督~..~性論者繼位，還5年埃及群眾在亞歷山

大上街，把址:饒事教長普攝紐斯追至敏章，把仰賴掉空投贊儡

他血辦淋的男首耀武揚戚。

可以頭期非洲轉情基督一性誨，脫離個方教會，成為埃及

和衣黨值班的科普特教會後 p 詩:聶思多飽爭議間與君士坦丁堡

和羅馬疏遠的亞洲教會將會再故與兩組修好。波斯、拜占庭和

雖蹦蹦概也祉， 、 、 ，心叫抽血手機似齡螂峭的叫 ha慢品恥 ._^，-叫的也越幽幽當叫他叫‘一趟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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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教京矗立度的羅馬皆~神差事上的革督之性論者，反對亞歷山大

的華督一位論信條多指基餐擎的神 'r生和人性結合直言雖有 J惰性 J

他基督道成肉身後只得「一性 J {月是一如埃及，亞洲此時的0 

政治與羅史聽教會推向更嚴重的分立而不是建新和解，蛇神

的分歧所禮載的影響更

君士憋了噶舉闊的政治因素令暮督 J陸端的埃及，比服授

、技島;其教政權下 9 分散在離關內的錯思多留群體，在鐘書寄及策

至比誰繫釋，馬教會略上對拜占庭的存在更為

的圈結還要重要，因為君士士í! T堡此時已取代羅馬詣成為難焉

鷗賤的權力中心。問方的羅馬帶路末代農帝在四七六年給讀族

趕下去庫，四而建立克增大會後的半世紀以來，君主了沮于堡最關

心的是不論任何代價實都要維持;東方帝鷗繞一。如有必要，大

可在神學上與獨立的基督叫住輸者真協，即使那濃重昧著與西方

的羅馬教會分吏，或要與亞洲的聶思多留信提脫離聽保。

事情發展的關鍵人物趁來自學扭車間豆豆南部的伊索理安部落

酋長;學洛(Zeno) 14 君士坦丁盛諸玉如驚弓之鳥，他們不0 

著蠻族如何事單易控羅馬吞沒，海注意到旗下黨棒的蠻接種

懷兵(主要為日耳聽人)數目杏仁升之勢，故此想讓辦法避免

重蹈東方之歡轍。教息科輿一一世 (457 474 A. D. 在位)構思

能亞洲引堪一隊伊業單密的支隊作王室待衡，就此平衡民主平

民的勢力。伊索現安人最低限境是屬內的合院 J 聞此嚴格來說

不上是蠻族 o

不喝館槃證明伊獄里安人擔縫東方三五權跟自耳曼人著手樣

縱商方王權一樣到家。伊索聽安人澤站在路六八年組聽了教鹿

和與一位的女兒，並主義提升~東帝臨軍隊司令，指揮部設於安

柄。抱在那 到非正統信帥的教士了課?先者彼得 (Peter the 

Fuller) 影響。此人問認同基督一棺論捕被擺出君士增于儀。

一性論在繞及耀武揚威，但一直以來各1]遭安提阿反

異端此時則已上傳至數利亞。自從四三三年安提間主教畏的翰

與維罵和亞歷 llJ大的主教屁!再 J陣線，不惜勉強接納對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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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留的青遣賞、敘利豆豆蕃營救車士群變得，愈加混 和分t吏。{也們中青

感上支持聶思多留弓的感到Jj攻治歷力和近乎 性論的神

論據，控告{足樹他們要拇絕聶思多蟹，忠心現 持正繞那一方。

敘利亞人正盧身暴鳳ß[.! 0 

通E 克 t敦大會只令形勢更蟻。拒姐也( A. S. Atiyal 指自迦

克i敦大會所達致的和解其實是自相矛盾 ο 「大會維攻擊區文科蟬

的神學，告眉頭笑的本人。在一方割論資轟您多留、但又支持

三性論。」 15 安提悶在梅克撤大會議依然去 rftJ 權棚，有傾向

華督 υ性論之勢。擦洗清擁得之拉克的婚踹主義者指控真正的

棋是在對士組丁堡及安提阿跟他對立的正繞漲。他拍他們否定

基督一位論「攝成肉身能只得一性J 的信總會無異

的真正神性。 彼得獲得海擋的大力支持，把正統主敢接提出安

提悶'iÌfZ取代了他的位置。即使正妓祖克敬派兩度成擊，並成

功以要端海由把他放能(在的 l 及 477 A.D .l '他始終…一改又

一次站妻雙副教會的權力架構中。

三至於澤格，他f跑得更高。四七四年、地登上君主坦丁堡帝

王的實路。由iR 1坐在安揖師曾支持基營叫做論者，始發位的

備綠{牛三是他要接受也克增佑f旬，他對造點並無異議會至少表在西

一上是如 J.lt 多不過!輯被譯洛背棄的一草督耐性論派幾乎立如就來提

酪{也該攘的權力。黨位者巴斯科卡斯<Basiliscus ， 475 -476A.D.l 

得到某借一性論者支持‘把擇?各程 F王位流放在外 o ;t可三互為

謝意，旗下過諭峙肯定以弗開辦個反誦腔、多留大會，又譴責 f立

基督一性論的題;克增大會。 r甫一年，問七六年 a 古捧為帝國的

未任…皇帝敗於仿奉亞流;最異端的蠻旗手上。默，羅馬(君士跑了

譯) 0Hl發現他們的君主禪讓另一異喝一一華督一位論 O 四名東

方主教展中;有三名宣言署了異路通論，她們分間去是盟聽山大的貓

兒提摩太、安提惰的課;先者按持，以及耶路撒冷的豆豆韋斯大修 

(Anastasius) 17 只有站上閉了蜓的主教長阿融體 (471 4890 

A.D.> 拒絕望安馨， [請 lt仁繼續觀難馬關結一致贊雖然他對設立克戰

正統忠心不二的主間可能會令教是不安。設立克散的二二十e八線教 

屆畢 
~ a起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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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於 f車站士坦于堡主教長的擁力等問於羅馬季需鬧翻修本人

的利益令他不得不反對任何危害核會管治的成

不過， 坦了童裝典，聽媽問薄弱的團結關保耳之久卒磁

擇洛;在你i七七 權，把黨蓋住者的其牙利卡斯趕走。地放壞

外的鯨歷令你峰、信東羅馬帝，闊的存亡，有賴容納埃及的基督

性論者。君士組丁堡主教長阿嘲降到 lbt時亦諾言學尋得解訣方

法多能關心和平f條款是否能維持部敬權威多於闕，心 f'*款是否

取悅禪:馬。1m八二年，擇洛 j學院何建立修幫助，頒發了聯合教會

的詔書多名為合一信條 (Henoticon) 0 18 

條是教源和神體上的要協﹒除聶思多留信徒及教皇

外，各入縫中皆有所散步令亞歷山大和脅了全迫于嘴大喜多梅克

敬大會使失去的東雞馬帝國宗教醫結得以恢纜。合寸吉條為了

滿足基督一位輸者的利說，確認對聶恩多留的講責，立在贊向

大的做奉IJ聾的嚴苛咒燼。認為了?晶-足宿士坦丁堡的正統派，

此佮條攻擊敵迪奇( Eutychus) 指慕督道成冉身前有兩性、結

合復只有風性的激進濃督一性論異端。另外，合一信條雖沒有

時肯定也克議會議，但至少它沒有像禪洛六年前的體論那樣杏

大會，愷正合阿遊樁，心意 o

然而實羅馬大恕。 結據中沒有線及輯麗的《會用》 

(Tome) 一一核書是聽克樣的神學基在，亦是羅馬報導的象轍。

(Anathmas) 取代 《審時》 釋馬人自晨

中學合 士現了堡正 性論。 ，在四

八的年，教皇菲科克斯三世 (Felix III) 把阿通暢及 ;軍洛

逐出教會書而阿迦{驛站都把教皇擺出教會你自敬。間{國

蟬的教會終於完全分兒，這狀說維持了三十六年多

並沒有解決任佈問題。

波斯教會轉向牆恩多寵信仰

首
立

分吹

幸有波員長 的阻騙、東方教會問問未受商方如!比如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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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激戰披及，亦未曾因基督論的爭論研與羅馬和君士坦 f

分離 o 但東方教會開始接過伊得撒教會聽到j爭論的消息令

論令躍馬帶關外的亞苦1.1教會、最將世主無法過攏與西方基督教區

衛路聯難的命擺 O 不過，此時此棄自認流基泰四諒的主教辰、不

僅因三位論和合一借條而不受路方教會管轄，豆豆EÌl於他忙於處理

華督徒在與教君王智抬手的求存問題，恩怨被指與政敵羅馬

參故沒有「藝嘉興車司纜於問方皇帶闊的神主與爭論。

洛在君 為王峙，亞蓋梅、古爾葾二 t設之于無

羅斯 (Peroz， 457 483 A. DJ 是在位的技斯舉主。挖雖不能

迫害亞提尼亞華智能-事黨支持事外，但他被提海浪斯基督徒

役，囡(也翎慕尼問 t仁斯大主教思索馬。他帶噴人民平安鐘過

七年焦灼得壞的大的底梅里斯河也完全乾泊的旱災雙贏得他們

的敬議。不過他在外交及軍事行動方關並無瑋檔實只帶給波斯

災難。在海向中單的東函，地挽起白伺奴的黨支護:持。白匈奴護

區威脅波斯，正如錄烏龍國關威脅波斯一樣。佩總莫再教樓自

待，看不起境些游牧民脹，本答懋將注斯土上三令。許費2給他們的領

袖以求和，誼j檻上穿上去三位報飾的女紋。匈奴掌聲言己奇恥大辱。

如玉手佩羅斯斑位之年，敗仗連年 o 她兩坎敗於匈奴

二吹戰敗尤其翠綠，他為求和參被迫i府伏在他營大加侮峙的

跟禱。纜而庫什汗人 (Kushansl 2。在裝海南端一帶玟擊。

曾受棟建羅斯之父亞茲態吉爾德二三世威追請辦碧藍基督教改{盲校教

的重斃尼亞人，此時起來成抗其弱勢究于。最後，報羅斯大概

想抹去他較早鷗在匈奴手上受辱的記憶，不智擋得吹揮軍攻打

恤柄，在大度(現今站河富汗)華辱士也教殺。 21

尼間比斯的思索馬 

1師1羅斯治下的波斯教會最突出的人物放不是教會有名

的領袖巴布線主教長 (Babowai 峙。 -484 A. D.) ，而是攝其事 

;( 議的問問總主教(大主教)時篤。他被捕(最低限度根

精品誦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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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基督一性論編年史家的措稱) 嘉軒東方教會變成他

。 22 巴掌馬生於[111們所貶斥的聶思多留異端一 

五年美索不達米亞在谷北閥混踹騙。在成如我們前述耳他在伊

得撒的波斯學院讀書 o 他在那濃曳，希自主教黨 F誨，醉心聶惡多

留華督論中的「二性 j 論點， f 一世 j 看了去。

希巴於四五七年逝世後， 叫做輸者反擊怒潮狂淹伊得擻，

該校卓著的波斯學者奔 ，此事很可能令巴索馬車下

定決心對付基督一體論

他在波顯境內距伊得撒的十三位哩的要賽尼西比斯，姐瘟攀

上教會的權力架構 o 尼諾能斯拉東方教會主教措按中位列第二，

僅次於首都宣言流幕泰藍雪封沒拉幫亨利倍。 24 但是巴索馬野心勃錯，

不安於位 T 不講是於教會滿戰多擔任盟中的軍政要職，出任渡

斯羅馬邊界司令或橄 
25 一性論歷史學者{六世長己的

西門[ Simeon of Beit Ar浦泌圳、七世紀的教科軍人米高，及十

三世紀的巴爾希布萊)指給佈歡用筆等等權力屠殺基督一性論磊、

並強加聶思主多間佮仰於附位不惜頓的主教長巴布偉及向磁學 

(485 - 496 A.D.) 門給他起名叫「野豬 J (The wild 

boar) 260 

不過，向代的波斯教會會議並沒有證明這些指控。毫無雕

問噎這名大權在守主的攏界主教與兩名主教長爭鬧甚劇，並對大

主教于女虎視兢兢;然有百當時爭論的重點，是政泊與教會秩序，

兩非持學 o 的波斯怎樣說也沒有基督一性論的傾向。

支持的 的過釋者，那時滲入波斯的事基督

在孤立正當蜓如 利及靡恩萬亨能近的瑪爾馬太榜 27 

纏著波斯教會的權力向主 t設如下 攝思

多留估 一性論者的神學事論，擠不知 巴布 

f韋興他那難以駕駁的大主教巴掌馬爾人之闊的戀人繽導L "雖然

主教展職侃較高，但在他與巴索馬的爭門中谷p勢亨廷力弱，實力

E布偉關為戀殊。波斯主本人聽倍思索馬，而原本

則為{裝的命間幌惶終日。自從亞茲梅宵爾 {你認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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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棄置教琵改f言能教的人 PJ權磁融、即使熊波有宗教寬容的日

子，也不 19t1外。理論上，叛教的JflJ罵為先粥，不聽罷中絕少說

行這最高昂j富多過?當都會路較輕的的鵲 o 巴布{意十一年之教長

生握就有七年是在獄中度過的。 28

的。看來主教長與大主教報初去是因

東方教會對此問題的立場較西方更模梭 行者比

西方的修士激進，但其教士則較自由， 獨

身、至於主教是否也無須立此醬古則不

一般認為主教應獨身、巴布偉主張嚴紀，嘗試強行聽著法。但

是巴索馬已娶妻，他的反對者稱主主要為拼捕;機界另一 4癱的西

方主教樂於為難敵對他們的聶思主答闊倩梳，自然利用事實來令

索馬丟臉。他們向西流基君主 激動地

自辯多堅持他與妻予的結合合法，立全啡館輝的

火玫心，個不如蟑娶為峰、 o J (料都七 9)

教的看法，在下寫信蛤他們，為對他未能操獸行動暫付大主教

研辯護多講求他們游說擇:各自波斯王龍頭，了結撥煩，為接斯

教會帶來更大程度的皂白。他寫道 r 我們受制贊不信上帝的

故痕，無法揮主主們研額在波斯教會執行統縛。 j 

.Ltt f吉危矣?不但謊言于政窮，立要求外屬于館。三主教授意議

對自身有危轍，把信藏齡空枝 i均試輯{會聽過境費不雄偉在權 i詞

所控告師巴掌馬儷巧在邊界將信件攔戴 O 根據慕督 

, ftÞ.立即向王揭露敵手的所為。思布{數被搶報闕，判

處死刑學他的無名指被吊起，直至氣組身亡勢用愈是懲騙他用

那指頭上的指環，在那封令他喪命的信件上

索馬勝券在握，滿以為會獲推選為主教長，激增無織間

臨時教會領繭，因此他也連於四八四年在民爾利伯

教大會，在會上正式批准主教結婚、記念提阿三缸，以及蠟{你

多闊的信仰聲明，以對抗西方基督~性論教義入偕;研方的

梅新頓的合一倍條剛確認了反聶思多留的立場。 30

巴掌，鳴的勝利只是曇花一現。 他的希望聞著支持他的 

……… )均媳婦叫… 戶字叫蝴岫峭叫阻峭峭幽幽幽雌硝必哨晶晶 "-~，叫一~幽幽幽忽編品齡.........函爸爸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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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主線羅斯與肉奴交戰不雄辯亡關瞬間幻誠。新波斯王主是洛

轄閱( Vologases 或 Balasl豆， 484 - 488 A. D.l為求令東方太平，

不惜付 t任何代價。據稱他被迫接納慷款，答態向的設進責南

年，對f設機約被無來說確是奇恥大辱。由此，他明白對此時不

委任瓜羅塢的思簇，馬為波斯教會頓袖要以免得罪拜占霆，跟

西方添麻煩事竟是為東方自找銷惱。於是，能體聞大權在

議的大主教思索馬 9 另鷹"叫名更具普 i設胸懷的波斯學院前

學生路迦倍。

阿邂{彥由的八五至四九六年任主教長，表現出色。新波斯

主給他的當個任務是安撫有去了坦丁盛。 31 他在拜占產主宮紹情緒

漲氣氛下，機宜地答應盡其病有語言遺賞他的夙敵田索，鳴、波斯

教會…切反拜占路和反華督時，姓翰的象轍，他追樣既能滿足西

方統教會的機力架構 3 亦無裝出賣自己的羈罩、多圓寂肉。 32

雖然結士想于僥與羅馬教會分;吏，閥混華泰西封與奉行基督一

性論的壞投鞘教利亞嫌隙瀨 j棠，但他攝吹出便放功，卻讓君

堡與西謊墓奉時封仍可互保聯繁。

阿通!! 11學會議 (486A.DJ

新主教最重握波斯後，致力重宣主教最權賊。他己也雄降

服愛事端的但這支馬今現在再沒有君王支持自室，馬了。此時，

阿Mm 11唐只在一名 陪!可不急急花上可組令巴 悶罐抗巳故

巴布帶;而誓要在囑他的土教游公開，臘梅、並承認年前在貝

爾利伯非法召閉獨立宗教會議。大主教覺悟前非、答應接受不

久將會召開的定期教會會議對他的任何批評判決。 33

望年 (486 A. D.) ，主教長阿翻修召開東方教會第四吹宗教

大會。己索馬大概搶，心受辱，立全沒乎于出席。倍以緊急革務纏身

為期，寫倍切f;JJ搗怨忙於對付打家去愈合的阿拉伯人和蠢聽欲動

的羅馬人‘懇求原諒不亮出席多並就宗教大會可能作出關

34
教結婚及新信仰聲明的裁定，招不惜顛地聽完表示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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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道修宗教大會指標誌著東方教會與謂方教會遲至-步分立。

大會當先草擬千分「真實、合乎攪雄傳統和正統」的信仰聲明，

際是在定非洲與羅馬敘利亞的墓骨一性論和西方的正繞過日

克教信仰。它一方間沒錯及已成為摺方正統慄史學的建立克續倍蟹，

另一方由又講責流傳在東方機士和苦行者中摺「對過度肉身的

季農潰 J 0 r褻灑 j 乃指基督…性論，其神秘的色影強調慕督的

神惜，深深吸引了甘顯擋草鞋塵世熱切愷求更高黨命的華督徒，

但是對波斯人來說，造似乎否定了暴瞥問樣其實的人性 O

大會賞積教棒界定三位一體的教義 3 擺攤頭徹闊的聶忠多

場 O 大會栽上帝遠謙廳發表信仰望學研 í 三完美位格 

(qenuma) 的獨一神慌，三三位一體，真實永恆之聲父、墊子、

聖靈... ... J 

有關道成向身及恭督屬性的錯鐘韓研更是隨宗明義的攝

忠、三名留立場。對攝思主多留倍徒來說，基督一性論者不能正確分

辦單督位格中的神性與人性，故展被措控為教導安全能不斃的上

曾改變屬性，受舍的不是權成肉身的墊子，醋是永恆不略及

無購感的上帝給釘在十擺上。阿建立修宗教大會東截了當$斥

禮教導為與瑞雪縱然大會接受正統道兒教信練，確信基督教「兩

個相異的本性結合於一倍位鎖中 J 仍繼續毫不保梅地

有受苦和神，提車寧靜的可能:

(基督有)為性，神性和人性.<<. ...相異絕不含糊... ..神

性與人，性(想又)永恆完美結合。任何人認為或作出如

下教導:上帝有受苦和成變的本質，又或當他說及我們

教世主拉格結合時，不承認祂為完神克人，就讓他被咒

語 36

第二教據這支寬主教權力高於穆士和體士，遲至一涉防範摹替

一，推論分立教會，去學防教聽士傾向異端。教條又禁止苦行者

簡意、組鎧村莊。 

f日益受其突破性的莫如第三教蜂，既攻擊東方激進的苦行者， 

』 
w 趟趟國國國 呵呵鈕，臨睡酬祖祖恥 械甘心嗡併血晶晶晶三￡ 叫做r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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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反對摺方的教會律例。能教{庫特財肯定即有基督徒都有權嫁

娶 9 不論組們是平民、按立了的教士，甚張主教 o 東方教會從

沒干于訂立規條反對早婚教士， "枉過教條承認撿「舊習 J 判定 9

已婚者可攬按立，三年可繼蠟婚總關保;但教士報立後才結婚卻

不齒。較早前，自索馬在貝爾利的召闋的異見大會中醫忱的傳

統就是比慣例，此舉令基督…性論者和正統反對者皆大為皮 f禱，

沒料到此刻正式的大會卻為東方教會正式廢法。不過必須說明

點，說是下次在的九六年學行的第五屆大會特丹Ij指出，自黨

馬大會除此一教蜂獲確認外，會上所有議決一律作廢。 37

支持此袁大決定的節因不少。首先是聖經撥攤，教條引捷

保，難始提願太的思告 r 人辛苦想、害得監督的職分，就是聽著客善

工。追話是可倍的。 作監好的 ， ~lZ...須無可指責，只作寸回婦人

的丈夫. .... J (提前三 1-2) 第三個是出 Ji~道梅原凹，…敏認

對那些並非受感過苦行生活，馮主是按立為執事準備在教會中服 

f寺的人施獨身的嚴法，已導致普鱷濫用手日本道梅等詞題。此處

引用了另一繞經文多替o S 巴眾馬被推評提出辦有信心徒皆有嫁蟹

的權利時，曾以何一段經文臼辯。他擺出發于材\$前當七章九節: 

f 與其態火攻心， f到不如嫁娶為妙 o J 
三個原告至可能與文化有關。教練說及波斯人對彈身收師

冷嘲熱諷，侮辱可能是衛著教士不守法規而來，亦可能是不痛

不推銷婚站不當及有達自然的教條。波斯棍獨身為帝聽積弱的

捧出。胡拔斯枯燥地評道: í 貞潔的美緝令波斯人惱火。 J 38 

五世紀教會歷史學者札卡里 (Zacharyl 提起緝恩多館借徒喝

能融入波斯的文化中，這根本動機但使他們改變教會傳統。 39

社會組織要求改變，全閱期待改變。稍後的輩輩思存留歷史學者

蘇科文 (Mari ibn Suleimanl 宣輯被無三五堅持巴索馬婆以結婚

來證明白己堅守波蜓的生活方式。的

無論如悔，不論甚鹿原因，.LIt第三教練與西方教棟的分歧

明顯可辨、因為.LIt.問迦{多宗教會議和會議辦好的問八六年，

不時給形容為標誌聲波斯教會與其他聲督教地膩的最後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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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41 但教會分立尚未完成。

事實上，宗教大會當時的三名高級按斯教士(因流嘉樂兩

封的問極修、貝爾和lJ1白的日帕，和尼西比斯的巳索賠)雖各申

旗幟的大運動，但此宗教大會把你們代表五世率已鐘聲教

拉攏一起，觀 Æ 

42 倦的

.=;;中，沒有與教會分離。巴帕間

督一體論會 次於麓，皂、多留信徒闖過 f孽'f.!:.! E棉禪i

支持拜占窮。思索馬拉是巍患多醫倍徒，但卻反對海占燼。

通巴轅與亡三棠，馬桶。人皆維吾鑫東方教會的接一，並嶽從主教展時

迦{霞的權威勢 i的“阿tm! fl修反攝來始終堅守基督教哲界中接徒能裝

已久的關 。龍的使君主坦于堡多宣喜與東方羅

合閱顯明了這點。第五世紀末 詢，1教長歸結

式投非分立，而是同中有

尼西比 院

口J菇，等事實體明西方對這差異的容忍能力較東方洞，間結

亦太脆弱，雖不站不斷加增的壓力。君士坦丁

令關家統…叫，在問八二年頭{布合一信條，意崗

位神學立場。的八九年可他朝著這方向再聽一

主基督一位論的伊得攤主教區文科羅(矗思多詔信能草草純為「聽狗 J 

471 …物技人D，)確提下，下令聽聞盟內聶忌、多諒的最 f產權據

的波斯學院。院長拿雷(的 503 人位卒) f.存權

體過捕巴於較長訴說離闊該市，品此時新春餘下的老鄉都被捧出。 

1ft行動十分短視，其目的只為暫時安機萃嘴一性織者，言。在信

的豆豆洲土長久地觀上了西方 門。

流知識世代以來，伊得攏的波斯學院

聯合教徒的有效途徑 O 渡斯基督話來此 聖經及

闢敕父的事睛，亦為學習希臘哲 思多留學者

亦可能

拔

的〈橄經學'# (Hermeneutics) ，

以向 何一九........~，~"~""叫“、


一- 聳翩翩腳:響益臨揖恤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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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wu秒z)。科

西和巴掌馬 45 熱情款待逃亡者。他們在教黨的組找到

家醫駱駝旅館作校會〉自己索馬擔任劉辦人及贊助人，家商則
46出任學者及院長。該校校披竟在:讓妞，改名為紹西比斯學 

l封於逃亡者帶來的優秀傳統與資源多尼問比 院能也速成為

亞洲有名的知識中心，給渡難教會帶來新活力、新知識、也就

毫不起奇。阿斐忱的聶患多問偏年安家寫磁:學生不進千里間

來可 「為 H及取靈奶和寓言書正統甘甜之泉水 J 0 的

院 i迂腐謹操線及聖經研究見稱 o 聖經是課程中毛、所在，

贊拿間現存的《講增集)> (Homili州)一番清楚可見。 4且在

中(毫無擺闊葬于生他的敕導中打他想取 r 聖經的話要

題一一割草草、墮?菁、列把歷史、摩醋、大擻，尤其是耶轉生平

事麓，以及門徒的使命。離生在造個概括的理經失認識體系之內，

以獲得有系統的鵝經鵲線，以偉大的{詮輯者」攏阿多的方

法起接;他嚴擇按文本罷字的詮釋弓一直史是聶單多留祿的典範。

講磁學亦沒有怨、略歹只是以釋經是與海根據‘間l/j\;L、語釋曹

文本。如11:仁看璽聖紹研究，因成學院院長的稚 ~11街頭 

mepasquana 、意即塑盔的「詮糊者」或 f釋經者 j 0 葫拔斯言已

了拿閱讀英[唯一詮釋者 j 懿阿多的盲辭:

琴海傳為學者中的泰斗十分 a恰當... ...他的點是、成為式的


嚮導，存i 噸我認識聖經;他;然段高級4 對聲叢書籍的了


解。 49


不蘊，聶，膠、多留 f古龍的聖經在多個重要方頭郤與西方正典

。他們的鶴的刪去了歷代志;另外，他們雖然用問福音正

典故代他掘安的{1!9播音合會》、但是你們五殺紀的新的期

間大課本谷n缺了彼得接蠱、約翰貳轉及全醬、輸大書和鼓
室。

。

拿如幸$:-1!9九六年前立的校規仍在，它們成了聶恩多留神學

教育的另…重點多就主義屬草草操練。尼西比斯學院不僅是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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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校或神學院，更是組織/鞍衡的基督教社群。在某方插話

與其說它是讓校，倒不如稱 ~1'學院更佳。學院規則中的工卡 

f際法蹺 51 清晰的措輩輩出耕生必須如何愉棄的世生活，立當至

少在就主長期間守獨身，真主似乎需要把所有財物交給「弟兄 j

社群。

他們三入或以上居於小章中，雞鴨鞠始學習，至韓現方休。

學費能兔，但他們以不同方法支付他們的教育費用。你們在尼

路上七斯以勞動賺取嘿費。學生在八月至十月的長假給派往工作今

賺錢謀

絞肉紀律鍛謹也有多項禁律指導學症的衍為;墨Mli、異緒、

偷蘊、謊吉，不攏諱的行徑:更不用錯，攝有「在校 1勾引起混亂 i

律體禁止。絕境的Jftj罰是 1呈長 rJ混出學校，師且不能獲吾 1;校外

的權威 g 不管是關家或教會的權威 o 舉院像一些修院一樣，

自主權事主主架不受主教管瓣。沁

其中…一條法臭豆尤其重要，特男1] 禁…吐學技攝境進入拜舟龐雜

領土。學院支票，怕他們在那褻受到問方神學和政治所污染，國

為拜占聽當時受主義好一性論者操躍、轟恩多留倍徒視之為典主詣。

不過，當中亦涉及政治問家，校方可能認為噓當的做法是阻止

基督教學生與信奉基督教的羅馬遺敢斯舊敵合作多毛主至是表醋

的合作也不可 C

波斯教會經常在政治陰影的籠罩下，從拿間生平… A事可

一斑:他在一狀講議中不經意地評論i皮斯王軍事入侵間拉伯

事 C 波斯王戰敗，經提醒復他語意到諾基督徒的所謂不息的教

詩，恕不可毯。若非拿回從埋在另一篇講擅中，巧妙站設法插

入讚鼠，熱車1月稱讀波斯帝國婦:煙強大，渡期3::可能已搬懲閣中

的基督徒了。主3

位 1!P使學說以根據嘿經研究的鸝霾操練兒輯、有一要點，必

須→捷，就是關乎到如何實際應用羈霾操賺到教會生活

院研倡導的神學亦是宣教持學?續{吏教會對政瘖控制作出掛有

感緝的讓步，彈不容其宣教;意讓給勢，息。關後的聶腔、多留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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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為何擴展驚人事沒有其的解釋，拿閱本人瞬顯就是被由:

純是尼西比斯學院的詩位偉大教師，其神學有效地鋁合了懿纜、

教轍，以及按照彼得向猶太人和保擁向外邦人請兩個聖經宣教

模式的普社傳教能命。如但是，拿西督教的聶華本召命並手上來

自彼得成操羅‘語是耶穌自己 o 象國解述耶穌對門徒所說的話:

你們(的職責)是這樣的:完成宣講的輿秘!你們要為

我親自摘示的新道作見桂. ~. . . .我派連你們到(地球)四

，令外邦人歸仿加入民伯拉竿的家挨"*. ...我要以你們

的亮光驅趕黑暗的錯謬，我要用你們的火焰照亮追悔

當客 E泛的對界... ...出發!不時報酬，將生命之二自由投向

永恆。持

拿回約五。三年去世，由盤盤學者以利沙 (Elisa '的 510 

A.D. 卒)繼任為學院情長，然後由他紹兒貝爾拉班的阿鑼憾(約 

569 A.D. ?:.字)繼位。持學院發現阿擺爐正是該給朋諧的出色行

按人員實在他的無導下學院發展達敢為鋒。入學人數升至遍千，

那擁擠的掌聲駱駝院子校舍容不下那峙學生。他們要性到市鎖，

這叫老師大為煩悔，間為學生會路時蟻輝到倫報及貪婪的店主，

但叫老師更為提攏的菇，學生品受波斯異教城市引誘。

阿姆憾很快慨解決了這難題。地建了一座新的課寄:大樓，

復多得一名效力波顛三三的富春攝思多留醫師捐贈，他又多增了

八十所學生小宿舍。值增而活用舉校的財政資源，賞梅一頓大

農場，由此得到的收入可增設…兩個神舉教席及支付醫科診酷的

費用 57 阿雛憾的其中…名學生可能是歷史學者米啥扎哈 (Msiha

zkhal 。他在五六 G年為阿迪阿本的教會撰寫攝年。史多串其最

早期…直寫到瑪爾向f自主教f是為止。 58

西比其rr學院成為促成波斯教會信奉聶思主多間信仰的中心。

首任院長拿厲聲字，心輩輩思多間的思想，程度不亞於尼西比斯主教

巴索馬。他一本留存至三今的事等作是討論「三大(雖思多留)學

者J ÉÝ~講章，他們分別為提向多 (350-428A.D.l '也阿三多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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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卒) , LU.及;在二人之後的攝思多崗。講叢中轉出→ 聖

給文為他們辯攏，以對抗亞歷山大的歡利羅「那主義及人、草草作

破壞的號 J '和總部群基智吭，性論的 f 魔鬼和與端 j 對三三人作

品的現擊。開後來輯思多留 f高能稱會間為「真空靈的豎琴 J 1皂

白宮艷詩儷美動人弓部分不租車內人轟思多緝的禮拜儀式，亦戒

大去教會禮拜儀式中的一壤。但是華督一性論者給他粗的名稱

可不同，他們稱他為[痲于拿摺 J 0 筍樣蹲駕中{學顆明了西方

神學大辯論的激動情緒和緊張氣氛已絡建傳遍豆豆洲、體入波斯 o

在語方，主基督一性論振陳控;來羅馬于苦悶?…呵直至五一八

多 

五之吾土了路兩位君主教最闊始推行改革為 o {ê在更

的 1度均r ' ;究員 IJ 不間，尼西比斯學院的存在右手11 張藝督(二，往

論的暴

籬思多留三位教授阿戀修去世接今悔不甚了了的自拜 (Babaî)

，體任，他出四九七9年管轄豆豆五 O二年。九世紀至三÷世紀不知

的作者把攝思眾留腫史編寫成《莒瓦爾嫣年 5位') (Chronicle of 

Seertl ' 內有一篇奇，樣的報導，記錄波斯主應他的 f 基督教

者 j 請求，說准擺 11 目拜為主教 t逞。謝主教;在聽為新主教長

的，正是占主是者的父親已辨。耐不管他的背景如何叮搓，這

教會新領袖立即在的九七年召開主教會議今就是來秀教會第五

屆教會會議 。 i

五: 教會會議黯然以聶皂、多留取向海三位，不在於大會如

何解釋持學，而在於其行動。巴拜被革督一性青海者攤主主詞不讓

且已婚 62 不過能雖不是學者，但卻行事樂觀 O 地馬上

攝取行動化解教會的分歧， '恢復紀律。阿翻修與巴索馬在開八

五年爭奪主教長一職可在!到九…年，又再度爭吵 9 現皆身梭，

是你們約追隨者之間仍舊學積著仇恨。也拜聰明地拉揖支持任何

一方亨車;截了當總廢止雙方據此的咒報多在告纜方和解 c 

f且是能在另一次對教會統一構成更大威脅的爭議上卻有所

{扁飽。早在對百年頭i出現在茜方的華督一體論爭論才剛開始 

J聲被其好，的要分裂位處波斯權界兩方的教會。個八六年，阿迦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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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召爵的第宗教大會譴責基督一性論教麓，的但沒有點名

批評波斯主教亨。本沒;有必還tl:l任何人。1m九七年第五屆教會會議

的分歧更為明顯，具體寄來H自主教 E始拒絕啦!幫會議。地職位僅

次於主教授，亦是波斯教會內基督一一性論輝的報擋。大會大為

惱火、傳召他在。年內出現在眾主教前誼明他的正統信仰 9 否

則會被混出教

於是，割了五世紀末會亞洲與西方教會的分歧愈演愈深，

快到不可饒的的踏步。四二四年的第三月革i教會會議寬(布東方教

會獨立自主實志敏:這寧;有昆等的管轄權。閏八六年的第四屆大

公會議在教會批准教士結器的照題上與內i1i教會放裂穹大會亦

漸顯{盾激聞方拜占鹿的神學 o 此時如九七年的第五屆教會會議

正式講責傾向提督一性論的主教，要銷合開了神學上的分i達 2

令摩擦加劇。大會特別對澤格的合 意揖避基督究竟

一性或二性的做法予以駁斥，會中所間的 直接否定了君

坦 I錯話時定義的所謂正鈍。 64

在這些爭論及波斯教會;也十載的分裂祖沒落中

展悶。波斯教會在國家層面上國囑據對可在神學層面仁主張

盟、多問仿仰，兩方面都與問方明 i使具、由此從那時起，

稱東方教會為攝忠多留教會亦夫在 的。縱然教會仍以東方

者、阿爾忍多留教會之名在數世紀總才攏教徒普遍使用;不過，

分裂非但沒有令教會的身分更為鮮明，亦沒有鞏固其內部團結，

教會茂甜再…汶囡意見不合指崩解 o 威脅到教會安寧的，

次非好來 jJ 三壘，言語是 pq 都不和。

沒有迫害，波斯的卡瓦檔( Kavad, 488 - 531 A.DJ 

出詩:“士也眼中亞的甸扭基督棧聯數，的11:仁壽持教會?我們精搜

捕組卡瓦幣與這些匈奴基督徒的臨爛。扶載的僧侶自然

的大敵，但他們忙於平息的們中鬧出琨的內部宗教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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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鶴d!題起的馬士種異端派系，根本無暇攻擊蕃督籠。

即使與華督…性論者;在毒草營論的爭論上，仍未如不久謹

生的事情那慶嚴蟻。我們已知髓， ì皮其封建量界以外的聞方教會問

神學爭論指分崩離析，不過波斯覺到的威脅仍不算太大。基督 

J陸論者當然皮搗主張淺藍督之，性論持學的聶思多留信徒，的他

們只顧拜占路約教會政治，少理神學，即他們的策略集中於

取及控輯安提阿的主教長一職。漂洗者接待兩度取姆拉 m主教

的權位，但亦稱度被逐出(特8 -471 A.D. 和 475 … 477 

A.D.l 。不總第三次他憐土重來，站次他成功立起任敘利

報袖東:至離世 (485一特8 A. D.) 。的

始其中-項鍛先進行的工作是在路八五年需委{歪著:洛贊納

斯( Philoxenus) 為為博 (Mabbogh) 主教。菲洛贊納斯是這段

特朗的敘利競爭論者中， I涂安提俐的審雄魯以件最有才擎的神

。菲洛童安納斯曾在伊得離受教於不少波斯

的 F穹下，當時希思主教正在翻譯迪飼多和提阿三多

留之父的辛苦作主主敘利亞文 O 月 2最多菲洛贊納支持在神學上卻跟聶

多置信仰背道而馳。總逅臨安擺闊後 3 支持者主督一性論者。

當總那段時期由也克樣統支配， f瓏樣跟其他支持慕督一，你論

的人被放逐。潔浪者彼得把她能放龍中臼凶 3 命他當馬博(

希拉怯斯)主教。非洛贊換撥就在幼發校聽?旬以西，轍伊得顯

只有數理之攝的馬搏攻擊聶思多紹信徒。一說早期的華智一性

論傳記作者讚;是他仰)以神聖的教義盈磁教會，對

作深入的闡釋，揭示聶忠多詩信仰的無恥。~峙

菲 f各贊納斯的綸點說晚了兩派如何誤解了對方的教義。他

指出，三就一體的上帝?不可給鐵少或縮少奈爾(位) J (壞就
是能對聶思主多能強調神恆的基督在道成肉身時捧有人性的設機) , 

何事不可在其上加至四(龍) J (這就是能對聶恩多留堅持墓

降生為人後擁有兩性的理解)。他寫得一手價稚的文章，且博

學多才，你不朽的賞撤去是在五 O八年多在他的農村主教城旅甲

巾。lycarp) 協懿下，能們會譯整本新約聖經為敘利亞文，但括

動已跑過益-包』 明自區 你包4婦起石蝠，姥唱--~ 必還畫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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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承銬。 67 但是當基督一性論的高;有 占庭帝國機喔，如

在五一八年登摹為吏，決心恢複趨克敢正統為全羅馬

帝國的真正信仰，碎?各贊攝斯冉一故被放瓏，先到-ê. 

(Thrace) ，觸到帖鞍持尼亞 (Paphl縛。nia) 。在那襄敵人聽擊他，

把他髒在高樓， ~在樓下房間放火用薰煙能飽喝死。關

那時大音~分主主臂一心性論苦苦如菲洛輸納斯的活動只眼於法辦

拜占廳…疇。但到了世紀末，一名「亞朦 ÙJ大翼端 J 的

在熱支持者，把爭論帶到聽思多留草委輝、中心的說斯，此人就是「波

斯爭論者 j 貝爾IlIïJ碟的西門( Simeon of Beit Arsham) 。他聞始

用磁美爺不建米豆豆各地，挑戰所有跟你抱不同意見的人士與恤

公摺辯論，針有摩培教徒、巴得樣是信徒、歐迪奇 f言能 

(Eutychi侃到和聶恩、多留信徒。她在一改誼樣的公開對黨中事

甚至攝攝忍多留主教畏巴拜在場租不能令他瞪口無言。與波斯

教會為敏的敘利豆豆基奮一性論者認為能寫的-篇〈擒巴掌馬與

聶您多留派系〉的宗教講文描寫當代波斯教會十分生動

劑。的西門寫給阿拉伯主義瞥一佐論者的一封信可進一步顯I::IH也

熱心轉攝自己那套倍仰。不攝，在他五三四年去世時，全波斯

只剩下一位基督一性論主教。 70

門對聶聽多留弱點;大肆抨擊，當中大部分的刻薄批評的

碟子真萬嚨。主教長已辮子生五 O三三年辭世，他把波斯教會的個

導權交給其會吏長商稅( Silas. 503 - 523 A.D.l。此人性靖溫

和、怕還要， f說乎著搬家庭多於數脅利益。 f般也許受到要妻子催迫，

任命女婿繼桂英位。他的女婿埃利修(虹lisaeus) 主義醫生，他

得以出任教會燼最高職梭的唯一線聞就是分屬主斂起家麓的成

。這改罵人唯親的事掰太明日子長麟，實在叫人難以忍受。主

教群甜反抗，選立納間真rr為主教晨，但可不要菩提議了此人與尼

西比斯學院的前院長。埃利{憐的支持者報緝屈服。纜方趕快爭

取披斯宮廷支持，而宮話如一直在幕梭監察著教會選舉。游說

十分激烈今液斯主卡瓦穗不聽見教會分組，乾脆主要耀作出臨走。

教會在關後十五或十六年間( 524-… 539 A.D.) 的分裂已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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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撓盟的地步。當時有叫有撥撥懋但未經認好的主教長與

敵對的反主較長:在相咒詛，爭相投立主敦和教士，務求令自

壘控制多時較嚴及信瑕。 71 對聶思多留佑誰來說、六

世紀的十分可芽、 O

中亞的宜教工作

髓，這些不快作月兒譜了巴拜大會後，波斯教會;在:衰落

四十載鵲悶罐成的填報出成就 5 就是宣教活動向東擴展程中

亞游教民族的管轍。

平至一九六年、伊得撒的思得撒尼曾提及在 ?每岸的歧

蘭人( Gilanians) 中間和建遠大夏的關什汗人當中， 門基

督徒)娣緣。 J '徊不過他們主義何許人，都將隨名傳教

帶給他輛都不可知。也許他們是響族入偕

，可是有關的資料似乎沒有顯示 c 直至五世紹來，幕督教傳

沸i 內陸的證據才，礎得清晰無誤。當時的資料與科斯羅埃斯

大情之父 傳奇人物波斯主卡瓦總 (488-497 A.D. , 501

531 A. D.l 顯著扯上鵲 2憬。

四八問:竿，目素罵的崩友和保護者波斯佩姆斯王去世時，

若把王位傳給兒子卡瓦德，馮主義傳給了他的弟弟，即卡瓦

的叔叔決路格酒( Vologases [Balash]) 。卡在德造成，宣稱主

位本囑他所有，但遭打敗 'Æ尋求活命，他於是橫渡奧克蓋率真好待

到父親看書數白的般的頸士。三年梭可法路格問駕崩，卡瓦

何故協晶退闕，立為波斯玉。 

1觀望著暮之年、聽戀問家蒙羞、社會動漏、宗教紛亂 o 其父

悔:維斯與甸奴交戰接總賊北要}11]波斯學婆給警族進貴的奇臨大

辱，令人民不積為關家感到驕傲、對國教校教亦失去信心。

知興起的特機已紹成熟，先知為土德 (Mazdak) 乘詩話起。他

的議議奇怪地混合了宗教改革與激犧其意主義可 f以乎稀奇地具

有琨代的氣息。 73f鞋襪稱人皆平等多所有物件一一鈴聲、食物、



灣輛吉嘍~~.v ， þ ., 喂麵體明精耕辦帳，幣聯越吶楞嘿鬱伊姆廣島、海吵吵戰激雪路糊騁糟糟，嘿，標明雖瞥種酵驛 閻明

第十萬監 事論傳逃避洲 221 

女人 應共同擁有，一起享用。離權及婚約借犯了人的自由

與平等。盤是自由的實不限於一男一女。 j皮斯去?是瓦戀;本人改

這些新教撓，也許只是嬴取民心的民粹姿勢，並為削弱那

始跟他作對的書有貴脹的權力 O 可惜犧始低估了他投艷的

族與技教僧侶的權力。他們不喜歡馬士憾的共產

全可以總鱗，而扶敦的檔倡當然大加反對改革，結果劃立了新

敦。教士與黨族聯合組來，在四九七年 1足無罷免了他，擁護

龍的兄弟贊馬士 (Zamasp) 為主。卡瓦縛再戶也沒逃到何奴處避

難

在;抖的也總者中有附服波斯王“

f走平民;當什艾載的約翰 (John of Resh-aina )和 

( Thomas the Tanner) 。掛 主教士、位處裹海以闊的亞讀聶

聞主教卡控杜悉( Karaduset) ，以及的名教士不久插入他

們的陣營。卡拉杜怒!番對他的日命是要服侍匈奴當中那些抖占

庭基督徒俘虜?又雙向俘捕他們的卸責之{導福音。變主義可能的

能希望由游牧民族的牧師披立。

這些按立了的傳教士共還留了七年，但那兩名平民 an 留下

眠的捏一起凡三十年。若紀錄按有誇裝的話，七人的食物每天

只有仁大塊麵倍和…瓶水。{且磕改宣教行動卻主義空前的成助，

他們講過、施法， ，，!，事先把匈奴的口諦 1t成文字，又教f也們讀寫。

後來，一毛主要美括亞主教加入，在傳教活動中添加了務農知識、

教樽流挂不定的草原馬夫如例種菜和播種。 ì4 流亡的波斯王卡

瓦聽詩意到這一切，對這』佇立教工詐﹒留下了深刻印象。約三年

後，佛的流亡生諾骨撼，問屬重重奪之五位。他記得扶教徒策對聽

他推翻，但基督徒則在她被放運時扶棉一記。一名攝思多醫編

年史家如此形容他的輯關:

子也求助於突厥(匈奴)萃，後者派主畫家雖隨他凹醋，他，

廢點了贊為去... ...1也殺了一些僧侶﹒又站禁了很多人。

你對這基督徒十分私惑，由為有些在他進離主義突厥(匈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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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賽今曾幫劫他ao75

;在這營有關當代聶患盡早留縛教活動的最早認錄中多這峙傳

教鸝樂愈為基督的緣故承受艱苦的生活，他們完善結合躊盤和

險的宣教方能(傳播音、辦教育、教耕種卜加上憐憫俘虜

和繡切總向仲擴者傳福音，撞一切都解釋了為何誦思多留派能

在接著的賜福世紀中，不河思議地將他們的信仰傳體亞洲，這

些組鋒亦讓我們難見那幫早期到中亞的恩督教宜教士，並二Fi象

做1r守所屬的教會般不得體總事吟;他們放下歧見，開錯協力同

工事在搭督教的宣教工作上黯站，…致，那名與聶恩多留 f吉籠

是慧在何故當中工作的亞美尼亞去教勢正就是善惡督桶，控論者。

注糖

1.他給教士了徑 T僚主教授夫拉綠豆豆 (FJavian) 約倍肉包結了這些是方針。那封信的名字為The 

Tomeof Le o 他在的凶九年發 tH此信雪紛「強主量大會 j 並沒是在王軍會。然內 i奇聞自柯力的潮

:進了拉了寒交會的主張發吾有精成為了整整克嫩份鍵的主要根據。 

2.	 有關校本拿，參G.G‘日 lurn，“ Rabbula von Edessa, der Christ, der 路ischof， der Theolo車，\ inCSCO‘ 

vol. 300, Subsidia 34，特倒是 42ff 0 主 I 文出自 1 諒. Segal, Edes.叫， The Blessed City (Ox郎的 

Claren逞。成 1970)， 135峙。 

3. 	 Segal, Edessa , 91-2. 

是，參	 A. Voob帥，“ lnvestigations 臨10 the Text of 白e New Teslarnent U sed by Rabbula of Edessa，"的 

Contributions of the Baltic Uni阿 rsity (HarnburgfPinneberg, 1947), vol. 59, 37; B. Metz墓前，E.α rly 

Versions of lhe New Teslamenl (Oxford: Clare泌蚓、 1977)， 56-63; 沒F. C. Burkitt, Evange /ìon da

Mepharreshe 2 (Carnbridge: Carnbridge Univ. Press, 1904) , Burki往科大部分早期的學者認為

?支持E 拿完成河III對火譯本，很 Voobus 己絡技;他的幸存波只;經繁個過綴的一絲分;在JB 0 

5。參 Blurn， "Rabbula von 民dessa'*，特別是頁 i駒，的游繡“Hat Rabbula arn KonziJ von 勾hesus 

teilgenommen?" 、 和 Se草泊， Edessa , 93 0 

6. 	 Seg訟， Edessa , 150 

7. Segal, Edessa哩 130.

華.第一次夜乏正i九至三代一年，以釋為寧生冬是朱利害是單是激作結，第二欽本玄之七…是至三三七六年

的伊 ~t利~爭奪戰，勝負輩輩分，第三lX.(E ~呵二。夜間二二三年，驗，喝數聲響拉克斯王還裝警告霎 Jl

也;瀉的?欠綻開的 C杯、綴，為在主娃們所見我而不管 j 約總間多移二世約一F ‘終身哇哇茲

德吉爾德治下約波斯和平裕起草 o 

9. 	 專輯A. Voobus. Hislo吟， oft紛紛hool ofNisíbis， 悶 CSCO ' vol. 266, Sub船ìa 26 (Louvaìn, 1965)幢小 

11. 4忌。 W. A. Wìgrarn, History oflhe Assyrian Church A. D. 100-640 (London: SPCK, 1910)‘ i紛

紛為偷;錢學妓院長可俊樹顯嘗嘗寄:王誡他為 7 汶斯學俊的文:訓 ，大程建;是寫作三方盔的發師 

(Voobus, .~可 12l

的。參考J. Bois . "ll Condle de Conslanl帥。'pl丸.， Diclionnaìre de The%gie Catholíquι3 伊拉盒， 1908)堅

一一、慰他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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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 、 1258-59 '悶氣.~1f迦宛尊重大會于控告語譴食請在3 約{倦的，偎在此三?你的教士:坦了直是第二三

次大會被稱絞肉一信件為異菜譜。在迦豆豆緻雙只有不寄電使節才維護偽 f牛書本 lf綴，其他像機

繹不話量資‘立主要求各?記綴納手1) 奧約《書哥拉哥) (Tom針，又要他同意況逐掌聲忍多紹。有鱗

鱗k'Ã軒在認波斯主教主醫學的街星星，參持者J. LaÞourt, Le Christianisme dans /' Empire Perse sous le 

dynastie Sassanide , 224-632 (Paris: Lecoffre, 1904), 133n. 6 '及 1至. J. Kìdd, Churches ofEastern 

Christendomfrom A.D. 45110 the Present (Lon泣如: Faìth Press , 1927), 43 '後者鍵的設立 r)每每這!

您搞?我立，你阿沒沙又是閥混著奏型轉-衛生才之絞其哥們稱噎喜愛信何能主義寫給錯慰道主智Lk 一主

教llX;三位教長組建妻子 (421-456A .D .l 的命 

11. 	 Labourt. Le Christianis研e.133 

12.	 綠綠草鞋羅綴帝婉言E商辦區盟主建1':{史變成海市Iit撞撞要發存紋專賣族的移長鞋帶來了民生真實道德的 

f是禮堂盡全心 '。從五 11:1紀要牙首紅軍事犯星星影響立大幾不干m:妻子問方泛影響 j 這一點跨過違章;忘。 G 

Ostrogorsky, Hístory ofIhe Byzantine State , trans. J. M. Hu弓 se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ìv. 

Pr， Christiani紗 and NatiOf躍 l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ε峙， 1957). 錯。亦嘆息 E. L. Woodwar諒，
 

(London: Longman私 Green ， I 會 16)


的科爾t特教會的絕 f主鱗介經受兇 A. S. Atiya, A Histo門。1" Easlern Christianity (London: Methuen, 

19垂釣，糾紛。辛苦織科 f奇特級會對毒基督絨的爭論教慕營 ~'I生最奮者IR.駁西方與講話街校的看法，

參W. A. Girgis. The Christofofiical1切chinfi 可fthe Non Chalcedonian Churches 終創 r。可 1962) 。“ 

此，兒E.W.Br∞訟，“The Emperor Zeno 組d the Isaurians'\ English Historical R仰的v 8 (l綿don， 1893): 

209-3章可 

15. Atiya, Eastem Christianity, 178. 


的。參1. C. Ayer 之英吉車主c .絞於 S叫<rce-Þookfor Ancient Church History (New York: Scrìbn前， 19 13)，
 

523必晶 3 

17. 	 Kìdd. Churches of Eastern Chr討tendom， 14. 

18. 	 Henoticon 之多是譯本兒 Ayer， Source-book, 526-29 0 

19 有的人稱他們為臼匈奴 (White Hunsl '為有人稱他們為啄壁畫( Hephthalites) 。他們分屬

中亞聲巨大混雜草存 4全民主要的…分子，縱月三偽淤商移到歐洲的問提校匈奴( At泌的 Huns)

悠然他們極iìJ能有關嘻嘻忽有德人綴他們為?伊朗旬奴 J (Iranian H闊的 s 一絞相仿他們

與中獨立穿燙的官勾畫立藍藍有關逢， {，既不去是新街人都接納此看法。H. W. Bailey,“Harahuna'\in 

Asiatica: F的， 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Leipzi萃， 1954)， ed. J. Schubert, 12州立1. O. J. Maenchen-Helfen 

挖噸縫間顯其主要哥爾奴分筒‘產黨稱他們的共同要這種lI:於爭議室支名網相!罵街已。 The World ofthe 

Huns (Berke)ey: Univ‘ ofCalifom帥Press ‘ 1973) ， 37韋拉.20 。 

20 	 兒本發第二毒室，法草草草。 

21 	 兇G. Rawlinson, The Seventh Great Ori帥的 I Monarc峙， vol. I (New York: Oodd‘ Mead, 1882)、 305-

27 '絨線新的量最位善于巴勒斯{Balasl 答:哀、亞多是尼聳人依毒草莓線教 (Rawlinson. 333也 4l 。 

22.	 矜持 1) 換了十三了，做紀敘利故意要史學事fB費寄希布萊辨率等， E.A. W. Budge 撞騙訂立企事E謬的 Chronofiraphy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32) 肉，以及對位 J. B. Abbeloos J.這T. J. L揖ny 編釘鐘書寧為拉丁

文的 Chronicon Ecclesiasticum (Paris and Louvain: Maisonneuve, Peete間， 1872-77) 內‘?會況 6僅

是這樣。有關巴潛意馬來銷毀料的嚴徑來源l:H 向六 I吐紀作者敘利向豆葉約閥門。他的 f吉凶“On 

B軒訓lma and the Sect of the Nestorians" 已攝詩人 J. S. Assemani , Bíbliolheca Orientalis (1 719-2郎， 

1: 346ff 、從{高呼2 芬河看 t但他對三在督 ~1哇絨的普通見。 

23.	 兇本發豆豆 202-3 。 

24	 終樣的 。你的以撒言談教大會的會議紀錄穹 J. B. Chabot, Svnodicon Orientale 仰 Recueil de 

Svnod們， Nestoriens (P前is: Klincksíeck, 1902), 272 ' Kidd, ChurchesofEastern Chrístendom, 418 



224 	 亞洲基督教史

誤列卡斯州立!再次席、但其主教從屬大主教管轄。 

25. 	 Letters. 2 ， 4 覓，巳宗媽給阿迦修的俏，載於 Chabot ， Svnodicon Orientale司 532-3 ， 536-7 0 

26. 	 Shimum 0 1" Beit Arsham. "On Barsuma". in Assemani. Bibliotheca Orientientalis. 1 :346 0 並參 

Labourt, Le Christianisme , 136 n.l 可以及 J. B. Chabot. ed ., Chronique de Michelle Syri帥 , 2 

vols. (Paris, 1901; reprint, Brussels, 1963) ， 2:123-4 。 

27	 見 Labourt ， Le Christi削isme， 198-9 '以投 Budge，“The Monastery 0 1' Mar MaltaÏ' ‘收人他給

巴爾布布萊的 The Chronography 所同的序內， liii-1x iii 0 

28. 	 1主督一性論歷史學者巴爾希布萊在 Chronogral'hy 1柯如此記錄、但← III紀(十 VLJ IIJ:紀)的

輯思三名的信徒‘Amr ibn Matte (History o(the N，們的rian Patriarchs , ed. H. Gismondi, 1896) 暗叫

他的部分刑期口I能早於他出任教長的 o 'Amr 與巴爾希布萊剛剛相反 他較喜歡巴索為。

參 Wigram， Assvrian Chunιh.143 。 

29	 不主要忘記是反聶忠多的的歷史學者強調巴京.\1，，:fi 分出賣主教長的 m無疑他對敵于←台

不口J能會不高興。參 Labourt， Le Christianisme , 142 n.6 ‘以投 Wigram， A叫作ian Church ， 的卜

立。十三 IIJ 紀的聶思主~ f<t ~竹一 Chl口nic/e ofSeert 沒歸罪巳索，馬山賣主教長、倒怪責他的支

持者 (Histoire N.品的r附11le ， ed. A. Scher, in PO IParis, 1909 j, tome 7, fasc. 2, 10 1) 。

如此殘餘大會的主要紀錄收入巴爾吊一布來的 Chronogral'f吵，但大會過程的片段有 fit{-于 F 來。

見 Chahot ， Svnodiι on Orientale , 621叮叮大會對艇阿三藍的;贊揚是引述自七 11' 紀的 個後期的

大會 I Chabot、 211 、 4751 可無法行定巴布偉先於大會的或後 O 這段 H、i 期的編年二序 包括

佩羅斯的死亡刊 T 1J 商榷之處。主救長{f.巳索馬大會之後才去位的話可大主教就與他對 

ι 可此大會亦常，稱作分裂大會 O 

31	 在這 點上亦不能的一定刊于 η 巳索馬的第二封信提及內八扣年 改類似的傳教活動可也 

l祥在 Vq 八六 T IChabot，卻"/1odicon Orientale , 533n.6，投 300 n.31 。不過巴爾希布萊 f~ 差使

刊划定在約州九 年。或者當時布兩次傳教活動 Q 參 Wigram， Assyria /1 Church , 169 n. 2 

投 Labourt. Le Christia /1 isme. 151 n. 1 

32. 	 1可關阿迦修的聶思多的信仰可參 J. B. Chabot, Littérature Syriaque (Paris: Blond et Gay, 1934), 

51去。 Chabot 質疑 Assemani 的說法，不同息技迦亢嫩的標準，阿迦修算得上是正統。並

參閱 Chroll叩何 de Seert , tome7 ‘ 112-3 。 

33. 	 Chabot, Svnοdicon Orielltale , 300, 308，特別是巴索馬的首封信， 531-2 。 

34.	 信件的文本載於 Chabot 的 Synodiι on Orientale, 526-7 (敘利亞文)和 532-34 I 法文 1 Wigram0 

的 4位、譯本載於他本人的 Assvrian Church , 162-3 0 

35	 大會決議兒 Chabot. S\"IlOdicolI Orientale , 53-60 (敘利草文)及 299-307 (法文) 

36. 	 Chabot. SγIlodicoll Orientale. 302 

37. 	 Chabot, Srnodico l1 Orientale , 302-306, 312. 

38. 	 Voobus. Historv of the School ()( Nisibis、 2 n. 8. 

39. 	 F. Nau 自 Zachary的 Li(e (!( Severus'J 1 述此頁資料可資料載於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olique 

2 (Paris‘ 1905): 430-33 可“Barsumas刊一文|材。

的參 Labourt， Le Chr;stia l1 isme. 149-50 。 

41 例如、 R. E. Waterfield , Christians in Persia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1973)‘ 27 。 

42 參 L油ourt可 Le Christianisl佩 132 ;投 Wigram‘ Assyrian Church , 160 。 

43 拿出離主的確實 11 WJf、算太重要‘學者 fF 遍贊同 VLJ 八九 \j一( Noldckc, Sachau. Labourt, E 

Honigmann , E. Nasibin、投甲闊的 Chabotl 或 VLJ 11: 仁句 ( Duval , Minga間， Scher, Baumstark, 

Bardenhewer, Tisserant，後翔的 Chabot 、投更近期的 O. de Urbana 投 B. Spulerl 同寥寥幾個 

tJ{ ili VLJ 作或↓凡I VLJ 九呵。台關論點投參考資料、見 Voobus， Historv 可 the Sc/wol 01 Nisib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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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7 " Voobus 支持-匕一年後 ，但 t主義與院在 jiq 八九斗終生學的發早i 數 'lJ I Ji. 461 、

錄然他較厚的承認，拿室主的生斗ι 發事，j!'.{上了歷史上 pT1iiJ 的 11倒是問九六年‘當吟

月2 間比以學同志拉他紛紛導~.建設了 i台校綴則。 

44, 	 W, Wright電 A S/wrl Hislm手'o{Syrìac Líleralllre (以>ndon: Black, 1894). 831 

約時有關發適當尋防素，馬約關 f晨 Voohus {t, J主 Hislr叭， of Ihe Schoo/ (字 Nisibis I恕 91J tH ~的例…十分不

內的 I Ìj }j品。 1m認為洛 依主義 Barhadbesabba of HoJW1恤 (C(/use de 1l1 jimdl1 1irJll des 抗'o!es ， ed , A. 

Scher.τ inPO司 vol 、 4嘻嘻 IParis，吟。2]) ;此人是 11 仁 禹王法。1i九六年( , )的學H>Jilt6 w:品一家家的

持這~ 11也長在若再第二 17f 苦苦幸中文件均來自 Barhadbesabba 的活…份文、稱為 Bart叫lbesabb袋 

'Arbaia (紅I seconde parlie de I'hislO ire ecdesiasliqlte , ed. F. Nau. in 1'0 , vo1. 9, 5, LJ 913)) ，的者紛

紛爭:菌的角色﹒佼者做事講;寶絞肉的也譯音馬 Voobus 駁!內蒙:由一在扮得告說關始是文學Iì幸串串!溺於

院咬巳諾言為之← t給你測。車安平時院長 司法由豈能人的任 ~fi -f~左手‘ Voobust荐者注始 ['j 可失去令部j 閃

一七年的是 t;l i Qiiore I . 1瓷般的主義學回(參 Voobus. His lOr\' (~{Ihe Sdwo/ ofNisib訓， 10-11 ， 

34 n 莓， 37-晶.49-53 。

是6.	 -(T 擇有 f忍預防新學院的語言和;同我去要敵機 A. Voobus. Hislo('、 of tlle Schoo/ (1'Nisibis 、並參 j 

B.Chabot. .‘L'巳泣。le de Nisibe. Son Histoi眩， Ses Statuts'\in Varìa Syria已成 voL I (pari咒. 1897). 55pp " 

約也惡化iha-z.klw. ed , A. Minga峙. in Sources 5yriaques (Leipzig: Harrasowitz, 1907), 150. 

是我 Nar紛i d州、lOrii syrì homilìae el ι'armifla. 2 vols.. ed. A , Min萃ana (Mausilii: Typis Fratrum 

Praedicator泌的內 1905) ， 68訟 .90

再9. 1、larsai. 0" the Three D恥的門，也 Voob叫苦 i 送:::， HislOη(){ t//I: School (1"Nìsibis , 106 ' 

50, C. van den I己ynde，“Isho'dad of Merv,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ín C5CO, vo1. 23位， 

5cri/)fores 5yri. t.97 (Louvaín. 1963), vi f. ;授 B. Metzger, The Texl oflhe New Teslame肘， Its 

Trarwnisswn , Corrupliofl and Restomtion (New York: Oxford Unív. Pre"‘ 196唱)， 69心70 0 

5 1. The S的IUI叫 of Ihe Schoo! (，手 Nisìbis， ed. and tran' 今 A. Voobus，正在於流伙愛珍況s:?卻再參學爾吉為

文;、 vol. 12 (Stockholm‘ 1962) 。 

52. A. Voobus , HiS lO ry ollh伊拉 ho%fNisibis， 10弘的 

53 有的)obus弓 Hislo/'\' ρf' lhe 5choo/ o!N抖的“‘ 99‘ 117、 (51 月] Barhadbesabba 屯人的aia ， Hislo門， 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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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晨與波斯王
 

f成是基督徒。我宣楊式的倌仲，希聾人人接受。但我

希望每錯人的接受都是出封白棋，兩非受到強制 o 我不

以暴力壓人。 j

五四六年，三位教長瑪爾時伯 (MarAba) 對科麟羅埃

斯 ~t控殼。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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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群起反抗主教長 ( Silas) 在教會內任人。發親的不

，自五二1m至三王三九年叫教會為難的分立為

他們這哥攘的主教長不但借受動就變方所尊重，旦與渡期五友好，

處亂役中可謂有利非常。遍性新領袖就是貝爾和伯(那京燒沙

站(的undeshapur] )的推讓三位教保羅 p 惟他上任不起綱月便

即去肘，搗碎了不少人明天會蠻好的指塑。正當單人均

央直望之阱，瑪爾阿 f自獲擺為傑緝的繼能人，締造了很

教會史上一段最偉大的 時期。他要是在臨方教

今稱號就會是主題攤開始教皇 (Mar Aba the Greatl 。

瑪幫閑備的教會會議 (544 A.D.) 與改革

嗎爾阿怕自五四 O 至五五二年出任被斯教會主教晨，要間

對的難總 H~大多數關家教會聽袖都要寄至多，當中卻鮮有克服鬧離

如他一千裝成功的。 I 他身為宗教少數派的領袖，任內一直忙於

應付強大繡教的猛烈反對。雖外，他又是扶教叛教徒多兩短教

在波斯的 7月輯:是死于~J ;上一位短教的豆豆教長記有建設是絡處死

的。立吾吾使他弱多§受命搶在領導的政治持續亦不合天詩之利。

瑪齊向伯 ，維持了十年的 結束，技斯對君士

坦丁器發動戰爭，一打就是二十 。波斯一如過往，每與伯

奉基督教的問方開戰，對波斯的 徒亦滿懷戒心，這情況在

五一九年後點加磷切，當年君士坦丁 合一信條，與d罐馬

教廷不再分怠。在波斯眼中，敵方拜 不辦主張基督一性論多

已嚴再次在持學與思無疑等於與緩期鷗內的辦壤少數撮

土和解 o

，教會內部的問 比 f復興致婿的微妙對於

歸捧容易處理。…方醋，白皮主教長職能者研引毅的十八年教

會分立，東方教會尚未提掠過來。最重要要的總是瑪爾阿伯在他

短短十二年的任期中，至少有七年被迫在獄中成協亡中管治教

會。但她毫木棍懈，爾仁不讓，把那段教會祺賺不振~年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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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東方教會少有聞組暫的黃金歲月。

瑪爾阿伯為人津津樂蟬的非 fL功績有囚。首先，佈徹底

整教會，正式丟在路上任不久即幹勁沖天，以主教品身分出逃動

罷教罷。他稱過瓷器分斜而造成的二元對立令數會淪為，陸物和

醜間，猶如 f兩頭一體 J 及「爾夫一苦苦 J 0 倫的出站在是發恢

些教區的秩序與規矩。 3

主教長此行實質上是召開了教會經過會議，總每封神處

教會分立即出現韜攝一位主教軍稱擁有管轄攘的教師，便會設

反差聽取雙方論據。樣f愛她會立刻確認…入為主較多罷免其他人

，組對公正、權威，概不考虛做讓人先前廣羈的黨派 O 誼備

:::f支持當道輝教臨的判決再改雄立了教會的紀律，競於五四凹

他召開的第六次教會會議(又稱為喝爾闊的教會會議)中獲正

式確川 4 

瑪彈穿闊的第三項功業是復興及擴展了持學教育。 1也初試冬

述各教 i適時，發現京少居於鄉村的基督使對信仰的認識實在太

淺，令他護黨不的。他於是關場擬就了一黨信條給他們學習。

追位是賈比斯學擬的前任老師盡力泣踐自易明、非投兩性的詔

書寫，務>1<令未受過教宵的倍徒亦能將自衛中意思，值的功

委實不攏。 5

他返校i言都間流慕泰茜封後，嘴一步著手創立一研顯神

院(或可能是重聲 4所鶴的、小的神學院) ，並以他在尼西比

斯那明更有名的學校為藍輯。他認為當都不賺只是歡會的管泊

中心所稅、亦該是教會的神學敵眾中心 G

主教長的第三大聽誰是如何在精神及纜磚上振異教會。他

察覺到教會多年分立張榜捷都變得自私、在妄、腐敗、不道

德和華繁華無度 o 他說，地們一點不像他一心追闊的基督的信穗，

發lj更像昔日地受聖盤感召所說離的祝教的真敏捷模樣。

瑪爾向伯改信基督教的故事有…傳說。某日，他以波斯一

省總督秘護擎的乏主戰身分的遊多給中無禮地吩咐一位站住較拔的

旅客聽聞攪輸，以聽出位提給他及他的同伴。那陌生人以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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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的觀度音發出他的感位， 1丘突然鼓起的強展研度把船吹時岸

撞，直至那謙恭有禮寫的年會人獲建設提回船上，渡輪才可起航機

渡底格監薪呵。瑪爾阿 fs打聽那神奇的年背人的背景，得知能

是聽大基督籠。 6 傳說中的故嚷著叢播站當時的神膜，但那鑽

虛基督麓的平和積籬，可能比任的神奇力覺更令玉塔爾間伯留 F

深刻印象 o 無論如何，主哀號主教長命令教會仿致禁憋主義者，

重組自我犧牲的嚮樸毒草督龍生活 o 他鼓勵纜興f學院制度，能指

教會備受政治支配的體制帶來聶哥的措力與動力泉源。

最丟棄耍一點，盤是王海賀電阿伯數身葷蜓統合教會的工作。他

不但給自己的教會療f義事亦致力於重榜東西方教會的磁裂開碟。

瑪爾餌伯改f吉拉督教後不久，即往摺方恭督教中心如耶路撒冷、

燒及、希臘和君士埋丁堡等地輯盤。據稱，拜在庭首都教會理

所當然媲接騙了帖，並沒有把他視為與端著待。?

無論f也是否 3年如認述所擋，在君士扭于堡得至u如此犧待，

他在五四四年的大合會議中，努力使東方教會採鍋了梅克撤會

議的倩線和教疇，使能們的神學理論與正統官方教會非基瞥

A性論者的神學蹲論更為接近 Q 障同時，大金會議亦重申乎波斯

教會教報以提阿齊詮釋的尼聞單信峰為據:

我們(所有余方主教)對我們全力支持、由三百一十八

位主教編訂的倌伶題 E章(即足A鴻亞偉經)之意見，等 i司

投由上啥?的聖潔信撓、上帝踩就誦的主教兼聖組愉釋*

瑪爾義何多誰也之意見。 9

幾幸存後，若如此公然承諒擺闊多的權威，勢息被問方教會

羚為與端;但在五四間年，這卻沒有引起分事是一-f鑫管至是士 f

尼奧辛苦苦農曾在向年韻發了紅人諭令攤賣攤阿三多的聶怨、多留信仰。

諷刺的是 3 正當東方教會努力與西方教會至重新聯合縛，西方教

會卻令東方教會鵑夢想、破誠。五五三年，君士坦丁堡大會在耀

祖多番爭論後，不顧教皇維吉流斯( Pope Vigi1ius) 的反

正式譴責聶思發留信仰的先騙一一提阿三多一一為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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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 j 的不幸尋主持。 啦!建了提防多，

居 阿三套著作觀譯阿三客勒 (423 - 458 A.D.) 及

留倍仲擁護者，為古敘利 的伊得撒主教希巴道兩位

的關係修好，諸也一併受到融資 10 即使提阿三多逝 i世

揖阿三學勒及希思則獲迦克散會議正 人盤是立即被逐

的權威，但出教門。維世于流斯清楚明白此輯無攏

在主草草誰知路應下，他終於不得不同 丁尼強悍的妻子

，領他對i大會。 J(τbeodora) 下令:

大會多霾望地辛苦 沒修好東西方的分

壁手掌皮細擴 變方的裂縫 I1

科斯縮機斯一世與羈蘭時伯

辦阿伯當主教畏的任期恰與波斯騰飛王朝的全盛年代向

期。科斯擺埃斯一世 (531 - 579 A. D. 在位)當時的勢力正如

曰/今中，仰的波斯王朝是千年以來最強盛的。自居魯士大帝和

說余 (Darius) 的盛世l2J，來，法斯在開車的控制權，從未如

此強大。茲的 O年實瑪爾時伯當主敬畏當年，科無羅埃斯擊棍

球草地中海沿岸，並緝掠安擺闊，能得拜占庭最偉大的

求和。安提問臭豆被槍替一兮，援建焚毀。

所教堂 iit過厄運。波斯軍隸在強輯鴿爾 (Apamaea)

塊械 f寶耘的聞名「真十架 J 締片。 他簡寄自下寶石復多

科斯擺坡斯軌禮把舊木塊退還給主軌。其後，在五六一至五七

間，科斯釋埃斯派遣軍隊構組其帝關往束，把自匈奴趕回

、樣稱擺親手斬殺了他們的主。的玄之激禮艦隊南下波斯灣

阿拉伯、將衣聿匹亞人逐出也們型是學問非洲 O

(踏踏底格里斯河的問

澆 斯拉( Taq-e-Kesral 。

、密不透麗的建築物 泰密封的天際多

把詢問瑪瞬阿 f自主~研模實無革的 能下去了 G 耗主持謹埃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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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蔽了蛛實的黃金寶座上召見群臣，他繳J;J.警寶石的主冠由太

畫意而無法戴在頭上，搗要 i兵組黨從九十五呎諧的失花鞏懸於寶

塵土 o 在蠱帝兩旁及背後放著三張較小的獎金實靂，長期空

著，據說是禎留給中關皇♀菁、離馬辨古斑皇帝及幾值吾吾落(卡

扎[ Khazar] 、自何奴或突厥)的玉的。

如斯，伊朗 3三國象徵啦地統治著世界全體種種跡象顯示波

斯王科斯，緝毒矣斯在磁端傲慢之下，掩藏著主恐懼 o 每一纜， l'寺眾

要在宮中主客廳不呵地方為佈頡備至多憊的十張床誦，並要糟時嚮

間，好叫潛伏的殺手不能確知也就聽之處。 12 這種任何專輯君

主持無法避攏的潛在不安全感，或許可解釋為何在科斯鱗埃斯

千秋傳頌的統治中，閩中亦會串玉昆殘酷行為及組害略污點。 

f宛如，他說洽之初，先有系銳地站客及殘殺他所有兄弟(

都是王輩子商) , I且讓保再沒有爭奪王忱的觀芋，當中只

人體樟爐艘。另外緒又立刻行動，冷血地觀!除一種恤認為會對

其晴圓構成戚脅的宗教少數已IK 十萬名馬士聽倍繞被下令處羽毛，0 

立全吊於鼓刑台上示歉，以儼照有批戰貴族權力及間教神單地位

的人。 13

個總括問苔，科斯籐埃斯→當確立其攤力後，成為薩藥王

輯中其中一幅最公正、最豆豆法紀及最能幹的統治者。龍的稅務

改革令王國的財轎負搶更合乎地攤分;他童提波斯軍雖雄攏，

獨裁但能寬大地對待官僚，又時常擇衛窮人的權斜。據一件較

教爐，一名辯占聽使者到訪，留意到三支當前面的大廳場上一

個極不協調的現象:王寓大門吾吾竟有一研碗墉不己的小蹄子 O

費時之下令施訝雖不己，發現木屋購一瞬婦街有，她拒絕讓離

她略一的家，主土木f.ê.沒欺腫攏，擺下令任何人也不得干-攪

攏。 14

科顯擺填斯以嫩傲的公正態度對待基督徒噎一員Ij 盟他最寵

愛的妻子竟基督徒。有關她的記載本詩;聽可能主義尤菲米組 

(Euphemia) ，有三四 O年接斯侵略敘利亞時於幼發拉底河上一

羅馬城續給撈走。的其坎，渡期玉的御用醫師也是華督徒，

L 圈也包...趾唔.扭曲也~ 已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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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少翻 及國輯大 亦是 o {也們 強記、勤奮不懈，

並與全球各地基會雖有聯囂，令他們在關家公職土撞擊舉日降。

但不要志龍的是，不管在官話中聽務的華靜給人數多麼聽

大，他們的敬的權力卻極小。波斯吉普走一發「米勒 J (melet) 

體制去管抬轎內的少數民蜈 16 在這實體制下，基督能被毒符合

出來，與關內 A般干闊前性有屑，成為被隔離、受限制的…群，

亦因路無可作為。基督徒只 E可以在華督教群體內行使

政治權力;離開那小圈子，他們可以有影響力些個權力幫欠恭。

他們和被教倍徒不能平語不覺;在職位土亦低人一等。

資料顯示，飽們有時搭革需要穿上特定服式實一如學人碼爾闊

斯 (Mar Giwergis) 生平曾穿攏的(基督徒卑做衣裝 J 17 

六世紀，波斯教會在財富投影響力土均有增筷哩權窩在社

會土地位卻始終是中產階級成以下。韋滷( W. A. Wigram) 如

是描

商人及工單偕 J瞥多倌奉基督教;村民、農戶;浮現大多數

如是;鄉紳繪 J菁、封建輛車反其家人則韓少偉奉基督;

軍人更是絕無僅有 o 不少執行公務的男士都是基督裁;

五於法律界，由於律法涉及所有宗教信仰的事務，聽此

相應施舍不間常派人士控告。掛學界到星星為墓骨校所壟

斷。 18

貝爾利倍的文件中組及的基督健步個括有工匠鏡楠、

畫展 、商人會艇，另一處又出現了 f 研有王后駱駝的

19
飼養華人 J 和科觀鑼校斯廳中的慰政總 

據稱渡期三支科斯鱷埃斯十分尊璽主教畏瑪霄闊的，他一定

留意到瑪爾阿信重整及管理按要再基督教群體的活力和能力。

可是t'1 Pí質科斯羅埃斯容忍及釋。童基督徒事亦阻止不了五悶悶

爆發的小塑迫害基督徒行動。

愷可能是自為瑚瞬間伯的聲望惹來被斯禮品推級自民紅 p 教

財富和影響 臼慎增招妒，或與書長督徒批評校教的操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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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無論如何，在第六屆聶思多留派大會後不久，事事督能檢查

接成驗，街;還是自波斯王法洛格問下令處法主教至是盟有偉後六

十年來的首故技擊。立。這吹破獲裝與上吹牛葦，集中在三位教長

。瑪爾闊的;有三五碩招恕攻訐之鸝 O 首先，他佛也布律一樣令

由扶教改倍基督教，市:適樣改變{咨辨是通怯的。第二，他承認

試餾令其他人也改仿造車督教書 f吏他人改變宗教亦是不合法的。

最後，他的總議會根據基督教的準貝IJ '不久前攝過譴

親通婚的做法巍巍偷。 21

扶敦大祭司本人在至三上面前指控瑪鱗何伯。渡期王數的一

番，並沒有審決此案便出征、校教宗教裁判所於是聽用其構力

逮捕瑪爾向伯主義名叛救者招轉播異教者 G 當波斯王晶體在打

督教的拉潘(訕訕令拜占庭的聞報，投於現今俄羅斯格魯吉'2)

問閥，鴻爾爵的就向波斯寫廷就扶教 1昌的判決作出上訴。

傳說記載了他的辯護。佈自聚攏承認 r我是基督攏。我

宣揚找的信仰，希望人人接受，叫他並沒有任認其伯仰要求{啦

!專道的責任 c 他跟著說: 了但我希望每個人的接受都是出於臼 

, r看?非受到強制。我不以暴力聽人。 J 對於麓視波斯婚姆習

俗的指控多誰知否認強加籬督教習俗於非義督徒身上， f豆

身為基督教群體的 遵守媳們宗教的

律法。

科斯羅埃斯主樂意教助他所做頓的人，遨要求藹嘗嘗阿伯作

些教讓步。(也力勸悔 i 不要再找訥改 f青海主督教的人了;推許

那些根據僧侶律法(即與近親通婚)而結合的人加入教會;並

准許你的人權食僧侶的祭品纜。 J 主較長很本不可能接受這樣

的妥協，波斯三五至此亦無法河路，惟有熱能有蟬， f且設法兔{也

死JflJ f在下令把主教長鸝攏監牢，立主持外界激動的情緒冷卻後，0 

把甜的刑罰改為放 
22 

隨後的七年或更長的日于中，海爾 F可怕被迫在編遠的放

壞地詢盤拜彈或自獄中確過倍感管理教會 o 對於難以，鵲取女u波

斯教會者，這可不是易事，但他的管治一直沒有受到抗戰，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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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堅定的境 F反見日益牢固。袂教徒試闢行刺幟，於

妻突然在朝高級神職人員不待波斯王批准，譯自中

廷出現，親自在驚訝的波斯王前

教狂熱者再次試圈當場殺害他， 街上，他對{可

處 t包圍著他?儼然一躁，樣，既激昂的貼

波斯王在公義與政治的考慮 F~持豫不法……備去-豆豆希望

公正地對待他喜愛、但琨;在身陷險境的少數提禎論;另一方面

他又要顧及地畏懼、在圈內容權省勢的校教繞 o 總爾 F可 f直接先

敬的禁一一說教他一會，又可安機僧侶………然後聽釋、四禁，

又再一吹得釋放。忽

然詣，瑪爾同拍一生最嚴 ili寰的能織在你生命將到終結時才

發生 c 波斯主第一位妻子( ffi非最得寵的)是突厥大汗的女兒。

黨腰韓戰民旗閑話取代自甸奴的位置，成為 i皮斯東北雄界奧克

蘇辦?好的主要勢力。科斯羅埃斯一直無法令{也版總瓏的起督徒

國教，但也正因她對自己宗教的路峙，令{也愈發愛她。

他們的兒子安魯赫澤 (Anoshaghzad '或稱紐斯澤 [Nushizad] ) 

跟其母一樣，成了基督徒。 M 由此足見義督教擺動在波斯王觀

流社會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以及至三摺

山明所採取的顯著容忍態度。

他並沒有斬下年育基督徒王子的人頭，只 離

波斯三在對王子信奉基督教一事頓感弓之快，但他的阿點碼和。

醋。不幸地，王子不僅在宗教上毫不妥協，

亦;最相間攤主吏。偏誤信謠言，以為正在北方與拜占農葷隊作戰

的父主誠危?纜車頭罵他駕崩，遂在五五一年奪取了國

躁，並自封主主玉。據稱飽特丹i號召其基督徒友拌團結租來

{色。 

9 法美好王的未免，傲慢的王子迅即被皇帝的教將打敗，

的議督徒在此刻更易受到報復。滿，心歡喜的根

瑪悶悶伯 9 這狀的控罪是所有罪行中最獻教

去，聞單吹披斯王也不再寬厚。他下令弄瞎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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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筒錯，把他指進抄坑不輯、由得的死去 o f且在行刑以前、捕

者把主教長與謀皮爐子生…一起的議苔終被訴穿，瑪爾阿伯 

j失護釋。

雖然他在這場痛苦的 f愛語不了多久，但這吹最後的

熬對恤深愛的教會所帶來的 、說如能在生持對教會作出的

其f也貢獻一樣偉大。他攤法廠青發明無罪，清白無聾，

以及對帝國無懈可擊的息，心，把渡期教會出一場極容易

史以來最具破壞性的能寓中總救出來。他獲釋後，被斯

飽肩負起前赴謀!這中 J心的辦斯咽爾( Kh uzistan) 的任務，

那黨的基督能不要牽跨入能沒陰謀中。瑪爾阿伯清楚知

呈惹恕波斯玉，他便會如屠親為二I::~惠信種那樣對付仰的宗教少

書畫漾，他也就只得詢意。能成功完成任務、令教會不敢

與流產革命 s 意;輯推進華君主專輯孺陷入極度險

五五三年二舟，碼鬧鬧 f白白輯齊無迫害歸來，

苦和辛勞而心力交縛，不久f1P與世長舊事。予安盟內纜!請 

J欠顯示波斯基督教悶得悅 4心的事例。儘管扶敦的當權苦苦對主教

長恨之入骨，要要求以其惋當儸狗杏仍不能阻止華鱗鱗辦單抬著

槽木，穿童車首都街槌作勝利遊行。遊行由貝爾會商辦( BeÎt 

Narkos) 的小教堂出發，瑪爾阿伯生前棄大教 

1ft 25 畏郊的哀悼者擔握著主教長的遺體，

的浮禱，聽聽波斯吏的安韓宮殿，繼捕前行至三傳教士兼聖人相

提安( Pethìon) 的體鈍，在那襄給他下
立。

卡斯卡的時攤憾興修蹺輯度的權與

造股期間，不怕嗎爾阿伯的改革令輯忌、海闊按主義督教再琨

生機，六 I股東己器督敕 f修現生活亦見勃興、並擴散到波斯帝屬各

處。在垃場鱗攝制度的種興運動中，最重要φ的人物可算是卡主持

卡的洶耀憾了( Abraham of Kaskar 約 491 - 586 A.DJ 

.s::l.弗拉哈特B ，::::.骰 的兒女」及四世紀

0 



國if.2":' , \祖F由可吃l"lïl'~ 一 !I!!!I!II"""嘲唾?憑墊且已 ";_:' "i"~叮恥 ''''""，.w.~，-'- -'T哼哼房丸"吧濟轉型轉嗯嗯帆布駕齊-間，明圖

第十一章主教長與波斯王 239 

(Aphrahat) 以來，波斯的修士及禁慾主義者成為了基督徒靈命

的模範，但多只屬敬仰而非仿效的對象 O 到了五世紀下半葉，

基督徒群體的傳統紀律漸寬，修院亦受影響。大家對神職者獨

身的態度寬鬆下來，僧侶開始公開與妻子同性，就連尼西比斯

頗有勢力的主教巴索馬亦打破傳統，娶了修院一個曾立誓保持

貞潔的修女為妻。正如我們所見，他在四八四年的小議會中打

破傳統，賦予教會權力批准主教結婚，而後來的議會亦沒有推

翻此議決。 27 當已婚的巴拜在四七九年繼阿迦修出任主教長，

那些較保守的基督徒大為反感。波斯異教徒則從來不明白貞潔

的美德，更遑論獨身的德行，自然為此感到高興。

由四九七至五四 O年，即阿迦修任主教長至瑪爾阿伯推行

改革這段期間，有些歷史學家將之形容為墮落的歲月 28 卡斯

卡的阿羅憾就是在這期間長大成人。傳說中，他在五 O二年由

備受非議的主教長巴拜為他施洗。他就請於尼西比斯學院，受

教於貝爾拉班的阿羅憾。有一段日子，他以傳教士身分，到波

斯東南與阿拉伯接壤之地，位於赫提半自治的拉赫米德王國，

向阿拉伯人傳道。他從那里遊歷至埃及，對斯蒂爾( Scete) 附

近大沙漠修院內修士的禁慾紀律和嚴肅生活方式留下深刻印象。

他返回美索不達米亞，熱切希望讓波斯教會重獲類似的自制和

力量。他退隱到靠近尼西比斯的深山中，在伊茲拉山上建立了

一所修院，簡稱為「大修道院 J '很快成為全波斯最重要的修

院。 29

他嚴苛的模範及為基督捨棄一切的崇高要求吸引了眾多信

徒 O 瑪加的多馬( Thomas of Marga) 於九世紀寫道 1-如以

往所有希望學習及成為希臘異教哲學大師的，會前赴雅典... ... 

現在每一位渴望學習宗教哲學的人，都會往拉班瑪爾阿羅憾的

神聖修道院去。」頁。

當年「由全波斯禁慾主義者之首、偉大的瑪爾阿羅憾擬定

的」規章，至今尚存。以下數項選錄應足以讓我們捕捉到該運

動的精神所在。這些規章憑藉的是聖經的權威和教父的傳統，



240 接鴻基督事實受

設堅持有紀律的 拜、勤奮，及在愛中 團結:

教現一:首先，撫煎教父命令，要過平靜生活 o 又要按

著使徒(保善黨)對特撤蘿足，迦人說的話去做 r 又要立

志作安靜人...... J 獨居吾吾聖馬可息說 r 就讓我們滿足

對小葷的安靜，又叫表們遠離安主義... ... J 
教規三:關材禱告、日夜諦讀及背誦禱文種種. ...詩人說「在

一天.-， ...七次當贊美你.. ... J 

教規四:關於靜默與柔和... ...及應如何不在弟兄講話時

打舍，立在如何是聲說話-.. . 

教規八:一月的第一天，弟兄們敢恭一起，誰先到教會

的應取磁盤撥，及應... .﹒鱷默想它，漢民所有弟兄抵達。

如此，各人來對後聽、至立的錢文就會混入心寰。他們心無

旁驚，不理會戰況的報道與講了言，成世俗的談天說地，

或有摘心葷的無聊故事，或無關試車總生命的事。

敕規九:除了... ...生病... -，-陌生人範韓、長途旅行，或

一整天的體力勞動，否則不可廢止禁食。

教規十:弟兄到來並獲接納棍，曬你們在 f爹說中接受之三

年的拭燥，之後若他們表現恰當，弟兄應批准他們自建

小裳... ...若有空軍的小盒，就給你們..

教規十一:若有人察覺到他的兄弟藐視這些當11 試中的任

咦，他，不用在弟兄中報發此事，以免令他們捧憂，

批無須向修院院長報告，令他，發縛，罵為喝人的持續提

人心。就讓他找這位兄弟. J照我們教主的話跟他私下鱗

哦， r 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饒，搞成他的

錯來 J (太十八 15) 。若他仍不成 i丘，就在兩五個人跟

前指出他的錯。要是他仍不成埠，就在整個教會前勦

飽，讓他，知道蝕，是不容於我們會萃的。 31

阿羅憾事獲公諱言這 派寄自費儀式的發明者"籍以分

辦東方教會的持藏人員與艷梅 入的基督一怪論者(穿藍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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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í等教士。錯思多留信徒間始剃掉頭頂的墅，留下喙車輪或

主冠似的光禿關;因。從安提阿來的雅各比派人士到依十架 7位狀

持自去前後及桶旁的頭墅。傳鏡說法把聶忠、多諧振白色削艷儷式與

聖彼得及羅馬迪在一起;至按需土主l1 Tf接第 IJ 去所有頭變的 f 希

臘式如艷其IJ個人聯想到聖保難。 32

繼阿鐸憾出任伊菇拉山大{修道說院盔的，先有緯攝索全及

後有巴海 (Babhai 實卒於 630A.D.l 0 在自悔的領導下雪{學院紀

不健溫和，更添嚴苛，使人想起較早持亞嘗嘗色紐 (Arsenius)

的話 r 一小時睡眠對錯康的傳士已然越多句。 J 33 他像偉大的

呵，繹憾一樣，曾位訪埃及沙?寞中斯接替穹的修士。

至三蛇，大{修道院已超鮑尼西吃斯學院，成為錯思多關嶽正

統神學呼:1公司悶為護者在它第六任院長希拿毒室 (Henana) 的任

肉，被拇指為異踹;阿拉ilJ蟬，棒、主黨迪索及巴梅等人的門生比較

嚴守正統信仰，在帝國內創立或攝制了至少六十所 f學院。拉博

(J輛 Labourt) 所育不虛，著手上卡嘴卡的阿姆撼及其繼任人改革

有功 3 聶盟、多留派教會不可能總得起基督一性論者的入侵並椅

拿拿異端挑逢星的爭論研引致的傷害，以及副教的玫銜。 34

注釋 

L 	 1馬君如可怕的古傳統終記 Life 01 Mar Aba 收錄淤P. Bedj鵡編碧藍的 Hisloire de Mar labaiaha el 

de tmís aulres patríarches ... (París: 1895) ， 206刁4 。 

2.	 參率還:第卡塔。j'i 208 ' 

3	 參1. B. Chab肘， SYllodicon Orientale ou R蛇 ueil d的秒nodes N，的toriens (P侃紅的incksieck、 1902) ， 

340 ，得('l;塔爾剪子怕會議" 文 U 

4. 	 Chabot，'Svm.收cρn Orientale ' 敘利亞文章足的-80 、法::t翻綠豆豆 318-32 。旦失委主會藍藍幸輩份並手上

精喜擎的會議記錄，的是→邵華~ ~封為爾悶的綴備R定要去發完成約文終可得經EÌl會主義的主綴著童話思 0

多.	 Chabot, SV!lodícon Orientale , 540, 550. 

6. 	 Labourt. Le Chríslianisme dans I'Empire Perse sous le dynastie Sassanide, 224胞 632 (Paris: LecotÍJ扭， 

1904) ， 1 岳3 -4 '衍生!l! Be句悶， 211-2 0 

7. 	 Wigram，的slory 01 rhe Assyrian Church A. D. li仰別時40 (London: SPCI忌. 1910)， 185. 不過 Lat笑，圳在 

Le Christianisme ， 的 7-8 你指偽、根據 Mari 記載的傳說司手掌占&l堅堅持悶的反正主們徒伊?琴聲鼓 

(J<j t筠馬:上究室堅挺倒多、(反過重紋紹，二人僅能手幸免於沌。

告 發 Chabo， Svnodicol1 Oriel1 lal，九 5路，總潛在好的教練。 

9‘場事 Chabo. Smodicol1 Orientale, 561 ‘為獨阿 lÍl教淡綠的緣

份參本繁 '<'+1 卡車奄貞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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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 J. Kidd, The Churches ~fEastem Christendom 斤vmA D. 451 to the Present (London: Failh Press‘ 

1927) ， 42位

口，厥主委科斯黨黨埃斯約氣派手里絞乏法至全感JrIl吾約資料 e 吾吾 A Christensen, L'1ran sous les Sassanídes 

(Copenha草an: Levin and Munksgaard, 1936)， 380 ， 3在5ff. 400, 407 " 

13. G. Rawlinson, The Seventh Great 0丹 ental Monarchy (Londü泣，以m學mans. Green, 187益)， 381

悅。 Christensen， L'1ran , 371.8 可守 I i主 Mas.udí ' 

15. Rawlinsün, Seventh Mor叫rchy、 45。中引級! Procopius 的說法 c

的 波斯辛苦紛中的少數喜事鍵在不阿拉早期革豈不悶的名稱、例如 melet (絞刑iIIah\ 建 dhim閱 (dzimmi)

且是 rayah ' 見 A R. Vine, The Nestorian Churches (Londün: Independent, 1947), 47 0 

17 成為 Wìgram， Ass)'rìan Church , 231 絞肉哥哥引用之描絞。 

18. 	 Wígram, Assy吋an Church奄 230 

19. Wigram, Assyrian Churc九 230.

泊，不過可 PV\.問年處主任忠哥拉f拿走出於政治誰j(倒多於宗教主義漪，隨之間來華華樣的迫害ì}乏對黨可-1)! 
主張基修一位普魯的信餒。等証實上，主3詮瑟發…從論的終究學家丹等過當紛紛於這吾愁~~穹的

反對護區 1ñ異教徒的仇敵 o J在 Labo閥、 Le Christi飢臼me.136 引起E 七世紀錄史島發言藍敘利亞人

道米爾和後來的巴爾辛吾吾i策之言。 

21‘參 Chabot， Syndicon Oríentale. 561 '惡毒爾間 fli教條第 38 條。 

22. 	 Wigr酬， Assyrian church郎， 200-207 '尋 j 述 i全村Ija氏“Life of Mar Aba" 226ff ' i汶斯與 Lazica 豆豆 

iE 閱單童學應tE五間 Ji年以後不久 τ 斷斷續續拖拉了憲章作。 Raw挂nson 1Ë戰事日其是為主只

九張豆豆豆五 七年全位海灣俐的敘述在外可終J.!亭、大概在一次探險任務之後 G 

23. Wìgram, Assyrian Church , 200吟207 '引述 Bedjan 

24 也游說是一名支3夜蔡臂一性論的三証書生給他總淡。參 G. D. Malech, History ofthe Syri.仰 Nation 

and the Old Evangelícal.Apos lOlíc Church (.月fthe EaSI(Minneapolis, 1910), 187.8 ' 

2S 有穢的流室主秦的主才約務督教教變主主{學院亨見 Christensen， L'!ran啥 383 '以及頁 380 的先生餓。 

26. 	 Labourt, Le Christianisme, 1秒紋，故awlinson ， Seνenth Monarchy， 的 lff.; Wigram. Assvrian Church, 

207ff. l!;I他的女薄地點亦有其他不闊的說法。R. Duval .(f HíSlOi月， politq獻。 religeuse， et /iltéraire 

d'E.äessa (paris，的92)， 138, 149.50. 168 , 17屋，沛，別遂 M訊技、Amr 可認為的佼名為 fJ!綠綠

的服是魯士(是豈非學院院長波偽名的主教)把他葬身?紛艇。 Life ofMar Aba (Bedj訟， Hístoi隙， 

271) 里日子替他告這種於IDï流漲 2 

27. 參本著賽第十命令鑽 20章，訕。這室。


羽 絨子同學藝Labou此 Le Chrisrìanisme、 154甸的 G
 

29. 	 Thomas of Matg益， The Book ofGovernors‘ 2 vols.，“.， E‘ AW.B凶惡.e (Lon益。n: Ke草制 Paul是 Trench 

and Trubn旺'， 1893)， 2:37n. 

30. 	 Thomas of M訂駒， BookofGoverrwrs, 2:4 1-2‘ 

31	 草草酸遜灣的敘利益文本 Scriptorum Veterum ' Nova Collectio tomφx ， 209仔‘ Budge :(f叉著 

tf The Book of Governo凹的序言中亦有引用， 1 :cxxxív-cxl ' 

32. 	 Bu這畢e， Book ofGovernor丸l:cxxxii; 2必。‘ 4ln鈍 .2 and 持。 

33. 	 Budge, Book ofGovernors‘ I:cliì 

34. 	 Labourt, Le Chrístianisme、 324.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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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寸二章

波斯之表亡 (622.651 A.D.) 
f成的玉社立封閉腳之上，立在非只有為膀。就是稀太人、

基督徒、波斯種 f呂希口扶教徒。 j

諾斯特( Hormizd, 579 … 590 A.D.)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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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爾阿信是百年來般後寸泣舉足輕重的東方主教長，原偶

可能是波斯統治者終於輯始意識對基督教禎袖在政治上掛演

耍的角色。在瑪悶悶伯任主教授的最後數年，臼匈奴撐嗔搜

出代表巔，長碌跋涉 m奧克蘇斯河以好的中亞大草原出發，抵

波斯首都，聲求主教長按立:他們的基督教領袖為國

教 1m能擺明主基勢教的影響已出人意外地搪展至波斯大陸的

另一端，宮想不可能察覺不對今請解釋了政海總後數卡年有目

的地主張獸的措繭，無非是為了抑制教會的權力

放斯王業觀主敬畏

除種自 O 九年亞蒞德吉爾德一世續發容忍令以及自… O年

的以撒教會會議後戶基督接成為被斯國內構為 f 米勒」的少

數鮮體的一員，享有公認的地位。只繁華督徒人數不多‘你們

這站控亦性組無人理會。他在豆豆蘿德吉繭梅後的百倚在十年間，

華督教成為了帝國內第二滋有權力的宗教組織，館次於扶敦，

!好豆勢力仍在不斷擴充 O

在社會組織中，宗教的少數派是惹人惱火的麻總分子。如

辛辛顯羅埃斯 ~ttt觀察所得，國嚼著瑪爾阿怡的審訊而觸發的

動;是間不合平引致 g 他那名基督徒兒子安魯都懈的殼，變社是問

野心詞起，但不管是前者也好，接者也好，少數線始終蘊藏

侖的種好。政泊領榴肅對;有潛在兔餘的連動，有三種選擇:

他可以加入運動，波斯卡瓦總就曾一度如此對待為士德信徒; 

f也可以產111涂它，好像科斯揮竣斯本人後來說曾樟樣對付上說的

馬士韓信能;又或更佳者，莫如控制

科斯羅壞斯否決了善。兩境可行之法。他並沒有選擇步羅馬

士坦于的後蟬，改 f音器督教;可錯亦不希塑成為遍迫者 O 在

瑪爾阿 f臨其中…次審訊中，這名主教晨在王搞自辯按 r

揚我的信仰，希望人人接覺，但我希望每個人的接受都是出於

自願 o J 波斯主一名基督徒護人關即高喊龍 r 降下，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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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他的，你說會跟我們 4起步我們亦會歡迎你 o J 這突如其來

的打岔令宮廷 l勾頓然轉直輩無聲，人人期待著玉;或反P-f 令攝罰。

次，正當披斯三E01布稅務改革之際亨 .名議員盤散中

途掛瞌提問?他的語氣還不如那個i基督徒 f壞人那盤帶有直撥挑

戰意睬，但玉立部組ll:.他說一手去，間站 r 徐麗於哪一級? J 
他答 r書記。 J 王冷?翼地下令 r 部說用文具:貪打死佬。 J

磕→ j棠，科斯釋埃斯對打斷他說話的萬督徒{業人卻出奇地和

。扶敦的權 115 幫“求以無禮之掃處決能哩但主卻拒擺擺寞

地。 3 不過，主 2年沒有接受攏藹，締信基靜轍。他最嚮愛的

于是真基督徒，但他清錯知道，改信基督教等於政治自殺。六世

組時，技教對被斯人民愛國及宗教上的影響力，墟上七二百多

教對君士坦 γ管 iá 羅馬的影響為

報測站立三專制政體對付少數派融安全和最常用的方法，既

非 E良襯們稱兒這弟，亦非將恤們趕議和絕，聞主義支配及控制偕

們。科斯羅埃斯直接干預噶爾問伯繼任人的 。在三位教長選

中，波斯王的發吉權與所有主教加起來的 同樣大，主

今日是昭然若竭。偏不但省提名機 3 還有無限制的施壓權‘而

兩者能皆有行使。

他提名的 約蓉，早會在尼間比斯學院就讀書;是他的社

人醫師。說斯去的選擇洛郎獲取主教接納，但 t位同樣溫部令他

們後悔不日。新三位較長原來是不揮手段兼等等構的講裁者。蘊往

每…………(…仆(

象 f 的是約瑟既豔羲黏會認叮及接受{偕啦的權力多令悅的管治合法 O

有披期五為他持賤，也就認為無須得到主教正式承認，竟拉

賜教會會議、四 líri挖土較長繼任人的槽戚建墓於異教統治者

的意 j頓上，制非攝相於 教主教的認可上。

的華把桶名質疑其決定的主教關進監牢。經過繭年不當時受

到壓力徒，他終齡在班主王四年容詞第七吹教會會議 4 讓主教

機會的東他的獨裁行授。他們祖遍的新教練，毫無疑詞是針

對約瑟獨斷獨特的管治所引龍的無數批評而制訂的;他們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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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教徒即倚在害苦苦緊急行動的情況下，作出精瞥詩亦必讀得

到至少三名主教贊悶。主議會亦以較穩憐的措制警告政蔚不應

教會等事宜實主主譴責三位教選購中的非眾教勢力，和卑亮的神

職人員所得到的外界贊揚;生意些贊助多半來自富有的迪生和官

。。三位教主才說主教蜓，只可錯成為止，皆盟第三吹教會會議

(還能索會主義)規定主教摸不可被免職

最後，在五六六或五六七年，眾午三教召鵑另一改會議，針

對未邊還建社1席的的瑟，並正式罷免俑，誰聽了寂取無闊的以西

絡 (Ezekiel) 敏代他的位置 c 但只要堅教條仍對主教長有利，波

斯王的驅散他的話，此舉只是無實際作姆的婆勢而日。結果

教會在王:前指控其親信，又不敢觸犯三在怒的多是一名風趣臨默

又機智攝入的聲督徒。他是來自尼西比緝的摩西，是波顛三在另

位腎帥， t進講述了有關王法贈一份奇特權物一一一一隻

一位窮好人的 會科斯羅埃斯王留心齡聽。他說乎那是

份頂好的槽物多三五慷慨非常，可惜那人把大象嗜回家後，麻

就出境了。讓大象留在盟內，就沒有空興安輸家人;要餵館大

，至全家就得提織。波斯王大裳，是接肉，隨即說對他的點子上廿一 o

他說 r 你給找們約瑟主教授，實在弄常慷慨大方，但攏在講

取[ill你的大皇家。 j 玉給誌哀樂 9 應允下來。 8

但是，無前的教會領導與王室的干預互為緊扣的模式立豈不

打前 G 從這時起至間教攻佔觀闊的聶思多留主教畏繼任名單

中雪除了一人外，其他都協即被 
• 9 

約瑟(Jo認戶， 552 - 567 A.DJ 是由主上報名，卻不受

戴的警報 z 接主教罷兔，但要到五 o 年才被王轍

以問話( Ezekiel, 570 - 581 A.DJ 曾效力竭爾 ~iiJ伯柔軟長

的麵程師。的在五六六或五六七年獲撞蟻， {且要蚓五七 O年待
IO

王批准後才續按 

著告書租一世( Yeshuy油 1 ， 582 - 595 A. D.) 是科顯羅沒斯

玉的繼承人霍蜜斯特的世( Honnizd IV) 卜分寵愛的主教穹幣。

在下任波斯王科斯鑼換斯二耽統治下，耳眉苦會亞失館，並於流放



本灣獨綴，鵬總體尬 可 弋如同心叫一呵，一一如~已向揖 心小叫叫叫~叫......""-，~個且目鷗~..MioIE:'

第十之. 波真話之衰亡 (622-651 A.D.> 249 

期間在位於波斯邊界的赫拉益的聲督徒阿拉的玉的王宮內辭世。

吵己耶鑫 -t址( Sabarye鳴叫， 596 - 604 A. D.) 體商旦控重‘

據磁波斯王的寵紀的琳:大加欣冀，但他勝任器主、傳教士多於

主教l! 波斯正在權改選驗中亦有捶予 Ff漿，否決了主教們

提出的五人名 外提名壇一控揮得飽和王后歡心的人嫂。

鉤剩一世( Gregory 1, 6的一 608 A. D.) 是用計數選的。

按辦王提名的西比斯主教亦名貴鉤利，如是主教們知道.lIt入

主張鑼紀 9 就推聽了;在西泣聲泰閱封學校任教的另一俯貴鈍利、

假裝以為他就是波跌至提名的那個直是錯手IJ 0 王震怒下發當我

生之年，不會再;在另一位東方... ...的主教長。 J 12 我們稱誰

會冉說及過點。

主教長職位懸空 (608 - 628 A.D.) 波斯主拉總繼續鉤手IJ

之後任命另一主教援。聶嫂、三書館派和拉督一性論者兩派互門，

各自游說波斯主任用他們的成懿填補空缺。 

(Yeshuyab 11, 628 643 A. D.) 有改治家風範，

又有才幹 D 個教攻戰以前的主教長多屬于1為或無龍之章，部書

亞;二 ttt卻話一個強馬有力的的外。

特拿會 (Henana) 教轉引起的事鵲

磕段期問誰忍多關慢導層{憂梁寡臨多旦因六前紀七十年代

教會神學中心定的心比斯學說:爆發的爭議而更形惡化。爭論回

學校喜:辯的第六任院最希傘拿而是是當他故指背棄攝岩、多醫神

之文提向多的傳統。希拿拿不忠於提 11可多這給聖經 f 詮釋者 j

不但構成神學異端，在政治土亦愈昧著:蛻變。因為辯:棄擺闊多

的指誼賽是交證屬賀電他就是依睡了攝隔五是拜占庭的路線，而

非亞洲路線。 五五三年括-::fτ坦丁堡會議上，拜占隘的對士

三位攝思多留倍徒，分耳目主義提阿三售、居魯尼皇帝提成官

士的擺闊多勒和伊得撒的希伯。總希嘻透過歧擊波斯從的方教

會爭中擋過來的聶思多臨倩徒，再次矗耳又非洲及教科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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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論教報多令他的帝留復歸就 
13 

希拿拿是阿場向本的發老、在約 成為尼商比斯學

院院畏。當時學校聲名最盛，曾一護下跌的入學人數再度畫藝于1

至可能多豆豆八百名學生，4 希拿韋身為說喪、亦身主主?誰贈者 j

的街頭，由主言學校所有學科都以詮釋聖經為主。聶思多陸教會

一間都奉無出其在的 f 詮釋者 J 提阿三套的聖鱷控釋為主泉。但

是希傘拿浦路熱情、鼓舌如簣，及故我不錯，聽了研讀偉大的

提!可多的作品外 2 譯廣闊其組注釋者的著詐。君士敏丁學的

教授與名傳道家屬械多樺的著作尤其引起甜的興趣

屈綾多模的釋經方法誰沒有另一位名往體家亞朦 LlJ大的俄

利樣的作品鬆散及著重銘文的寓意居棧多棋?主釋聖經詩、

較大的哲學和講誤的空間長這較擺阿三菩研接受的那一表嚴謹忠

於宇醋意義與根接贈史的釋經方法要多一點自由。此方法破引

了希主黨拿，特別是用於 1主釋約伯記上。提阿三多約的伯記注釋指

書為非猶太人寫成的希臘杜拉雪故事，纜使它傅建著主義要的囑

露真理 G 論拿拿卻背離提阿三箏，支持西方正鈍，不但雄諱的伯

害的正典織位噯更指出其符合史實，主張該會作者&\然是摩西

本人，尼西比斯為之震動。 15

在競惡多留信徒眼中，較此神學分錢豆豆嚴重的，莫攝於希

基會位格本質的神學上偏離波斯在鈍。他的反對者曾經

指出地招了五項嚴重的錯失。當中最數重的，是指控倚在聶忠

多盟與雅各比澈的學督一性論者在華督神性與人性之間關僚的

爭論上要向華營一性論者讓步。研有聶思多留歷史學家均

同意，希拿奪公然與拉是阿多的教義持不同看法。提阿多認為神

性與人性在耶穌身上é"J結合多去是一種自發的結合，就像夫婦身

心的結合一樣。特拿拿似乎寧取問方歡會的迦克噸位經中較嚴

格的增義，主張基督屬性統心不但是白發的，商且是基本與本

質的盯住格的 J )。總害異端的聶思多留信能街對著波斯帝盟

內不斷增加的幕督一性論室主教活動，自然認為希拿拿犯了神學

接過擇。但是實際上，他的神學主張偏向拜占是正統多投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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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的基督一性吉爾方向。

有見於希拿拿三各種{崩離霸，恩多留縛統的行纜、反對者不久

群起攻幫他實不是為怪 O 但是每'怪的是，他在教會議馳名的神

學院當說長一職這麼多年以來事竟然沒在人干涉。究竟爭議始

按何時雖不大清楚，的他上任十六年被仍掌權。有跨象聽示衷

擊很早已開始，在書至可能在能出任院岳之先。 16

無論如何多他搪任院反復不久，不2萬之聲此起破落雪較種

期的尼由此斯總主教以利亞臨i比在域中針立一所敵對的學院，

大攘的仰更正鈍， ri立於IlJ接通道茄..， ...約伯記þ連學院 (School 

of Bet Sahde) J 此顯得到聶惡多留正統的贅，賽事即伊茲拉山0 

上大修道院支持。新校首兩任院長正是穆擺脫穆士，師承最

大名的將難憾。 17

不久，希拿拿在五八五年主教長那番單一世召鷗的第九屆

教會會議中遭到提賞。他沒有被點名多 f且毫無疑問始就是在

議組錄中還抨擊的大轍:

真理的敵人撒但....一誘惡多人，心，懷不執地引導他們就

毀教會學奢(摩替絡提益的提阿多)的神聖教導......我

們總此堂佈...‘..不論在教會內位居何職，均不可中傷(提

阿多) ......~否定他神聖的著作，或換受其他注釋......任

何人膽敢如此作. ~ . . . .就讓他給說咒。 18

被如此嚴厲譴責的 f其能注釋j 明黨員是指希拿拿的詮釋，

譴責中的激烈用詞多少拇示了樟場爭議的自熱程度。會議接著

駕希傘拿起「愛謊話者J '指他的措詞故作優雅，歪曲真理，

與投女的誘人聽掛插曲美麗一樣邪惡 19

縱然如此，或許恆星為希 西比斯學院大受歡紹，又

或~]為教會的紀律已無組嚇作膺，主教偶鐘吹口頭凌擊報沒多

大作為。五年後，在五九O年弓居於尼棋比斯的主教創門正式

承認該校的新規射，並對在會議中稱為「愛証吉普者J 的人大加

稱許。恤說，發拿拿不ff1. r學識淵搏 J '草鞋 f 謙卑過人 J 0 學 

a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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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淵博一說所言甚娃、謙卑過人貝iJ顯然差 
20 

同年，那五九 O年，新波斯王科斯擺埃斯三世 ，他

偉大的科斯羅棋斯 t墅的彈兒，露薩斯特國世 。他的父親

種嚮斯特姐世時罷不濟，至少有→名歷史學家稱他為?波斯

以來最諜的關君之一 J 21 但其他蟬史學家尚不設如此對

薄，大多數的藤智軟件家亦讚攪他對宗教事務諸般

容。 22 就燼方面隔莒， f也出五七九至三五九 C悴的十載統治不失

為借奉扶澈的波斯的宗教自 EÈ賽車期。當波斯摺侶催逼他迫

猶太教徒及基督徒、他城拉了要求事立全被及大辛苦麟如波斯，店、熱

若全þ模與高山的不同土壤，所以波斯 2年輝訪I無禮地容納不同

宗教意見的人 o 種密斯特傾向幸在營麓的一方，據說他曾宣稱: 

f 我的王設立於四腳之 J二，並非只有兩瓣。就主是猶太人、

錯、讀斯僧侶和扶教徒。 J 23 

但是黨密斯特在位使鼎立豈不如意。他的辦問樹對內聖外患，

東言語被突厥樹攻亨普爾i大敗於齊占鹿羅馬之芋，再加上內戰權

屋里分崩離軒 c 霍寮斯特在他故宮廷叛變中被奪役，種觀

遭刺疇，主主教殘酷地處決。

然而其子科斯羅晚斯二世則是 f波斯最後一f立偉大的君主卜

雖然他統治初顯 1說不 JI[質利。他正式統治波斯近問卡年 (589-

628 A.D.) ，但能先在內戰中失去帝位，雙績獲幼發拉拉河‘落

難擺到敵人頭土君主，閉了勢轉求賠議。在那襄拜占躍皇帝莫

斯 (Maurice) 收容總於-叫苦吉格基督誰家庭中 24 強年，他得到

羅罵及豆豆美尼亞人幫助，擺闊三章臀王{笠，他之 f愛好一段日子綿

不得不設一名，羅馬貼身…護衛緊摔在舜，以防波斯子說行刺。隨

後的卜一年，即直至六 O 三年， 1色變相成了其友羅馬皇帝的從

厲。

鈍，雖然她後來打散拜占攏，仿他早期與羅馬的友好聽

憬，如他加稅的做搓、樣受對詬病。他為方頭做反對者批諱，

面別獲華督接大力自稱讚、說他離碧藍波斯的孩教師改站播

馬的仰、實不足為奇。認雖無言發攘顯示能確曾如成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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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聽騙自己對這基督教的好感，對故;鑫期間機拜古龍熟，情毅持心

乎乎感激。直至保聽他的獎單數死後，佈;才與茜方恢複交戰。

在的眾多妻妾和三三千妃贖中(或誡他有一萬二干，是「時

史上最大的復宮 J) ，最漂亮與敲得纜的事竟是倍奉基督教的主

室主琳，她是亞鸝入。另一位是信奉華管教的瑪麗豆豆，一說她是

按及的羅馬總督送來的禮物，一說她是君士坦丁蟬的莫熊斯皇

的女兒 26 科斯蟬燒斯很大可能聶著主后西琳結為 徒興

了不少聶思間教室，又替他們從波斯摺纜另一權的伊得搬

運來聽經 5 飽又賞賜在神攀上跟他們對立的基督一悅論

者。之?科斯蠅埃斯二世寫了一信步繼同禮物撮人主義對教軒"可一

間組念一名華督一性論聽人及殉教者的純 J念堂 o 六世紀者基督教

史學家依弗格豆豆斯( Evagrius) 保存 r 該

旦中之五科英時聽機斯致偉大的殉道者察奇 (Sergius 。

在王中之五科斯建議斯一一持密斯特屯子， i送來這總指

獻盤及其他攬物，立在不是叫人成實可言11'~ . .. ...為是要公鵲

表揚那已成就的真理，以及我提法辦續受的息，惠和丘之話。

聖人啊!我認、為我的名字可對本法的器紙上，願 j女助我，

讓西琳懷孕，這是我的福氣 28

在這段波斯與雄馬關保緩和時期，特拿拿嘗試把嚴厲的聶

躍、多留傳統推向時方大企教會的正繞 3 造樣的瞥試可能輕易

到彼斯宮廷贊同。造成可解釋為何嘗弓子議，性的持學家希拿拿在

五九六年再吹惹起軒然大投峙，可又一次體過JflJ罰，重仍緊揖

后問 tt斯持學院的攤力好一段時日。縱或在教會中 f也是輸是 1

科斯攝換斯三世可能有心要傑護他 o

六世紀末，最接近希拿拳的敵人完全那年賴親任的尼時能真好

懇、主教貴鉤利，他是改革建動者。十…世紀…位攝史家形容他

為 f 禁慾的施洗約翰... ...縛軟的保雛型以及熱心於正統信仰的

以利亞 J 0 殺他攻擊希拿章，如以利亞我離巴力的祭司。不過、

拿拿的敵人中有1:t 1色更具殺 f勢力及更嚴厲的，他們就是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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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修士。其中一人能情( George) 曾在伊茲拉山上當悶罐

憾的門生，後來成為有名的聖人與殉議書。他由閱始皇主反對希

，他指插 1m 占庭、相仿宿命驗及作出人與上帝為一體白宮教

，但他說墨督則半神半人，輛者皆 。這無擺 曲了希

拿真正的教嚀。 30

{學議院中偉大的自拜不久亦加入了攻擊的行列。他的

遠較實銷和更具戚力，他想即成為聶思、多留教會體系內最活躍

與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生於大富之言裳，原想見面比斯學院修

讀馳名競近的督學系，在那鑫發覺告己亦對同樣轉轉有名的罪

鍾研究產生興蔥。經過十五年在校內醫院修習和教學生涯， 1色

帝感召鼓樂研有財產 9 擺到伊華拉Llt上的大修道院。 f現在

心上斷絕所有外界接觸，一度在荒誨的巖穴內默想數月。這股 

f修練時期之後，他姐回北函數鄉貝瞬札壇，在家脹的土地上割

了一所新修草草能及的轉學校也 f也就是在那嘉興始攻擊他的尼

聞比斯聲校院長 o 欠

教會新生教長沙在耶書(平於 604 A.DJ 在五九六年召闊

的第十屆教會會議中多著拿拿昕瓷的攻擊建3&最高點。吟、巴耶 

i各森棒、高望擎的主教 o 該城位按憲格軍斯?旬以束，問澆基

泰器對與呵護拉論中 o 他出身牧童，假他聽 f羊群撞著揮主崙苦

行的生活。樣稱他嚴格限定也已一過只吃一餐。 32 

f也有 A狀也使悶挽值的轉提主觀 9 劉玉拿文 (N崎man) 對

他詔 F深刻印象 3 傳說他因混成為了基督攏。 týB耶醬既;是聖

人，又有誰憑倍銷]治病，贊譽廳傳波斯以外，華東遠至華主士坦丁

堡的皇帝莫盟無亦擬人前來要害取他修士姆的兜帽作為單物，給

他一塊「真十槃 J 作交換 o 峰、巴耳容審尤得三E后摺琳歡心，科斯

羅填斯二世聽取了她的意見，對眾主教的其他擺名置諸不理，

並堅持主教推擺這位攏在的壞人，線任是掛提蕃督教宮廷去世

的主教長聆聽囂。必

薪三位教長不久就著手解決希拿拿的棘手難題。地召問第十

屆教會會議今要對教會重要的神學家兼最有我的神學院院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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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異端的指控作出判決。一如十一年前的

，議會擁譯「神聖的提阿多 J '譴責希拿傘的教

較以往更嚴厲，但始終沒有點名咒站峙。 34

頭腦的主是不久之後遭到罷免的倒不是希拿

統倍 1l1J的反對者尼西比斯的責鈞科 o

蠟嘴朧的犧變，原由不盡明朗，口i能部分與希拿

間比斯深得民心有關， 1ê.或許主要是因為貴鈍軒在鼓了曹大

民心 o 聽鉤利的商聽敵策令?宮內民眾與他去尋歡;健菩烹與他

的當然盟友一…一!說內的穆女一一不和，西為f也反華亨通合苦行的

麥撒憐;最倍艇，要要求攏行全面性的穆道說改革。市民認為他太

嚴荷; 他不夠嚴議。在蠶據顯示飽曾與其上級主j、

巴耶書主教長琴手妙。 35

但是對黨純利不利的法丟在牲自黨輯大可能乃由於王室不悅。

按其丘吉建立吏治灘接接會議;台世紀研波斯最有勢力的基督徒並非 

r:Þ 哩題是科識，線接斯三世的私人臀師及烈 (Gabriel 

ofSi路ar 或 Si時叫。為此人對三在影響轍大，又悶著事有湊巧，

鐘韓囑咐當持不會的主品問琳放血後不久，她就誕下健康男嬰

壘丹、沙(Merdansah) 問此對他似乎著了魔一樣。許

在告奉扶教的波斯闢 多留佑徒以為上天賜基督徒

王后一子，定會獲得 ，叫給他們的歡樂只是曇花一

現。他們的基督接朋友賺嚮趙麟師及烈轍然很快就輕屬適應當

時富甲一方貴族政治的?乎還發行棍，把其基督教良心也出賣了。

及烈跟其基督從妻子離婚;很擺擺恩多留的歷史，他全然娶了

兩名異教婦女取代她的位漿。 i比皆俗苦苦;被斯司空見慣，但在基

督徒中卻並不尋常。巖厲的昂的此期貨鋪利主教皺起拒絕說聶

這次不法的結合，就把權名攝i為旦發攤位錯誤入;接瓏的教徒遷出

教會。 38

及烈惱火之餘，對錯思多 ，乾脆轉投聶

思多留死對頭基督一牲論者搏。脅， 驚愕。

基督一性論誰講望把投無缺君主埃及和教剃頭以外的強大據點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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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叉著護政治的潛京第於教規多問 llt支急速撿織地加入教會。

能們的政治[的報立竿見影 y 的伊琳三反后跟隨其醫師成為華督一性

論信徒，樹廷現對尼酒比賄的請求總重壓，要求他們任將較溫

和、團惜的主教取代嚴厲的賞錦利。主教長既樂意除去惹事

非者多樣何意要求，把一畸懿手Ij打發至IJ{I會進院去 o 雖然吵巴耶

主黨威嚇，但始將沒有推翻揖玩弄手設約及熱器出教會的

決定第賞應喜己一坊。滯

在站些驚人事件當中，希拿拿冉一次逃過教會議會的詛咒，

仍在尼西忱斯學院中掌權 o 1霞辛辛波斯宮話內支持希拿章的是聶

思議5 留伯龍認非雅各比 iJ則古龍(主義督(俗，詮論者) ，六世紀末、

七世紀切亞洲的基督教歷史發展很可能會改寫。他大概會成為

刊毛主教艇。即使吉亞毀他與基督一位論者中諜的污名不利於佬，

教義貴齣等IJ一世在六 0八年去世時，希拿拿的名字還是鮮明

挖出現在接攝入名單上 40 又偎著波斯與羅馬的緩和觀係並

有;在六 O 三年接裂，兩國沒有重燃戰火，希?拿主黨的中介位置可

能會為東方聶您多續與增克槽的西方基督教提供神學識和的關

館將機。又做若在七世紀最初數卡年的關攤時期中，君士起了

堡與被策沒有在戰車元氣大禱，阿拉伯的大規模戰爭可能不會

在沙漠中發生，間教亦不會獲勝。那樣，割開始經亞訪時擴散至

太平洋的基督教傳教樹就不會只論為零薄的議患三名留灘祺堡多

詞是 4次聯合的華督教行動。這一切的猜輯都只是徒勞，但猜

測輝主是難免的。

當然以上的事都投有發生。希拿毒室握攝了豆豆九六年的議會

擺責，繼續任紹興比斯學院院長，做她對教會的影響力則己破

損。不論宮諾基督…性論者對他的支持是否他本人的體擇 

梅樣無異於幫崗位:。即使在他的學院中，是學生興老師喜拉開始離

棄他 G 《摺瓦爾騙你安〉內叫段文字往雖j措挂了脫光心峙的尼

比斯學院的瓦解。見西比其詩三位教發鉤平日已流放異端、在城門

前抖掉燼 f種不倍的城市皆在他有左轉上的聽1:二。眼看正說主教遭

職，出賀信仰的院長頁。聽留任，學院大為震驚，競出現了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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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不剎車寄希 。大概在七世紀末年，學校分報日

發專緝年史〉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況:

不滿三色較長沙巴耶書不理會主教貴鉤利的言辭，為

決定持強亡命拿拿的說語... ...操出學校，交出她們所有的。

他們只帶按照布包著的福音書與十架， 還有香爐 o 他們

一邊祈禱. -1是吟誦諸虫禱文離闊尼西比其身 α 他們的書

五百人，市民為你們的離去灑注與美文息，但卑劣、的碩精

則問除去敕對鉤利而滿心歡喜 o 他們不知道大鴿聽

聽“﹒. ...留在校內的只有的二二十人，立豈有的丹等數民的小

按 . 42 

鈍，指按斯基督教知識中心分散

為當時成立的 罵大中心。一是尼西比斯

不遠處的伊接投 111 ，該校為修院制度的改革重鎮;另 

-æ瑪幫閱 18鶴立的 i說， ltt.學院的影響力一度

起慈大修建院多目 闊的駐於該地。的第三個知識

中心主室主字盟的基督教中心就 城京爐沙珀 O 該市由科斯羅埃

斯 -tlt替為數單多的扭扭 rfïI ;恤戰勝羅馬拜占庭 9 提拿了不

少俘虜，當中許多 圳的離校梅尼閉比斯學院

一樣，自醫學系而揚名， 1且它亦夫在體總及哲學研究中心，專門

翻譯希臘哲學家的作品。根據某時紀錄，在五五一年把蠶離放

於竹筒肉，首吹繞中間私輝到問;方，有功於建成跨文化突破的實

是兩位富冒險精神的修士。二人可能就是來自京建沙王告訴。科

主教長職位崩解

禍不單行，教會知識中心尼潛能 議繞不久，另一

不幸之事隨之發生，說是教會組織接心的 解。

O 四年，沙巴部書去世，車IT主教長長p位多

作一一圈。波斯王心目中的人選出弓之意料之外 久前才被免 

7 你會輛軍咬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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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的尼西比辦主教，就是要I~具備 iE統信傍但卻動輒吵架的

利。不喔，主教議會館記得他在招間能斯大失氏，心弓茵此不噸

斷與幢樓的眾教領諧。 他們轉而支持另必名貴鉤利 O

成人得到去后撐腰， {旦誼支持確有幾分叮蜓，因為主的記離間

，轉信基督…性論。這位來自相特( Pratl 的

鉤不可是王后寵佑的管家，但他本人並不是異教悅。他實際

在聶 J智、多留的!ftí l定義泰問封神學院校教。

於是長教告知波斯玉，他們的確聽了「實鉤幸IJ 為主教長，

但他們使許故意不告訴他此人強非他心的中的責鉤利。般是來

自柏特的黨鉤利，而非尼商品比斯的貴詢和i成為了主教長冀的手IJ 

Ht 。韋 j函說 ， ì皮鞋rr玉勉強接 說定事實， 霸主教長繳

交大;輯部j款，並警告教會說 I 琨在並未來的主較長一一

我決不再容許另一改增長絡。 J 45 

吉 C 眾主教擺為主教長的鑽鉤利令世 (604波斯主

的路A. D.) 的管的最不光影弓因此在他死復多故府指拿其難{言，

對錯們嚴1fIJ迫哄，苦苦找出貴鉤科藏督之處。人所皆知唾他在{支

持從教會臨走不少財脅。 46 新主教長蟬舉不獲拉攏;的六。八

二八年;汶斯主駕崩為 i上的二十年間實教會並無正式的僥幸函、

亦無按立主教和大主教。

，勉強稱得上為禎導的 有的 o ì皮辭其中三名最

勢力的大主教 1 分期為北面的尼釋比斯主教、只紛加遍 L Beit 

Garmai 1 主教授阿迪間;李志鞍)委任希拿:鑿的死對頭、伊茲拉

山 1 :大修這院院長、偉大的思拜為修揖院監察。此職位講的能

多句!每?這全國、 會事宜，又不致主哥哥 i 來政府懷疑。 他的

譽與勢力祖 ~p令能成為整個教會實際上的全國管頭人兼連絡官。

在北主的權力，興吾吾吾間流恭泰西封的副主教兼卡斯

教藹嘴俐的的權力在瀚的之處 O 以機會議曾賦予卡斯卡主

權和，於主教長去世復以削 分暫時總故，但是

虹口;有二三百年臆史，可能已 了。卡斯卡的瑪爾阿伯並不

的喝爾時在1 三位較長 O 高j 出的學者、是較平的那位名

11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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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及精吉專家多把阿里士多誨的〈昌盛輯) (Logic) 引搖到

波斯麥又為科斯擺埃斯三世出倚李寧占庭的英 E拉斯皇帝。的

革督一位論在波斯的縛播

多留派的際邀正處於他點，先有尼間比斯學說瓦解、

織而主教長→位副缺，其實早日;有跡可尋:羈盟、多留死蒙古親華

曾一性論者平磚地進佔?皮獎芳草樹卜預示聶雖多留攘的~:fiJ處境。

被斯王府互之王室醫歸轉伯擺攤一性論，是吉主派於六十年前在敘

利亞榜巴爾阿建作11 巴拉建斯[ Iabob ßaradaeus] )英明

彼興的接期結幣。 他在宣教工場上的功漿令基督一怪論

烏此名為雅各能派，並柱草擬一畫以此名議期他們 o 喘

不喝，搭督-，性論教派是接還不少昔日子才得以被興，亦

是該技;在六世紀初葉，大部分時問但求不誠的情視下 B藍色可做

。"在兩位玉不占臘議帝澤諾(囂。no) 及亞拿斯大修 (An糾紛紛s)

統治 f' 他們大大走運。可，借到了五論八年考君士捕了

政?台革命令教會形勢轉變。最士了一 a世 (518 - 527 A. D. 在位)

是在色雷斯一坎叛變接會權。他與娃兒一一一偉大的資士了尼 

( 527 565 A. D. 在位)一一均擺正統迦克增

擇把其合一信鶴的改良基督一位講加

東羅馬帝闊的教會是他，眼關給 j市非分裂的力量;話費士 γ與空

士了定期一心希望在搜典的羅馬帝鷗旗幟下，合併東西芳、羅

馬和括全坦 7壘，古女同時喬要，縛，馬教皇與君士明 γ堡主教晨兩

，而他知禮教學。絕不會接受合一信緣。擇就是導敢問八

路年教會分立的思懂。

所Qj"為了達成大總路的夢想， 人都願意犧牲華餐一性

論信給多叢拾迪E克轍偕繹 G 第心步 罷免和放組權位最大的

…性論領鵲………安提阿三主教志是塞維魯。 九年初，難

與君士明了樂教會在王竄獻力下結束了三十五年的分制期。

基督一體論者宜之為帝關正統的基石的舍，信條;聽到議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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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即擴散至數個東方。

主張基督一體論的縷士若有括總裝著攤賣的，說給報到沙

漠去。有的觀渡到城斯多至少五令五名該派主教在查士于在位

期鶴教逐出教區。到五二七年童安士于駕崩時， ;波逐在外的

魯是在觀地指晶，當上只剩下三處總方能任命「信 frp堅定的主教 j

就是埃及的亞曆 w大、接利亞東北的馬旬，以及還是界另… a鍾的

波斯。 50

令基督…性論兔投誠亡的有 先，聽誰魯點三是其

的准予按.'i主眾獨立、分裂的基督一性論神職人員在正統的教

!勾緒在體職 c t最大概五:三 o 開始，位於 1尋撤葉立的草草拿 

(Tella) 去教的翰 (483 A. D. 生)闊始措立移L毒草雪按著按立教士，

然種最主教，其中包括數位「為披露rr基督提按立 j 的神職人員。

以弗所的的輯在〈毒草拿約翰 A生〉中寫瓏，始們 f 猶如訂:1可 j

數以百計的來接受任會。他們樹小豆豆鋪車及亞美尼豆豆海岸來到

溫壤另一邊波真正境內的厄題 (Arzun) 0 據說的事會雖是在他所麗

的 f會議院中，便任命了八問十人。 51

三個挽救基嘴一性論的自東就是指士租了堡王肘提向各

控的績極贊助。她的丈夫查士 J尼可能1偏袒正統教會空但總暴

驗、剛悔臼罵的妻子可不是諸樣 Q 她得塞給魯的幫助，在志主成

功令君士坦丁饒的正接主教授、軟弱的安非勿( Anthimus) 改

信基督一體繪的 f與端邪說 j 多或非勿很快便讓免職。

后能 i不喜歡承認失敗;史學把另一位在豆豆盤山大的亞偕揮學三位教

到詩三;七追了糙，他過去三年自信奉「異端 j i罵道革職。王后

靜地偉護的，主哥倫錯了一處「藏身頭 J 並主義闊也為數個主主

督一性論運動的權力核心。絕利用這名幸存難的敵對大公主教投

身分，抗衡君士松了堡的正統三位教。事立

基督一位論復興的第三餾跟盟主義大眾對該受盡總書宗潔的

支持愈議深厚，而且踴顯牢不可破。這帶有文化與畏族

影，間為一位繪的規典主要害盤及和集中於埃及?以及純利亞 w

上的鬱道院。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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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明 f瞬間素，可能是 斗，t生論復興的決定性問章，

聽其芳在組織及宣教方緝的才華。 f攏在起洲各地建立教會，由

敘利亞擴散至印度。培勢教會存在至今司並取其名為(雅各比

幸圭和J 正統教

建斯生於波斯邊境一帶、東教科豆豆離伊得撒四十糟的

拿域。他頭:奉生滋的初期是當苦行僧，用“於近犀闊比斯的

現{彥道院，但殺非大修道院，而1主義凳斯他 (Phesilta) 的{修道院。

大約在五二七年，他夥!玲玲一修=t一;教奇往君士朋 T堡。鋼人在

誠地得到王后提阿三多拉的體待，並鑽錄供種雅的指漪，但是雅

選擇了[過器、荷工及極為妻子行的生活 J 考與外界隔絕。至4

力日韓尼符拾伯王悉伯達( al Harith ihn Jahadah) 按力拜占

庭的繼罵，位屑東敘利亞。當軍事總會。的主Ø-l 二年，他 V~攝 f吏

屬設見提阿多拉三位后，提出多層;要求，其中包括請求給予

基督 υj受騙傳道主教 G 正支持我們所見、鎮替一性論的主教

嚀。提附多拉還安掉流放中的主教展機附多館為瑞名阿拉

伯三E錯;在:兩位大主教。蝴擺擇了被封為伊得撤去教的巴

以及磁按:立為難馬阿拉伯半島波西特拉去教的提阿多。復者在

加薩足的阿拉伯人寓中有出您的表現，但最終是雅各成了前赴

弦朔的基督一性論

雅各從未真正居於他的主教統轄地伊得轍。警方對組窮追

不捨;室主士于把不滿其棄的宗教陰謀，卜令速捕悔。但由主王四

三至五七八年起爐三十五年阱，雅各成功接邏輯中的密攏，和

。他到攝奔波，於牌子王城市均只用一段或一 4夜完成工作事然

繞在被人發現前快速離去。他生學日步行三:三四卡帽:能認為 j騎驢

成為都傳教士來說是太奢侈了。大多數人以為能是叫化子，國

為他在衫蘊摟多補丁處處，設得名[離經者 J '結就是她

之出來。有時他的總踐者會跟你打照藹，但卻不認得能 O 他們

白為他是叫化子，會問他﹒ 「雖有聽到任何有輯部騙子雅各的

路嚮傳聞嗎? J f也就答攏 r有，離此很遠的總方，我聽到數

人說他就在附妞，如果你們趕快，可能會提著{啦。 j 於是的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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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離去，但並無發琨 3 如他的傳記作者講謹的放事啦、他

們 f 自費氣力…...怒上心頭，.. ...幫議有上帝大龍的那人廳牙切

齒 J 0 55 

出君士阻丁堡至波斯邊境，雅各講道、鼓勵信徒，更敢要

的是指立神職人鈍，磷保他的傳讀了心作本會因為缺乏結構支持

而衰斑。欽佩他的華臂一性論歷究學家認為他任命了多連十萬

名教職人員、二?七名主敕及兩名主教長。 56 雅各兒;反節節;在

雄傳教工作，並不|現於能接種各的 _T.作，成甚至三他按立的神職

人員的工作。根撒米墟，憐的撒迦利諾 (Zachariah of Mitylene) 之

教會體史記栽， _.........名「信仰堅定的主教 J (即是基督一性編者)


居魯士出約五三三七至五個四年，於泰傘的約翰死 f發言君主波斯拉

立教士， r 間為的鶴的死訊及被蕪的牲者數白不足 j o 鑑於此

發拾按立牙堅含辛之先，窮學士及滑士起了聾的提阿;多修一定

是當時倖存及活躍的權有墓督一，結論主教。 57

亦有提據觀示無牧職的平告提傳讀者在維各院提攝展中

角色。以弗軒的約翰在其六世紀著作〈東方諸塑 

(Lives 0/ the Eastern Saints) 中，講攝了以利亞及提阿眾的

事蹟。他形容詣繭位商人 f 除了礙事琨 t設貢費外，亦從事聽天

的報喜 o J 他們原居法波斯與羅馬接讓東教利亞的阿米錯， {f:J. 

f也們在被斯經高凡二十載，用生活為他們的信傅作見譜、問

他們 f 戒鋁合…切世 t商人的惡習，即是各樣的智盟‘離謊、散

和不同的尺度 J 580 

另一次極重要的道主督…性論勢力投入波鱗，帝國並非刻意的

盟臂，而L是緣於擴鼎的戰持。科jIfr羅土完顛一世 (531 一竺79 A.口.)

科斯羅埃斯二世 (589 一的發A.D.l 的被無軍隊在在世純

六世紀報與緯馬秤，高窟灑載，連番勝和雪把數以萬計的主主勢教

戰犯擴垣東方啥當中包括教士、甚至主斂。戰俘中偶然有不少

泰迦克激正統，但幾乎是非聶恩多翰 f吉役。安揖阿分別在五

四 O 及六…一咱年先梅爾度被攻的及劫持;、每次基督教交叉隸的

到長穗數哩。囚徒數目如此龐大，波斯於是為他們建愷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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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名的是現雷謊萃泰冊封的第二路京連抄珀域，又稱「科

斯羅 j魯斯王更佳的安提問 J 該市依是科斯羅埃斯徹鹿攜綠的

設和亞安提 [l可建成會因而…名阿拉伯歷 5位學家控稱安提阿來的

俘虜無援知境方向，亦能在重瓏的城東中覓路歸來。 59 在

千萬萬不幸被銘、離鄉耳IJ 井居於興地的基督碌中，權雅各重新

振興的、主意寬教心，攘的警在各比 i眼神職人騎自然找封;不少知音。

無論如餌，在波斯基督…性論者仍只是摺家公認、基督教群

少數百震中，一個細小且不屬任何獨家的少數漲，部關家所承

認的基曾教少數派群體以聽思多留的主教最為首。基督一，姓捕

者多詩嘗試為始們的室主教教士對這階絨制度。種各本人於五

九年按立了塔克利主教，五七五年，該走教殉道?另一人穫提

繼任。的

基臂一性論運動最強的力處中 J心諒自雕恩德哥以花草述山懸

崖的瑪爾馬太( Mar Mattai) 酵值院的修士。根據傳聞‘修

院制瑋於縱馬背教皇帝尤里安á':J年代。 61 但車至商琳王闊的

師及現連同去后轉為基營一性論者後，冊，歷山大與安提祠的舊

爭論才在波斯提到廠點。於是、主張「一性 j 的基會…性論者

首故言君、真雌雄戰主張「搖督二，性 j 的錯忠、多留 f吉繞在間內

教群體的號導機。雅各比放以單指晝u十蟹的奇特乎勢，主意味

的窺一屬，柱，但我們不知道此習慣始於何時。

聶惡多留漲反攻

在波斯人跟中，關內特別的眾教自治群體「米勒 J 包拍

照有蕃督在是在內皆跟在聶思多留主教長的管轄 f' 不管他們承

認聶思多留主教畏的權力與苦。因此雙聶恩、多留{言能是表于自及烈

與王后用計搜波斯主委任提督…性論者為主教f逞，不娃沒有理

由的、!lt舉無蠟能令雅各比派合法追取代聲 f間聶聽多留教會。

留主教感到不安，商議向科鑽羅棋斯提出嚴 i梭的轍

醒他接是龍嘗試把外來的主教強加於他們的教會 9 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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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十分嚴重，放懇求批准媳們自己舉行主教選舉，結束主教

長出缺的情況。{逸訥攏舉了勇敢的老嫌修士仕治，領導他們攻

擊宮內王震繞著波斯玉的基督一位論者。這段時期被斯的聶思

麓，攏喘不安 G 但拜著的《佐泊的生子)> (Life ofGiwergis) 

講述代表團前赴首都的情況多能fr~為唱詩鋪六十八及六卜九鸝

f願上帝興起、使他的仇敵偶散 J 及 fJ二奈何、求你救我。間

為智、水要淹沒我 o J 他們自教會魚費需出，會眾以十藥的標

現按他們今{車間皮蝴來祝福皆有留下祈禱的信

總們在間流華泰商討找到被斯主訴信任的聽思主多留黨

發現鮑們在志為不安 o 妻雙族對能軒說 r 間去籬，不要叫我們對

皇帝說及主義事。異教徒的勢力己十分強大叫佐的堅定不移。

總動員忠心的倍徒往說項，波斯王不予理會。 r 我們議沒有

清楚你們的能姆是否真正的事事贅教倍仰 B 怎可就給你們立一體

積檔(主教授) ? J 位治接受挑戰今敦能波斯王舉行一次宗教

辯論、讓聶思主彭寵信接與華督一性論者公開:在提揖諒。 6ω2 階之

而來的 , 如韋;漏晶所稀 ? 是(…………(………(……(……(必心心沁必心心心(……(…(

和自的言基智教群體在嬰教餾家中爭勝，認法定勝:龍的權力則不可

思議地落在信奉扶教的裁對設主持玉手中。的

錯惡多留跟那方為比賽痛定下的 f支持聲明至今尚存。制 

f分之記教的倍條與自姆的同期，研著的(台 ;} (Book on the 

Union) 型的給我們提供了提波斯時期還留 F來有關官方正繞

聶患多留球最有系統及最詳細的闡述。攝思多留神學至此將股

清晰及自覺地把自己與正統(及大公教會)的立場分間，另一

方臨又與他們眼中的基督一性論異端毒草分揖錄。

簡想重溫基督-性論者(在按手IJ亞輔之為雅各比 v匠，晚及

則稱為科普特教龍)∞如何悶著神棚上的爭論關跟鸝恩多留法

倍的話(基督兩性論者)決裂的過程，以及兩者從正統教派及問

方大公教會分 t起來的爭議發展?可能有所助盤。誤思多間在

撮阿時，實際上把華督的…一體形容為 f存投入性與神做成二性 

(physis) 中的一摺位樁 (prosopoF1)j ob? 不過龜督心性論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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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界定為 f …位格 ( hypostasis l 與一屬性，亦神亦人 J 0 梯

田五一年，革銳的創克散會議嘗試以折衷的方式解決境個

問局 f 一倍二性 J 步取義督一性論者的 f …說 j 字眼， 111接

納聶思多留探堅持的二性。

事情的曲折地發聽下去，東方教會斟點這些白白希臘哲學

的手上聖經用詞時，嘗試將其番選擇或接利亞誦，但特期由於部分

宇鏽的眉法在西方位有所改變，混淆亦胎是產生。且舉{圍棋，

在是問亞大會中 (325 A.DJ '兩希臘眉宇 hypos的sis 與 ousiα

般交替使屑，竟寄:指川全格 j 多東方敕會亦輯是理解。但對了下

當妞，拉丁語系的百方已開始纖男月二者，吧。usia 譯作 f 重建體」 

(substance) 豆葉「本質 J (basic being l '報 hypostasis 則譯作 f1主

格 J (person) (如塑父、墊子、單黨的 f 三三位 J '及上帶的「 

J 0) 69 同時在西方 ， prosopon 憶偶有 f1主格 j 意思的較緝

毒轍用乎可以只指「外表」或 f外貌 J '間沒有不變性格的意

思，閣中亦會解作「位格 J 0 徊在東方 g 波觀教會開跆用…一

字報 prosopon ( 按利亞吉普禪作 parsopal 代表較強含意的「不鍵

性格 J ò 70 

由於不同時期不問人使用敏和i豆豆語及希臘語的各 f輯用祠的

意思、經常不易訣道，倍條海濤與誤解險之需攏。以下撮耍了多

年來?東方藤思多留教會的多個鏡導者嘗試形容耶穌驀督囑性

時所用的那些具爭議性的慕督論借條:

摩替經提鹿的提研多 (428 A. D. 卒) :兩位( hypostasis l 兩

性 (physis) 自聯結合 71 

間迦{傷教會會議( Synod of Ac議ci肘， 486 A.DJ 一體 

(parsopal 補性(敘利亞諸如ya肘，譯自若聽詣 physis) 白發

合。 72

拿盟( Narsai，約 503 A.D.卒一 ( parsopal 鷹號 

( keyane) 730 

拿章(約 609 A. D.卒一位( qenuma ， 譯自希臘 

hypostasis ) 隅，性 (keya肘，替代 physis) 740 

玄宗3氣勢苓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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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帶亞一批教會會議 (585 A. D.) …體( parso，間，譯自 

prosoponl 耐性 (kryGFZ6) 。 75

拜( 628 A. D. 卒兩位 (qenuma. ， 讓自 hypostasis) 繭，

性 (keyane 會替代 physis) 760 

主教教會會議 (612 A. D.> 間時 (kηane) 關位戒爾本質 

( qenul悶，揮自 hypostasis) ， 一體或一身 ( parsopa 多譯自 

prosopon) 。??

聶惡、多飽神學反聲聲督品性論妻雙主持毒草樹有耐性，神性與

人性，並非只有一牲 O 此分別在西方正教中較不明顯， f丘聶學、

留神星發在鄉克撤正鏡宗教信條「一位閥性」中加進了意義

現雜的用吉普 f 兩位威爾本質 J (qenuma) r 歸本質 J 的意思並0 

不全然清晰。一峰說利亞語翻譯者譯作「兩個白我 j 或 f 兩組

自然特性 J '故又譯為「兩 f詢盤 J 。其他人譯為 f 兩個存在的 

i模式 j 或 f 樹一致性 J '以資識別的意義較小。但對於商方教

會商育，通稅法顯然是真端聽說 3 因為西方把 qenuma 看戲位 

( hypostasis) 有本質投格的意思。在基督人格成點上空整套

多留教義是 r 一體 (parsopa) 兩性 (keyane) 與附存在

體 (qenuma) J 。在反醫者眼中今這樣無異於把基督分農

兩禮，只在外表上結合為一體 78

轎思主多摺信提憤慨端否定指控。 能們怒說，與端並沒有在

波斯盛行。他們向波斯三耘的聲稱主主不全然:你確 r 血 f吏糙的日

到我們的時日，在接新纜內能來沒有異端抬起過頭來撓報

分立法分製。 J 他們大呼 r Jl:1::!也與總馬撞內兮用何其大。

那碧藍摩尼教與馬吉世主義起盛，華督一性論有害的教義主要離人 

d心。 J 79 

聶忍多留能徒聲稱他們在 gl組爭議的那縣主義瞥本性的教義

聽任悔人一樣 iE攏。他們接融尼爵 盤及耀他們說擇的過

克嫩偕盤。 地們並無把恭督分為兩體， 如她們的股式聲明清

楚鑫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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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 J支琨出來的人性，與表現出此人悅的上帝的現

焉者時存在著奇妙的關聯和不可分緝的聯合，從Rt形之

初即存在的聯合。此教繞在們站在諮只哼一體 (parsopa) , 

戚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上帝丸子，社萬對扎先由父的

神性所生，為其物之始，濤之後道成肉身，海大街女兒

堯聖女誕下 80

辯論投無定論，至少;在渡期王臨街裁判的眼中如楚。科美好

羅壞斯大概特意維持現狀，在帝鷗內讓基督教遠宗教少數派內

考無疑 tt他們聯合一起為共同軒說劉家宗教、擺起境內 

!J! 為主策。

性論者指 中取得獨~. Él全 、最為

失塑何間他們的反軍亦較為激殼。臀師及烈在持學辯論中失利， 

i俐在其他陣線竣擊譎忠、多倍信徒。波斯主瞥;在裝備利伯興磁

卡丹修道院紀念聽人塞奇，以其基督說王陌歡心。按時她尚

為聶思多留措徒、{學院自然的由聶思多錯位提看管。琨攏改 f吉

基借一性擒，及到議要要求修道說交則主義嘴一性論者手中 o 1段是多

當他前往接收f會議蹺，卻l遭一群憤怒的聶思多能站徒驅逐 o 1m 
灰 4、喪氣來到波斯王跟前，指號聶惡多留信徒意圖殺害他。他

惱怒下權心步斥責聶忠、多留擁護者佐治修士背報國教。他的指

控雖真雄會fEl.除了在磁組詩韋思，閩中紹少守 i 照此控蟬，自為lfIJ

死lfIJ 0 基督徒以此對付另 A 徒、顯示 r過剩個基督教

設闊的仇怨日欒得不共戴

佐治與這是地承認他主義說軟的「僧 f昌縣造成的錯誤 J '改

基督教弓搗此被闖進 。八個月攏，在六一五年，淚期至于一

把他拉波斯方 十架， tl::羅馬釘卜架的方式驗為仁道 o 他

萬 L箭刺穿{色的身體。 81 不久會他的敵手

及烈亦去世。~.撞車等11:七萬能勢不兩立的基督棧去世，聶思多紹信

徒與華督一性論者同樣辜受了好→段和平的特白。但是波斯帝

鷗划和…乎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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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謂是三在輯沒落

波斯帝國末年的韓桑王朝，在和其好，難繞斯二三世統治中顯

出現一股矩暫的光輝時期 o 在六。二年，君士跑了堡兵

科其芳隸主矣斯的朋友莫里斯拉皇帝退(芥持占庭王悅，東方歷 5史學家

為 f平凡老人 j 的第佼者菲創斯 (Phocas) 登基為主。結菲

臨其rr的士兵在已被廢酬的莫果其后跟前殺掉他五名兒子，並

其先於死地。科真話擺埃斯在放運其是興興典型斯結為好友 3 放

其友之死極為黨怒 o 他下令其宮廷哀 a摔死者，繼而向君士站于

戰 o 和平的日子已成過去，然而披斯首11 韓…度嘗攝勝利的

味。 

l漾在…連串戰役中，把拜占雇人趕凹捕中海 C 他們

在六 O七年攻罷了 1ft得撤，放在六一-年擴諒了安提問。同

菲也斯擺罷點 3 漠里斯被教之仇己轍，新王攏拉克留 

(Hcraclius) 還提出和平瑋議，卻擺波斯拒紹，戰爭持續。六一

年，波斯軍球得到喝望能基督徒手中叢奪聖城的猶太志顯者

幫鈍，大舉湧 路撮冷。成千上真的人民擅長每報(巴爾希布

東認載有九萬 卜 83 教幸被梭，三在后海輪娜在君士棍了大

時期所發琨的「真卡架」被移走。披斯人禮貌地把十架獻給

科斯羅換斯妻子一一提每接班尼西琳。撥著兩年，戰無不勝的

波斯軍隊聽聽了域及、芳自比肥，及小路線亞撞車租克撤啥離姆

斯普魯斯 (B的phorusl 海峽另 a蘊只有一嘍之議的君士閉了堡

連在望。赫拉克留給觀團包圍，準備堪亡，把當都讓位非洲

的迦太華( Carthage) 學袒君主三位教長塞奇心 t設勸阻。從黑海到

沙HfY慎，從羅得為之上的學體封印度，波斯主都所向無敵。

但是，一如晶蟬的乍現，光芒亦瞬問搭檔穹鼎夜隨即降臨。

東輝、為但然輯輔海上有關君士坦丁盛的聲拉克留皇帝既

主f' 1~ 弱者 o 噫達尼爾( Hellespont>海峽狹帝的7./(蟻現阻礙了波

斯進攻其首都、赫控克留{便乘時整頓臭帝國。於是，在六

年{啦?台著空扶持 以水路 -連串的突擊反攻，于巴 j皮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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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IJI 區， !為陸地鼠成了戰場，連戰火臨聽四載。

棋攤希臘時是學家接附芬尼 (T加ophanesl 的記載多拜占

庭的勝和大大激怒了科斯雞燒斯，令他殘暴對待境內還幫搓，

充合任何患於潛士坦丁接主教長的教會的財釋。提阿芬尼又寫

，渡期3三令他們…律改佑麟惡多留信仰，伯伯乎聶忠、多

佑徒亦不能伴兔於也害。輯

臨波斯第三首都聽爽fr~患到了六二七年。節節

都( Dastegherd) 的域內，波斯著名的重騎兵辛苦來未能增截他

生 

們。最後i皮斯主風聲鶴H皮書不戰前i述，建設棄了他那座砌的萬條

銀牲建成的官嚴及立於四夥亞形紅寶石仁的黃金寶路。他只

著f色的落智徒妻子路縣及兒子鐘丹沙和吵里亞魯士，全連攝制

七十略以甫的問流基泰西持求全。若赫拉克留總擇乘勝能擊多

該時都亦可能會被拜占1海攻估，但他決定帶向大量掠物撤退，

新羅嗤斯 jjJ保自 O 波斯帝國叛亂，千年來雄

有最大帝關報圈的城斯君主科研羅埃斯於六三八年做闖進能自

己的寶路，王位被響。當他抱怨訊蛾峙，其乎?是~車三世郎新

波斯主無情岫著他以寵物襲腹。四位接他便離世。草草

據說科漸擺埃斯三世設廢前不久多試調控帝位由于“備茜路 

(Siroes) 轉給其難饗基督純正后西琳豆豆于曼丹沙王子。船 

f專吉屬實，這意昧著基督叫性論者有分參與宮中錯話複臻的權

力門事中，亦解縛了為何有表函，資料顯示，議殿、多留倍能跟辛辛

艱難埃斯對立 o <:總督攤)> (Book of Governor~廿一書認蝕，當

科斯羅埃斯「惡行攜妻章多年事漸向. .. .. ~神蟬的森檔( ShamtaJ 

眼見愚三史料顯羅填斯怒于7 日增. . . ~. .他暗中起義. . ~ . . .于刃科斯鑼

埃斯二十問個兒子，一".他捉了西路士... ...他沒得料顯羅換斯 i可

意就立街路士為主~ . . .一並與科斯羅填新的f業人擺到他的話中手

刃的;各方的教會因 11記得到安寧。 J 87 

森他最那軒龍( Yazdin) 之子。耶斯仰是波斯尼賀兼顧赫

督教家族的頭頭。自五:世紀臼索馬的貝爾利怕會議在四人間

年於該家族近主韋斯總蟬的聞寫召問後，造家放就成為聶思多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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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中流抵柱。森他之父耶斯甸有一段日于在科斯羅埃斯二

世統治下出任整個帝國的稅務總監。他維護聶思多留信徒，等

於總醫師及烈維護基督一性論者。耳1)斯甸位居要職，可直接向

波斯王進吉。可惜耶斯甸失寵去世，也許是波斯王卜令殺他，

並充公了他的財產與房產，他的兒子頓變窮乏。因此，其中一

于積極反抗科斯羅埃斯也就不足為奇了。

{ê假若森他指望登基為卡瓦德二世的西路士報答他，他就

要大失所望了。成功的革命者都是健忘的 o 一卡瓦德二世以森他

殺他父王為由，下令斬去其右于，並在西流基泰西封的貝思主內

確斯 (Beth Narkos) 聶思多留教堂前把他釘十架。 88

科斯羅埃斯三世雖是最後一位偉大的薩桑王朝統治者，卻

絕不是最後一位薩桑王 o 在他之後出現了大批朝生夕滅的小王，

直叫人無所適從。其 F西路士(卡瓦德二世)在位只九月，僅

足以與羅馬拜占庭講和並殺去所有兄弟，離世後並無留下繼承

人 o 於是王室直系無以為繼，繼位混亂由此而起。在科斯羅埃

斯二世被殺後短短四、五年間，不少於九或十名王位爭奪者成

功奪權，當中包括兩名公主及一位甚至不屬王室的將軍。

在此紛擾期間，有些人認為基督教主教長制是國家安定的

一小孤島。王室要求耶書亞二世率領國際使團到君士坦丁堡求

和;另一方面他們則盡力恢復國內的秩序。 89 到了六三二年，

出現了科斯羅埃斯一名久被遺忘的孫兒，他獲加冕為亞茲德吉

爾德三世 (632 - 651 A. D.) 。雖然王位合法性已恢復過來，但

薩桑王朝已無可救藥。 9υ 波斯與羅馬再無交戰，宮廷亦重建秩

序，但是羅馬已不再是可怕的敵人，而波斯所需的亦不 1上於秩

Ilill!' 序。它還需要權力、軍事力量，因為從南面沙漠而來的危險猶

如沙暴，比數百年來君士坦 r堡或波斯曾面對的危難還要厲害。

阿拉怕軍隊在一輪眩目的事戰中降服了東羅馬，又如沙漠吸取

水分般吸納了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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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教會後全盛時期

不過，波斯教會有 1笑 '與迪斯圓相異之處，是寧

市ù恢復過來，教會興旺 O 波了一段和平及復興的日

斯宣教士令許多阿拉的人 ;華智軟，在印度割立了基督教的

等級說，並成的把桶背帶到東方 2洲邊緣。

科斯聽聽斯三世長久以來阻11::.聶思多自信徒推選教會噴袖令

但撞死後，波斯主卡瓦總工世在其:短暫統治期間，批准終止境

設主教畏真空熟。主教歡天喜地聽講{偉大的)瑪爾回拜搪任

，但無主教長之名噎:tE ì飽激此職 O 瑪爾巴

期間曾使他們關錯，報 o 但年記者遍的瑪爾巴拜擒拒了他們的

邀請可權請求批准話做伊也是、拉山大修道院通修士的體思呢泊。

幾年後，他在{激增院表 1世。大家只記得他一蜜語伐婚嫁的修士、

過度禁慾的麥撒憐'(J民佑 一位論者及于異端的 j

時那副「說站急:倪、 」的模樣，但全體教會譯是槍

地頌揚了他，講許他在 的日子不計回報，服務教會出

袖，好日子來臨時又況有私心 9 拒絕最高的榮譽。例

忙於體擇主教長時，基督叫性論者亦有

波斯言度藥;張為其群體撤體全國領袖。他們的人數在及烈臀師

的時代容所 都如流主主泰商封亦因著他的勢力 l的

F樣母 Jç <Samuel) 教。直至當時為 1上司塔克和l 主教卡伊

患 (Qam Ishu) 站任渡斯主主曾一性論教士的領捕。 f也般

其 f處主教? 的社本立( Tubanal 統轄瑪爾馬太的修

道院。

如建論者的先頭部隊組乎是噶爾瀉

的傳教運動。能來告庫爾露斯 伊得，擻

受教宵，澈的於六 O五年返回波斯。他是及對華u繼母董事的崩友 o

他除了寫玄宗教短文攻擊聶思多留信徒拜讀又聽立主義發校 ， ìJ正

教士到帝關各處勸人歸信幕督教。在六二八成六二三九年，馬揮

他聽聽為波斯雅各比 iJ正教會首位馬弗手IJ安。給他雖

(扎1aru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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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他承路安提街器督一性論(牙在各地報)主教畏的

主教長一樣多是法斯社會中間

農從基督攏在科新路埃斯由-前舉行大辯論後，放斯

現波斯慕智能再非問結一致的「米勒 J '而

能在 i皮斯始終是勢力較強的 

(W. G. Young) 根據不同資料，小心總、結

潛艇和關後教像豆豆姐的紀錄。在四-0年

主教畏以 1ζ有五位總主教及三十八位主教 9

年後，在做二間年的第三屆教會大會中含烏有

間位主教:1王世紀大部分詩闊的擴展較，擾，位研

教益戰縛，羈您多梅等級輯 F計有一名主教授、九

九十六位主教，共一 O 六人。 9-'

已辨謝紹了蝠，主教長後，軍主教英明地在

道湖事$督教史

權力。

的個袖。

矢口

兩個群體。

。梅格

後的

中啥

?心國

及 ]i 

O 年四

教及

推擺了

巴勒主教那脅距 (Yeshuyab of Gedala) 擔任此幟。{也是自瑪爾

街伯一世以來最偉大的報袖 O 在這殷空前混亂的

誠教士的行政及治間才能不獨深受基督教 到

以扶教為關赦的波斯;監視。王室要求稱號耶醬豆豆二址 (628 

643 A. D.) 的新主教畏雞頭由數名主要主教組賤的手fl

前赴君士粗了能求和。胸部書草書同三名來自培

間本及卡加的大三位教代表，在阿勒煩我對拜

克。此人素有神學貸質，特遂把握機會對來食

盤跨越fr穹的教蟻。{盡管轟患多留主敦大會在六心

地宣梅東說方教會的現韻三是異，部書亞運是說服

、;特迪

赫拉詔

嚴加

猶豫

帝

接受法新教會為正統穹並與她們建立聯繫 o t吏闢做成波斯

士迫于堡燼致和平，成功完成地位不保的波斯玉所樂托的任

務。 96

可是他們

讀遇到墟中

職人員。代

能並/f:'::愉快。聶思多留主教代表悶罐 rþ

的基督一性論者及在拜占庭還是境通fs麓的改教收

中一員撒當拿( Sahdo助)主教對其在罵街

比斯學院接 的神學訓練引以自豪想教然接受撓戰，與雜各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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掰一f會主辯論一番 e 豈料;最將就改f辛基督…叫做輸，鹿為:皮斯教

會的鵲悶。因他只是極漸背離輯恩多鐘信仰、繭，您多盟信能到

了後來才據悉此事，惟有拙亮的以設計i可為理由，把1t!!.驅擺出教

會 97

代表團鋪柚耶書草了，世主教最回來授、亦敏攻擊為異蟻。

他年報時就讀甩開路支持學院 7 加入將生行列?辦離校也不顧接

受妥協的希拿拿的教嗨，與堅守正繞信仰的貴銬和主教同放埋

在外。 98 1處擁護正統是如此毋庸置疑、卻被控 i品異端的那名 9 

P4 入話真不已。 但是在東好門激進的聶恩、多留信誰跟

他們的主教說到了希拿拿“樣的罪 O

;遺責主教怯的是蘇撒主教思素馬。他指控離審亞在君

士坦丁恆的轉投留克寓括中與王數人士!可報聖贅，實際上無異

於否認真正倍伸 9 接納神聖的錯思多留騎驢黨的、受詛咒的

條「上帝之母罵和j車 J 0 可是思索馬的控訴機本站不住蟬 G 部

書豆豆嚮明地肯定他總倍聶思多間教義中的基督闕，段論，並出示

{也與君丁堡正教主救援的討論抄本，以回應研;有捕他妥協

的指控 o 1韋拉諾故事論中我琨立起來的謙都是想止步槍，洽與攝去追

類等于議中鐘誨現的怨意形成出人;意表的對比。耶書亞立全沒

懷蜂的素馬的動纜，沒之更引用誰給 f揖友一擊更勝敵入一吻j

稱讀巴嗽馬攻擊異端的熱忱 o 施以議梁的態度回應罐汶積撞，

令教會重姆和鐘。 99

但是多這位能幹的主教長 的貢建設 9 立豈非為教會帶來片

刻的和平=或使機斯與君士坦丁 良久的究戰，或及後成

主主首位為華督徒與入龍的回教挂 和解的人。地實至名歸大

概是因為佈鶴立了印度首個總主教教師一，又委任首領事基督教傳

教團到中臨。在耶書亞二故會主教長期間聖印度的聶思多館行

政撥構得以獨立於披辦主教轄竄，只對主教養貧資。在六一

年，亦是在他管的下多波斯宜教關抵護中國唐朝首都，不久後

又今中租借齡的土耳其部游客改信基督教，令聶惡多留教會在接 

t百年fI:穹的大部分時間空名重要相符成為;來:穹的教會、亞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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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支鑫些活動雖非聽聽多陸最早期的裝教行動，卻是其中

輝總的成裁。

我們現在要到沒落的i皮斯，請獨以外的地方會罐總指示基督

教如何熬嚇了中東問拉伯的 fiE轍，在印度保持不娥，以及橫蘊

亞洲傳到主黨束的中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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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紛4)， 189 毒草鱗寒交往 f三世紀也管教守 1 11'紛紛奴‘參本發表露十斂， ft 22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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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Obl峙， Hìsto月 01 the School 01 Nisibìs, CS訂)， voL 266, subsi桂ia t. 26 (Louva限，紛紛).238 。

的 Voob肘， History 01 the School 01 Nisibis ， 是6. Voobus 哥|您 LeontÍl峙， Contra 九t自torium ， III, coL 

13位5. ;Jt;:參 Chabot， Svnodicon Orìentale九 399 有攤主;八祝你那婆豆豆一世宗教會議遜灣約紋絲司

維吾童提阿多反對手表象敬的紡線。希拿拿本人的約的紀沒釋﹒…主亞總烈的 1宇航、法實現存紋。 

16. 	 Chronicle ()f Seert 險逃走交驗籌建始時、希拿象仍主義上任院長貝爾拉碧玉約約綠綠的腦 F 老師、

他有 段期 [1月員會被告等尼室主化斯總支書生保鱗鱗驗。見 Chronicle o(Seert , t。悶， fasc. 4. nO 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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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但是段落的"! f:分先後不清 Q 

17. 	 Voobus. Hís/o門。ifthe School ofNisibis, 265-6. 150‘ dena 'k於 :hlll 紀的 Book

主持校忠誠事之i 丰Ij~全創、〉及委任早期校梭的事;路。沒 f鞋、戀哇1 ;娘家艾爾摩場路線挖苦試車安

定 1i\' 主:仁 8hUiAO 年 c 

18. 	 Chabot. Sw的dicon Orientalι399 

19. 	 Chabot‘ Svbodicon Orientale‘持。。 

20. 	 Voobus. Hí.孟加r\' ofthe School ofNisibis. 303 該校的 W~j"iz頗為獨狀，不過 jf 主l: æJlO itlj H;概不

幸教立 管章轄書 o 參 J. B.Chabot.γ ∞ 侮 州1拈削$討ibc 祖 Son 1i凶豆磕切 奄. "L'εcole deN 盼 昀削 削飢li

6 0 可是、該校與管轄主紋的關{系毒室主異很大、丘克公然仇悅總支書文(抉線和1資殆	 i

公IS啪01肘趴， Set的 e間r 肘s S 圳uts釗laI机削 趴‘叫 in \協帝伽1r附α Sνr削圳Kαi的 恥 Jκ《“州叫4ω 閥《吼	 ο】1. 14仇‘ v

(p.泌 

金每刻-然與主教 jf織在兩重寄:穹的總主教函閃過力分件。 

R郎扭a 5，電 1沁8事7η) ， 7

2 1. G. F及 峙arc泊'hv (L，且)ndon: LOII草ma削ns趴. Green, 1日7時 ) 、 473 ‘ 

22. 	 Voobus , His/or芋I ofthe School ofNisibis. 269扎 

23. 	 Young, Patriarch. Shah and Calìp九 73 至 1I是 C51CO 3:6. 21誼。你參 Rawli酬。n. 51el'enth Monαrcl肘， 

甜佇r

473σ 

24. 	 Bar Hebraeus, Chrorwgraphy. e益 an謹 trans. E 人毛/Il.Bud惡e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32), 85

軒a

6. 

25.	 他改情的報導崗十仗紀主主要要你大的主教授 Eutychius 緩緩‘~ Christensen, L'Iran , 481 0 

佇n

26. 	 Labourt. Le Christianisme , 209; 諮ar 1紛紛紛的， Chronographv， 約金狡恣意 ~'I笑說話的巴爾;徐海

萊在數投紀後才里干子斯維埃斯ifJ!蜜語手表繁華全盤是干誓要支援建持久兇翠草綠豆豆一一綴，毅導事實紀錄 Rawlinson 

ß，1j說為傳說、見 51ewnth Monarchv. 504日 9 

27. 	 Labourt, Le Chrislianisme, 209; Thomas of Mar草弘 Book ofGovernors, 2 vols. , e忌. E.A. W. Budεe 

(London: Kegan Pau l. lrench 組d Trubner, 1893), 2:80 n. 5努 and ff 

28. Evagrius. Church His的r、'.6.況，引約 Rawlin時n， 51evenlh Monarch抗 497-8. 我是@ 

29 “ Histoire de Grego廿ι，. in the Chronic/e of 51eert, Part 2, t. 13, fasc. 4. no. 65弓章。7ff 

30. 	 Wigram 指出瑪爾依治問王蒙立之丁泛從不會怨:2:於泌的惡意增j 投機緣章等r -{支 {q甜甜，紹}的教

導，無疑是扭曲了他的原念 1- ""1除必然豆豆:貓一卡金、諦ífl絞盡1I 照登二上了這婉言亨、士學校約三字

體等於 位司那種要你有的就是在 fr-串串 fr-人，符合不俏的…樣來偽、， J (One qenuma 臨eans 

necessarily one nature司 and if. 削 Justinian asserts. haJ f a nature and half a nature make one qèllW't悶， 

than you have something that is neither G伽j nor Man. a thíng apart.) 才 I R "Lífe 01' Gíwer喜ís，" in P. 

Bedjan, ed“ Histoirp de MαrJαba的ha et de trois autr，叫 patriarchω. . . (Paris, 1895). 483. by Wigram. 

Assvrian Church秘 244 。 

3 1. "Histoíre de Mar Babai le Grand." in the Chronicle of51eert. 530ff. Voobus 猜測因為己碎?是早已

與希拿拿不利、堅持以這告給 f已倒 It淘I臭棋院內的神學院 ilín錢擇校醫院任教 o Voobus‘ His/o月， 

ofthe SCMol ofNísib間， 267 

32 丸/Ilígr站到• Assyrian Church‘ 240 

33. 	 r可代隱士彼得照著。 P. Bedjan 綿的“以fe ofSabary的hu叫你以存悅。參 Labou呵• Le ChrìslÍanismè. 

209-17; 則在T單位奄 A削rian Church. 215-2持。 

34. 	 Ch 

~awl註§臼揖扭 泣1. Th紅ιeSeν ensor 甜11冷 叫hGre1tOrì n/.扭 M n'a l 丸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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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hronicle o{Seert , 498種 5 \0;以從 Chronicon anonymum. ed. l. Guidi , in Chronica minora !. CSCO 

1, Syr. I(Louvain. 1903), 18切9. 

39. 	 Chronic/e (,{Seert. 

40.	 參 Chronic!e {if Seert, 1. 13，帥的， 537 ~詮釋。 

41.畫畫忠$泊的歷史發言表絲絲絲教學:積極尋求富經警告權;發給電子已 Chronic/e ofSeert. 510 0 

42. 	 Chronicle ofSeert‘ 5 \0心. 

43. 參本書第十一會 231 " 


44 故事兒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Bury. 叫， 1909) ， 4:233-4 。
 

45. 	 Wigram, Assyrian Church. 247. C有ronicle ,,{Seert, t. 13. no. 65, 521ff.; Thomas of Marga, in Budge 

B()()k o{Govemo月詳細究lt欺騙的過程 o Labourt.μ Christianisme.222 援引這歧編年史家、

指也主教們向樣f濃濃級約比新的資鉤利，在;幕後操縱以 13 … {íL j楚鉤利取代他的，是主基督

一位綴著秘書去教導控告守文持著手 c 不過，這看來只是後朔的綴悠$~寄自聾兒學家試闡把鉛彎了

壞主妻女主是豹三美終審委遲遲幸令人的做法。

是已Thomas of Mar紋• Book ofGovemo月， 88 n. . Chronic/e ,,{Seerl後一步指出，標語縛公開嘲領

他的貪婪紋絲;… i絨線幸自發t黨委會費錫等立在証據美女，華聲援手 rp 塊金( l'l: 5231 。 

47.	 參 Chabot， Synodicon Orientale , 272; Chronicle ,,{Seerl. 524 淡忘的車站E在 Assyrian Church, 2弦。 

48. 	 巴告會 F可藍藍 J !駁~綠豆子的對豆豆給予他的譯號。瑟發…佼綴著手建達2去做為弓不過這頭豆豆支名至2

使徒m各， I自j 絲絲苦于巴拉途斯。參 J. B. Ki訟， Churches ofEastern Christendom‘ 90 。

的事實上，發.1:了成珍視非正統意向-如上帝受紛紛 (theop部chism) 的教義. t話三三位 總

中的教父事哥哥身子的神你不可分割、在十梁上受?奇的不是真只安全教于，聖父也一樣受餒。要參 

W. H. C. Frend, Marlyrdom and Persecution in the Eαrly Chu代、h (New York: New York Uni、ιPress ， 

19631, 245 , 266即7 0 

50, Fre闕， Martyrdom and Pers飢ullO凡 234刁4， esp. 253，終參“Life of John of Tella," in John of Ephesus, 

519. 至 íI!: Lives o{the Eastern Sainls 、E. W. Brooks 的 3英文草書善事收於 PO， voL 18 (1 924) ; 另外

亨l'參 Sus組 Ashbrook HalVey, Asceticüm and SOCÎety in Crisis: John o{ f.phesus ; "Lives of the 

草制tern Saìnts" 伶erkel吟t: Unìv、 ofCa1ìfornia Press, 1990), 100-5. 

51.“Life of John ofTella," 515-9: Fren益 ， Martvrdom and Persecution, 2忌。ff. 

52.	 拉是 F可$1.之苦苦苦裝了超過五百名逃避迎客的才華書于一，從織修士級教士，至1] 章制主幸1: Hormísdas 約

宮殿'J.i\t街道，-0伊拉分子。參"The Holy Communitìes Which Theodora the Q問en Gathere挂 Together 

ìn Constantìnop1e 、及“History of the Five 泌的時社 Patriarchs，" ìn JoOO of Ephesus、岳76而喲，三是 

Frend, Marlvrdom and Persecution , 270ff ‘ 274、 288“9 " 

53，參 E. Honigmann, "La Hiérarchie monophysíte au temps de Jacques Baradée (542-578)," in CSCO. 

subsídia, vo l. 2 (Louvain, 1951), 156-286 '特阿11 於 1輩份 -."1放論在拜占庭帝國的分{和龍頭。

悅。直道與會學會已經早期雅辛辛比派敘利益持黨史學家，以邦所的約翰收入其傳記 E削tern Saints, 69。“ 

7 的“Vita Bar絨服a" ("1λfe of James") 。為 a絲絨卡車記為“Apocryphal Life of James," ibid川 vol. 

1伶9 ' 立竣史藝參島 E m咚旱m掛n，“、 鼓1i話吾r'ar此 e rnonophyS t絞狡i。枷 Laf 賠 chi於 昀叫 叭叭訓i你e 

5衍5. John of Ephesus,“Life of Ja輯部級午5. 枚導套 Frend，品1artyrdom and PersecutÎon. 2約舟‘ !;J&

人tiya， HislofY ofE的， tem Chrístiant抖， 18(游 c 

56 參 E. Honigmann , "La迢迢rarch賠 mo鈍。physite" 。 

57, Zachariah of Mityler妞 • The Syríac Chronícle, vol. 的， no. 泣， trans. and 00. F. J. Hamìlton and E. W 

Brooks (London: Methuen , 189豹， 314 ' 阿 咄 抽阻孔今 .吃‘ 訟垃2滋妳吾釘 彷 e rno臨翩叭戶悶泣i泌c夠亦， ñJ 考參暴 Honi捨草血aa2 'La ff r缸chi終 紛 ophys 1蛤 

仁咐村引 F附刊 BarHeb伽，扭凶 阿(J肘m.缸正正:oneccles汽仔叫raeu ω 柯 叫Y1拈s.Cο'h~ s

voL 1, coL 213-4 '以歧 Frend ， Martyrdom and Persecution. 284 頁除另|間 Michael the Syrí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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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mniqu札 9， 29 ' 

58. 	 John of Ephesus, '‘Lífe of 1ames" in 1'0. voJ. 1 話，另76-85 ， esp. 577。 

59. 	 P. M. Sykcs弓 History of Persia , 3d ed.. 2 vols. (London: Macmill曲， 1951)、 1:4粉、宗 JH Tabari、 

Annals 

捕，殉道的ì:教經 Ahudemmah (就 Akha d']mehl 布他的繼任者發 Qam Ishu 0 參 Labourt， Le 

Christianisme, 198砂;Wi辜rar札 Assyrian Church , 2衍。

“參 "The Monastery of Mar Maltai on Jabal Maklub", in E. A. W. Budge 為 The ChrOfwgraphy of' 
Gregorv Ablll Faraj . . . Common令'KI101叫1 "5 ßar HebraeU5 . . .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32), 

liií-Ixiií 所寫的浮詞。

哎.	 Chabot, Syl1 odicol1 Orientale , 629-32 。含義語言作者提 P 自edjan編訂的 Hístuire de Mar }，αbalahu . 

已粹的“Life of Giwergís" 敘利絨服文大部分斂灣為法文 Q

的 Wigram， Assyriall Church可 259. 

64 參 Chabot. S糊Jdicol1 Orientale草草位可總之事克平1m 文將法文教練。

時5. Babaì , Uher de "nim"九 ed. 人 Vasehalde. ìn CSCO. scr. sy忱的 1 (Paris, 1915) 

的。豆豆 k 月2 紋的教會坊、給拳法替一性論“ 

67. 	 ï生 Bazaar ofHer， 1勻，最忠、$I\'l i待希臘文 prosopOIl 翻譯成敘利亞至1亡的αcleides par50pa ‘的

以代表 r {i[ j 牢不論當他娃否辛辛，忽爭議念忠、較強的希臘文 h)1Jostasis 1M ~主「校 d 的紋絲絲臘翻

終于1晨，他約絞盡才有就是執法錢偽絞溺意忠來古希車讓他的立場 u 今已取後:第九月宮.只 i 車站“8. 、

以&. J. E Bethune-Bak缸， f\ n {ntroduclion 10 Ihe Eαrlv Histof手I olChristian Doctrine to the Ti"甜。/ 

Chulcedυ， n. 3d. (Lolldon: 其是e!hu間， 1933)，立的絞。 

68. 	 Bethulle如Baker， Christian Doctrine , 263ff、 

69. 	 Bcthun恥諮aker， ChrisliαnDo正Itrine.263ff. 

70. 	 Bethur閥、Baker， Chrístian Doctrine. 2俗"唔，三 1世紀的徽的嘆:為首長 (Sabcliian) 與-端曾 ffi Jlt兮，可

言文此 11:教對此?總終懷疑態!宜。意接再試 A.Wí墨ram， Assyríall Church, 279位; Voobus, Hist仲ryof 

the School ofNisìbís, 251 ff. 。有繡紛紛f的話忍多變;紋絲 ， pJ參 MarAprem, The CoulIdl ofEph抑制 

of' 431 , (Trichur, Illdia: 如ar Narsaí Press司 1978). 104-22 。 

71. 	 Bethune-l主aker， Christia l1 Doctrílle, 259-60; 倒Voobus ， Histm了。if the School ofNisib肘， 253-4則很

據巴餘的說法、指控;控告間接手曾講及了紋絲的 f\'t: 1 

72, Chabot, Synodicon Orientale, 302; Wíg時間電 Assvrian Church , 270 的Pcrfect God and perfcct M an in 

the unity of the pa附upa (p位峙的時f our Redeemer." 

73.	 參N蜘缸， Narsai sMetrícal Homilies, English tran比F. McLeod. in PO. vol. 40. 1 (Turnhout. Bcl草ium: 

BrepoJs, 197會)，立5ff.; Voobus. Hìstnry nfthe School (~fNisihis‘ 252-3 0 

74. 	 Voobus, History of the Schoo/ (?f Nisibis. 249ff. 

75. 	 Chabot零 Synodicon Orientale. 397向 455. 

76. 	 Voobu札 Histo門。fthe Schoo/ olN位ih肘， 249ff. 

77. 	 Chabot. 勻<nodicon Orìentale, 592; V.∞bus. Hístory of the Schoo/ ofNisibis. 253. 

78. 	 ~學A. Grillmeier, Chrisl in Ihe Chrístian Tradilion , vo l. 1, Fmm the Apostolìc Age 的 Chalced仰丸之， d. 

ed. rev. (Lolldon and Oxford: Mowbray's 1975)， 55個-68; Bethune-Baker, Cllrt村的n Doctrine時 82紋'. 

Voobus司 Histo門I (!f the School '?f Nisih肘， 250仟。 

79. 	 Chabot. S阱。dicol! Orienta/e積 585. 

80. 	 Chabot. Synodicon Orienta/e , 5駝-3. Chabot (.V\ 6 1l)榕涼菩薩總是單克散‘ rt紋絲ar Aprem, 

COU l1 cil of Ephes蚓、!o多-24. 144-5 0 

8 1. 	 Chronicle (J/, Seert. t. 的今 00.65司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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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2.	 B3r Hebraeus. Clzronograplzy (Bud華 e)， 86 

83. 	 B3r Hebraeus, Clzronoflraplzy (Budge), 87 

8似4. ，糾línson 知叭抑已附甘帥叫川欣 抑翱 ιC、由句約'.1几且‘ 5 'e. n}衷主aw 阻 eνeJnIhMo. llrc h:1

Iι/lra仔闊n 偽 " Chronícon anonvmu間接投迫害且是包才是幸運忠、多紡信徒和 1至發…性論者，約三千王丸苟 486
 

忠於希臘主救援的1E幸免重里免繳教徒。
 

85, Thomas of Marga勻 Book 0]' Governors (Bu母藍的， 2: 1I 2f王; R3wlínson, 5eνenth Monarchy , 527名

86. Rawlinson , 5eventh MO /UJ rch\' , 526 '} i f話 Theophan品， Chronographia, 270C ' 


在7， Thomas of Marga會 Book 01 Govemo月， 2:112ff.
 

88，羽lOmas ofMarga, Book o(Govemors, 2:8In, 1I 5n ‘亦參 Chronicon anonvmum， 耐， Guídi ， I04I

2 (trans , N樹ldeke.353) 。 

89，兇 F 文、貪 272-3 0 

90，參 Chronícle 叫.，Seerl, Part !I, 57蚓、 Rawlinson， Seventh MonaFchy (one vol. ed 弩 1876)、 542証《 

91 羽毛珈山。fMa!莘扎 Book 有(Governors， 2;46ff 啥叫今6，據說他辛作品已超逾八「本，又中拉克權

憾的終結名環保存於 Chronicle 0]'Seerl‘ 532ff 0 

92,“Life of Maruta" 由他的級統者給該二 1年，馬秀科安屯詩會主~ c> F. Nau 終之締約為 Histoires 

d'Ahoudemmeh et ，如 Marouta ， , ，唱刊於 PO， 3 (1 90份。汶斯然鋒…校論{軒說等級(1::鳥多書利

法剝皮 F 、豆良草草書館馬艾文且是海克和j這事較大總、三位教甚至，放十二三三主教粉絲區縣狡一談 a 究竟 「為

邦和交 j 送給i~Ji秘主教管轄區的總名教;是好到後來才繼承認啥實改成疑。參 Labourt， Le 

Christianisme, 240寸，以及 Wigram， Assyrìan Church, 2位4 ' 

93. Youn臣 ， Patriarch. Shah and Cal學h， 3小47 

94 次秘的挺喜養老注 1王瓦串串三i藍的短暫守主位期間隨舊車 2 但錢讓李冒險後來才也主主蛛絲萬最絞Ff已事實

倫 IBo路往}派 tb 0 參 Chronicle ofSeert, PO, t. 13, no, 65, 5581'1'門及 BookofGovemors， I:lxxxiv

xsviì 耳);兇p， Scott-Moncrie跤， The Book ofConsolation, or the PastoraI Epistles ofMar lsho叩abh 

of Kuphlana in Adiabene, part 1 (London: Luz帆 1904) ， xff. 

95，赫才鼓手之會1 (在 10可641 A.D.l一如在他以先的豆豆他拜你庭這是命「樣，努力琴手找折衷方案，

要堅{吏 iH克教會與~.誰?著 性論慧芳和解，從1浴室愛因于智麗蓮的統-。他在六一之八年的 Ecthesis 方

草草草草毒品泛鑽心志{究竟灣人海做約主主妻子手王一一儉念志抑或寫例舉志{作用你{" J 的苓

瀉。 

96 使潑的任務是:讓他們嘗試條il'，及絲立H'f tr於益主義封與希臘人之間的不驗與敵念書又意聽他

乎可以申奇畫畫畫畫怖和平給 J 見 BookofGoνernors， 2:125 。 

97 時	 Book ofGoverno丹.1:1xxíx哨的， Budge 校總訂功10m品。fMarga 吟、收集了那書茄子 t竟在成

f，:g:f:教授之前﹒ ft:六側七年以敘利亞五文向紋的 id分手吉普聲器設當會主黨瀉的假f芋，進豈是這{防部

發亞三三 l廿1:寧女老毛一一TfiJ奔哥拉選手'lL二 i些 …島主終綴著重當教逐做教會。不過 ，衛校友教長

的任期年份有很大的出人。 Vine (N凹的rian Churches, 81) 把你書豆豆三世的任期從f，:g六

八位六 VLJ 之左手-浴室豆豆三三位則為六 O~晨六六 O 空位 φ 

98 , Chronìcle of5eert, PO, 13, no, 65 , 554, 

99 , Chronicle ofSee呵， 562-76, Chronicle 記舍里 f 巴家絡的織品1倍司一封殺惱責耳其鑽回為終端的

公關倍多品生一心刻苦苦尖銳地責備收賄的紅入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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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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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葷

印度基督教及其與波斯之師


「即使真印度內臨的塔普班島 (Taprobane .連常是指錦

輯)土，亦即印度洋之所在，亦有基督械、教職人員和

信眾組 A教會 O 我甚至不知道塔靜班此外是否還有基督

徒。法胡椒的烏蒙島 (Male) ，情況也一樣...... J 

斯 (Cosmas Indicopleustes) 的丘四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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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站…-章 æì皮斯教會中心的發展，轉為接及波斯教會的

聯繁，以及它在世界最大的草樹大階上的數教活動。傳教土高

臨印度和間推伯，束語連及中國。時絡之先就讓我fr，童提印

教會的古老故獄。 1

波斯教會最久遠的轉教活動可能與印度的多馬信徒有關?

但我們必須緊記印教會初期數控純的狀說，確知的其實在4少。

如我們既兒，有力傳說肯定了多馬在 -t的已轉往印 E宣傳教。境

及有鵑潘泰諾斯(Pantaenus) 傳教的紀錄謹實二三世紀末印度轍

白色一直有基督梳存在。波斯教會在問世紀，峭的三00年起

當吹在中央主教授權力下組織成一儕齒家組織 9 龍時才出現一

連串零碎假持續的歷歷史資料，提f共頗令人龍蝦的證據，罷法在

波斯的東方教會與印度基督檢閱至三少有問斷的交滾。

資料中首次涉及的三00年的士拉大衛主教( Bishop 

David of Basra) 的傳教話動，以及罐車這，符合參與三二五年是問

亞大會的某 f波斯與大印股. . ~ . ~ .的約翰」的神巍、攝告。閑書的

日期均確定為三四 O黨三八0年，於波斯大總書前，臨章對能

有描蟻。 1輯歷久不衰的印度傳說與這迫害有關，講述

一四五年聶患多留商人還要拳的多馬( Thomas of Cana) ]聽同一

拉提督教教攏，也許多達問百人哩包括軌薪、教仁和主教，抵

達印度閩南姆拉巴海岸的克朗泊諾( Cranganore) ，他們受到當

地基督教群體歡迎。當龍們獲悉這些血饅徒步馬:建立的印度

徒群體苦無本總額袖，被{罷教導分化，人數亦在減少關大感

驚愕，他們起來振興教會，誰為教會贏得為拉巴本土印度?王」

承認盤賦予高層社會地位 O 站復其母會糊的傳說最常引用的版本，

乃由烏拉巴雅各比誠的教士為太於一七三 O年所記錄。 3

錯了那麼後期，口頭傳說話變得模糊不清，議是矛盾和視

淆。萊爾 (S. Neill) 謹慎總捏其分類為「歷史與廠構悶不明確

地帶 j 一類。 4 這位多馬(蝴拿的多罵}據說於三[T[j五年抵瓏，

這年份墟直波斯大組審早年，有助支持此傳說立豈非純囑杜撰。

大迫害時期，可以肯定的做投大批暮督徒難民會去路求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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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也許到了印度。儘管傳說的日子和細節不詳，但至少自十

六及十七世紀起，印度基督教群體的歌曲話劇中己詳加闡述此

事。有說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間知有數個用作記錄王室事蹟的

銅盤上書有迦拿多馬的事蹟，然而，儘管記錄下來的文字留存

了下來，可銅盤割l早已失傳。 5

數年後，約三五四年，一名信仰不太合乎正統的基督徒到

訪印度，他在西方教會史上更廣為人知，他就是「印度人」提

阿非羅(Theophilus) 。他是阿拉伯海或印度洋島嶼的土著，在

羅馬被挾為人質，後改信基督教，由君士坦丟派遣出使阿拉伯、

家鄉印度洋的島嶼，以及「印度其他地方 J (或是或不是印度

本士)。他在那里發現基督徒，他們的禮拜儀式激怒了他。他

說，那些印度人「坐著聆聽福音經文，並幹其他不容於上帝律

法的事」。不過，他確同意他們的教義。這點頗令人難以置信，

因為提阿非羅本人與記錄此行的同代歷史學家裴羅斯多哲思 

( Philostorgi間，約 368 - 439 A.D.) 都是亞流派異端，可是並

無其他紀錄提及印度的亞流派信徒。 6

如梅德利哥(A. E. Medlycott) 指出，提阿非羅所作的記

述價值在於證明在四世紀，印度或其鄰近地區已有本士的信眾，

由本地的教士按習俗管理他們，例如坐著聽福音書。這些習俗

雖異於公認的西方教會做法，但卻 f分適合印度文化。 7 提阿

非羅形容這些印度基督徒不曉得他們違反了四世紀敘利亞的《使

徒憲典 J> (Apostolic Constitutions) ， 憲典規定「宣讀福音書時，

所有長老、執事及所有人都要肅然站立 J 8 雖然提阿非羅這0 

名不速之客記述在他離去前，已敦促他們改善這情況，但始終

令人懷疑習俗不久又再盛行起來。

雖然在四世紀，未經確實的多馬故事中，至少有一版本提

及這群新移居印度的基督徒當中有」名主教，但始終還沒有證

據顯示有凌駕會原層面的獨立印度教會架構。不過到了五世紀

初，波斯與印度基督徒加強了教會聯繁，並更有系統地進行交

流。至低限度從那時起，印度的基督教群體附從於波斯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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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教會透過思維連抄( Rewardashir) 的主教護區行使在印度的

權力。 三豆豆葉建沙處於波斯總頂端的東蟻，是宜油印度海路上的

戰略位置 O 約1m 0 或閱了的 O年多支這個主教轄監護提升為總

教轄區亨管轄與印度改大陸教會的關懷。 9

她們轉以敘手Ij豆豆認為教會語言實即使在此以前，他們可能

已停止在禮拜儀式中使用本土方育。他們誰還教士對被無學習

在本鹿域的伊蘇主黨 Osho'dad) 辦著的雄馬者詮釋中，揖到的

問三五年其中一名教士泌的名字 r 此書館由瑪爾高邁 (Mar 

Komai) 在印度教士但髒尼協帥…F 多部希臘文翻踐鍵剎車艾。 J 10 

的四七 O年，盟維燼抄的總主教樣拿 (Ma'na) /f;;忘 f復存實

糾正印度較職人員的聶思多留神學教育，於是把{韋鈺已由希臘

文譯成設和豆豆文的「所有書本攏到印度詳島嶼及印版 J 0 話，中

爾大輩輩恩多留的冀辜者:大數的場阿三名和權普絡提亞的提 F穹

的著作 II 成許他 t位有把自己數苟且;以記粥維語 (p油lavì '即

被擠韓桑玉糊的語玄)寫成的著作運往嗡地。

不過，從六世紀初閑話，雖史學家在幸存酪馬斯(印度軾海

探險家)的馳名著作《乏基督教純真的( Christian Topography) 中

首次刊載有顏海亞印度早期教會的完整賀科。 12 科斯馬點，是來

自以主主督一性論為主的亞服 LIJ 大錯患多問信薇，他亦是商人兼

揮轍，家 T 鴻求獲得更多有暢地球形狀的知識。他的組記(雖然

的組乎說未真正踏足印控)不經意地提及有關印度改大時革督

接一些轍有蓋章的監料。造就是他所指出的，一→如華督教防預言，

教會不會誠紹，並會誨，滿「全地 j

即使本印度內娃的塔普車茲島(通常是指鑄讀)上，亦即

印度洋之所在，亦有基督徒、教職人員和信眾組成教會。

我甚至不知道塔是學班以外是否還有恭督棧。在產胡殺的

烏蒙島，在那嘸作卡護安鍋 (Kali松a) 的略方，有一位

汶斯要派的主教，情況a也一樣。丹在印度洋的一個名為

款與斯哥列特英時 (Dioscorides .即索科特拉 [Socot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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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島上，情況亦一幸羊。(這已玉，頁 64)

他又再論及塔背現

這是位對印度洋為海的大島。印度人稱之為薛倫燒帕 

(Sielendipa) .希臘人喚作塔普斑。在那裝可找對紅寶石，

就在產胡椒約那地以外的室主域…

這烏有一跨教會，為居於芬表區的波英時基督投組成，還有

波斯派車的牧師和執亭，全都是教會導主持崇拜所必黨的。

可是土著與能 1r~ 持正是與教徒。(眷十一，寞的) 13 

我們為尋找印庭教會的基本屆稅前拼湊的零碎賢料與一連

串傳說、為部敢示了三:“個重要事實、晚在終於有簡潔 rfii 具體的

料可確認這三點。首先多聽了六世紀中麓，印度教會

、牧數人員和佑其表達健全的知構。第二 9 印度教會與當時的

;渡難教會(聶思多認法)闢係密切多非常依重它。第三，印度

教會只是一個經小的群棚，儼如非基督教倍大海洋中…個孤獨、

桐樹一幟的文化小島。

不過，我們必須確認另外兩個重要的 9 才可了權繁體

斑。第一是印 不是波斯教會架構下的于教會。印

教會本身擁有悠久的 ，自三首長已古老的〈多馬行傅》出琨

以來，波斯與敘利亞人 敏的使徒傳統及其獨

的根源。此外，無論印度 架構後來多還要依靠波斯，印

人提持非難[I日世東己的報告證朗在科斯羅埃斯怯的至少二百年，

印度教會已無可避兔總開始修改義督教的行事手法，以切合印

度的民惰。在適應劉家文化‘堅持認同自己的傳鏡基督教恨源，

和與更廣的體蹲著基督教權力銷絡建絡這三井插取得平纜、可能

磕餌如此細小的基督教家艙，在多{雷沉寂的世紀中，得以

排 i故萬難而倖存的路

歷史讓我們最後瞥兇間教席捲波斯前，波斯與印度的關保，

但印度的教會立全沒有改變，反而正正提供印度教會留存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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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七世紀切，印度教會人數明顯大增。於是在耶 

( 628 - 643 A.D. l 或耳語書距三世( 65。一的60 A.D.l 當主教長

期間，印度事務管轄權握自聽誰建沙的總主教轉交印度自己嶄

露目的總主教轄區 D 這轄極能處f呵地，其 F設立了多少印度主教

轄區皆不詳。米樁拿(Mìnganal 引述間說伯時期一位後期宗

教法規學者，擋自印度按立的副主教介乎六至十工名。印度的

總主教位分高於中盟的總主教 ， i叮咚l 醋的總主教支援伶到高於中

的撒鳥兒軍 (Samarkand) 0 14 

波斯首都兼主教長所在地的西澆基哥華西封於 年全皮侵

略玫陪 o 主教長耶番。亞三世( 650…約的O A.D.> 不在該市被佔

頓的最初數年聞寫了一位，議實麓思多留誠與印度的聯緊接[ill

教衝擊筱司三是不多觀蹈，甚至有可能完全中轍。米逝辛苦j弓|爐耶

一üt主義封給學雄主藍色þ 另I~ 名造反的線主教的

別忘記'" '"當你在印度不少人面前關上授職主教的門..

我們的先任者亦在伶靈命常委餵養時，關土上帝恩賜

的門(即是主教授職卜‘. .型，印度不再有人接掌主教一

職，誠地，自昆曲全社黑暗中，迷離正義主教帶來的神道之

光'.' ."的 

f盟主主要 J丘之教長與印壞夫去聯鱉事歸咎肚里結達沙的

總之軟，怪賞他問印度設立獨立的線主教轄毆而滿懷嫉妒 G

注釋 
: 早期擇最受青海閱本:議第三家 

2 見本書第七會 a 

3 敘利可? tíJì:文藍藍;可 fÌL 丁文譯本刊淤早已 Gì剖nil 可 Genuínae Relalìones inler Sedem Apostolí叫met 

Assyrorum seu Chaldaeorum Eιdesiam. . '. (Ro泣起. 19(2), 552-的。參總 lndi伽 ，Churιh Hisl(的 

Review 6奄 no. I (June 1972) I恕的 A， M. Mun飢似n. “Indian Church and the East Syrian Church." 

Part 立，“Relations Bc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 ‘ i-J 孟之 G ， M， Mo!潰的. A HíslOry of CIJrísliallii\‘m 

Il1d役，， voL I (Bombay: M細aktalas ， 1964)，劍 -70 。另一版本月參考 W， J,Richards, nle lJ1 diull 

Cnurches l于 SI. Thomas (London, 1908) ， 72-77 ‘經呵參閱 A. Minga恤， The Early Spread (~f 

Chr;st阱llilJ;11 lndiι 制 fp 臼 Bulletin of' lhe John Rylandf Librarv 10, no. 2 (July 1926): 42-45 。 

4. $, NeiIl. A Histon ofChrislianily inlndia. voL 1, The B"ginllìllgs IOA. D可 1707 (Cambridge: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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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草忿， 1970). 115. 132-35; S. G. Pothan, Tlze Sγrian Clzr斜tians of Keralo (Bombay an這以mdon: 

Leaders Press率 1963) ， 22必欲以沒L. “I1S ofSt. Thomas (Cambridge:W. Brown, Tile 1l1 diall Christi,


Cambridge Uni玩 Press ， 1956), 74弓， 85-90 。
 

6.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lze Expollsion of ChrísfÍo帥的， vo1. 1, The Firsl Five Cenlllries (New 

York: Harper. 1 學37)， 232， 23451 用于 Photíus of Pt泌的torgi肘， Eccl叫iaSIÎcal Hísto/几 bk. 3, chap. 斗， 

5 的大學要。你參考生是i扭扭凹， Chrìstiallity in lnd紋， 26-28率以及 G. ~1. R紹• The Syrian Church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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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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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ies oflsho 'dad of如何， 5， 34. 

11. 	 Chmnicle ofSeert, ed. A. Scher. PO, t, 7, f. 2, 116-7. 

12	 最佳絞本兒W. Wo1skaωCon肘， in Sources Chrélienne，~， nO$. 1衍， 159今 197 (Paris, 1968, 1970, 1973) 。

主主參考 J. V年'. McCrindle, Clzristian Topography (!f Cosm肘• allEgJψIÙJIl MOllk (Lond凹， Haklu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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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9) (bk. 2 ‘ 23ff) 

13，蓋起約翻譯取自 Neill‘ A Hìslory ofChriSlianíly ìn Ind紋， 1:36， 37 司(且不能認向他紛紛把錫蘭等

終於科斯馬斯的浴室身就翁之事吾吾去 e 他提出錫員面對黨校給予為印度 Tamraparni i何必“c.翁們的， 

An lntroduction /0 Illdiall Church Hislory (Madras: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61), 23認為卡里

安誠可能單~ Travancore I祠的 Quil仰望艾滋單趕來北的 Ka1ya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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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基督教王國
 

f 阿拉姆(游說)民鐵梅末全然接受誦會...‘ a ﹒社群愛

賢(修士或教士) .想這些人服務社群，必須進奉社群

的法規，不予干攏，要求其改變... ...就此晶宮，游牧民

的暴督教與定居於敘利亞和肥式新月(如rtile crescent} 

的阿拉伯人基督教根本特質分野非淺... ... J 
一一-J. S. Trimingha船， Christianity Among the Arabs in Pre-lslamic 

Times (1 979) 309,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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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的阿拉信半島位處;凌駕車、問方 3 分騙了伊朗帝國

非洲，題積有美國大陸的三分之一多但只有兇殘獨立的民都因 

(Bedouin) 部落 散佈於半島之上 O 繁體諒言，羅馬帝鶴立主

把 F可拉伯放在眼肉、 該地只有色þ-浪和棕憫，兩 r l>呼拉伯 J

一字黨反JJi少漠。唯獨一點令總罵不得不重視梅阿拉伯會皆 

f旁套三賠方唯…通往草劑的可靠種高路線，光下紅海句續控 fPf笠

潭。半島北龍一帶亦兵戰略重要性，卻是基俊不同原因。扭扭

扭法新月沙漠那瓏的阿拉伯部海噎紛論發展成半鶴立主闕 η 先

西佳話的純白泰人 (N給atae州s) 和帕米拉人( Palmyrenes) , 

繼有波斯攝界幼發拉臨河以西赫捷的投麟米誰人 (La油míds卜

後有羅馬連界約旦河東南的力拉薩人( Ghassans ) ，他們均著勛於

與波斯在其沙漠還是埔作為接待!j Q 在東鐘的講方，給紅海缺

水與菲憐!分闊的;是希米亞軍特人( Himyarites) 的吉也門。加

薩人與拉赫米棒人的祖先問樣擺出更古舊的希米亞里特的也門食

品恥較小的封芭民族如豆豆士的ι勒 (Tanukhs) 亦系出向諒。 1

雖然琨今姆拉伯半島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少主義智徒的

但在自教征戰前的一段話子，三三餾最大的附校的主罷均信奉

督教。四君主記前阿拉的基督教群體的醫科雖不詳，但我們

忘記使徒保雄是在阿拉伯埔內歸龍華督的。他並沒存往 路

撒冷的使菇，詢 f 位;特拉伯去 J (可能是納巳泰) , 費延長1

部裹的提督徒聞性? 力面對留改信而引起的 的筱

果(如一 15也 17) 。

在與羅馬素有接觸的阿拉伯部盤中， 自然傳得最早、

最快。首鋪有關在羅馬勢力以外，及在終拉伯境內基督教群體

的詳盡純錄多乃來自阿攝阿本波斯教會的歷史。當中指針波斯

灣近自林的具有阿卡扎(即現今的卡塔爾區內)一個非阿拉伯的

波斯主教轄話。 2 不過， ，建 f他們的憤袖夕1、電游社民族不大詔

政治邊界，究竟從都因駐紮在投無或鯉馬，分鼎立在不

阿拉伯游故民族就是在這讓人遺忘的沙漠仁遇上

修者，對他們顯生好感。在波斯路浮動邊界成附近台 f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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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斗
可乎每

第十四韋 爾投傲的基督教主續 

游教民族首名為人認識的主教 J 旁非羅 (Pamphilos ofthe Tannaye) 

來自美索不建米亞毅和j單沙漠的苦于于槽，他以此身分出席

亞大會。特里明戚(J. S. Triminghaml 稱為「首位基智能柯

拉伯王后」的馬戰豆豆 (Mawiyya) ，在約三七五年其商提丈夫去

世後，成了西祖勒部落的首棋。根據蘇散文 (Sozomenl 的記

載，整體吾吾族，體同幼發拉攏河與大為主革以北的希臘羅馬城

之間同一沙漠的鄰近部落，於卡年的己歸佑亨鑫督教，話i 為他

們與教士有接觸多又「典居於鄰近泣，、摸，以;奇心度自及非凡塵、

賜馬虛弱的鋒士」交稅。弓這些些朋個勒部落給若為羅馬幣!黨圈，

但倫們思想獨立的主后馬城單打破誼種關保並反抗。她大韓東

羅馬皇帝華倫斯 (Valens) ，佑奉亞流與端的華僑辦唯有議和，

姆拉錯，直至他答應認連一名伯仲正統、在抄攬生活的 

f曾給總作主教 c 嫩總樺的摩亞織可能來自軸心奈半島 (SÍnai) 0 4 

個有紀錄的海阿拉伯宣教艷的日期應該更平、與者土路

丁蠱的室主流與端向窮。的三五四年，正如我們前挂婪君士祖

大帝之于釋為皇帝君士結丟派建立E流執事 r f[J臘人」提向非總

舉頭便關到南亞洲。 5 他們往印度燼中，非興辦阿拉伯師宿角

(位聽黨今也門境內)。基督在世時期，吉支區出希米豆豆恩特王統

治，主權一斑維持至的五三五年。希米豆豆里特人又稱為「南海

聯 JË基人… 雪偈壟斷往印度貿易的海路致富。但攪在一世紀雖

人發現季候風吹懿印度洋的毅、密後，羅馬便打磕了阿悅的的

壟斷為醋，羅馬勢力部揖始向下擴展至三阿枕伯半鳥 c

五六年的總馬傳教館以政治為重、是為了阻礙波斯勢力

?以免釋為與印度燼{康和諧豐厚的卻容嘉受封攻擊的經商

路線受至2戚脅。但是戰哥華提附非譯法擎的不單是政治，據稱他

在希米亞豆豆特鏡泊者的‘熱心為他的基督教告仰作兒證多玉梅聞

改信韓督教， \堂建了三、西斯教堂。一所在羅馬祖民地亞于 

(Aden) 兩所提給米亞里特揖內;一研在倫們首都拉菲 (Zafar) , 

一所在薩那 (San'a) ，該地早已閻王的二卡贈儀盤成為「

史以來首織要學夫大樓 J 而聞名;另一所教掌聽在波斯灣的籬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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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Hormuz) 6 可是提阿非釋放沒有在隅拉伯悔下深撞的0 

，閥混拜占 1起基督教對蘊遠的敵方只有零樣的影響。據斯的

聶斯多幫振興拉利亞的基督一體論者為回教興租前的阿拉位

教真下了:現持久的根幕。

的 EE 三三九戒三四 O 年蘊，沙發潛二敢在波斯的大梅毒，中

把一姚文…。批的基督教難認邀出波斯。他們不少人無擺在阿拉

伯找對安身乏哥哥，在彈藥為華督作見鐘 'ffl.結果如何我們逆不

知曉。協些大組書可能同樣把觀黨的多為驅趕封印麼。大約那

段時期，傳教士在波斯拇憫拉的那讓海下傳道及甜立傳教士的 

f修道院。最早為人知的阿權黨 (Abdisho) 可能在豹三九 O年，

在巴林島上興建了…」研修道院。 7 在囚一 O 年，咐席首{悶古巴載 

F來的聶忠多問宗教街議的人，位括卡塔爾及巴林的主教代

表。 8

大的同期 9 灑管教在向控伯南部首度有系統地轉播，不

問為外來的說斯傳教士，那是得力於本主的阿拉伯人。在波斯

王昆主主體古幫梅…-世( 399 420 A.D.l鏡泊期間，根樣〈西

花事會繃年史}也門商人精恩 (Hayyan) 離開希米斑單特人在 

F可知位西北端的主圈，到酒士扭了最合幹。他選擇經波斯堪闊，

幼發拉!益?可以東波斯邊境的照拉伯附庸摺赫攏稍作程留、在

那主黨檻上一批聶恩多留教徒，偶而改站了華管教。報據《鐸瓦

爾攜年史》記載， f鹿抱著相{游者的熱誠問圈，在本土啦?可對阿

拉伯人宣講福音型先串串己家庭成員著手，位部磁盤邊界紀褔

音帶到其他阿拉倍增 
9 

據稱啥風改倍基督教之地拳拳提多對地而 一餾自然不攝

的歌驛點。三世紀會地勒阿拉伯人提他們在也門的家鄉向北

移至IJ lt~地走肘。在工二五年帕提提波斯不一朝沒落後的混亂時期，

他們發現幼發投賠?可以間，難古巴比偷不遠處，有‘汁未被佔

鬧的耳目法土地 f 龍們當中一群人就在那地定服，與那寵若你i主

要麟於東方教會(東接利亞，後稱旗息多歸故)的本土居說:昆

一起。晃一部分約坦聽人(良p 割坦勒人，種期出馬域草草后



、令 ..他一-侈品能斗呻吟b .‘ J 干枷一-"'-
-~，~-可

第十函數 阿拉伯的基督教王國 295 

統治)繼總向北與東揮手多，到達羅馬教利亞的邊緣。到了立之

八年，仍留在坊、權以東的坦勒人已棍赫拉主變為半白的的鐘界主

圈，有時稱作拉轉米德王國，以能在:部落倉IJ立人之名 o 它與波

斯鷗 f系緊密;也許就在哈恩、霖，說之時，波斯王亞茲德吉爾德一

世啦把其子送到臨囊，皆因抄;真乾燥的空氣有 111]其子罐康。早

在自… 0年，那裝成為錯思三客觀主教何西亞 (Hosea) 的轄士也要

立在一夜高蹦基督教誼之首多斷斷續續或有七百年之久。 10

格尼總聽 (G機 E. von Grunebaum) 提出一要點，他指赫提

的輩輩思多留倍徒與一直攝享年游牧生活的問拉 {s 雅各比擬基督

性誨的能不同。赫鍵的信接過著緊密的群體建泊，自稱 f 上

的僕人 J '超磁傳統阿拉伯部落的分墊子，獨掰一致。格尼鮑爾

更擺一步揖出，結群體不僅是 f 首偶器於相間的意識形態倆結

集一緝的阿拉伯語系群體 J '亦雖可能成為後來問教政浩宗教 

f 群體 J (umma) 的棋範 11

訶拉伯王魯曼 (al-Numa訟，約 40。一 418 A.oJ 是異教撮，

不時過害他的基督籠子鼠，但恭督教擇是傳揚間去，最終搭

傅建主宙中。所有拉懿米棒玉之中多以觀撞車三世 (al-Mundir lII ' 

約 505 554 人 .0.) 最麗君主人知，其母馬里亞( Mariyah 成 

Mawiyah 名字令人聯想到與聞組勒的關保) 12 在五世紀末成

為基督筷 D 蟬迪亞之輩希特 (Hind) 王后亦是華瞥徒，丟在鄰近悶

伯至關(也許是力IJ醜)的公主。雖誠心獻身結義瞥，由此在

逝 I賞?兒子艾爾 ('Amr' 554 5秒A. o.) 登基後，攏在當

都建了持新墓督教女 f學院，自己並可能轉入住當修女，因為她

在修院踏上的到文中自比為 f 幕替之蟬報端模人艾爾之母J 的0 

不蟬，艾爾不大可能受就 o 即使部分拉赫米德的王妃及不

少子民駕倍基督，都提諸王始終不願跟隨他們進教 G 照國明顯

不過;他們在政抬上依賴信奉扶較而非華督教的按照。他們

沙濃以闊的敵乎加藤尼王可合開信奉基督教又對其有利，皆因

他們是拜占庭的附庸關，但在被賄，華督教卻對政治不科。有

鑑於鈍，在赫提給稱為「貫制基督教的三EJ 的魯鐘玉世(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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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 602 A.D.) ，亦成為當地最後一位基督教君王，極可能不

是出於偶然。他去世後，波斯突然把拉赫米德統治者的權力縮

減至相等於酋長的權力，從屬於波斯總督之下。 14

波斯可能容忍、如基督徒之流的宗教少數派，但對這些少數

派丁點兒的政治野心卻不讓半分。儘管如此，白四 -0年設立

聶思多留主教的基督教群體，在帝國中的勢力依然強大雄厚，

長存至回教時期，稱為「伊巴迪 J Obadi) 15 沙漠的阿拉伯人0 

就是從赫提的阿拉伯基督徒身上學懂敘利亞語，並學習讀寫，

令他們較諸北阿拉伯半島大部分其他民族擁有文化上的優

勢。 16

期間，在阿拉伯另一邊遙連西南方的也門，哈恩、已開始向

其希米亞里特的同胞宣講福音，而猶太教亦開始在當地領人入

教，當中有一名希米亞里特王。亞沙德王 (Abu-Karib As' ad) 統

一了也門，在位時間約由三八五至四二 O 年。根據阿拉伯的傳

統說法，他接受了猶太教。支持此說的事實可追溯至約五世紀

中葉起， I 可能源自猶太」的一神論碑文開始在區內出現。 17

六世紀初，約五 00年，基督-性論的傳教士到臨，令宣教的

情勢更形複雜。當中知名的苦行僧排邁安 (Phemion) 被途經

敘利亞的阿拉伯商隊捉去，帶到希米亞里特西北的那及蘭，他

的生活方式及教導對那里影響深遣。 18

到那時，希米亞里特諸王明顯信奉猶太教，並非基督教。

本世紀發現的一本失傳已久的敘利亞著作〈希米亞里特之書》 

( The Book ofHimyarites) ， 記述當時基督教及猶太教這兩個一

神論宗教在回教興起前與信奉多神及泛靈論之阿拉伯的激烈抗

爭。 19 該書的基督一性論作者描寫此對抗為希米亞里特的猶太

阿拉伯王勒華斯 (dhu-Nawas) 與那及蘭的基督一性論信徒及

他們在衣索匹亞的基督徒盟友的直接衝突。那及蘭在約五 00

年因著敘利亞雅各比派苦行僧胖邁安的見證而轉信基督。 20

迫害約於五三三年開始，雖然確實日于不詳。 21 初期，希

米亞里特王向基督徒以徵稅為名，掩飾其勒索之實。敵意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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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焚燒部及攤的猶太教堂，一何倍奉猶太教的阿拉伯人則拆

毀南部的基督教教堂。華智能!前最接近的某智教地區衣黨巨亞

求助。該國難巴布厄爾曼德海峽 (Straits of Bab-al-Mandab) 男

…→建照投f台商晦 i鶴的啦門只有十五睡之燼。亞訝，米 (Axumîte)

衣索拉亞帝闊的鏡泊者亞勒斯拔咕(當lla 'Asbe划，或 Elesbaa口，

《希米亞且特之事》稱為阿陀的尼亞的加立[ K a1eb] }多

年以來聲稱擁有阿拉伯的統治權 p 不論是真是假今他們應阿拉

伯基智能的請求實在五二三年大舉入侵，把希米亞且特王

斯(書中稱海 Masruql 挖出當都扎菲。這群非洲的侵略者在{占

領盛夏1)反思主了 a碌衣索匹亞的警衛隊後就打進問餾 o 但是與教與

猶太教的希米豆豆堅特人組成一氣今重新部署對付基督徒及其外

國盟友，重奪扎菲，聽報衣索巴基立在駐軍，又屠報基贅徒。接著步

戰車斯(j莫名有「毛是堅 J 之意)揮兵北上，直論基督教對抗中

心那及蘭。組使計攻的該域，總想基督徒，血洗持總多臼 22

殉道的故事通常並不全棋可惜，但《希米亞盟特之書〉

…個故事ti!H畫得一提。一名那及蘭人在路上被告略者攔裁，

他們問道 r你是否基督徒叫他回答 r是 o J r 部盛夏響起

你的:釘子 o J 1啦舉起在芋，他們聽它斬下。他們再問他 r你

是否 從? J r 是 o J r 那重要舉站骨、男 。 J 審內措堪的

「立刻欣喜地 j 辦起左手，那手亦被軒下來。他們問他 r現

在多你是否仍是基督繞口他臨走答道 r是的，我生與死都

是基督龍。 j 於是歹飽1r~砍斷始聽足， 他在那碧藍任由 f鹿死

，不攝盤依然是基督徒。 23

部及醋的大屠經讓贅基督教世界。繹馬拜占躍與投斯韓桑

王軾的加入使館t突擴大。據報猶太阿拉伯王駐華斯活插嘴死「四

二十七名教士、 f學士及梅女，殺死囚千二百五十三名基督龍

和俘弘揚了…千二百九十七名小主黨及未足十五歲的少年。 J 24 

一傳說講述希米亞里特的華督徒!前拜 di聽皇帝資士丁求助，

對方叫其暮督教盟友阿純國尼亞3三出手相助受迫害的阿拉伯

督徒可因為阿沈西尼亞較近慘劇的現場。但此說不大可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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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索匹亞人已東接牽連入阿拉伯事件中，根本好窮教士坦丁

的躍馬入著他們為自早在社莽的駐共獲學殺閱報仇。君士組于

接也加入戰轍，除了出於眾教圈出卦多亦轍可能落於敢泊與商

業土的考齋。希臘懋史學家普羅科阻厄斯(Procopius) 知是說 G

他寫道，三巨插手[傷害披斯人 j 多並保禪通往印度的羅馬懿

路線。 25 君士組丁堡的介入鼓不包括拜占廳的軍事行動多何是

主張積離敏勵衣黨立豆豆豆入侵的方式。

干一方潤，又一傳說捕述希米豆主要特及那及簡基督麓的組

害者勒華斯寫信給轉提的阿拉始正穆樹立主三世教授斯吏，號

的們議員全機減基督佳。為這個請求赫颺王子聽來一定不大顯耳，

因為其變及其母均為華督徒。也詐勒華斯仗著(辦提的)籬惡

多留能挂在神學上與(也門及衣索任亞的)華督 a性論者;不租， 

1m賠樣做便可能有幾分勝算，能分化及征競敵弓之阿拉的基督援

和那些部分歸向港督教的群體。〈希米亞一單:特之書〉畫畫及[掛

名的基在會徒 j 始說服把報信息帶給扎菲的基瞥教駐軍。

差或閱諜中藍少有一人來自轉提 27

無論如悔，弓之輪衣裳昆望王至是否響應隨些大瀚的政治花招， 

f模最終觀禮據稱龍七萬大軍橫擺在布尼爾蠱儲海峽。 f車輛徹底

擊潰希米豆豆豆特王室的軍隊，親死「暴君聽著表斯 J 並著手屠

殺大擺異教硫及猶太教徒，甚至整整不是倍舉基督教的爾就伯人

tf1.按在手上棚上十架，以求逃過…死。〈希米班里特之

後的設落是一輛令人不安的讚歌多轎續惡報將站建議到[釘(耶

穌)十架的人 J (信奉猶太教的阿拉伯人) ，投引用鶴的中lÌl洪

水至'1 射殺亞鵡力人的類似事件。論

衣韋思盟人發現一各有王室lÚl統的王子多他表明自己是基

攏， 1啦們 f更玉主權人為特米亞學特王。可是會不管阿拉伯主

奉基督教與膏，在衣鐘書包亞人入 f笠，接也雄持不了多久 o {占線

也 F穹的非昔H軍隊指揮官阿布哈 (Abraha) 罷賠了這名傀儡王叮叫，

宣飾自己為獨立的主多基支支不從屬於衣韋思亞玉。衣索混豆豆兩

度嘗試叢寬控露自攏，但央敗了，最後也得承認毒草位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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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J.換取他的貢品。 29

基督教在權名弄潮新對阿布暗殺?台下大為昌盛。他在當都

那興建了「那時代其中一所嚴密偉的大教故 j 戶。這主著手令

誼城成為阿拉伯人的朝聖中心，甚至媲美前由教時期的麥加。

在麥加成為回教驚地很久以前，麥加的克爾自寺( Kaaba) 放

三士 W六十個神像，每一聽代表一年中的一天，吸引了無數只

都悶人進行簡單的異教主義拜。

一個與古蘭經一樣古老的傳說談及間教與基督教在朝聖之

旅的爭競總即燃起戰火。異教的具都四人拉薩那新教堂的聲

連前多，偷偷潛入黨內，用藥站?弓聖糟，又用織物喜愛惜十架。阿

布哈臀吉摧毀間教的克爾胎寺報摸，他向阿拉伯半島西岸以北

的問古時的麥加進軍 G 能聽自象轍麟色þ漠，叫騎駱駝的精拉伯

人嘖嘖稱舟。自鈍，在阿拉伯的聽史中，入偉歪5年 (570 A. D.-

571 A.D.J又稱為 f 大象之年 J

米亞軍將人在一系到的小規模戰們中報品取勝，令麥加l

竟無招架之力。鮑們的大商長，那老鶴的穆塔諾 (Abd al-Muttalib) 

揮嘗試為麥加按其室主義瞬金。進攻的統治者附布哈提出他自己

為十分寬容的條款 O 他說，他非為取會將來，只想、摧毀鵲偉

的淵擻，然後就會撤兵 o f話是，對貝都闖入認吉多偶像的神

一如草智能眼中的大教壤，十攏，對與軟的老商長蹄喜，其

尤勝人命。他不可能妥協，只好蟹f驀地返盟麥加，召集人認曹

先保衛聖地。出乎意料之外 3 摹督徒在隨後的戰爭中噴水嵐軍雪

可能是在狹窄的車谷禮伏擊，玉之或許層 災，又 如古蘭

經所激緝令他們是被掉頭播毀的 31

只是擇沒無間的 fPî摸世昇中一場小戰役，甚至傳說啦沒

盡的組錄。~三塌雪它雖可能斂動了對全的亞辨i及北革督

教未來影響探遠的力壤。根據傳攏，大眾之戰五十五:行後，一

嬰孩在帶加蓋產生 O 其祖父就是諾場戰爭的真雄一一魂，遁的貝都

因 體塔聶。韓兒的名字就是穆 ，其家誤於前因較時

期持有麥加 聖貿易所有權。他的曾把矢口合申( Has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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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Quraysh 或 Koreish) 部落掙得為朝聖者提俱食物及食

水的權利。他的祖父體塔聶奮力雄讓那讓軒，亦維護車織起民

對抗基督教攻離之{盲仰。 32

近期的學樹研究告訴我們傳說中的入侵日子並不真縛，而

默德亦種可攏在大象之年後的二十五年才出生。 3.3但是穆

默總質導人民說離異教控告時實不把新信仰根植於耶路撒冷

成的科區的，神論多;而是建基於街發豆豆爾臼寺的主持安提琴至

少部分原因是他激胺敵視基督教的島，誨，以及豆豆祖父韓戰替他

們聞自豪。

主三於{言奉華督教的希米亞里特人利他們的衣索匹

戰敗受辱自囂，發琨能們甚至在祖 j鑽啦門的權勢也不保。

時期，君士迫于態與波斯停戰，渡期三五科斯擇埃斯二投乘著:按

斯北面邊境和平的良擴乎向南方改變美拜占庭的盟

他的攻擊目槽為衣爺也亞附庸國希米強堅持的也門。傳說她部

此傲是受到宮中…名難民鼓勵，未嘗不是真相。此人為末代本

希米亞軍特王之子 s 其父為「聽鞘 J 勒華斯，在衣敢做豆豆入

{受復援華夏事他真Ij成功攝銳。波斯人借助這名落難王子耶夫 (Sayf 

ibn-dhi-Yazen) ，嚼起希米亞里特的民鹿三主義感情來支持他們。

五七五年，波斯蘭在現了 (Aden) 草委路，並輕易擊敗為非洲人

報導的也門督衛轍。不過，假若希米亞里特的猶太王朝一心想、

德罷聽了他們的阿拉的及衣索盟亞離督徒手上重奪權力，他們

說要大失研錯了。耶夫三至于被程，由波斯地方總督替代。雖林

路( G. Rawlinson) 觀察研覓，希米諾旦發特人{贏得一輪君主

交替，此外丹IJ 無其他。 J 34 波斯:在按期灣攘的聲拉特之上再添

加面向紅海的也門，延長了一連串的還是與公園，幾爭搶溺于整

條通往印度的戰略海路。

早其惡基督教在阿拉伯宣教工作的一個重要弱點經多在回教

興趣前夕，辦事冒由基督教控制的總域均由盛卦入時制。阿拉伯

晶西北的如臨括主體從屬釋為;三L盟世紀;東北的組赫米德王

閥被波斯吸納;問南方的希米斑特多種重紀i2Á來…直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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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說]先受幕督教的衣韋思亞研影響，繼弱被波斯攻陷 O

敦信縛在阿蛇伯半島始終保留一點外路 f色彩、無能豆葉立一個真

的阿拉伯華總書甚至能未把聖經譯成阿拉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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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古通高級守住句he Elephant"… 1"1' uo. 105 (如皂帆風 A. 1. Arberry) 凝視兆勝仗.
 

Jlt i是決不曾牽動j 你約主如何對付大象之~?

緒，難道司已令你們的封給落 T '!l?

他又把芳草 a島投向他們，

周舵泥土龜攤為他們， 

~t賣給們 f草綠策般給吞食。 

ff撞聲此戰役的生動手商述‘兒 S. M. Zwemer, Arabía: The Cradle of/slam (New York: Revell, 19(0). 

30晨 13; 以且是W. Mu汀• The Ufe rlMρhummed (Edinburgh: Grant、 1923) ， cxvif 

.'\2. 	 {J 11，月1\ 1 )之終 i 存在Ir '年|在1 W.Muir、 Ufé of Mol l<l lll l1ll'<I ‘ c\'lii-cxvi 1 1.1 11 、仿 nì 



﹒闢-廢品 ζ 品一φ
.、'、	 ℃可

第十四黨 阿拉伯的基對教支盟 303 

1M查表毒、朔:七可;反革堅決翰的投字。王克今約沒沁士也納 rll f你的 B台灣為 I Hashìmite) 崗女的

說光似于朝早晨全是副其章良緣字紋絲的終梅父的中。 

33. 	 J. S. Trimingham、 Chrístianìty Amon,<r the Arabs. 305n. 48. 

34. 	 G. J之awlinson ， The Seνenth Greal Oriental Monam約! (London: Lon在mans， Green‘ 1876), 426 .並

還套路 Hitti在 HislOry 時f the Arabs, 6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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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擴張:直到地輝


(由阿羅本至十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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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寸五章

最早來華的基督教室教組織


「太余文且發 (627 一科9 A.DJ '光華成運.，. ...大泰國

有土德詞時蘿本，品青雷雨載真紹，望戒律以馳難險。

貞觀先，施，至於長安。帝使宰~房公安齡，總f丈西郊，

寮王道入內。鸝緝毒殿。 J 

6響，七/\.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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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位按說斯遙遠的東陸、中草草洲|突繳稅!蒙古游牧民族家

居地的主黨方。有關梅音如何俾擂，甚至三連及佼於太陽從海端升

起之處的中關人，商方的基督純學巴流傳著不同的故事和傳說。

人甚至聲輯塑多馬在鴨道之前，曾離問印度多並「乘型中騁

的船雙朝中國構發. . . . ~。在一個名叫 Camballe 的市鎮草委聽、這地

方. . ~ .. *我們並不難道。 J 1 能些古老傅說可靠嗎?基督教的宣

教士果真總皺了重沖的障礙勢文或從那時將中閱本土和西方分

繭的強悍民族中突闊前出嗎?佈們真的跨過了令中控和世界隔

絕的大模和鐵鎮嗎?

中國的揖督教等等多久艦史?

當單車手會士在十六世紀到達中國多地們只發現…群聚居

聞封的猶太人，彈沒有發現某督能也許有關早期來華宣數

據伍的報導，只是一廂情顯的想法。雖然有人會憶起「三世紀

向蒙古人宣教 R 後卻不知所臨的道明會教士;亦有人梧信路可

的報導乎謂中盟在忽必烈統治時已有幸事督徒;路軍有少

分人相信聖多為轉由印度到中國宜教這等可站住不大的記載;

但若單穌會士到龍中鐘前已真的有基會搓，為何他們沒有間下 

f好痕跡?

然而，未幾卻有驚人的發碗。一六二三年、 3 在西安的不

遠處多即古時唐代的首都長安， I入發揖咐…塊長九快多、

有一組關案，三又去分一呎，成分屬熙石灰岩的大石，

環繞從播台中豎品的十字架，圖案下詞有秀麗的中國字體。在 

1接下刻有大字「大發景教流行中盟總 J (下稱 f 景教碑 J )。

是於七八一年腎立的率已念碑，記述一名羈忍多留寬教士於六

三五年抵達中闊的首都 o

石辟出土後，衛方對中臨本主基督教歷嫂的認議(有另IJ 於

繞城外的教吉) ，向前推進差不多七百年。磚中描述到一名大

(波斯)人將福音體到中關胸朝的首都會這服來自愛聽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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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丹( Aidanl 如英關宣敦的時間相約;誼較衛利勃驛 

( Willibrord) 到戰掛i北部的弗里西亞部族 u地位組 tribes) 拓荒

宣教要早五十 ;去三較查理曼 (Charlema悠閑)以武力迫使攤

克遁入歸宿 平-百五十

;百石庫 。琨在讓我們先追溯一啟基督教在中亞的

載的傳教活動。史背景 n 磁帶及中間第一吹打開大門即

我們己提及器管教如何從波斯推臆至六攘的土耳其游牧民腹中，

琨在可站在中關撞一直來看基督教如側席播s:;:i洲。

自東漢衰落，三百五十年的戰亂，使中國西北部的邊地

外接割據，陷入 f 卜六盤 j 的混龍為灘。長城以外的亞懈地

從中國落入游牧民族手上 o 基督教就去是在的六吾土紀末，還纜

些!馳騁野外的部族、得以非正式地與中關人接觸，葬禮戚本

的後果。磁楠拓胞的模式與歐洲的貿教策略剛好和皮。在獻棚，

福音是提正在式微的羅馬帝國發瓣，一直向外散怖，感化

一帶的體族。在東亞，基督教的偕仰是由蠻攘的外國地帶向內

發展弓影響中觀遺謂文弱的中心。

我們有菇、要一握中國北蠱的給觀聽史。在基督教的年代，

絡網之路 A帶的鳥在百並不禱定，中器質易卑不能經會進行。

學情視轉出現於七卡四至一 O 的東漢 4 當東漢1'E… /\.0

年轉蝸傲，中關在中亞的控制 相繼落在一軍令人眼花撩亂

的強大外棋中。三世紀時，神侖tl憐巴轉移到由鮮卑多族組成的

聯盟成「玉樹 j 手上。兩百年後，五世紀時，同樣主要害自

人組成的崗位統治長城以北的增方，而在他們的南闕，自滿洲

中摺:本土，拓拔畏的鮮卑灣立了一摺強大的嘴教王朝(::j七魏 3 

386 534 A.DJ 0 六世紀，畏城 I;.Ut落在突療手上穿 f患們推觀

並消滅了統治他們的問統;但接城以內雪拓拔民 5 盤 f我們的變

制著中國北部實甚夜總投幫都畏安。他們雖然已完全漠

化，個仍堅仿佛教。 6

時兩名拜占庭的問方麟史舉家:普羅科匹 1巴斯和提阿芬尼

五 A年，聶患三名闊搶修士暗中攝同藏在竹筒中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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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是蠶聽見君士開于盔的查士 7 沱大帝。中攝入很久以能己將蠶

絲輸出西方金但卻嚴守養蠶的訣竅 o 故 ü拉法些修士可能不是來

自中國，問據知當時育教士應還未踏足I=þ士;他們可能來自簡

直的突轍，追些突厥當時控制著長城外的絲網之路，並正開怔

，他們先前已在大夏跟按斯的科斯蠶蜈斯即，世攝手夾按自

甸賊。 J 然的j ，早在的五五年，波斯的使擴口創建華北投域好

的北魏首都大;可弓且因此相結波斯的聶閥、多留教挂在 1世紀末

可能已到連中圈，但諸純屬廳鶴。

不管怎樣，聶普及宣教士已成功手巨大夏的自匈奴話中工作 

9 至昆在飽們將目標轉靜安IJ 稱霸中亞洲的突厥身上。豹子全

年，持能擺馬罕有地與?皮斯交好，時占庭協助科斯蟬埃

斯二世鎮雕暴亂 o 在控壞送 3至君士埋了艷的突厥囚紹中，一些

曾與按踏進L黨攜手作戰的突厥人繳上紋有十字架 o 有人再總們

十字架代表甚靡，臨些突嚴戰俘是哭訴他們當中的華督徒說

樂能驅災抵捕。 1。在中世組，突攝入是敵揹…卡攏的象散，個人

們卻一直以梅個基督教的數徹來議屠龍柄，質在主義蟬史仁一個

音或刺 O

然而當突厥與號子封遺些善騎的部族佔領了中豆豆的大革揀‘

時分五裂的中鶴不能與西方紅接往來，聶您多模擬的發展亦

對限制 o 五八一年，在…個體屬鮮卑拓拔氏競轄範觀的北

部帝屆中，一名擁有漢人和突厥血統的年輕將頸椎糊了他的主

子，]王八九年自立為主，建立了階朝，統治繫網中闕，以舊都

(現今的問安)為首都。雖然衡的國拌組提 (581 618 

A.DJ ' 11 但它最大的建樹主義將中醫從數百年紛亂的路哥哥統一

起來多為中翻歷史上攪勢;較強大的唐朝 (618 - 907 A.D.> 奠

定基礎。經常有人稱庸代為中國王朝的黨金時期，全世非無園。

的問國君主李淵，帝，號為瓶，有-半突厥朧漿。他得到

突纜車奇兵幫助，從甫的末代替玉手上奪取首都長安。他的

母親出身於豆豆具勢力的鮮卑族家庭，有人認為她是景教攏，但

證據雖不充足。必然而不管居室與黨厥有多少淵源，也不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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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雨，樂意接待，時史上第…」隊來華的寬教聽多唐!蔽的統治

策略卻是全盤的模化令指且自開國銘，絲總之路」帶的寞嬴聯

盟紛紛歸障。 13

間羅本與當個事基督教控教隙伍 (635 - 649 A.DJ 

暴督教在中闢廢史上第一次記錄在峙的宣教活動 9 正出琨

於盛婿的絲繃之路一帶。著名的景教碑上如此記教:

太崇文玉命( 627 - 649 A.D.l '光華獄還... ...大泰國

有上德哥阿羅本 14 占含章害兩載具飽，望成律以馳艱險

貞觀九托，張於長安。帝使寧農房公玄齡，捷、 f丈西郊， 

1實現入內。翻經書殿，問 i革禁閣。 2來知正義，特令傳

授... ..，的

這段長長的總文及少有…于4七百六十1ï. f國漢字，的七卡個

古誠利亞文字，碧藍有一份建第難講的液斯和錢不Ij草草教士名單，

日期誼明是七八一年(f英文寫著「大聽建中二年 J 吉按利亞

文寫著「希攝入的叫 O九三年 J) , 16 但文中特另IJ 提到阿擇本是

式三五年( r 貞觀九千剖 ，即太宗;在位的第九年)揖華。阿

羅本可能盤不是第一位來華的基督徒。波斯的韓桑王朝五世紀

時己開始跟中國議商 17 當時粥入中有很多聶思多摺派教徒、

但有關中醫本土景教徒的最早組錄(雖然略為含糊) ，是一名

叫瑪商守黨奇( Mar Sergis) 的人。他是叫個移)宮中蟬的 f 閱城」

望族之晶晶，他們於主王"七八年起居離長安以西豹三百哩，位於甘

肅絲網之時一帶的臨攏。 問

題君的熱情款待對向羅本來說，實在是喜出望外。若{也

十年前在唐烏拉執版時來幕，可能已被驅墟。雖然中問北郁的

人民基本上信哥華佛教，高諧的家脹僅是丟棄誠的佛教攏，但

唐代的聞鷗君三史研對佛教並無好感。他輯同儷家 A般的看法，

指佛教來自興域，全無中國也路。他於六工六年干語命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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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僧侶還備，j:E京中的鏡寺和道教寺，與“百三十餘所削識

「三所 f弗教寺和一所支援教寺 19 

他認為佛教乃西方的頭物 O 當目的宰相指出 r 拂根乃

簡方、他的教導讓毒社會，隔絕亦離我們甚蟻。 J 立。 f司機的體

外原嚮 2年可用以掛拉華督教。

同年，高祖的狀予李世民大權在芋，教掉了有繼位權的兄

長(太子李建成) ，再迫父親讓程。在追場宮廷蛻變中，太

得位豈是?靈驗勇善戰的{賞，教僧侶協助穹起了報答恤們，李 t陸民登

位後惋一反他父親那種仇外和敵說佛教的作風，在閩中大主義佛

，立三千名佛教僧侶 C 立 i 在太宗在住的二三十二年，路中有很

大的宗教自由，他亦敢力平衡當討佛教、支藍敦和臨家思想這

仰的事競‘務求穩定局勢。造種寬容的來教歧策揮了寄:外地

讓其佛宗教信仰得以跨進中醋的大門可尤其立足道中 rm來的波

斯宗教。六三一年，太宗容許訣教入來，適可能說是灣是敦。 22

六三五年多太宗允許基督教進入 c

根據景教總記載，太寂按三年復下詔給予各宗教自由。詔

令盡靈童保持中立，但卻特別允准華督教在圈中傳播:

遙無常名﹒聖無會聽;隨方設軟，響濟群 o 大泰函大

桂、阿羅本，速將組埠，求獻上京 o 詳其教旨，玄妙無為;

觀其Jt，宗，生成立要 o 詢無繁說，經有志盎 O 濟物和j人，

行夭下 B

太講這種寬弘的態度除了具有政治目的外多亦可能是由對

他急欲搜興文數。太宗可調文武雙全，他在京中建於當裝旁的

弘文館接說藏書二十萬時，絕對可以媲美當位世界各地的屬

餘，包括境及亞歷llJ大港扎大型攝 。館中投十八名 之

士鎮黨孔子的經書和注謊。治當他發現波斯宣教士引權的新宗

教般與一本鐘當有闕，隨即產生興蘊。他以上黨之禮攪持阿羅

本》續他到弘文館、會他著手翻轉要觀。對磁批來馨的詩:教士

來說，實在是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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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八年，大眾頒下寬待宗教的詔令，中盟第一所

最大的城市長安落成。迫所教堂是太宗觀自

令接故興燼。為了對其他宗教一視時仁，他早前已照樣為備

教和禮教興建寺廟 o 他將岳己的黨像挂予教堂，掛在牆上，以

示對秘督教特軒的弊祟。碑文指出 9 當時在中蟬的教士共二卜

人多他們可能全數來自波斯。

姐害的關始( 656 - 712 A.D.) 

四九年、太宗崩﹒兇于即位會 為兩宗 (6掉一 683

A.DJ 。為一宗教法他父親寬持對教徒， 總記述他「鶴色星星 

J '在各外i 禮設置「法{擎的寺院 J 確可能寫點失蟹，囡為

在各外|設守主玄碌著於七世紀的下半葉在中國有三百五十八所

教寺!能干u教堂。然摺根據記載，當日至少有十一所造等宏偉的

實1!=!可能擺不止此數。長護法有哨所， f;吝賜、草屋(可能是

直覺教碑出土之鮑卜成都和峨眉山(兩者均在四 J 11 )、曬武和其

始四處士也方各有一煩。 25

縛文記載高宗在位縛，尊阿麟本為[鎮國 較長 j

四流幕車;昧著朝廷可能翰的函尊黨的獻銜，叉

的波斯主教長同意摧升他為中鵲教區的總 多然而在波斯的

中卻沒有誰讓確認皆吹早期的任命 o 之6

議管護主教在中閱有仁撓的進展多偕是在高宗洩般的帝持中 3

困難聞始治現。雖然南京像他父親一樣對景教說寬容有如，但

鮑卻漸漸轉向佛教、並非他本人有很大的興瓏，乃是他第三

武后和她家族研施的嚴 l坡壓力。 27

雖然高眾對基督徒鑼處組恩，但他亦使他們遭到這裝不多致

命的一響。事緣他納了亡艾的女己妾入惜，這是儒家、佛教干民主主

督教所不祥的罪行，Tfij他亦為自己的罪行付上昂賞的代價。

多即後來的武后(有時作武星星)多是中閱歷史上的「

頭 J 0)'之三八年，武民 卡三，太宗騙她入自作撤至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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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後，按照簿說，岫必須擇對儕寺，但她霸權力仍戀戀不

拾。媳乘著新帝到訪啥不惜以美色吸引他，躍在剖變為見的鏈，

仍美豔如苦。高氣力諱克拉擒，將武路徑寺院帶凹宮中有納為姬

。這 f立野 JL、積髓的女于;不久便替高來擁下一咒，但她不情報

報兒，嫁織跟她爭糟的王裊的。結果玉皇后先艦被貶弓

取隔代之。她故罷王皇后的于蟬，讓她失救至死。高宗

也未能擺脫糙的魔咒。拖拉新后在做梭的二十七年一廠把持朝

肢。 28 常高宗於六八三年駕崩，基督教會在中閥早期的發展亦

告一陸落。在信奉佛教、兇攪成性的武蟬統治下‘這害的日于

亦聞之揖罵

磕磕擺闊了自品的兩個兒子，自己踏上王塵，建立了

新的朝代 (690 7的A.D .l '以自己的名字名悔。這各大權在

、苦心tJ立諧、唯我獨尊的女子挑了一名鶴教僧人為情人。雖

然此舉乃視佛教規蜂支持無物，但總對鶴教仍然t-:5t在熱多而佛

教徒亦等她為獨勒佛化身。 29 六九一年，武后正式宣佈立佛教

為國教，指她顯然亦同時我下鼓吹屁事主費敦的活動。迫

九八年閱始，亂民洗緝東都洛陽的教會和修院，洛陽曾是佛教

的攤點達六百年之久。雖然輯話說未公然對華督教蟻行迫 

ffl+間年內， 已蔓遲至商京最灰，暴民肆無忌愕媲搗萬L纖

西的古教 中關第…斯基督教教堂。 30

教會復先 (712 - 781 A.D.) 

民眾緝毒L長安大教實是度基督教活動的思撞擊，因策鸝垃害

的落後勢力已衰亡。七 O五年，輩革位自寂的八十攏武后已從政

治舞台退下。雖然她麗的可能兇纜成性， {段閣中失去這個強人

後便陷入謗截。境情說…歪歪她能幹的張兒一一一唐;在位最久的

玄宗 (712-756 A. D.)一…即位後才得以改善 o 對教會來說，

境是一段休養生息的時期，的對唐朝來說，卻是中落的轉挾期，

當時唐室也不得不正規阿拉伯協服在 速蝴甜的新勢力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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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章我的會看到阿拉伯 !常捲波斯，不久便

佔領了首都茁謊基泰茜封，立宣挖使波斯主予支攝至中亞。他在絲

路上的巴爾轉圈向中國求擾，無結果今最後被隨從所載。他

的兇予一皮斯的 1諸君，各p成功雄亡，最後於六七七年。在居都

護。波斯王死後，他的兒子， El PI藥業主室最後一!立傳沁

人，獲唐室賜號為「波斯王 J 。如 o 七年，他最憋在龍亡中燭

的生海中逝世，離波斯宜教 J了所瓏的教會只有箭步之遙。

{血管杏與宣教士見面不得|師知。 tß許有關「波斯大族長 J

的傳嚮多少與這群流落居都的波斯豈是族有關。有人認為

教徒，高宗 (649 683 A.DJ 命他任「王室大視 J

出 f吏士指特盟 (Tibet)。男 i 的父親就是恩待阿譯本的

耐心重梭的證據是在不 ?百憊的聶思多留

太一世 (778 - 820 A. D.) 在一封信中提及土伯特蟬的

並表示打算替他們按叫名!在教緯主教。 32

這個流落盾都的被斯群體背景混雜，包括有流亡屬外的技

教徒，有摩尼教棍、華智能和扶教提背景的觀人，

聶思多留派這個波斯少數訊軟的前線宜教士。向校怕打敗波斯

後， _t述這群人{更全都與自己在權方音訊育然的家鄉斷絕往來。

但對中國的聶盟、多觀倍線來說端可是很幸運了，問阿 J拉伯仍

對唐室構成威齋。聽當當時的敵人不是在西醋，乃是北關部jf駕

厥蒙吉和朝鮮人，單I !I:仁雖然唐室主收容薩桑王軾的後人，的卻不

竟為波斯的緣故與路教提交錄。若這場戰爭真的爆發，玄學，拍聶

唐、多留言教士與披衛線部僅餘的轉繫亦會被攜毀。

前述追峙聶J忠、玄學臨安教士與按新態音~很多詩只能雖持很薄

弱的聯繫 o 組 i飽問午在百蟬的艱險路鐘，據有漂浮的觀巔，令

西流基泰聞封與前總無法且展提安聯繫 o 景教碑於ι七八一年警立，

文中寫著「時三位教提 f轎車船東方之景眾也 J '但僧嚀恕其實在

年多前已增址。波斯與中國闊的消息流通基鰻憬 33 蕭擬的會

議記誰提來沒有擺放中國。在波斯聶思多留佈舵輸及一所教會

的早期資料中，齡在七八… A年之後某信件中略略搬及提摩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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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些 34 悶在 位主教長的信件中，我們 安有一位名大難

的 j總、主教， 能就是碑上以古設和 及的 f大衛教士;。 35 

中闊的想主教處可能按 O 年獲 3 才由較謹慎的

如 (S為 lì椒-Zak:ha) 在七一二支支仁二八年之間設 

立。沛，想 J豆、熱位較長安要正式成立總主教處的消息可能

是來自 及熬。他於七一三年陪同阿蛇伯的大便闢赴華，

。然而卻沒有任何波斯教會記錄中盟第

任日期。

八世紀一名附間阿拉伯大使來華的幕督教三位教證實，阿拉

伯打敗波斯引致的後建設症‘並沒有聶聽多留母會想 f象殼嚴重。

〈天方夜譚〉一播中著名的暗偏﹒賴世德 (786 … 809 A. D.) 在

位期間、信泰@軟的姆拉伯人整體來說竟然寬持戰敗國渡新的

少數聶恩多嚮諜群體 o 總們毀瀛訣敦，國技教史最戰敗的韓桑王

三E朝的凹教朝的國教，然 Ifiî 益p 基督徒的少數群體。

教主( Umayyad calìphs，的 1-750A.DJ 讓他們

皂，還廣泛地聘用他們為高官。阿拉伯對希臘

們後來傅奎歐洲的知幟，主要是來自聶恩多間

的入侵卻令歐洲|古希臘的傳統不斷受到較壤。

不少宗教白

的認識和他

;然而蠻族

由此可兇，阿投伯的勝利並沒有立刻中 留派來華

的實教活動 o 事質上，有人指出阿拉位莓，織在最劑的拓展;甚至

刺散了聶鹿三字盔的宣軟話鸝 37 聶患多留宣教土 I渚問阿拉伯的

使圈來華，得以戰主藍衛拉的海和遺往遠東的誼商路線，兔卻他

們在絲路登山潛水之脅。第一隸來華的使國由第三位間教敕

歌頭邊派遣可他是樓罕默德的岳父。此使團於六血可

{立胡期抵唐。第二隊要在七…三年才抵達 9 在景教碑和腐代

獻中的名字均為及烈的繭思玄學閻主教，可能就是盟問這第二線

使聞出發。他服侍的對銀能主要是沿海城市中發展豈是憊的

輪大外域杜群，並跟朝至王宮錢聳立觀碟。七三二年多傳給

之三個使團抵長安，當持他 ?賞賜 f 紫色禮服和主王…卡眼絲

繡 J 38 信奉回教的照說的人 樂;當利用聶思、多幫誰在華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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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經驗實故幣用波斯的安教士為傳譯典和嚴詞 o

，歪理晏大帝的祖父歪理﹒螞特(Charles 規arteI)

主文說功堵截回教陶潛的發展。當時做教的發展勢不可擋，席捲

法國南部和商班牙豆廿七非、橫掃波斯，至中亞的幸存傲和涉漠，

甚至搶:及中潤的邊障;癱厲的勢力和範闊們不麟蕃縮。當日

界的輪車是阿拉伯和中關多故此當阿拉伯向東發展，中國向時

，衝突在芳芳難兔。七四一年，姆拉伯軍向士伯特鞠捕蟬，

宗唯恐士伯特會與何拉伯聯手艷付鏈，故此掀繞他的心腹大

將朝鮮人高的是東缸，防止網閥聯手。高能芝帶領唐輯大軍浩

浩藩蕩的絕墟中亞的高僚主義帶、分西北兩路聽聽亞洲的心臟LlJ 

JJJ蓋地帶帕米爾高原，成為豆豆掛i歷史上般不尋常的缸戰 Q 七間

，他成功粉善事阿拉伯和二十伯特闊的聯盟。然而F哥拉伯的國勢

如白方中，凹年復佇立 A.D.l '閱單在想擺斯 (Talas) ，即今

天中亞的吉爾吉思土耳共和劉繫敗唐軍 o r皆坎交鋒」賴斯龍頭

(民. O. Reíschauer) 寫喝 r發生的士也點雖然遠離中國|和阿拉伯

的核心勢力龍崗今卻是腫史上一場影響其為深遠的戰役。它標

著中國在中腥的控制權的結束，泊之導致中間在誰接五百年武

威持續支支糙。另一方話，磁場戰爭亦是阿拉伯征討中亞的第

場戰役，不久，整個地說的民軍都改倍的教 3 直至現在 J 39 

對中厲的教會來說多第一批來難的還督教群體在七一二至

七八一年這纜卡年閥的壯大，是{混們在華二百五卜年來最長足

的發展。主義教鋒作者自豪士也紀較教堂復修句又獲賜星皇帝的畫像

安放教堂內 o 作者吾吾吾教會再度獲得賴活的好感，字里行閱

、做著?當境之，請:

曰角舒丸，夭頗咫尺。 40

恭維的用語琨許是可以理解的。街時迫害結束，

41
親友親臨巡視教葷的援建工作，主霞撓的程度前所未 

七阻四年，講拉的宣教士由波斯經海道振雄，間行的主

教估和獲聽到筒中主持彌轍。七ø:l五年十月，慕替教在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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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名字也「波斯教 j 改為 f 大事教 J '可能是要追認阿拉伯的

都已於六六…年在使馬豆豆王朝君主治下，由阿拉伯帝關早期

的權力中心麥地那和薄法遷往敘利亞的大馬士革。這是基督教

教土的著手品，間為{也們豆豆i常被誤以為是沒斯扶敦和摩昆教的

信焚。玄宗的詔令如下:

波斯景教，出自大泰，傳督局來，久行中麓，是初建寺，

問以為.-ß o 將放示人，必修其本﹒ 其喝吉拉汶斯寺，宜

改為大秦寺。天下諦府那置者.;j}立準此 oc

當教會備楚，主黨的恩寵，膺的國勢泊之逐漸轉弱，雖然國

家已從武昆主要位事件康摸過來， ff!亦無誰挽回頹勢。 f盡管唐

在校多年，發位初期閣中一片昇平，但卻以悲劇告絡。很多

人認為他的退位是聽交轉嚼的起始穹但其實這只反映出鷗中積

集多年的貪污腐敢、薄弱的中央控制和輔臣對王室漸起的離心。

七五五年，將頓安掩 11J接纜，洗劫丟在域，破壞弘文館 O 年屆七

甸的玄京逃離長安時痛失他最寵麓的愛妾橡樹兒，長安失守的

響亦不及喪安之痛 O 玄宗!可志全泉。多讀 fv.給兒子李辛苦'是為

聶宗 (756 - 762 A. D.) 。肅宗得與基督組友善的大將郭

助，招數了三軍，擊敏叛主黨之前安祿山。

建王軍的出現，令三餌外，來宗教在八世紀的議五十年得以

報勃發展。第一餌是佛教。儕教在中關一直都是勢力最大，高

且並革當股東孽。佛教雖受肅玄宗管輯， ff!連三鑼他的支持及軍隊

的歡扭。第三個，亦是最後才抵響的宗教聶間教 O 當館教的發

潑地古建發生。內 i詞，令問拉 f拉伯4年以來的軍事擴張愛阻，百攘

的國君便派攘一隊阿校伯軍隊來華修好，需造隊軍隊乃信奉回

教。第三饑宗教是聶盟、多留 i販毒基督教。聶提某些現方距離尼教

粗制，鸝宗不少世l能盟友亦聞始倩舉。經過聶派寬教士，話

教士和商人在絲路上不斷的努力勻鑫督教終於在 i可蛇此好戰部

族中廣泛簿誦，四乾乃當持西北藝美地一帶最強大的蒙古部族 O

西則年，但j能成立了一鵲半自擋的情餾實控顯著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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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於七六二年以摩尼教為國教，因他們認為摩尼教比基督教更

易變通和更具彈性 o 蒙古人是透過回絕人而獲得他們的宇母，

這些字母是聶思多留信徒和摩尼教徒透過波斯的索特人帶給回

佳人的 43

這時期在華的聶思多留教會中有三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對

基督徒提供保護的非信徒郭子儀公;勢力強大的基督徒施主伊

斯( Issu) 還有他的見于景淨 (Adam) 0 叫景教碑文的翻譯和

著述，景淨教士的功勞最大。的

當代最偉大的大將郭子儀獲歷史家譽為「全中國歷史中最

優秀人物之一 J 46 肅宗在位期間，他平定了安祿山的叛亂。0 

至代宗 (762 一 779 A.D.) 年間，他將國家從土伯特國的侵略中

挽救過來，且?耳平了回位的兵變。據稱單是他的名字便足以嚇

退敵人。景教教會這些年間在宮中所獲得的禮待，可能是由於

得到這名大將和他那顯赫的家族幫助。他有八名兒子、七名女

婿，全任高官要職 o 他於德宗在位年間逝世，享年八十五歲，

備受尊崇。據說當時他的家族人數已達三千。雖然他並沒有歸

信基督教，但他至少是教會的恩人 47 象徵著教會所享有的武

裝保護。

伊斯是景教教士，亦是唐軍的大將。景教碑花了不少篇幅

提及他，這並不出奇，因他正是負責豎立石碑的人。文中稱他

為「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 J I 為軍爪牙，作軍耳目 j

亦偶闇佛教和基督教的僧侶在軍中服役。伊斯 u皮斯的名字是 

Yazdbozid) 的父親是來自巴爾赫國(現位於阿富汗北部)的宣

教士。伊斯雖是已婚的僧人，但在崇拜時仍穿上俗家教士的白

袍，而修道院中的教士則穿黑袍。在長安，伊斯是景教主教的

助理，他扶助貧困患病者的美名、以及他在戰場上的雄風對教

會的宣教工作都帶來幫助。他集社關、傳道和軍事才能於一身，

成為當時唐代的重要政治人物，給基督教帶來不少影響。

八世紀時，中國第三名基督徒領袖就是景淨 O 他當時出任

主敦和學者宣教士、因深譜中國語文和文學而聲名大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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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弗教的在教士翻譯僻:典詩也要向他求民主。主義備教碑續稚的碑文乃

她于啥。十世紀的文獻《尊經》提到他直是多蠱的譯者，絡中

載 r 王十五倍漢話作品的問誨，文中稱其中三十份乃景淨研譯 

(r 本教大德 f曾長淨 J )。短文名稱台道:不清，fi:H是那些看似

翻器和意;譯型經的段落看來(或許是殼掙峙 的譯作) ，唐代

立在年的革督教歷史中，譯成進文的聖經短文可能是自福音和

部分使徒行傳、保擇權{吉利詩擒，較不肯定的是五絡和以賽亞

的部分經文。至少有其中個掛作品流傳至今， f益管這些作品

采峰是最淨的譯作， f且谷fJ 可能是於他處身的八 t仕紀 48

《三三威蒙 1支擴.>>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其中一篇的優雅中

引述。此讚歌原是古拉利亞文，現今聶舉多留信徒仍以

吉敘利亞文吟議。算土特 (J. Foster) 指出 r 我們商方要待

宗教改革時期才得以用自己的語為一吟誦能讚歇，中國

卻要比我們為主 r七許多年 J 49 

無上諸天;來敬歎，


大地震念靜安和 O


人元，真性蒙依止，

三才慈父阿羅柯..‘


大若是普車爭議施訶，


我歎慈父海藏龍 c


大受謙及淨鼠 'L我，


清提法耳不思說 o 

4 …卡骰紀;在絲網之路的前官辦出士的敦總文獻真的屬於

50 的產物，那摩我們就得注意唐代基督教被指八世紀在 

與其他宗教楓台的罪名。關為 3至少在〈志玄安樂經》有《宣

至本館主這繭，份以芳是;爭為作者的文獻中，道教的 f色彩要比慕督

教更為濃厚。丟在督教的用諸如:彌攜訶 J 、 f真景教並 f

畫室 J 的古，敏和j豆豆文寫法(拼音為 lo-ha) 只鵑爾出現文中。 51 不

景 j乎是在于寞的削弱了逅相作品的基督教色影﹒擇彌置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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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無基督教的關于中感甚其知名度和活轍。討;李學者 J. Takak的心

一份八世蛇末、九世紀初的鶴教揮作問錄中竟發琨有提及景

由一名借寺的僧制所寫，諮寺院位於長安古景教寺

不攏處。書內提到著名的佛教:証教師般若( Pr句 na) 在七八

年由印度的北部抵長安，任務是將攜悶的佛經譯作漢文。「時

為般若不輸萌語，復未解露了言。」自此始便盤請「大秦寺波斯

僧景淨 J 協助辭譯工作。這兩名分另IJ傳揚佛教和景教的 1主教師 

iiF: :t是首輪譯了七卷鵲經 給

改跨信仰的合作在宣教工作和神學上都街性了深龍的

果 G 當時( 804A.D.l兩名在日本佛教歷史上俱負盛名的人物

與般若!再寺共住與學習夸其中一人是日本當宗佛教的真吉宗辭

辦人苦海 (Kukai) ~大帥，他帶信i 忠來的其中品樣瑰價可能就

是由韓若和景淨合作餾譯的經書 D 則另一名常時身在長安的詞

本學者是嚴密( Saicho) 弓 f也是日本關教天台玄宗(又名法草宗)

的創辦人，後來演變成風行 ω峙的革新宗派運動如淨土宗、禪

宗和 E 蓮宗 3 鮮有人能對詞本佛教的發展露生如此大的影響力。

這時佛教僧但攏過般若得以與樂鈴助人的景教學者景淨認識交

流多大家都不禁估計慕督教的思想究竟有多大機會得以撒插在

正在目本發展的北部佛教思想的不同能擬中?

而與我們更切身的，就是能相反的角服看錯胃癌。佛教的

觀念從另一端流進主蓋骨敦的思想時可對唐代的華督教又權成主藍

藍影響?的j景教若真的在持學上妥協，他們又要為中國最早期

的華督教的消失負上多少責任?

景教繞在中土消失 (781 - 980 A.D.) 

覺教碑警是立於七八一年，唐亡於丸 O 七年，及後還有數 1-

年最j盪不安的歲丹，在爐二百年問警景教教會從中器的攤點上

消聲匿跡。寸。世紀末，一名向扭伯人如此記



322 豆豆沙!鑫督教史

回教紀元，三七七年(總7 A.DJ .吉達成暴督就聚居地

的教堂後三步，尋汪道上了一名來會那及蘭的教士 • i也奉火

總管之命，與}5五名軟-:1:-時赴中圈，整頓當沌的恭管教

教務。我詢問有關他的輯程，他答謂基督教剛在中土見

時﹒當地信徒橫此，他們現推車會的教堂已殘裁不

全地亦不見一 ~1.玄徒 54

自十-一世紀至十五世紀元朝;躍起，中蠻的歷史再沒

，有的也只是談及他們以往的事麓，這謹明景教在中

的報導確有其事。

竟發生 f墓，麼事， 中潤的竄教事業如日方中的

教會建挺拔起?雖然很多人拇府不同見解， f日至今仍

滿意的答案。 55 所有的解釋都合理，但卻沒有任何一 

f間是確切無誤的。貧乏的原始 足以讓我們作出定論‘

納為問類:宗教、神切純鵰勝測。最具說服力的

教圳股治 o

中國泊F失的第一個}拉克思主義九世紀將基督徒所遭受的

。嚴站來說，這些追 督教、乃由於當持

昏 問i枝，令屆中的囑結力 接激起了一肢體外

和宗派們箏的浪轍。唐朝-般對宗教寬容，在整個朝代中最嚴

賤的宗教能宮發生於八四 O至八四六年髒髒寡歡和迷信的武宗

忱的日子。迫害主要是針對佛教徒，儒家稱他們信奉 f 異域

的宗教 J '然問麒尼教徒及基智能亦牽線其中。

八閻王年， 摩 Æ教徒首先嘗到迫害的議碌 G 摩尼教徒是

憑籍問蛇 f 帝捌 J 的搭成隔得以設法真好踏是中騁，買花的中亞 

j騎兵就曾助互幫望立悶。二三百年來 2 自泣的君主都是跟中國攜手

聲抗西北平時犯壤的部族的忠心盟友和主要的數學擺助者。分

別隸屬麓思多留線和軍尼敦的波斯宣教組織在間純人中的工作

頭見成績，伺機尼教研額較基督教略勝 z 籌 '3至少在四位的首

都如是 G 事。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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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請在八三O年代初期 2 回能與吉爾吉斯的突厥人因

中亞的控制權問是護衛突，自純戰敗，部分路能人迪拉去..-主中國本

土，其他則流落安全塔草木盆地一帶多時至今日，還有為轍眾多

的回絕人(即今之維梅爾可[畏哥兒]族人)舉諾諾地，他們位

保留搗特的問族性。在i能人王耍的眾教摩尼教在失去軍事和敢

抬力量撐腰後，便只得走上亡教一燼。八四三年，武京下詔沒

故釀尼敬的書籍、吩咐百姓質較能們的如僚，政蔚亦充公他們

的財產。在長安，七1--名可能主義梅女的摩教婦女禮鸝死。 57

眾教徒受鴨及並非沒可能，因他們亦是來自波斯，商立當臼民

亦常將他們與學尼教傀視為…談 o


然而首當兵衡的卻是鶴教援。八四
 的武京

第二砍下詔打擊與絨的宗教。韶文見〈幫躇書》

幸丈祠發~槍持天下令及僧尼人數，大尺，令Ø1T六苔，蘭若

四萬，于當足，二十六處五百. ~. . . .各( ;-扣留守一所 ..ω …其

下1l'1 寺並廢。其上都(長安卜魚都(洛陽)為街草率留

十寺，寺僧十人... ...其合行香訝，官史宣黃道觀... ...銅

像鐘聲委聾鐵使鑄錢... ...吳大秦穆護等梢，釋軟既已釐

萃，路法不可獨冉，其人並勒還俗... ...充稅戶;如外觀

人，送進本處找管 58 

I 令繼續

俗 59

名千 和扶教的教士和僧侶必讀選

若;在胸代鼎盛一峙的辦教，在諸種號稱「中國的鶴教世紀J

'的經過給改全國性的組害亦無法完全收復失土章，那躍

在中闊的強小畢3督徒群體研受到的打轍，可想掰知有多劇烈會

佛教措殼的人數要堅持至四百年梭的元韻，才能稍稍墟上的們在

清朝盛繭的情況。“新結實宗( 847 - 859 A.D.) 後來雖鏽佈

道寬忍的詔令，但亦無法令景教逃過絕餘的厄運。報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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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昌季年，併」真寺字。華辭去其方之歉，無損致經之漲.*. ..參

輩革過嘴，事體來弘. ~. ...有推著名縛，復使學創，一任

主持，所持不得禁止。 62

第立個因素典章是軟約神舉有髓，…鼓人認為遍是導致顧輯

景教荒草率的主閣。唐代的景教徒被控將景教的信仰梅釋了。多

年前，牛津的理雅各 (J. Legge) 指景教碑研載的神學「充斥著

僑、輝、鏈的思想，是一種變了質、有名無黨的華督教。 J 仿

但是琨莽的文本真的支持協遺體無完膚的話重實嗎?

我們要小心運用于頭樣有的資料方能拉出答案。一一八八八

年，理雅各只憑著守主頭儷害的若是教碑文便作出一刀切式的封獸。

潛在實童年後， f處可能不會如此武斷。 他當時未能知攏在…八九 

O年代，竟然發揖出一才tt珍瓏的庸代科唐代以前的歷史、宗教

和家系的紀錄，令我們對唐代中國的情說和唐代基督教的認識

大幅增加。在絲網之路南部文線研環繞的塔克說賜干砂漠的

捕和沙丘上，學者驚訝地發琨當地敦煌綠洲一昕由 ÙJ調籍處的

佛寺的購後，千年以來收藏了數以在計古手抄本和一些學顯然是

聲督教文獻的手抄殘番。未幾，在絲路行商路線的北部支線吐

魯番一帶繼有更多的發現。曲它們對1ß::研究唐代宗教的蠶跨世，

有如死海古學之於一世紀時的猶太敬，或訥哈馬迪 (Nag 

Hammadi) 之於諾斯底主義一樣重要。的

我們至少能識聞自其中九份撰文的基督教手抄本。其中西

份可能是聽提議軒在七世紀抵墟中止時完成的，名「阿離本

教文獻 J 66 另外部份鸝於景教碑體立的八世紀，佐始好部教0 

授稱立們為 f及 ?f，~ 主教文獻 J 67 第九份名為〈尊觀'} ，年份Q 

更瓏，可能聽十或十一世紀初期。岳草除了這將漢文資料外，出

的擺手吉爾組棧緝的古錢利亞文盤。紹

當然事璋控日期只聽推瀾。雖然我們乎豆賀禮擺不是，不能

聽切蟻作出結論，但當們卻足以顯示中國華夏教梭的神學J思想站

起單是景教碑表達的，可能更為正說，特期在景教抵華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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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景教早期與復朔的文離作…七七較多義們會發琨復觀的文獻

中，中國本士的位彩增加了，但神學思想卻很乎真的轉緝 2

然而我們並未能從景教後期的文轍，包括景教碑上的幫文，找

到證據支持當日不分帶我工皂白地稱早期的景教靈教合為聽端的

控訴。只有〈志玄安樂經》和《宣元至本經》較少採

的詞彙，而且模報閑時，個道教的意象則十分清晰，

較近組宗教混合三位難移於本土化的宣教手段 o

我們要發出盤問軍事三三個問題。首先，在西方，羈思多關撒

的對頭入一藍以來研驚奇稱的聶惡多留異端那說，究覽有多少出

現在中聽早期的統錄中?答案是:幾乎沒有。第三個問

在這些流傳 資料中，又有多少正鏡的 被觀譯

的是。第三種問題， 鶴題，成漢文?

，有多少內容由著混合的神暴發 J智、強認受到就是在翻

歪曲?

我們先帶捕一個問是題。在這些文獻中，就算按著考古士撥了

學和韓厲的蝴予巴嫩正統信仰的標準來評鑑 3 根本說有藍藍聽可以

明確產黨類為 f 鏽聽多留主義」 。在五世紀的激辦中，對聶思、多

留倍撓的控擁乏主要堅環續他們的基督論。他們被捕削騙了真督的

撐住多續提議草藥他的人性，這樣分割他的人性和神性，不{f!令

幕督完艷的性幸接受攘，更能生了彌賽豆豆捧有「三盤拉格」的異

端思想。能2們要求黨惡多每信挂不要再指斥，馬科豆互不是上帶的

母親 (Go心bearer) 。聶惡多留本人誓說 r 篤剎車不是上帝的

母親。 J 媳乃至是「華督的母親 (Christ-beared J 70 但在中蜀，ò 

最較能提取反對稱馬利亞為「上帝的母親 J 0 然而，教煌吐魯

番一帶咐士的古敘利亞文獻請黨馬利亞時多 f基督的母蘊 j 出

現的故轍確實三名於「上帝的母親 J 71 偏偏們沒有在中國舊事

空空教士明顯為了建束的僻服工作開放下他們在外

瑜的

中的基督論基本上都鸝正統，戒許有一例外。景

教轉上約 f 乏一。分身 j 的「分身 j 既有1揮作 f 投本質而區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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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叫 by nature) ，亦可作 f 二分的位格 1 (divided Person) 0 口

若前者是正確的話，那就合符正統的信仰。[按性質問嚴分 j

競沒有違反迦克撤倍繞中的 r 體二世 J (two natures in one 

person) 而 f 二分的位輯 j 豆豆智利於安提阿羈思主多留放所強調

的神、人工性分家，反對他們的人認為這樣否定[拉格 j 的完

整性是真端所為。然府對過克纜的爭論者如此重要的門立格 j

和「本質 j 雙中文卻是無法譯出閩中分別。最佳的辦法倒是在

譯文上避權這個聞組空就知富士特 73 的英譯 Whereupon (one 

person 的 our Trinity became incamate (我們又住一蟬的上辛苦[其

中一位]道成肉身)飽權樣就把聖于本性二分的敢思轉化

一…「帝差搜塑予追備行動。中文 f 王一分身 J 很大程度上解

作華督縱使取了侮身，成了有限的人，但的然是三一上帝的其

中一位，三名於是括他擁有兩種:位絡，亦即是聲音教徒為大單所詬

病的教導 c

在<(專緝〉這份較復期的文獻中(完成日期估計此景教時

耀一百五十年:) , 74 至少在追問題 t更清楚提快了中醫早期

教徒的思想乃鸝正統的體據。《尊經:> '在筒說讚美三一上帝的

辭中謂 r 巳上三身(晨5父、子和鞭靈)罔 A帥一體。 j 街今

天三王一上辛苦的通用中文說法~…←「三位一體 j 一一一已是「分史學;

織的觀擇。 75

第三個必須提品的問題諾:若這些詩景教文獻茲非真端的思

想，那它們又承輸了多少華辜的正統思想?答率很簡單:它們

都忠於所有基督教的基要信怠。當然在早期的[阿羅本主教文

獻 j 中，聽略最早期的宜教士的中文明顯擺很鱉輯、迪是可理

解的; 76 f鑫管如此可他們卻詳盡奮力地將合乎學緝的基督教戰

心佑怠翻譯成另一種艱深的語言，效果昭著。若能信好如既推

的日期是正雄的話，那麗蓮第一份子搞《序聽錯話所(訶}皇軍〉

有可能是阿羅本本人所辛辛。此議玄集總結了波斯賞教士:先前 

j帶性中齒的福音內容。 77 官公然以那穌的名字詞始( rJ乎聽 j 一

字據稱在七世紀時衍了以識作 i 耶穌 J) 78 接著以詩體介紹了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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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基本的 :說是上帝作為研有生麓的主宰，和人性是枉，性

和邪惡的。 79

此案東宣稱上天的主宰一…上帝一一是無所不在和無所不知

白色，但卻「似風 j 無法可見。站主義人類生命唯一的本源和供應，

然而很多人卻忽略了悔，並建連他們自己的上帝 r單生等好

自思聾，天地上大大 "J (意謂我們每人都有自己的上倍。)

此草草{覽準入了世界 r為先身緣業，種果關國(醫輯)組有。 J

(問我們的祖先在「結果實的摺于中 J 犯了報糙的擇。)入為

自己「將會議象，銀神像及輯像. . . . ~ .及本持喙 j 。他們本態 r'的

辱，每日關誤 J 0 (敢接上主，為“改前非 o ) 

二部分苦。說乎是嘗試將十謙詮釋和改動，以至2購合生活

在中國文化中的器督徒。首先是「三事 J 第一事天尊穹第二

聖上(輯君) ，第三事父母。此外還有 f七願 J 向眾生皆

心;真采史性:莫鑫恤人妻子;及作賊;莫會發;真作

給操他人;不要為了事尋套上海孺犧牲仰人的益處。

于條誡命以外還有其偏重要的佳話誠{屎。不要堅拈無助

者的錯?當不要最貧窮人不顧;叫實fl織的得飽蹺，縱使總們是

你的敵人;扶助數勞的人;替赤裸的人襄衣;不可嘲弄傷纜的

人;照顧孫兒和寡婦;你們當中不要吵架，或告有;而最重

的是 f依天尊 j

一部分鶴，躁和忠實地濃攏了福音的麟史。 81 å3於臭棋生

作惡，問此上帝「常使按;民(那幫黨) ，冉一黨女，名

(馬利亞) ，涼風即入來豔鐘內。 J 上子苦思克服現祂的大能，

叫所省人都可相信和 f 四向『善道1 ( 良好的關懷) J 0 馬利亞

護下「一男。名為移鼠(耶穌) ... .-.迷甜甜。 J 施洗的輸替他

施說，並「處空中間姐 If罪毒鶴詞是我兒。幻 f也要帶續建亨、人

離棄假神。鮑招集了卡二;各門徒， 1鹿死人復活，使瞎紋的得

見賢鏡患病的得體拾，並盟友斐污鬼。但那將不相信的人站告他

和帶飽咧開~t羅吾吾恩(被拉多}闊前， íf-:f 8/tt擇都思說 r其人不

當合死.，‘...我不能煞此(入) " J 然而那些惑人卻迫他攏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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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 o 盟此彌歸詞:

將身薇，典，巷(緣人) ... . . .為今世眾生布魂，代命受死...

(總們)乃將彌侮柯. .. ~..木上縛著. .. . . ~兩個勢進入，其

人比在(在)右連... ...路戰山扇，世羯所有義門立在時... ... 

其人克如此。;Jt-為不信經教，死，活益為彌梅訶'其人大

有信心人，持云紛

殘本在 i院提告終 i上，究竟有多少聞而失傳則不得衛知。

人情理雅咎的一 f立黨教士朋友為何學教教會消失(玉皇雅

各權予守 i 議) ，他回答: r 它在、會成功 P 景教根本不談播音。 j 專3

但這段早期的漢文基督教倍仰總總卻推鸝了他的評論。不管《序

聽建持所(蚵)經》這剝苦鑰嫩的澳文版本中研用的措辭可能

是十分青難，但所載的卻是完備的福告。會中所載自館、罪莖代

續、部 EE 童女生子至三十撓、 85 由十誡豆豆認擇與悔改、且6 直不

信所受的永 7聞單間信心問非功雄所得約教態、 87 由對偶像的讀

魔王三愛仇敵、 88 由相等1i1;保皇義詞11 諭要)1蚓鼓掌權的人(羅十三1)

至「俱食給凱穢的實替赤攘的黨在並照黨員孤兒和寡婦 J 0 靜

在軟盤和吐魯番權發現了其他記錄舊是錯蟬史綱要的詳盡文

獻。顛倒說，捕的份名海《一神論》的 f 悶罐本主教文獻 J 中

的 f 世尊布施論 J (童聲中所載的時期是「向五蔭身(血從部鯨

梅騙人世主至今卜六百經十一年不過 J o) 詳離收諒發 LJJ 寶割

的纜縮本，擺生動記權耶穌棄了十架的情狀，立宣福音書中有聽纜

活的完整純誨。

文在義督論和宣鵲橋音造兩個攔錯的神學問題上，均

晰芳n堅定埠接取傳鍵的基督教草場。文中攤主IJ教恩只能透攝基

督哥哥拇 r 於相懿聖術，按彌篩詢得免。尸。作者在權毒草嘴上

丟在特月4提及大便會:

續御街弟子，分明處分，向一切處，將我言語，示語一

切種人，來為水平宇，於父、子、淨風，處分兵足。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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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述(途)汝在，比到黨天下。 

f且事論的未平息，有人認為自於景教的 士為了讓七和

八世紀持中醫這種異攘的思想世界錯了解 ，按比在神學

思想上作出妥協，以致在九和 +t投紀最將轉然走上?為亡一途。

盟此我1ft守要 i豆答第三種情是夏 9 寬黨教與其他宗教的混合

程度有多大?

雖然土文提及景教有很多符合在繞這鑫督教信仰的證攘，無

而文獻中卻有不少地方的妥協卻是輯錯了一盤堂教士在適應當

地文化的底線。為何在〈序轉緒時所(輯)經》這份最早期的

文獻中，經常以 f 佛 J J ? 91 我們又當如何理

解這些出現在同文中的旬

諸佛及非人，平掌民阿擺漢(現卜誰見夭尊 P

人急之時，每稱佛;ß 0 

天尊所受(人) ，沒覺(夭)尊教(人) ，先遣軍生禮韓天，

傳為佛受著車立，天沌，只為清淨威力盟埠。 92

這些傳說會密 波斯教士與他們那些不懂攘

斯語的漢人聽 的差誤?聲中攝入來說， 1 天使、

使長和天軍 j 的 能就是?諸佛、非人和平掌夫時釋

漠 J 0 中閣的鷗 然一聽令下雙要地們觀譯景教的典籍，

些來華只有數月、 113米幫峙中關表意文字精深播方的

若沒有察覺到 f上帝 J 與 11弗 j 這兩幅名宇的分阱， t往不足為

怪。

但他們的錯失就可如此輕易作罷嗎?在六三八年，即阿羅

本到車後三三年，即所估計〈序聽迷詩所(詞)總》織原成舊事日

期 s 當時的波斯人現鵬已熟悉「佛 J 的稱呼 o 再者，磁帶宗教

詢彙攏淆的情況仍兇於百多年復八世純的教總吐魯替經是委和景

教碑上 c 雖然作者還農用儒釋道的意擊時時豆豆議懷和老練，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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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漿教碑上，但這些蠶豆家的嘉到處可免多而且有誤導之嫌。

由於景教碑上的到文是唐代主主督教般可靠的資料，亦由於

碑文十分有系統地總結了常日的神學思想，由此值得在附錢中

禮載其中精簡的神權導論(參附議) ，讓請者自行訣定宣教

將基督教的真理事學 11:::為中國的譯文和意象的努力多究竟

減弱了福音的內容，還是更有教士也傳耀空中關人的心竅。對景

教堂教士研室霞受苛刻的批評，我們不能寧愿說。理雅各很早以前

便寫道 r 景教碑文中對某些基智教系鏡中最草鞋賽、甚至

賽的真涅盤字不撓，我們難免感到瓏，憾。 J 93 

平心而論，景教的使釀成立以來，並沒有錯據顯示正統信

仰嚴重變質。細心研究，碑文的內容觀百多年離首批來華的

教士研寫的同樣合乎正綴。埠段長文明顯是以三位一體論開始: 

f 常然真寂，先先師無元““. ...我王一妙身，無元真主縛雞言可轍。 J

這處可作品為對聖父的描雄，由為接聲稱改再提及三一上帝時多

焦點順序在聾子打我三…一分身，景尊孺師訶 J) 和聖靈身上打了

淨風 J) 0 94 

接著的內容是按著華督教教義的次序出現:鑽進、人被造

時性本菁、罪與墮落、彌師祠的教麟、並由選女所生和[何人

代出 j 的「景;尊 j

有關基督使生活的內容，那些技落在戰提1:.帝和

戰拜和兇龍之問作出了不錯的平衡。文中召饒人血揚真道、廢

除奴隸制度;呼喚人禱告和挑戰人為了窮人的緣故捨棄自己的

財意;署有入人皆平等的宣苦和提醒信徒每天七扶辱性;雖持和

讀吏。

詞在談輸教恩的部分中， æ於借用很多非鑫督教觀念，故

惹來最多爭議。 f J\.境之道 J 、 [懸學自以破暗府 j 、 (楞是玄

航以登明當 j 等乃佛家用諦。最後-句明顯是指呵?爾拉拉佛的船

帶環 f言笑容往西天屬樂，又或是指拂教慈悲為憾的觀音，問她

型(他? )親是 f 普渡慈航 J 0 r 雄無常名 j 乃纜家思想。 r 11

關於大歡 j 擺出儒家。 J 二氣 J (陰干u 踢)是道家和儒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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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富結構的基本解釋。 95

然頭蓋樹{吉 f~J 、文龍鐘態與本能化的界線難以劃分。

督教銷膜的輝史中，使用異域鵲彙和投入當地的風俗在很久前

有先i9ù可按:由黨建錯科括用英關異教徒的方式，以至有時以

便徒保姆和約翰為表表者的攝青海臘化 o

碑文中所缺漏的東西克制彙改鸝書來更多的麻煩。文中立全

沒有挽及基督的被釘、 96 死亡和復活;關在接斯，聶閥、多留的

神學研替中十分重視的舊體轍，欄文只略略提及。雖然有磷已不

小，惜我們亦很難期望籍處能將整套系統持學記錄下來;提

日其他景教的文建議亦有詳諜記連基督的被釘、死亡和復桶，

正如我們先前已提及的。事實上，最旱的〈序聽權鵲阱(詞)

經〉口清楚躍躍大家慎防某些人研聲稱的「吾闊天尊多常在，

{吉每錯 J 97 的宗教混合思想。

從現存的有很望著料來看，唐代的景教徒既非異端，亦沒有

造成無法補紋的窮教攏合危機，娃娃挺不同的神學角度得出的

一致贊法。德十世紀的《尊經》這份最後再臨的漢文文獻來膏，

潛意育教措所捕的異蟻芳草說真有其事的話，出問題的七罷不是讓

論，乃是他們對死人的崇拜.. ..真的不可思議。 J 揖格(J. 

Young) 視。「磁 f醫堂教組織出發時嚷著:無比的盼望、熱忱和

犧牲的積縛，暫盲要擺設失寵的人，但最後竟只顧為死人禱

告。 J 98 

與其佈宗教的融合程度啦不會鐘書菜，不然佛教接宏、會

主最害他們。景教碑的作者主義淨有時可能總於的容，就如他協助

抵步不久的印度佛教僧侶般若將他的勢典譯成漢文。但霍

認為就f弗教鍵問苔，最淨 f 引緝的能險不是西施令基督教鵲教

化，乃是問他嘗試令佛教基督教化 J 990 

另…{單可以解釋最教教會在十世純的中聽消失的原因，

站立全沒有漠化，景教教會由始至將都是一所外蟻人士的教會。

宣教全是波斯人，他們在景教碑上的名字摸不多全是敘利亞文，

或是敘利亞文的翼文音釋。碑文的作者最掙來告中草地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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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煙和吐魯番的血土文物 言;景教教會最後的躍跡並葬在中

的中草棚部落憲居施。然諾我原地區，乃在中屬

們手頭有關景教教會的資料， 不多是全都來自漢文文露員會

映出景教根植在中間文化 能比我們從現存資料擠得

見的鳳毛麟角要深 。著爺教教會真的純粹由外域人

戚，又或是只為外城人 而投，那為何我們沒有發現要多古教

利亞文的文顱，卻發 如此多的搭車文經卷?

祠的猜度總結出中國教會在騰代哨若我們要提以

的迫害、神學上的要協，又亡的原因，主閱

外置色影過?麗，謂 久以來所賴以得幫助和保纜的

意室覆亡之故。 政府霞鹿以求生存，賞者在十分危 

險和不可靠 G I JI攘艱辛苦主 j 寫進十議中，等按自

墓。

七五六年，安機山殼變 ， 1比乃唐代昌盛駕衷的轉撰點。言語

於二十五年後完成的聲音教碑文，某程度反殃出景教在驚代盤驅

一時的情況。廟議室與外來俾教的景教教會在八世純的後在十

一起開始裝傲。… W年後便發生了宗教大姐霄，

其中。聞聽黨自安機山之商L軟復元氣後，聲稱雄主黨了一百五十

年事其詞偶爾亦有興守己的景象 o 但唐室由盛轉瓏，雄本上.夫是八世

紀中葉追場接點使皇島纜亡的兵變多昔日向外來宗教大

對讓每提供報擺擺_....~百五十年之久的氣曉亦一

亦不如往智能去世器控制在中亞邊遠不時把境的部族和強大的節

度使，擺出現了藩鎮鶴據的為重 o

八世統最後的二十多年聞主中央權力江河日 Fα 輪總不振，

宙官并樓槽祝白見鱷重 O 九世紀至?世﹒紀最初十年的

位膺竄關韌中，只有四位輯得上是胡君。 1鈴全餾水深夫熟，

城鎖和各爾梅花E暴接手中，他們對外來的宗教偕繞在農主尋找棍 o

八七八年，嘴州失守，一名阿拉伯旅客稱當時有十二三萬名出教

徒、猶太軟稅、華督徒和扶教徒禮屠蝦。 101

的觀君是一名十四歲的少年， 1也眼兇九名兄弟悽



333 

~- 仁吋耐心

第十五章 最早來馨的基督教室教組鑽

中的大元告中殺害， ~í果誰會， JLo七年過拉。中國

上最偉大氣j 王草草一一一體保 臼由和善待華督教的朝

代，就此結束。唐亡後可一[划印 歡會亦在內戰頻

的的 J 五代才，國」和其于是一繞中闊的宋代峙的一 1279 A.D .J 

中消失於中土。 10立在百連基督能隨內那各組酷的聶恩多留信

九八七年所說的話可能是對的 I 在中關 γ4個培徒也沒

剩下來。 Jω

器督教向遠東發動的第一波進車乘著波治上的轉變而湧環， 

4吹在中F “仗的變動而消失，但這黨

的傳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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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侖• des grans progrès de l'eglíse Catholique. Apostolique et Romaine (Anvers: Verdussen. 

i的悅。 3噎毒，今9、吾吾 A.C.Moule 所引述 a 有關中蠻喜~~為傳統的義建議分析，場~Moule 之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何 the Year 1550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ístian Knowledge. 1930). 10-26 0 

?沒紛紛{丟在 22) 級學發及中國基督徒的是約於公甩手在三百年在街的人rnobius 可他授對j 主義

務秘繁榮華持中 j 的勝利，但支持此說的證據不足 (Amobii Disputatio削，m αdverst付 G酬的 

Libri Octo [Rome, 1542]. fo l. xviivl 。經常有人引述古絞利傲的中持練毅仁軒的禮堂仰自覺餘，就

知1: r<þ闖入絨衣教Q1;5ii人都是透過學多烏而歸向R; l賞。 j f'笠翁充次機只會~~費糾紛 j波、~ 

F詩派於七 t吐露己就智麗絲像或所作之修訂，而那時聶恩多關派的發紋絲記紙蓋章中滋 (Moule、 

IJ 向2‘)。 

2. 	 M. Riccì. Opera s的 riche del P. Matteo Riι.'Cl. 丘1.， vol. 2‘ 289-93 Moule 哥哥告 I!授 、 Christians in 

Chì川， I 心 ω 考婆。.Le絨服 • TheSu門 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L釘進en: Bri狂， 1972) .室主 T.Torr海 nce. 

China 's First Mìssìonarìes: Ancienl "fsraelites." 2d ed. (Chicago: D. Shaw, 19草書) , 

3。很多特裝成(包給 Mou悅 • Christians in Chìna、 27; J、 Foster， The Church ofthe Tang Dynasty [Lo r泌的: 

SPCK. 1939J. 35; J. Legge, The Ne討orìan Monumenl of Hsì-an Fu in She仔仔斜• Chìna [London: 

Trubner.1 息息時);A. Wyl成“Nestorìan Monu闊的話 atSi-n喜鵲缸， China." Missionary Revìew 車，喲。 3 

[May.June 18約]: 1 絲瓜銘等等)認為主鼓掌交鋒tH土的年紛是 六三五年，經佐恰好部卻終似

足夠證撩撥出身賽經…六可:三年巾玄 S齡函 •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ics i,r Clzina, 2d 

ed. [Tokyo: Maruzen, I好 1]. 法-35) 'J. Dauv il1 ier 論及佮希和 (Paul Pelliotl 吟、才智;打鬧引閱

日臭豆豆身子亨玲、餒 ， Recherches sur les Chretiens 益， Asie Central et d ‘ Extrême-Orient. 2.1. La Slèle de 

5i-lIgalljou (Paris: G. M捌de l. 1983) 

4 參求發第一建設、豆豆 14行。 

5. 	 llì.代的作殺手示要轉發羽 「讀罷古人 j 和「古建軍賢人 j 的原則，詣吉因家1!i:於種族俯首賢﹒女Q 偽鈔f

述。 

6	 授們錢話:一以級科書到乎是納悶熱的都放左右#輯:方式繼續在長城外發生。八世紀，機 h~產主E !uj 

結突黨雙手上; +1背紀:(E贊賞予台的守法傾族(別lit帥，西方由此稱中國為 r ChinaJ 1 ;蚊子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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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之 1設妃，舉紛發王竟會主主ZY恩評家機後，蒙古不是是成為中吏的權力中心-更接壁畫1髓>ll洲

區長的權力所在。(參 Rene Grous蝦， The Empire of Ihe Slepp叫: A Hislory ofCenlral Asia , trans, 

N , Walford [New Brunswíck‘ NJ: 1是utgers Unir. Press, 1970J ‘ xxiv 的大類年是藍色) 

7.	 參 Procopí支持， De bello GOlhico 的機錢可歧 Theophanes in H. Yule, rev, H. Cordier, Calhay αndthe 

恥y Thilher (London: HakJuyt Socí峙，妙的-16)，1: 23吟吟 203紋。Procopius 提殺來自印度的 f f'勢 

{aj ;但Theophanes ~ t 主遲到.{苦了來與發梁新 j 的僧侶。紡織間樣的ì.遷和經史總境﹒

參 Grousset， Empire 01 1M Stepp缸， 82刁 

8. 	 J. Asmussen, X雌stvani戶: Sludies in Manichaeism (Cope必a車間: Munksgaard，的65}， 149. 

9. 	 拳拳本苦努第十毒室，改 22。這里。 

10. 	 YU誨， Cathay, 1: 115, citing Th的phylactus Simocatta, v，扮， and Theopha泣的、 ClzrO/wgraph的， A 真是， 

60在1. 

11。最寶然表背景令五八九金字字正主t立籌建哇!旦通常是設立{ n: J\ 生存~t!哥華:主垮台之時賜給計算，八

12. 	 E , H. Parker, A Thousand Years 01 t11e Tarlars (Lon益。你 Kegan Paul, Trench an這 Trubner， 1895: 

時print by Dawsons of Pall Ma\J, 1969), 129, Parker 的盟運史吾語言乏有大壘的中蠻譯音料作為基髓，

的對於這個 uJi吉終沒:不大的設法， Parker 只續引了 例末綴吉寶寶約m'~月歐洲人士的資料

來源。現乎乎約堂哥料顯示鮮!樣在寞的不寧搶食是廢舊宜的佛教徒。 F舊文帝的妻子5月、生產黨章學淡的

婦女，潑不再主丈夫還是，的這絕不表 /J~ k直就直至基爾徒。她可能只主義.~出[劍執與妒忌心靈

的全子。參 A. F. Wright，勻'ang Taí-Tsung and Buddhísm." in Perspectives on Ihe T'彼時， ed， A. F. 

Wri耳ht and D. Twítchett (Taíwan: Rair以卅日rid阱， 1973)， 240 。

日，中凶教會史上處去其影響力約是每代國積如下， 

i	 高約 9 六 ψA有1六二次 

2，大道主穹六二六及六 Pl1 九 

3. I為宗 六的九至六八三;


在武瓜，六JLo 長仁 0 1i
 

7. 玄玄宗，七-二三至三七E.六(安線:Lr之鼠， 七白:豆豆豆仁 1包、七}
 

8，說護主話，七五六至七六二三
 

9. 代主詩句七六二致七六九

\0主意玄宗、 七七九笙;1. 0 1J: 
12，幫幫京，!\， On 至八二O 

16，丘克宗弓八 pg 0 有三 l\J!月六 

17 宣豆豆，八F這六支支八iL九

這段時期長安佳的通史袋 The Cambridge llìsto吟， 0fChina ， voJ. 3, Sui and 了，削g China , Part !, ed‘ 

D. Twitchett and 1. K. Faìrbank (Cambrídge: Cambrídge Unív‘Press, 1979) .雖然浴室聲音己述延督

教的臉，'1:.才豈不多。府觀望重行的漢文;學始皆是 1名t. 絲路|參豆豆 589-906 作 

14.	 問蘇木。單單史上只知道他的中文教字，延至三總漢字農民我約均1 文名字了馬鋪三書是 J 同樣立全

沒手言甚旦使 4年殊的慈善鞋、}~主義終他的古敘利豆豆名字密言學過來。大乏善數人佮訢絃三f閉起草字 11美

人名字的-一般給精)代表他的論怨、多紛名7 "Yabh吋Ilaha" 唱做位的當了直在控告終為正在“Abr約1a剖m' 

(Nestorian Documents. 84他5} 。 

15眉碑文畫畫初的 t立了文版本是贊 六二三五年也一是5 法務約耶穌會t JiJT~壘，他注1 能是第一校自

自著剛出去的豈是教碑的歐洲人 Nicholas Trigault 

16、希鱗鱗第-/<f通常是我們的公元的之三→一年。敘利守主導竟會的計發略有乎是異啥 æ 三。九等

至三之一之主乎不等(參Mí位訣別，“Early Spread of Christíanìty in Central Asia," 331)' Encyclopedia 

ofAsian His lO ry (New York: Scribner, 1988), vol. 3 中“Nestoríanism" -支出現的七右;一年4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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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言獲 Q

行。參R 222 '注 8 " 

18. 	 Saek.ì, Nestorian Documents ， 紛提供漢文的資料。 

19‘ Wright, "T'ang Tai-Tsung," 254‘5. 畫畫次行動的動機與財務和仇外情緒均為關可 E草草草綠沒收

了大部分激發對寺紋的財產。 

20.	 量民主義者是，也、心的儒投 Fu [ 0 參 Wright， 'T'關在 T品-Tsung," 245 。 

21. Wri在ht，勻'angT，剖-Tsung，" 247，辛苦鑽太家對佛教和這憲章(f，矮的機翁肉認為話皇家主義事事之?是人}

的權衡機憲政潑的絞盡分析可參資 256-的。 

22 	 瑣童聲波斯德教紋絲代的主己紋中f為稱為妖學生和穆言輩份;撞擊/立教誨;íl簡單純為扶享受。 Moule擎的ristians 

in China. 69-70 。 

23. 	 A. Wylie 首先發現這竣寄自令的另一織較短的駁我出現在十份事豆腐代政導華大全《廟會要》之

均 主車間十九 f脅。主憲慈室主主兮的宗教材學絲絲露擎的星星支持游#宗教色彩鐘聲然苦奮賞;教昧著:某綴

瘦的多立志主義 5 但不一定代衰變教碑文件諧的神學授、史學 e 景教石庫收錄了吉聲令的全文，論:

能是巨龍於主主教士;怒譯文建立他們喜事毅的著蓋平時，就如當暫時巨著代英俊豆豆教所享有的類似權利…

樣。 

24. 	 Twitchett and Wright,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 他; Foster, Church ofthe T'ang D糊ast芋.39. 

25. 	 Foster, Church ofthe T'ang Dynastv， 駁， 

26.	 務悶罐本成的成了大女紋，那必然直是六 iìO 年以後的鎮(囚高宗給紋的，從t鬼子正提到要

在中獨立巨大主教) 。參注 32 教 3莓，和 Foster對寫書畫本想主權升一箏的教JE苦奮紛紛 (Church 

of伽 T'ang Dynasty九 62ff.) 

27步參S.W，剖nsteìn， "Impe泣al Patronage in the Fom雄.tion of T' ang Bud愉悅鈕，"in Wri惡 ht and Twitche眩， 

ed鼠 ， Pe'rspectíves 011 the T'an震， 266-7 0 

28.	 幸言鱗遺書等娥的傳統中關 i樣豆豆1J法令參J. MacGowan, The lmperial History ofChina, 2d ed, (Shangai: 

American Presbyteri組 Mission Press 、 1906)， 302伐。比較 Twitchett 認這 Fairbank， Sui and T'ang 

似的a， vol. 3 in Cambridge Hist帥 nfChin此 2毒草f苦，有毒害畫嘗試后執政較平蠻的這互惠祭品在 c 

29, Wright and Twitch間， Perspecti削仰 theT'的啥， 5，在倚門心惚中(302ff.l '參 Weinstein 有讀書成

后優待機教紛紛3黨紀盡量。 

30	 參 Foster， Church ofthe T'ang ρ'ynasty'， 67紋。 

31 	 至更令在日本約法ifi車沒法發堅持是基督教或是景教，但郤善意土的辛辛圓的波斯總管Aloh臨為“闕，

文;中指他發交了-塊 tJ 苦難、官濕了整整往蠻拔的普里道 J "j經文中並沒有提及他主義直覺教徒 2

泌「哥iI. ì矗 "1 以豈是鐵憲章和幕智澈的 F詞語" Sae祉~ Nestori伽 Documents， 453-55 。 

32，fj'竄去二納特國大三位警史轄區一翁，參 J， D削villier， ,‘Temoignages nouveaux sur le Christianisme 

nestorien ehez les Tibetans," in Histoire et institutions des Egtise orientales au Mnyen Age (London: 

VariorumRεpnnt札 1983)， 2:1肘。此文學等紛 J文均列;如資料來源( 1:293-96) 。有關佛教‘

參 G. Tucci, The Religînns ofTIbet (Berkeley, CA: U融v. of Califomia Press, 1980) 。 

33, fí 售書 i速反銬的冗長爭論、參 Sael.:i， 紋'slorian Documenf.f , 10Iff. 0 

34. 參 J. Dauvillìer，卅femoignages nouveau耳"。 

3章 從泊在他的書的第一級 (1916) ，買 18H會綴及此事您 的變之聶軒說總支書史的絡發 ηlomas

。fMar紗{矗立 840 A.D，)守 I Cj為嘗嘗豈是擊太的街件 j 作為:中級大支書生大街 j 的警告料來在車， 

Book ofGovernors, tr樹S. E. A. W, Budge (1話93) ， 2:448 0 

36 紋絲W， G ， Youn在 • Patriarch, Shah and Caliph (Rawalpindi, Indía: Christian Study Center‘ (974) , 

192 約建議憐列 IX序 c 

37	 發 H. C. Luke, Mosul and lts Minoritì閱 (Lon這on: M. Hopkins帥，除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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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之主義女5克烈的古敘利弦是古今史是 Gabriel 或 Cyriacus 墊從事窮教等均也有且在景教碑上，撿來…而這

主義務及烈。 J. E. Heller, in Da.< Nestorianische Denkmal ín Síngan (1 897 , p. 48) 認為灣主義Gabriel

但佐fÁ則認為正在 Cyríacus (Nestorian Documents, 93) 1是f.M於七(一方作的第一次來遺書記錄

在十 i殺紀委守 Ts'e-fu yuan-kwei ([Pekin華: 19悉的， 546) ;七三二年的第二次來議會紀錄於 i奄一賽

中(J.'l: 97 Jl 。護中的文獻rfI紋的徽章軍警 Nestorian Documen俗，會忘"“智關反烈獲廣州含

章遠不間形式的接待，參 Shiu-Keung L間， The Cross and Ihe LOlus (Hon草 Kong: ChrislÍan S給你 

Centre on Chinese Reli在ion and Culture, 1971)， 7-巷。 

39. 	 E. O. Reischauer an謹 J. K. Fairbank,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B0810n: Houghton Mi ft1 in, 

1958), 190- 1. 

40. Saeki, Nestorían Documen俗， 60 

41 景教練講: 了令軍事間等 1i. 王 

42. 1:機會讀書> '四十九卷，接第十粥。 1哥拉伯人於七六三年終身等官吉普且還綻百達 o 

43 參 C. Mackerras , The Uighur E峙的 (Canberr.i: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í旬， 1988) 。

毒品數教緯中似乎有為人發:殺縛，一是教士，郭磷火的 ft漪，另一名是教事 o ){ 'f' 棋是釗此教

毒算是伊斯之芋， {E1.赤手言人才替之者實為一人，參 Foster， Church of T'ang Dynasi)九 108n 0 佐

?自 (Nestorian Documents, 81) 指出二宮之淵。

的 Asml翩翩，x.州州州i舟， 140-50; 亦參C. Mackerra札 The Uighur EIψi時， and H.Howo拙， History of 

the Mongols, 5 vols. (1 876; reprinl, 11制wan: Ch'eng Wen" 1970). 1:1學立即3 。 

46. MacGowan, lmperial Hislory, 325. 

衍， 零售 Foster， Church of the T'angρIynas紗，鈴， 97 0 

4在.參Saekí ， Neslorìan Docume叫s， 34-37 ‘ 273-7岳，再69刁0、; Fos但r， Church ofthe T'ang Dynωty， 的手 

14 0 佐{自稱《育事綴?為 Book ofPraise ' t是:台灣是i 給此書寫於十世紀(及 249-53) ; Foster 

要自稱 Book oflhe H捕。， u即'dOnes 0 當中的蛋白絞綴著藍領5分純屬臆測 空白詩篇{三善惡聖王經)、

綠黨舊部分敘述(寶路法主皇室)和繽紛紛(筒，腎、獲利容鐘) 

49‘	 Foster, Church ofthe T'ang Dynas抖， 1抖。其他三份以景?爭為你翁的八世紀文章直是《大聲度過

主黨皇帝法讓多 、 《志 1在宮女學聽聽豆豆粉《言l( i~至本經) 0 v身份文獻給於二十世紀初W i:劍華史￡舉

行星星。 

50.	 四份文獻分持lJ1量三級繳獲譯音》、 《大學 i最終皇帝法獨》、 《志玄安樂絲、》手n 頁 J已至本

經》 。參迷惑峰、紡、 69 命的廚代?葉文文撞車 α 

5 1. 	 Saekí. N帥的， rian Documents, 262況， 303 、 

52. 	 J. Takakusu I'Jr 引的資料來頭 The Catalogue of (the B∞ks of) Teaching of Shakya (Buddha) in the 

“Bod1扭扭 Library， Japanese，的00， vo1. 8 fol. Svo." (S紹ki 、 Nestorian Documents, 462ft.) ，參 

Takakus診室主部分文本的英語讓‘ T'oung-pao (Shanghai, 1紗旬，豆粉冷 1 ' Sa啦， Nestorian 伽cuments， 

l13ff 

53. 	 Saeki, N.卸的F的nDocumellls ， 駒， 462ff. Satparamitta sulra 現今;在日本有一寓所以士多年 1穹宗王子

廟，此是諾言表與發警車怨:教士的關係絃鐘聲是黨鉤。

主持	 Abu'l Far句 ， Kilab al f'ihri.訝， Moule 哥哥等!後 ， Christians in Chi間，吟吟。長安後一句可作?

錫銘絨毛主也沒有 , P. H捕認為此紀錄送到-Nadim 所載，他終防線的鐘聲書館管理員和發

織(~於 995 A.D.l ' 了勾當~~jjì他的書目，我們才得知 al心 Fihrist 遂本吳學做續做利的

色的著述。 J Hitti, History 有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l TImes 10 Ihe Pre"enl， 說h“ (NewYork: 

Macmill紹， 1951) ， 356 ， 414 

55.	 有人列為鍛練俗、亦為五倍;軍函，佐伯列;如十俏。參K. S. Lalou提t餘，例如他的 A History 

of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1帥， 1929)，到今，且是否'oster，、 Church ofthe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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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y ,116ff. ; 並 p， Y、 Saeki，“The Christian Mission Beyon挂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a and 

Japan," (每日東時善意:l> íTokyo琴 30/3 1 July 1959) 。終資料來對 J， M , L. Youn章，“The Th的logy 

and Influence of the Nestorian Mission to Chína , 635-1036," Reformed Bulletin of Missions 

(Phil愉lphia)， in two p訓s， voL 5, no. 1 (愉vember 1969), and n成立的pril 1仰的@ 

56. 參 Mackerr蹈， Uighur Empire, 8ff. 1銘刻， 232 ' 

57 , Foster, Church ofthe T'ang Dyn鬧。1， 128“9，援引 New T'ang Records (Hsin-T' a推車-yao)及Col/ected 

Memoirs of Ihe Founder ofBuddhism ' 

58 , Foster, Church ofthe T'ang D闊的句" 121-2，苦;自〈斂錢書) ，然;於丸 V~ .-年成績，滋有十一

立主紀的修訂絞({孩!誓言會~) 。慶幸司各代的聲義道三由才是繽紛不朝史實書記教於此二:草書中，這是

慣常的做法。 Peking. 16 vo1s川 and 20 vo1s. (1 975) 。 

59 設宴星星 if是為「大學學 J (敘利亞)和「草暴發 J (可能j委員賽尼教徒和級教毛主}。 

60. 	 K. S. Latouret妞， TheChin何e: Their Histmγ and Culture, 2d. ed叫時v. (New York: Macmilla話， 194 1)， 

21 1. 

6 L Foster, Church of the T'伽gDynas肘， 126. 

62. Foster, Church of the T'側g Dynasty, J27 

的 Foster 所引 • Church 01 the T'ang Dynas紗， 112 、但我未能在手頭的互理發幸存的2年述中找到這

句子。

似 乎乎總教燈和吐魯潑的軍蓮波，參 Twitchett al1d Fairbank. Sui and T切g China, vol. 3 in Cambridge 

H叫ory 01 China， 的心7 '草草些文獻成議將總 æ 芳:世紀至十做生己不得 (406 - 995 A.D.) 。

它們志是供了?有至今仍完發約第一祭文獻資料 完豈是沒經費醫史家真是史會，要理。 J

好.	 ì言機文獻?等以保存廷的f.i\當終約紙從事是為í ，而紋紋的手干預丹:你抄寫傍憲章作品。在超支軍事當

不遠處和綴藏軍各繳上的敦煌西北闊地亦有發汲)(獻。待'E叫九0 ，1三年遺書寧資料才獲翻普車。

惡6.	 11: f肉鱗鱗的例紛七 i設紀「阿羅本立;歡 j 如下

1.序聽i叢書等統經} ，一九二;二三年為 J. 1J絨線品u 所得雪給伯總要害是六三 ii 豆豆六三八年一譯詩

的作品 íîíj 三A發「一洲聲聲:於一九一六年為K. Tomeoka 所得、佐{白話費、吾吾是六囚一是乎所

作。但 Foster (及“-7) 指佐 {Á;忽略了款與給西 (Dionysius) 在六世紀廢法1:作的發

動 g 自主!itEl其是可能夫在六三三八年。 

2. (P俞第二》 

3. 1\…一天論賞梅…》 

4. <肚慈手告幸在綸第三》


若望是有關法釋和文本、參 Sae蚣， Nestorian Documents, 113必再7 ' 


67.	 話:f白認為這是是八世紀約作的經券發淨主教所茗，釁淨嘉定是七八一年發教碑的作者 (Nestorian 

Docu兩ents， 248ff.) 。為了方便大家參考，我會導農須將司能適當算是教的學堂建平pr統魯發文獻撿

到如下. 

5. <<.主罷教三戚家!支t贊) ，…丸。八是宇宙納希和建立錢發現﹒通常被稱為教委聾的《榮醫學主頌) , 

6. 1\:宣 j豆豆豆本綴>>別期 i主愣是七…七年。 

7. <<.大聖過真論志在 2賣》 步一草草殘卷 tt明是七二0年 E 

8. <<.恣亥革至總經}l ，有強烈的這護教色彩。 

9, ('尊東道) .…九O 八年自 1自希狗在教線發繞。 

6告 仗的亦稱!it為實教育自吾吾版 J ("The Nestorian Diptychs") (J電 5，車) 。平均a 惕的室主釋和多星星章，

參 Saeki ， N，持'1orian Documents , 24在ff門 273ff， ' ~裝上在 48 ' 

位9. Ä中心紛來自…從北京的收繳品，另外…綴則從電1:魯發出土。有關的1主線和翻譯輩學畢 S品船， 

Nestoriαn Documents, 3的-33 ， 33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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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參本書魯多黨 JL章，豆豆 183 的討論。 

7 L 	 Saeki, Nestorían D'Ocuments, 338奄 339. 

72. 	 Wylie,“Nestorian M 'Onument," 187; Mo祖記， Christians in Chit姆， 36. 

73. 	 Foster, Church 'Of the T'ang Dynasty, 136 

74.	 參 S揖ki， Nest 'O rian D'Ocumenls， 資 253 載的轉身 3 頁 276 憲章內容。他有究分鐘也否Æ Moule 以
大約 /\.00 年為該文獻的的激 a 

75. 	 i正如 Young ‘'Theology and Influence，'刀-10- 之所說。參 Saeki， Nestorian Documents , 273 。 
R. Surer 創認為繽紛予更紛為景教(J賣書立碑上的「三一分戀 J 'J'O umal 'Ofthe American S'Ociety 

58 [1 會38J : 384欄93) 

76. 	 Moule 對〈浮起車進詩統{詞)級》作出微機立志的評徽 rì鑫車道怪暴露§寫作方式，令譯者

我也不少地方來乎無策。預文吵大量的錯別字，更喜發言實羽田皺紋 (Prof. H組eda) l'說這是物

學漢文的外蠻人作品的推測終iE確的 j (Chr叫ians in China, 58) 宮暫時漢人據稱只章含章繁

華;兩個 i選擇 一送豆豆霧重@必然造成混亂;二楚細線，做會導致主黨持專業三位 。 

77. 	 Saeki (Nest'Orian ρocuments， 125-46) ;他這句句子之後的參考資料接多。有鱗鱗羅本主義作

者的可能性、參 Saeki， 1I5ff. ' Fo就er亦同意佐伯所泛的信期 (Foster， Church 'Ofthe T'ang 

局2削S紗， 4珊.) 

78. 	 Saeki, Nestorian Documents , 145. 

79. 	 (J乎聽迷論紛(詩)綴豆，對]于 1-79 c 

80. 	U宇蓋章謎語守所 (訶) 綴) ，空在于 79-149 ' 

81. <序軍車速喜守所{豈可}綴>仿于 149-2俑，最梭的-J:l:.iï荒教頁己費支矢。


訟. (序聽波音守所{藝等)經) ，句子 198“206 0 


83. 	 Leg萃 e， Nestorian ρ'Ocumenls， 54. 

84. 	 (:序繪畫生詩紡 {絡) 經) ，句子 54 罪惡 199 ' 的哇尊布施論》要三言零星星畫畫主主自發鑄的草草草草。!當

賽事幸運亦有愛;學、是在畫家，所以從附談一路，汝等處分 5 所以家薔薇綻， 1)豈不主事件。」 

85. 	 {序蓋章室主音守所 (訶) 綴.> '句子 150也 1 幸自 201 之後。 

86. 	 <0乎聽緣終堅持(~等)車里:> '例子 90-111 和 78α 

87. 	 11曾在地獄中 J ({t世尊:tp藍藍吉爾第 262 句一切人1î倍。共尚健等來… J ({險等

布B區普魯>> '第 157 句) ;辛苦處安全人，一切淤你家。辛苦等處不昆主b德。 J 代一本率為) , 

第 136 ' 137 令'J) 。 

8車司《浮游迷吉毒所(吉öJ)綴>> '句子的鼠. 105, 115 ' 

89. 	 (:斥華書主主諸軍奇 (詞) 總) ，句'f鈍， 113也衍。 

90.	 的主導布施幫會:> '份子 103 。 

91.絞抬到 f虹燈些例子(真 119， 12岳-29. 134-37'等)。 

92. 	{序耳聽發言等新{終;經>> '句子 4，泊， 96-97 0 

93. 	 Leg阱， N，叫tori-耐1 Monument， 淌， 

94.	 參本書學紛第較完，要的文立耘，比較… r Young在他的 "Theologyand lnfluence ," part 立，爽 9對
漢字排列紋絲的分析。 

95. i姦撈句子盯在本卷的偷車畫中 4起草目。
 

96。雖然 Moule1裝書長「戀直是日 j 可能是{葉綠鉛十架的機話畢竟是法J (Christians in Chit捕， 37n.20) , 


97. 	<序聽撥給所仔們經:> '例子 23 ' 

98. Youn草. "Theology and Influence," pt. 2, p.20. 


99、 Fost肘， Church ofthe T'ang Dynasty, 113-4. ;以反 Saeki ， Nestorian Documents , 34 
 0 

100.	 悠然 (779 一富的A.D.卜憲宗忱的一在20A.DJ 、武克拉 (840 …串46A.D.l和黨宗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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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奪 最早來擎的基督教宣教組鐵 

859 A.D. l 

10 1. Fosler, Church ofthe T'ang Dynasty , 130 '引述 Abu Zeid '他於八七八年到後中綴，車安街 

Achbar ul Sin wal Hind (Observations upon China and Indi.α)-響。 

102 九四三年， Ií哥拉伯詩人 AbuDulaf略稱中國仍有摹督徒 o AbuDulaf 乃尋藍布哈爾 S闖闖id

主庭之命也使中國~他提及在數個 f也沒法辨識的城市中見刻，茲督徒和教，殼。A. S.Atiya, 

A History ofEastem Christianity (London: Methue且， 1968), 262 '但我們卻不清楚那些學城市究

竟安全在中蠻本主還是在中獨邊界以區的中型 o 

103 參本書頁 322 0 





第寸六章

基督教與早期的自教 

f 真正時( 'Umar b.' Abd a]-Aziz) 發位 (717 A.D.l '他們

(那及議的墓骨徒)總結他們的人數己所餘無幾. ,.. •• ~符

拉伯達年社戰，他e們要負持沉苛的稅嘖以備軍纜，他們

亦飽受 u省長)不平等的聲持。典時下令調發他，們的人

口，發現已下跌草原來人口的十分之…... ... J 

一一…巴勒轉堡 (Baladhuri '卒於 892 A. DJ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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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棚的鬱罕默梅和西方的查理嘎( Charlemange) 二人在基

管教世紀的復去當年 (500 - 1000 A， D.) 將聽個世界躍史翻轉

過來佮體罕默僻的出琨，象徵著車主督教在豆豆洲的失守，題

則代表主義管教在聞方的勝利。然而在教會歷史中雪沒

的失敗多亦沒有完全的勝利。但亞澈的基督教會在中東的蹄地

盤問教勢力所奪，比失去他們的家鄉更為最賞。這是慕督教發

展最初的六百年內，在對外擴展上首次聽到長期的攔阻 o

七 t堂紀中藥，問教勢力稱謂詩中東多雖然令聰洲事基督教單史

中的波斯紀元摔然將給雪但立豈不意味波斯的事基督教從此總誡 c

體家動鐘過常都會引起宗教組害，雖然當時天下大獸，但基督

徒卻沒有選受她苦和屠報 α 相反，有特當的報據顯示波斯的

豆、多餾信徒歡現阿拉伯將他們能說教的組審 rþ拯救出來;研投

怕的統治者亦發琨將華督徒瞞離鐘茄以利用，院辦除他們更有

利。英鷗著名歷史學家吉本( Gíbbon) 請基督純正面對 f 一于

輯錯，一手執吉觀經的榜罕默種 J '然而境偶輯馨的比喻犯了

雙葷的錯誤:對穆罕默韓東說，雙雙盤才是[塑典 J '古藹總要

待他死後才晶視。而就問敦和 3鑫督教當間的觀標來說，以 f銷 j

作 l:t輸較清Ú J 為錯，因在臨場戰爭後，基督能發現身陷間教

的網露中、反而報害並不 。雖然身路網中不會太舒蟬，但

至少比面對輯來得安

平及九世紀有關聶思多留能接歷史的《問瓦爾 j編年史〉

中一位換名的作者撞蟻波斯的錯忍多留仿徒對戰勝的阿

拉伯人的態度時，措辭十分正面。阿拉伯並沒有要求器督徒和

猶太教徒放棄他們的信縛，雖然備們要負搪沉重的稅蹺，但聽

體來說雙龍們沒有遭到嚴背的苦待 o 這名的遲至基督教的史家講:

訶拉伯人寬待他們，上帝的思興(尊崇械，的名)令關中

-Jt繁榮，阿拉伯人得勢，拉姆徒也感興脅。願上發使

他們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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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義實教與學戀的自毅 (622-1000 A. DJ 

穆單默害數與基督徒

當悶拉伯的浪潮捲至 3 華紛提為了保障自己在宗教上的權

利，很早{更早承認踴罕默德的地位。據說榜罕默總曾與那及幫

(也問北部)的基曾提和「所有其他的事事督教宗諜 j 聲音r了和

約，基督教和阿蛇伯的發科中，均收錄了此條約的抄本和擴

錯 o 2 f也有可能麗的跟那及蘭的教會壞成了特別的協議(對問

伯來說，那及蘭是阿拉伯 1輯部著名的基督教重楓) , 3 紹這

協議可能就主義復期協議的搬觴。然寫穆罕默樺的生平嘴料不

詳 4 我們實難確寫究竟他;有沒有眼喜事瞥教群體作出{查詢正式

的承諾 o 奧瑪的章 J 可能是第一份全個勾勒當白手蓋骨挂在間

教勢力下研享有的地性的文霸主。奧碼是穆罕默德的臨父、亦是

能第二任繼承人，他在穆罕默德死後 (634 A. D.) …兩年諸位步

一直豆豆 F哥拉伯人奪取按斯室主都由流基泰摺封後十年。

穆罕默德本人與基儕徒確有必交往，而且對他們聽有好感穹

然而體字默憊的後人卻將他們徹底征服。偉與 4名攏。督徒初故

吾吾麗的事跡跟他大部分早年的戰爭一樣，不盡可佑，但卻為阿

拉伯和基督教的史家津津樂謹 o 最早替種罕默梅寫傳吉己的八世

紀揖教作家伊本伊薩<ibn-Ishaq) 的紀錄可 f音程度最高。他 

flJ耀罕默權十二歲那年障問叔父的商隊對敘利亞的能巾，在沙

事可拉伯人的落營一叫做論主教盧布-"上玉堂 (Bostra) ，墟上丟在督教

修士自希拉( Bahiral 。請名年老的修士認為幼年的穆罕默德天

試與巢，因此保護他免受惡人研悔。 5 伊薩接對男一位名杰

(J的r) 的鎮督能對韓罕默態聶深攝的影響警 f也可能是衣索阻

人:

據在所知，這~使徒經常生設本為章 (al-Marwa .情歌麥

加的小山) .在一名年輕的暴督挽杰巴的輯中。杰已是

哈扎美撓的做隸，總比他們說 r 穆李默硨從去年督從杰

忠身上攪得最多東西。 J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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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胡傳統說法調場罕默德第一任委于-的其中一名表兄弟

基督後，你名努發。在穆竿默讓所有親朋中，努發對基督教

的認識確是最多。他被構為哈尼夫 (hanif) ， 這調是指那些對

多神信仰不滿實卻對模糊的一神觀念:產生興麓的人。 7 有人指

出{攏在離世前確成為華督徒。 8 然隔鸝古什麓的體罕默總醫岳母

家族是異教權仰的既得利益者。他的曾祖父哈均替古什脹等主眾

主IJ 為麥加「盟寺 j 克爾巴白的報塑者提供糧食和水的權利多問敦

的後期傳統指天能就是在麥加向全公漠的葉甲顧現，並搔救了阿

拉伯人的祖先一一一年幼的以賞，瑪利(比較創三十一 1弘20) 1IT 
當縷罕默聽出生 9 學奇的是充斥著偶像。最神聖的是「玄石」 

(black stone) ，根據某些傳統，這石來自天堂。此外擺有響加

諸神之首的朝拜 (HubaO 摩釋人的雕像。

穆罕默德並非天生的讀袖人才。他出身寒傲，家護中誨。

由於偏是增腹子，故 lt仁接照阿拉的的傳統 9 不能繼承父親的邊

。他自扭父撫養，復者是哈申家族之首。三十五歲那年，緝

的命輩輩開始改變。他雖比他年畏十五年的當攝錯，禍，在優裕的

活中，他聽始冥想及體會神秘經驗。六一 O年，師節勝利的

波斯軍將君士坦 I擎的軍隊經伊得撒趕居安擺阿和迫9::t攤，問

當時四十攘的穆竿默德于生冥想、中部閱始出現真象和聲音會 f啦認

為述一切東西時召他作 f 上帝的使者 J 9 

時阿拉伯半島鸝遭不安。雄罵和波斯亦在近百年 

(540 - 629 A.D. )禮綿不錯的戰爭中兩敗俱傷。當戰爭持續

七世鈍，造兩個完氣大傷的帝國亦漸漸無力保護住於 1'.Þ漠攝緣

的阿拉伯附庸鸝一一位於西北方致忠，羈鳥的加鏟思主，以及位

於東方租兩方多效忠波斯的投輯米種和也鬥 c 在造些獨家中，

一性論著樹籬思多間信徒分別在羅馬南部邊酷和接近按其好

的地方建立了阿拉伯人基館接群體。財寫本積建設在(阿拉位帝

間以夕1、)非洲至輝罵接利亞也北而甫的戰略牲行商沿線 A帶的

中立區、當持問拉倍的基督使群體發展相話要堅勃;然而現在經

濟租政治的權力口擷漸由屬中的福音化地講轉移到非洲i至數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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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行商路線一帶播音未及之露，和嗡地位、議中信奉與教的鵲

麥地部和麥加。 10

楊罕默棒的敢示被當日的眾教界和社會帶來 F嚴重的問題

和引起了分化。他反對聽教徒押偶像並宣稱只有一位美義和全

能的上齋。這對麥加的等黨內學搬j 構成威脅。韓罕默種勸喻

那些主要籠高隊和香客身上輯軒的宙人跟窮人分享他們的期富，

以解釋為何窮人較富人至百多接受住i敦。的的教導制弱 F親

族的關結性吋以財富!而非家族將人區分。整館社會騷動站來，

穆罕默據情屬的占什展中在財有幣的成錢繞他如眼中缸，

:欠曬 E 的事件中，穆罕默總被逐出麥加 11 

f也帶同七十多名鷗從搶到離麥加以立的二百英峙的葉斯堡

←(按自記念:他而改名麥地那) " 12 插教以六了三二年培坎名為

黑韋拉 ( hegiral 或希悲拉 (hijrah ' 拍成變方舟， l~r.處作內多 

j 肉勉強亦可作「也亡 J l 的聽懂為國厲的紀元元年。 13

在麥地那、穆竿數億織總攻擊多神的倌仰。當地有~多猶

太教籠，他與他們有重要的聯繫 O 體罕默誰與誼些猶太教徒畫畫

訂了立梧寬容的盟的，能認為將于茵太教健和 I的教徒這兩個同屬

一持倍仰的群體觀結起來是含情合理的" 14 f皂為借口的路睹者

立了，敬拜的規條，甚束訪鏡猶太人以號角召喚他們禱告‘。

悄進{題目猶盟約不久{更失效，回敦的縛統暗示是四為子生麥地那，

車來聽多猶太人認為髒罕默撥就是再來的獨賽車句故此便加入

這群來告麥加的信單行抖。的

不論如何參穆罕默館最終得以坐上個樺的位竅，並非臨與

猶太教在t:結盟，乃是由與麥地那的阿拉伯與教群體結盟。 16 他

先知的身分終於獲得大家的認可實媲美表會了策動教能作戰，何

立在令麥地那變成頹組散瓦的部接們寄予中，他扮演 r關鍵的政

治中立持裁者角色，教治手段得到大大的磨練。他首先觀結了

麥迪那不和的人誌共向對抗麥加的精拉伯商數(亦是他本人的

敵人) ，帶領他們楷毀麥加的商隊。接著科用自己關猶太社群

解豬頭釣的理由圈綿起阿妞'f白人，對抗猶太人的宗教的仰。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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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懿 j蔥、他們拒紹祖唷只有猶太人才是(上睹的于民 J 多更跳

動他們嫉妒興盛的猶太人。猶太人樓擺放棍、謀害和處決，鬱

罕默梅亦閃而受到猛烈的抨擊。 17 個 i三J，f全面向耶路撒冷朝

現在期教導偕接投:面向聖城麥加中的克爾自持搬。制實第九偶

月的事實戒取代了代贖日 o 六三 O年，團結的麥地那軍攻佔→f麥

加，帶備軍隊凱旋入城的宗教唱補工Ei是麥加市間會嘲弄和排斥

前穆罕默棒。廢寢莖 i此，周教已不單停聲在統一阿拉伯半蹋的

地步，非本蝦是猶太宗教的變穗，他們的嶄新全球雄象，

征服整個世界。

跨年較按時間，轍罕默種帶續五萬幸在轅北 f制度斯的南境。

若不是體罕默梅於兩年棧道擻，同行的巴格昂魯緯豆豆 (B綠的anu

Wail) 和塔克爺 (γ'aghlib) 這兩個主要借奉基督教(基督…神

論)的姆拉伯部脹，臼般可能會成為他很大的幫傲。

主義督教與古蘭經

若望要知道自殺捷初緝的其實情況，就得當先從古構已經找

答議。 18 古蘭經中的.~言，十四章是穆罕默帶身撤後，他的繼

任入登位後才結集威脅的，自體罕默德生前的審記負責蒐集鋪

成。最初的草藥工作在問教教三位奧瑪( 'Umarl 在位時聽始，

正典則於回教教主歇斯最 ('Uthman ' 644 一的6 A. D.) 在做

詩完成 O 盤中的異象和韻育的日期甚兵，爭議，究竟哪一輩廳主全

穆默傳單生存在麥加的教嗨，哪一卷屬於他接期在麥地那的教

導，學者夜，有一致的看法。如若我們接受權罕默德對主主管敦信

仰的認識是有某種度的改變多加上從古蘭經盤體來看，我們可

以說他對著督教的容忍和無知，是同樣士也令人驚

有聽新約和童醫約中的敢示，穆罕默德認為主啼對猶太的先

知、耶穌和使提所說的話，星接對他軒說的話並無衝寢。 19 在

蘭露中，舊的的影子十分純顯，雖然新的的教導游重要多也卻

是零碎不至去。然間這並不是體罕默蟬的錯，布朗(L. E. Brow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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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茗﹒基督徒當時乘車年時拉伯人擇自學會書寫 f翻譯第

是先登弓裙信 的宗教歷史本F哥拉伯聖經，不讓吉

可能會改寫 J 0 20 五百年，阿拉倍

體克壞謙、轟思 獄或是基督一性論的佑從今的沒有

將率~約聖經番事譯成阿拉伯 。 21 由此當穆罕默總要替瓣 J的

神取名，就是那位同受盡監督能與猶太教徒敬奉的上帝，他沒有

採用上帝的希伯來和希臘名稱，而「頗為猶豫地 J 擺悶了問拉

伯上帝的名稱 安拉 (Allah) 22 韓罕默禧~1f 普通 jJ 保他0 

樺的佮仰，劉除所有阿拉伯的神像和述信色彰，一方言語卻將甜

的信仰根撞在阿拉伯的縛綴智能中，這實在是宗教進入文你的

耶穌基督，穆罕默總蠍對他無比專宗，但卻只視他如

眾多偉大先知中的一位 O 他最早司令:古蘭經的第十九章捉到耶穌

統的紀錄) 23 跟摩間一樣是先知 O 雖然穆罕默總

間多個耶穌在回教龍個「真宗教J 的歷史上所得的 

G 他是「使者 j 、 f 先生圳 、 「僕AJ 、 f 真話支 j 

f 上脅之議室 j 、 f 馬科亞之子j 、 r5爾賽莖 J '自教的歷史從

那辭。姥串童貞女攬生、好轉鎮、在世詩被接升夭。必

始在世主要的任務是鞏固先知{券投給豆豆伯控罕子彈的律?去，

帶來「一名使麓的喜訊 J '他會在飽之後來到IJ tlt 上， r 名字叫

艾略默檔(梅罕默德) J (六十一 6) 。

關織中、很多對耶穌生平外加的細節都變成了，怪龍的放

紀的基督教改短與曲同玉。離例說，吉蘭經調耶穌

在詩話是的禪讓樹下出生多天使紛咐為科豆豆搖動轉棄蠻立在戰部唾

棄予。始紛發封建席從天上下來，桌子{繁復夭高鐸 O 然需要三黨

的問輯是古蘭經中的持學含意，古鸝絡中有聽耶穌釘十架的

事，

的聲輕的描述。古蘭經指耶穌立全沒有死 τ 他巧妙總撥

故，自始的?替身取代他{十九 22-26 ;又 49 ;五 112-118 ;凹 

15γ) 25ó 

我們很難指出究竟穆罕默縛在哪時及如何發現他與基督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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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分歧愈演愈深，因為古蘭經各章出現的日期不詳。而最

其爭議的就是古蘭經在哪時成書，或許是穆罕默德於六三二年

去世前不久。第一吹經文的蒐集要待至君主奧瑪 (634 - 644 

A.D.l在位時才進行，根據傳統，這些經文來自「棄葉子和白

石板，還有人類的胸輔」 。正典最後的編碧藍工作於下一任君主

歐斯曼在位時完成 (644 - 656 A.D.) 0 26 

在那時，穆罕默德開宗明義否定三位一體和耶穌擁有神性

這些重要的基督教教義。他承認耶穌升天，但卻無視他在十架

的受死。穆罕默德解釋他與那些他稱作「信奉天經的人」出現

分歧，是因為基督教聖經的思想並非前後一致，他又指控基督

徒在他們的文字紀錄中蘭改了上帝的敢示，因為上帝不會改變，

上帝對他們所說的話本就應該跟上帝對這位最後及最偉大的先

知穆罕默德的敢示一致:

你們當確信真主和祂的JfJ-.使者，你們不要說「三位」

上主是獨一的上帝。祂決不會有兒子... ...啊!耶悴，馬

利亞的兒子!你曾吩咐人「奉我和我的母親為神... ... J 
嗎?祂會回答["我不會說我不該說的話。 J ......那些

違法者(基督徒)竄改了真主給他們的話語... ...信奉天

經的人(基督徒)啊 1... ...你們為甚麼明知故犯地以偽亂

真，隱諱真理呢? (四 171 ;五 119 ;七 162 ;三 71) 27 

儘管如此，總體來說，穆罕默德對他在阿拉伯所遇到的基

督徒群體保持友善的態度，這與猶太人所得到的待遇有天壤之

月1] : 

與信徒敵對的人中，最強硬的要算是猶太教徒和異教徒

(多神教徒) ;而與信徒最親近友好的則是那些自稱基

督徒(拿撒勒派信徒)的人... ...這些人專注學問(教士卜

與塵世隔絕(修士) ，且毫不傲慢。(五 85)

然而當強化了的回教思想漸漸散佈在古蘭經中，回教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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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的信念和教磚上的分歧愈昆明鸚多攀3腎徒赤與猶太教接受

到同樣的貶斥:

信奉天經的人啊!你們不要叫稍大教撓和基督徒為朋友

和保護者。他們彼此作為對方的朋友和保護者。你們當

中誰以籠，的為親友的就是與她們一夥。真乏必定不引導

不義的民眾 o Cli... 54) 

穆罕默德離時時，清楚知道他最初以為自己親的敢承可以

吸引猶太教怯和幕督繞追些早期的才你仿仰者的希塑只

而當時基督麓亦不再奢望回教議會改學慕智教的…神伯仰 o

穆罕默撞最緝令分接受新約和幫約多但為何卻沒有成為基

瞥籠?土文提對其中一盤累思是當時沒有財拉伯文學經 O 他後

來沒有機會認議離純正典真正的全稅，問他攪進聽準說的聽章

購卷又不足以打動恤。鐘情祝顯示出波斯帝盟和拜占路帝鷗治

下的敘利亞基督線對阿校伯人的文 11:捕聲不夠敏銳。為何洲

的章教士將草屋飽翻譯給較知名的邦臨如敘利亞，又將部分翻擇

盛裝文，卻沒有摔成河投f告文? 他們認為不值得為阿拉伯

人付 X.這等心血?能們有時甚是將發表分聖經譯成中豆豆某將攤主妄

的語文，但也沒有譯成阿拉伯文。若梅現擊意味著文化和種族

的歧視，那!聽附拉伯誼個自視甚繭的認帳定會懷偎在心。

第二個原倒可能是基督徒本身不闢銷。當穆罕默德知悉中

東的基督徒分成不同蟬營，有轟恩 5各組傲、基督一位論探和迫自

主立教按步還有興端分裂出來的按期望 f也可以肯定若純學要轉求阿

拉伯園結和進行宗教改革，絕不可能在基督教的題予內

第三個原因可能越遠在督教與何拉綿的鄰關鷺立政治欄標研帶來

的負面影響。解加屁帝國民族相估嘲克概正統，波斯藏大的少

數報是聶思多留繳費開衣索恆甜則直是革督…性論的天下。拜占

鹿吾國治下的敏和j豆豆亦有為數不少的暴督 a性論者。 PC特 (W. 

M. Watt>曾寫議 í 古龍鐘給阿拉伯人提供可以媲美猶太教

和基督教的一神偕悴， 1ê.卻不諱燼幫個宗教皇畏政治披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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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系。 J 2倍

撥罕默德最接沒省成為主義脅論多障了以上這些理由和推櫥，

的是能強烈相信「善良和仁愛 j 的獨一真神在照先知中

能多並直接對他說話，與神從沒這樣做多以後亦

權並非因為他應付其仰宗教信仰、社會主畏攪成政府

的手法成功，乃是因為他赤誠做飯他的宗教信念。他是告鈴的

划，迪是他優勝之處;但對那時沒有跟誰鏈的人來說，措訴

你的弱點 O

四大間教教主詩期的這鑫督教 (632 - 661 A.DJ 

默棒乏主聞傳道的 維持了十年，由六二二三年的

一二年去世為止， 耶穌公聞傳進的時封閉

十年中，他的伯眾建續路過早期基督教會在二百八十

的群體。然而在他去當前，這顯宗教群體僅讓 f

知 J 一人的威望雄擊。自教得以在能死後短短三十多

路撼聲鵲世界的政治軍事強路，全是飽緝巍的功勞。

稱為 i罵大師教教主詩期 (632…的 1 A.D.) 290 

並不和平，我們可以借用較分裂這個物理現慧泉嗽

J1t改變革。在這場變革中，宗教的倩念不但沒被削 

fffl在這位校門爭中獲得提升、〉設在憫人的權力門爭中成形; 心次

宗教改革竟然造就了-個 人的世界帶齒。穆罕

的時 f俠、他的聲力還末，攝及整個阿拉伯半島，但接近

統治的末期，阿拉伯的自教勢力己也肉，擴展至立非富庶的地區，

望;拉達 亞洲-迫近印磨和中

統治 F 的亞洲地的門 

@ 

默縛離 t世時，大多數人會以為他招君主阿拉伯人為

蝕的精摺定會落空，就如她打算以自己新的敢示打動幕督接和

猶太教怯的夢想-樣幻滅。 3υ 倌攤前的時候並沒有子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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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組差點兒令 f先知 i 辛苦經營的榜攝林團結精神毀於 d 旦 G

穆罕默德;有十六名妻子 31 很多是因為要平息部族的門事 I削ifI!

通來的。{也最疼愛的兩名妻子分斯是九歲便嫁給甜的向伊莎

和漂亮的科普特幕特提瑪利雅，另有兩名妻子是 5萬太人 G 著那

名基鱗徒妻子或獨太華妻子亦生下兒子，繼位的問題相信會變得

更為複灘。然 l耐歷史上記載只手言瑪利維研生的…名兒子伊巴謙 

( Ibrahim) 能成長，可惜 f 先知 j 打算立為繼投入的這名兒

不梅爾歲便夭折了。

穆罕默聽說沒有兒子繼承衣餘，又沒有事先安排接任的

宮、於是便有人建議領導的機力由麥凱和麥地那隅地瓜分，但

站崗後，盤是推選了穆罕默德的密友何有白:克 (Abu Bakr) 

Z有信任 IEl 教教吏。 32 四大館教教主均典禮罕默德;有直接聽係 O 

~IÏJ布自克和與瑪夫是他的岳父要敵斯藥和阿至說是他的女婿。 r

知 j 的治權由檔家族中的人繼承。 f 先失1] J 之後的權力使葾在

她家脹的成具子上。

家脹中的門事鼓點毀掉回教群體。一名歷史學者稱這段時

期為「外在權力和內部分裂 J 。"雖然回教打了不少漂亮的勝

仗，政權亦已議中在一個土上誨的權檔于上、然而偏們中闊的傾

寧Lmz沒辛苦因此消失。四大問敦敦主中，只管…-{v.善斃。歐斯

和阿里選問敦的兄弟暗殺，奧瑪則攘攘斯奴轉行刺。諸段時崩

還未結束雯問教的圈結輯神便已破壞豆豆無法修補的地步，穆

默i車輛名女婿的追臨者在慘烈的內戰中將財敦的天下一分為二。

派系門爭一直未能平，皂、 o 第三任問教教主做其rr發雖然跟體

默德的女兒茹克葉結婚，但他重視飽所厲的麥加種為亞家 

(Umayyads) 過於穆罕默磚的處緣關懷。他將剖教教主繼位的

力交給 f 先知 l 的社群裁定多而非自楊罕默蟹的親屬繼位。

根據)占襯鍾的記載鞘塑詛iI (Traditions) 的詩釋，只有這樣才可

繡保起教傳統的純正 G 歇斯是攝下令編輯古蘭經真本、此躍進

削弱了親屬的繼承攏，加強了群體和古讀蟬的成望。此事

部引紹了繪罕默諱另一名女嫣阿里的不滿。他與梅竿默線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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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蜜結婚，生下來的兒子本可轉租緣髓係雄性 Q 歐美詩蠱的

心顧而鑄兒，因為政府定會確認楠真本、鬧非攜認先知的建

裔，他下令錯毀皆有與真本有餅的社聽版↓ 34 

歡斯壘遭 H音隸，筒里雖有間諜之嫌，的仍獲推舉丟進第四任

間教教主。始即位後，家族的門事便演變海 f委馬斑家接與幫

的跟隨者的戰爭 c 阿里的統治短暫何血腥，他亦是在無法平息

的內亂中擺暗殺。握著是歐斯蠱的縷為亞家映當跤，掌權幾近

一百

歐斯曼和阿盤磁兩個對頭入雖已去肘，但報系的門事的末

，而回教世俗和宗教的權力中心究竟屬哪 4方，仍懸而

決。直至今日，閱單位然有梅磁者，他們名為什童基教徒 

( Shi'的莓，意即阿盟的一黨)。 你們認為權力不在推舉出來的

頭家鋪袖國教教三位身上，乃在眾教頓袖伊瑪閱 (imam) 身上，

他必績是穆罕默蟬的女兒一……筒里的要妻子法蒂密的後脅，是黨

精神典故論力套設於一身的讀袖。什葉激是回教最強大的少數文

漲，較路行於伊朗，附拉伯度不及。相對之下，阿拉伯的多數

漾，現稱遜尼誤 (Sunnites) ，跟他艷的典範人物歐難聽一樣，

認為權力在宗教鮮體上。臨個群體廷續了 f 先生日」的強活和聖

，他們擺擇島己的領桶，並確定古蘭經的解釋。然而這幫餾

問教的京旅館有相似之處:遜尼攘的群體及 tt-草草攘的伊碼的

真理的教導上，均以占蘭經和輯部1 1.這最將構戚 35

些年間，雖無整餾家族禮建慘斃， f旦傳教的主詩情卻沒

懺悔 o 第一位招數教主阿布自克在位短姐兩年已顯出他的實力 O

他先鎮壓了阿拉信半島上搬離的餘落雪然後派擺闊拉伯軍隊攻

打北面強大的波斯帝聽和拜占，聽統治的思革拉斯吧。第二路敦

敦主與塢的攻擊，令部分暮餐教化的阿拉的接喬域邦瓦解，它

11'可分別屬於 1輯方的也門、械斯邊擋的拉赫米梅和約以東的加

疤。 36 又搬又餓的女共健全þ漠濟竟會跨世上最激庶的觀裳，

離中國不通 o 是情況好注歇劑的蠻脹從北方的森林闖進驛馬辛苦

圈，現在同樣的事憎發生在頭餅，但這些都蜈並弄來自北方，



單壁壘起 可 一、

第十六輩革蠻教與學灣的館教 (622什 OOOA.D.> 353 

4童們在南旁的涉漢城蝠，湧入身自法新丹和希輯和波斯的亞洲轄

區心臟地嚕。中東文化在七組沒落跟二百年前羅馬遭洗劫的

事巔，叫人同樣感到

非種 (636A.D .J '附控伯的民都因人在兩吹會戰中擊敗

了波斯的薩榮王朝和辨出賞這繡馬端兩個醒世上的強權。他們在

的旦以東的盟姆科阿大敗對女悶]“:酷的君主赫控克留 (Heraclius)

的軍隊，把拜占朧的蘭隊離總茲去小盟細亞的 LIJ 服。亞揖科河一

役後，據說赫拉克關問爛 問海、嘴 I 別了，接利亞。對

~{王回教教主臭瑪

同年，在吉巴比槍以階俗、攘的 端的卡墟霞莖

落入這些長娶的當教民 也不權分癖。韓桑

王朝最鍾的國君束語革中蟬， 要姆拉伯人窮擋不搶，

他始終未能遴血緣墟。 汗邊界附近，當

時的木麗域，他被部下聽藉。木鹿 路的商隊駐點，

f立於通往中麗的室主教士路線 多留三位教

處。 38

第二任回教教主輿瑪 (634 。44A. D .l 1能性峙， ~在東方

教會的歷史上，國曾頓下佔續 督徒待她的制令而聞名，他 

2年間打敗信奉基督教的拜占鹿和佑恭祝嫩的被斯而聽我大噪。

「奧瑪的章」是回教國家在行政架構上黨組的 部分，阻教

從一 a 隊軍隊轉變成一個帝國 o I 奧碼的意 J 傅絨的版本可能不

會早於八二 O年，但基本的大綱明顯是激於輿瑪…嘴在位時典

是在督教城市所室主訂的許多蝶，的。其中一個餅子就主義六三三八年奧

瑪攻取耶路撒時所鐘訂的和的" ~東款簡單寬大，令大累累釋去聽

攝: 

4也確保他們的生命、財產、教會、十字架、息病成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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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全你們索軟的其他，方過不受影響 Q 穗，們的教會不會

被改為益所式通破壞。他們不會受封索敕迫害 o 他們不

會~擴大人飛往。誰想攜 i哥家財到希臘人那衷就要離開

他的敕會和留下十字架 O 收割後才需質賦。 39

時間過去多其他回教教主轄區亦將管泊其他宗教的轉

民綠 i9~編製成典，的章亦詞兒清晰詳攏。不少留京令少數民族

端位問題更形複雜。社會中一艘基本的割分不頓取決於宗教?

亦取決於種族。當大部分被揚之民改信臨教後，阿拉伯人與非

阿拉伯人的分化純的現。問兩類 il古奉天線的人 j 亦有不同事

一類是自教徒 2 另一類是基督徒和猶太教徒。「信奉天憊的人 j

與異教徒之間存有鴻溝。在較繞這個顯劑中$訣教徒的地位較

拜偶像的人為高。雖然校教徒較義督接更為自制，但阿拉他人

瑜，怕他們會令披斯約國家主義再次抬麟，所以把之排行末後令

阿拉伯與非問校前追首餾區分在美為鼓聲，對可能牽帶對其

中的宗教問素影響笑聲 O 阿拉伯稱霸梭 3 人民在偶像式的多神

敵拜和l 凹教信仰之間並沒有擺擇。阿拉的人必定要歸信回教，

否則只有死路一途。沒有中與路線可走，亦不能以賦稅代替死

沖~ 0 效忠古樹紹紹對有助輯結阿拉伯民族，儘管可能會在其他

方制引報內部分化。

然祠，我們有理串相仿穆罕默權建的與阿拉伯基督徒智吹接

觸時、對能們的管制技菲如此嚴賊。更少有憐緝例子顯示龐大

的阿拉伯華腎徒杜群獲;性保持他們的信仰。當榜罕默德的接任

人後來質疑他們時令他們鑽研諸「先知 j 的商吉。在南部位於

也門本主北桶的那及蝠，阿拉伯基督捷的數目多達四萬、大部

分是基督一盤論者。機說f最們獲榜罕默棒本人特許以賦幸免代替

強制的改教;語言奧嗎…→吐下詔 f 阿拉伯半島不能 i可詩詞存在

個京事扣 ，能們便道騙建至多是索不達米豆豆，但仍獲准保隨他們

的信仰。這。在更高頭，也門本土的阿拉伯 接接至器，須面對

過聾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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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顛倒于是在東北強大的塔克聶阿拉伯部主失所攏的待遇。

他們曾瓶穆罕默權跟兩端的設和亞和 不 的最後之戰

成為他軍耍的支援。你們聽鄰關拉攏米f蠢的聶思多留寬教士

接角戀後，大部分的族人便改信蕃督教。戰勝梭，他們身為悶拉

的人均必讓歸f寄回教，不然就要表明自己是非問拉伯人，但他

們拒絕 o 他們為對自己的呵拉他血統和革督教信仰自豪，不聽

意放棄任何…-樣。最後他們接受了協議:若他們向意繳付雙偉

的自教室主窮稅 (Muslim poor tax) ，並答允不替你們的子女施洗，

你們便可以在不改奉告1教的情況 F保歸他們的阿拉伯人身分。

上多他們自己相信，也令他們的嗔主相地們向意，

樣禁止于交主義覺 j先是不合理和無需要的多，不管如何，她們繼續替

孩叢施洗。 41 儘管如此，戶的韋伯人始將要輯對錯f畸重大的投擇:

間教還是死路 o

然而對非向于立伯人來說，征服者提出的選擇較為寬仁 3 倒

比較引力亦大得多。對那啟拿不定主義的波斯和提利亞基督佳

來說實不是自教和鹿死之闊的抉擇;乃是禮揮間教，還是在

教穀屑隘中鬱鬱闊終。 42E的於典王穹的政策只是預示這餾基管教

居蟬，當時攏未發展望「輿瑪的章 j 中所提及的最後棋式，

待王三臼後{委將亞王朝的問教教主統治期間及軍梭的普

居鐘才發展成熟，這容後再說。

四大 i道教較全在位期間，內戰令社會動擺不安，於戰爭中

出現殺敬和可佛是議，賀!囑難免令然詞在波斯科純利亞龍瑩的

領區內的基督徒總算是獲得十分仁厚的對待。的尤其主是敘利且

被佔領後，數目龐大的基督提蓓在阻教的統治下多問教教主所

要童話對的宗教 r，，9 廳，比任何一住在的之諧的波斯主都要艱錯。

在波斯弓華督教只是少數人的宗教，但在戰利亞，諾大部分人

信奉基督教。然而對自救的統治者構成更大威脅的，是墜督徒

的知識水平和社會背數都較他們優勝。在先進的波斯，雖然國

的背景有利於扶較多但基督教和扶教在欄中是分瞎說體的。

但在阿拉伯發動戰爭的初期，被征服的關家才是文明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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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糾正報者的然未蛻離主);漢游鞍戰士的本色。他們扭過主城市，在

巴士拉李白黨法是事總路。要這皂已建造軍營。

結治{占嗔屆中在這種情提下，戰務的同拉伯

非回教徒的最有錯芳法(若不是屠教他們}就是錯效戰敗的波

斯王的措施，將他們與好戰的阿控伯人分偏食把他們集合在宗

教隔離國蛾，限制恤們的政治權利只及於他們自己的社群內，

然後安詳他們工作 o

他們不攏在革中服役。輯作適種較低 1脅和明顯孤立的職

臭豆差不多:全美是戰敗的人民謀生所依，不論你們信奉何種宗教。

但某些尊貴的職業多年來均由基督徒和猶太教徒搶任。在麥加、

就算是帶罕默釋之後的數代言的可找到還督徒和猶太教徒的

生、音樂家和衛人宇士群。科樣說自;教教主毆斯曼十分

徒詩人艾令，舒怕( Abu Zubaid) ，甚至三鐘而重之邀請他

他身旁。的聲智能所受的高深教宵偵他們成為成府的驅脅和

師、哲學家、建築師、科學家和華藝術家的熱門人選，部分

徒在全鸝或當政府中更獲躍升至三為勝多但卻1 常有高處不勝

奧瑪一世在位的 士拉的酋長艾什耳惑。

用了一名聲督徒書記 46 話自教說治最爭力的五十年(誼至五十

間，政府的文件是以希臘文、波斯文教科普特文記錶) ，的

數甚至害的文鼠、掛書和行政劫現都是在教府不同的辦事處工作。

敘利亞，這等工作人員大部分都主義基督徒季或主是在間教

國 工作前曾是基督徒。

問教教主在初期沒 洲教會的 fa大宗派: 不建

法斯的聶惡多留誠、 敘利亞活動的 一性論雅

各比書長勢和在戰敗的努 的迦克敬正統(

的麥基王，故稱 )。當中以蠶豆、多

，他們的主教最癢准保 他在波斯舊都西 的蔚

。阿攏伯勢力統治時期 位的主教長是耶 (628 一一 

643 A.DJ 。據稱當時是你 默德談判而建成 份和議、

能聶忠多盟 f吉挂在回教統 下得享有利地悅。 本亦是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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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時抵壞聽束，首鷹在中國

聶盟問:主教長 lfÏ>者啞的繼任人烏拉瑪 (Marama '“?一

的O A. D.l 據輯部在回教教支持望于 t替基督徒騙取了相闊的

保議協議 ， iê. lI:七寧未獲證寰。緒戰爭期間敢權由非專基督教的波

斯轉移至三非基督教的阿拉伯乎士第三名主教長耳容審亞三世 

(650 - 660 A.D.) i泣乎組應得棄不費力。他;在致法斯主教的

稱讀他的新館主['他們沒有攻戰革督教，夜間讚揚我們的

信仰、敏重我們的教士…*… a 枝將好處給予教會和線權謊。 J 耶

書草之三世對這段新鶴館信心十足實他握酷法斯主教縛教的權柄

和對印度教會的職責組持不變， f進拍這名主教已達室忘了他作為

教士的實任。 49 後來在七六二年，當阿拉伯將政府的中離出

草還位在于瓏，只有編思多盤錄犧准將他們的主教長的性

處護性新都。

基督一性論者不種准在西謊話泰lf9封鞘 建主教轄罷，

然而種各 bl::派(當時的名稱)卻發現，最低限鷹，在阿拉伯進 

9 他們作為宗教問糟的法定地位不但沒有受指誡 9 反耐 

t是升。駐捷查士了大帝於豆豆二:“年進行總書，他們總在君主迫

于堡正絨的拜占應泊權下被歹甘為與端，國家不承認他們的教士、

主敦和主教艇。但是由針對回教授來說，所有取督徒都是現端，

纖使波斯的轟惡多留信徒較得掌權榜的數心，但雅各比揮受 i投

視的程度跟 多留估接或正統的 徒村去 太蓮。

利的的種各比械教士戰爭前‘美

總主教為如他 (629 … 649 A. D.) 、塔克利丟在鹿格星期河上的小 

9 離西 i敢提泰茜封 t游約百4至五十哩。焉知他是首名從安提

附土教長手上接受「東方為弗利安 J 的職銜，擺擺摧管轄幼

拉!這?可以東的亞洲區雅各比派倍援。時花阿拉伯帝輛中最主

的雅各比派學籠中，心既不;在安鍵問‘亦不在塔克利，乃是位於

「鷹巢 J 0 慕督幼發拉底河…t的肯納悶( Kenneshre )修

一 '1生論的 f彭之前為了溫擺正統信 fCi詩人士的過寄電在那巍瓏了

總突尼間能斯聶思主多留學!穹的雅好比派學鈍。學院最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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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的畢業生是伊得撒的雅各( 633 - 708 A. D.) 和阿拉伯的

主教喬治 (686-724 A. D.) ，他們二人為同窗。雅各主救出版 

r整套占敘利亞文舊的聖經和占敘利亞禮儀的修訂本『而喬治

主教則以他的阿里士多德的《工具論:ì> (Or伊non) 注釋書而備

受推崇。 51

優馬亞王朝下的基督教 (661 - 750 A.D.) 

阿里的逝世和什葉派黨徒的戰敗替第一吹倒教內戰劃上句

號，亦標誌著{委馬亞這個新的回教王族的開始。四大回教教主

時期，回教教主是在共和政體的商議 F推選出來的，但是佳馬

亞朝的第一任回教教主穆阿偉亞 (Mu'awi抖， 661-680 A. D.)

卻欽點自己的兒 f為繼承人，開創了回教教主的世襲制度。但

他亦將統治的中心由波斯遷往敘利亞的大馬士革 7 敘利亞是基

督教的領土，跟阿拉伯和波斯不同。 

f委馬亞王朝這時期的特色是因教變得世俗化和阿拉伯化 O

這種說法某程度是真確的，正如信仰立場較為基要的對頭什葉

派所指出。世襲回教教主在戰爭、法律和政治卜的注意力似乎

真的比宗教多，然而正是這緣故，佳馬亞王朝才會對基督徒相

當容忍、接近一百年。當回敦的統治者仍要面對內部無止境的傾

靴，來自以敘利亞為政治和軍事中心的效忠，對整個帝國的團

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再加上他們在大馬上革的京城被無數敘

利亞基督徒包圍著，所以除了對基督徒容忍外，他們可說是別

無他法。

阿拉伯稱霸後的百年間，敘利亞的基督徒對易權後的阿拉

伯統治者接納的程度，跟聶思、多留信徒之於波斯相差不遠。敘

利亞所經歷的轉變毋庸置疑比波斯劇烈。對波斯的基督徒來說，

這場戰爭只是令他們從 A個非基督教帝國過渡至另一個非基督

教帝國;然而，自君士坦 I大帝開始便令直由基督徒統治的敘

利亞人，現在卻安重新適應在回敦國家中生活。但歷史學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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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 '守主戰爭繭，設和亞己對拜占燒時期的君士坦于堡治權憲

、暴虐的地主和無境的戰爭令他們怨聲載

道。此外，擺有其他因素令純利亞反過來認為阿拉伯的政權是

可以接受的。前先，拉利亞擁有龐大的阿拉伯人口雪及數百年

來與北部移民增婚的混種阿拉值人。對很多敘利亞巨人來說今希

臘人和縛，鳴人的然是外域人士，而j阿拉伯人皮話連可稱得上是

親鷹。在京灘和擴展智麗 ffiî 吉多阿拉伯的館教接對嚨大的敘利

豆豆種各此激 要仁慈 3群體如乎比拜占庭的

他們仿記得 力入慢擂，希臘和波斯的 世紀初元

氣大傷的拉鋸戰中怖的一 627 A.DJ '倚 教的波斯人思待

在站附中的大馬土旅、安提阿和耶路撤玲 ，關基

督徒閱君赫 f丘克闊的凱旋歸來則意昧著他們 蝦再次受

到迫害。付

出乎意料之外多敘利亞人對阿拉伯勢力的入傍按這是歡迎 O

當{妻馬車輯將 敏和語境內的大為士 支
持警並成為 的支援核心。雖然盟

敘利亞三餾主撓的 組織:麥基派(拜

一性論(安提闊的雜各比書長)和波斯的聶思多留誠

徒的入侵為他們帶來有利的慷件。麥基擬的神職人

三位過分的干預;華督一性輸得以脫離

麥基派的混攪 ; ì.皮斯 佑在E發現阿拉伯凹教徒對恤們的

章，較他們以往的統 波斯的技教徒為多。

事務上不用再受拜

在拉利亞令大馬 和平的情說 F 向阿拉伯的侵略

者投降，當中一名 的人物親是曼蘇需-伊本賽奇 (Mansur 

ibn-S袋rjun) 0 能出生顯鶴的繞蹲在誰告偉家族，可能擁有問

位東絞。 54 當該省的會投機~叮嚀亞成為整位Hill 教世碎的

車在個敦敦主、他委任伊本還堅奇也任 i度府中(軍隊以外)

的職位 財務長。她的兒子伊本曼蘇爾( ibn-Mansur) 

了他大部分的職任、而他的靜、子就是著名的大馬士革約翰，佩

服長官、修士、神學家和議救者於 a身。曼蘇爾家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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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放黨鵲們的基督教信悔;事實上，大馬士革的翰甚至膽敢

寫了…本強烈反對回教的小冊，用且毫不攝諱的稱之為 f 間敦

的異端 J ("the 1在hmaelite heresy") 。

大馬士革約翰(約 675 - 749 A.D.l 55 1-二歲揮作，在希

臘覺業於一名被擒的問西單 1~士門下。在敘利亞，糙督教的神

職人鼠仇深獲阿拉伯人的信任，事實上，棲馬亞的問教教主任

命他們繼續管聽園中大都分的雋等學膺 c 年輕的約翰本來就讓

於一所阿拉伯嘉興輯，他在校內大概已熟記古蘭經和聖割!這些指

定的教嚨。據說他是開教教士的兒子一一後來的華德 

(Yazid r)…一的朋友和同竄。在這名新導師指導下，一個新

的知識世界服現在飽眼前，問他亦草草競齡希臘的體史、軒學、

學、神是雄興和靜樂上。{地也父親去世那年(約 G95 A. D.)扒'約翰砂仍 

出 f任去大馬士豆革容王予回教教主馬立克 {γ'Abda泌i

約於七七伽二六年，也不知何故辭去企職、草草到那路撒冷謝近

的瑪爾龍也大修院。請{閏轉變可能是由按他強烈雄護國像教拜，

認反對敏拜閩餘的希臘玉幸Ij奧三世對全 G 又或許他只是想專心

作和學腎。若傅說調他禮堂聽醫君士坦丁大會的信件言誣陷，

的間諜，但此說可信程度不指他是問教教主的敵人拜占

大。 56 無論如何可能不在 i到教國家工作，全心全黨「舉臂上帝

的律fJu J 0 那個傳說至少反騏出自約翰擊戰到瑪爾薩巴的那股

間，基督攏在間拉伯帝國所獲得的待遇間結轉差 Q 仍

在皮圖像爭辦中曹大馬士革約給研扮演的角色鸝於商方教

會歷史多於亞洲教會歷史 o 他們壁學分明言各持己見 3 那種諷

刺的意除一一的輪贊成圖像敬拜要肉干Ij奧三世和君士坦于五世

晨5反對一一…闡研了當時東西方基督龍的幫係 c 每。方都指斥對

方「思想像時教組 j 噎但體方都放非無的放矢 G 伊七二六年，科

奧三世譴資圖課敏拜，他是榜的效回教教主華德基二世在五年

前 (721A.D.l針暫肖像所下的詔令?絲另一方醋，約翰既然

痛斥反國像敬拜的基督徒君主三千主黨教會事務，為何他沒有合然

沒對間教的教主，因為他們正校緊腎、賠置中慕督徒的自由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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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輩革督教與軍姆的自教 (622-1000 A.D.J 

常他埋首 《知識之泉) (Fount ofKnowledge) ， …名鄰近的

主教、 部涉不總處的建梅到彼得( Peter of Maimuma) 空

;若 間教的倍息而遭處決。"

大馬士:$約翰可貴的士也方是他為 無偽，至三9，在他的

作中如主義。他主要的 〈知識之東〉的廣泛總結自遠古

當時的希臘哲學和知識， 室獲輸為「東方最接一本具神

值的著娃 o 的 成阿拉伯文乎在歡淵

多希驗和拉 I文的版本，成為附奎那支神舉大全) (Summa 

Theologica) 的範本 O 第二音~分「異端論 j 中的第… O 一章是

絕對固軟的批判。主義部分並非對話，乃是一篇辯論的文章。文

章的揖始直截了當:

還有就是好然流行至今的甜教徒迷館思想，令人階封錯

謬中，造等思想實在是教基督的先驅。 62

爭辯仍然持續 o 雖然約翰的吉姆並無軟化的跡象，但對於

穆罕默德將他的人民從偶像敏于不帶頓到千擎的信仰，令他們認

識「獨 A 的上帝，萬有的創建者，非由人所生 J '他芸至少在這

題是奇怪水纜黨的。等手綸很快叉子等問始。的翰載難輕易安協

的人。他處理回教的教學時，小心翼翼，避兒曲解或將議多的

基督教也影注入其中。在何末雪他搬來了一聲均間教常用

作結 I 非白人研笠，亦沒有企 ~F任何人.J (中宋體乃本書作

加上的) ，的迫樣一詞始便將矛頭指向間教與基瞥敏在神學

的主要分歧一一基督擒。也「將回教的觀點，尤其關乎回教

與義督教對話這個融為做靜的聽間，準確無說地向基督繞傅

建 o 糾他接著提出的論點主義改變的:聽鱗中沒有提及體罕默

的先知身分(師教徒認為是敢示) ;上帝沒可能會跟她的議

和聖靈分割 65 他又為墓督徒尊聶卡擬的表現辯擒，拍這表琨

組不會~Jì!反倒教敬奉克爾自寺內的車在相提並論;並批評回

夫三名牽制。然而結些都不是藏大的分歧 G 對約翰來說，最重要

的分期是:回教徒的上帝並不是基督徒研偕奉的上帝。安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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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的翰的上帝是耶穌基督的父神。

我們會在另一部分享將基督教詣篇於樣 波斯時期完成

留主教長的成問教辯論文章，跟數 t-年後在向拔葉先騁，

的辯論世和回教教主主思赫禮之間的

作一上七較，諾是一場基督接與館教糙的 的對

?不是辯論文章。 66

句建超錯?委島亞朝代中今基督徒

議總稍作品JI農民可享有的地位。基智提 己辜負

予接來在西教徒的統治下，他們的 磁色。大馬

校回教教主體向偉亞將他的私 帥伊本烏托

阿偉亞認(ibn知thal) 帶伯當中。據一些阿拉伯的

宵。 

f融早期以間教語育寫成的科學書 J 是亞歷LlI大喘一名敘利亞

能教士所著的輯學專文，由波斯一名猶太觀醫師譯成時拉

伯文。另一名在當中扶搖直上的知名基督徒夫走向豆豆托 (al-Akht紋，

於“O A.DJ '他有 7棲馬亞桂冠詩人 j 之稱。希提 (P. K. 

HittiJ但動雌措連追位基督籠詩人「進入僅教教三位的發鍛姆今

佈 l':5計可籬，因此摧升他為希姆斯省 (Híms) 的

十擒，朗讀他的詩作全令盟敦的教主和他的 姿IJ 快

幼發拉底?可以外的援薪，基督徒的數目較少，

提 O 在波斯蠶桑王戰的君主統治下，的們早

被斯米點制度中那種如住在集居厲、處處受制的強的。現

在向拉伯0)，~甘陷此法來管治那些同樣被征服的少

波斯人的米勒制度，在阿拉伯成了順民(有時音譯為 Jimmil 制

。 68 少前我們將米勒者為一種制度，它將國教以外的宗教都

體從關中的社會、政治和軍事主流中分別出來 o 當當阿甜的人雖

關機力機， Jll質問制度的外親和主要的特徵發展帶很鑽機。相 

來說、阿拉伯的順民制度肯定較波斯的 。 龍

王朝時代，必須服兵役和強迫勞役，位'rr~ 
的人 J '得J;l.免去追一切服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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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主是最初和最明顯加在他們 的負擔。非問教徒繳付

的歧視亦愈兒嚴重 O和賦說，的稅款封見沉苛，而

嗎?話再者，既難現古蘭經沒有指示弄回故純學要賦稅和 

索非個教徒因為器裝安全的理 E的前得以豁免 役，那麼以

的稅款替代志算

然桶，愈來愈多人為 F過避這位苛飼雜稅而總歸[i1l教，

者的數目不麟倍增，那時剛改教的非阿拉伯人(瑪玩不IJ)

亦被攝入伍，盟成可能亦有貨格獲得撞1家的磁休金和供養、思

教政府對這筆財政上的負擔大為，緊張。他將嘗試區分本身是阿

拉伯人的路教薩利接期才歸倍的非阿拉伯人問敘說。前者的士也

做較1tt&優鶴，縱使純正的問教教義的認雄剛好相互廷。非阿拉伯

人不會獲發堪休金，亦不權在騎兵中服悅，位可在不勵擴展的

位戰中獲分戰和品。

另一樣歧視的方式就是在不同組方徵收不同形式的地稅 O

某些地方，阿拉梧的則教組買地接多本來亦要繳付3某種地稅，

常以國稅的方式進行。 711且在些時候，這些地說似乎只向非 

~iïJ蛇伯人摟住。不管怎樣，對很多人來說，讓個國家正演變為

→。{閻王輯架構的社會 o 最大的危險是自教徒分化海阿拉伯人與

非	F的立的人的信徒;館的信徒志與蜓的改教者對立。阿拉伯人

教接地性最高， ï前非 ~I哥拉伯人問教祕(瑪瓦斜，自:擇是 f委

人 J '指大部分改奉固敦的棋教徒及學督徒)處!i1: J種罪他

們對情擅自敦信給闊的歧視懿為反感。叮越於下層又無機抗議

的都是非問教徒(基督徒、猶太教徒、扶教緩和摩尼教龍) , 

他們獲闡述之承認和保攏，技能自自倌泰自己的京救'1fl吾吾

付	 t沉重的代

能 f奧瑪約敢J 嚴厲的用制中，可清楚知道這代價有多大。

那些堅持府已宗教倍;念的人論海船民‘住在宗教集居區、的

中描述恤們如何在社會最根層求存。這約章錯誤地將日期攘

七世紀，以奧瑪→航世為作者， 1f3_賞際上多迢，的爺要持至棲馬

的詞教教三設在{支持，才漸漸成彤，且聽待至九t設在已初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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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 o 般佳的譯本乃出自特盟賴(A. S. T治 tton) 之芋，現在撮

錄其中的大要。 73 的章的開始如下﹒

我和其他的留教徒保證你和你的基督徒溺友生活安定，

只要你和他們維持戚們為你們跨安排的環境，就是:你

要守回教的法律，別無其帖，晶且不拒總我們要求你們

做的封有事情'" # 

擁著是一硨串的指令和禁縛，J:jJ分成三大範疇:對農l教的

批評、主義罪和輕微的罪行。第一和第二項罪行的懲罰是死娟和

沒~交財產。重罪租括跟周教的婦女權姦和結婚、搶劫回教徒、

向部教在是傳摺音和幫助問教的敵人。對基督誰來說，最嚴麓的

的東藉禁他們 f 令間教接轉離他的信仰 J 0 較輕的建掛行

研承受的刑罰啦較蟬，例如說象空間教捷的]flJ劉是付禱嘴金;向

四教籠售賣違禁的物品如 i腎、搞和盔，那j窮是充公所得的款頭;

傭弱的入要斬乎。主義督徒在主意等罪行上所景的熱j劉並不比間教

徒畫。

雖然某些基督教宗教活動被張止，但是在華繁接群體中卻

沒有禁樹他們實踐其借得:

你們不能在哪教的市鎮中臻、起十字架，亦不能展示你

們的偶像、建教堂、敲擊木錯(聶忍多留信徒以鋼鈴代

替) ，及以敬拜鶴像的語言向回教徒提及馬科鼠的丸子

郭揖 74

這鮮征聽者答應不會破壞和教;掠現存的教會和轉道蹺，而

不論在任何情說下啦不會妨礙和禁吐蕃督艇的歌拜，以作海

以上禁令的交換條件。

除了宗教上的禁令外，這個的意亦令基督徒教其他少數的

宗教群體蒙受社會!鑫泛的歧視 o 總些線儕j可能立豈非於何一時情

報行，乃是漸漸發展時成的歧擺手賤，峨集立全加添於後期 r版本

的的章，成~大軍所接受的慣例。劉如:何拉伯人吩咐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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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腰間僻i持獨特的帶子，以致佈們不會與何拉伯人混稽。後

來，基督麓的外衣的前後均要續上…大片黃色的布塊，以作識

哥哥。 75 {童們 將前面的頭對剪媳;騎馬的時帳，聽蝴)要

放在同一側， 像士兵和阿拉的人朔:中華兩腿分開騎馬;恤們

不能行在路中 讓給他們在路上雄到的持拉伯人體

會時不能想主商悅。 76

正如我們之前所見，最後加諸幕智徒11援民身上的不利條件"、

在某程度上來說可算是最有殼的方法，就是在財務方

接為自己錯伸手位教拜的權利付上的代價夫在繳交雙倍的稅

唾罵豆豆朝第六任回教教主 和狂熱的奧瑪

(717 一一 720 A. D.) 祖位時期，可以 政府對基督徒和非 

f走普遍進行控害的第一階段，此說並非無路。;在龍短暫的

時桶，奧瑪二三位于生財務上加重麓諧的聲勢接群體壓力，雖

仰上意志:薄弱的人潛入四敦的防衛問中。他為了獎勵切

教的人(璃瓦利) ，豁免他們大部分非凹教徒需繳付的稅 

77 他禁止興建教散，甚至 F令拆即所有新近興建的教會和

，然而 EÈ 於站轉變來得太突然，做成米能有效地執行。總

死後、這政策亦擱盤下來、對那些本來要多付稅款，以填補踐

府暴跌的稅收的舉督徒來說，實在驚喜訊 G 但是改信間教乃大

所蘊，無法挽 ?Ej悶。

然孺棲馬亞軒的 非因為壓姐少 教，乃是由於

教內部的分裂。 {立儀馬亞的問救救三設麥爾旺，世 (M訂wan

I)在位，北部的附快伯人( Kalbites) 和兩郡的阿拉始人 

(Qaysites) 爆發內戰勢雖然在六八四年花方在奪得決定性的勝

利、但是戰爭一斑采能平息。遜尼諾(在敘利亞及其他地方)

與什葉滋(在伊如)早期的決裂仍在臨轍機化，間或演變成樹

和暴亂。呂教的頭教誡人士對大部分侮馬凹敦敦主在政治

採用的實用主義手段感到憤怒，因此從未全心全意的效

忠、他們。再者，每當一個問教教主去世，由於體互之繼位人聽程

的不明朗，令政府陷於混觀狀態 c 人繹不~設提長于全可以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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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任何一個成 塵不定。在卡路任問敦敦主中，只有四

位成功將權力直接

當聰明又能幹的第十任則教教主給塞姆 (Hisha悶， 724

743 A. D.) 去世弓偕螞亞朝實坡上已獲亡 O 革督菇靜稱讓他

待少數宗教群體，表琨出政治家的胸襟?梅種說策結束了奧為

世的高壓法令。最塞姆時代，東部的總督哈里傳以恩、待少數

群體見棋。他的母親是基督徒、的此你十分公平等\J禮貌端對待

幼發拉底河流梭的事事督徒、猶太較能科技教繞 C 接繞他的問

問教教主卻明顯無法藤正卑不輸在全國爆發的宗教和政泊暴動。

他們蟋晃著白位的旗幟在戰場上打仗，最後一名在東方的績為

亞闊敦敦主於七五 O年 79 垮台，島附拔斯朝的鏡泊者取指代之。

他們是穆罕默器的叔父阿拔黃河 (al-' Abbas) 的使人，他們所取

的名字和黑龍的旗棋表示他們要光復真正顯「先知」所割立的

設]教 o

最後一 f王佳馬亞回敦敦主麥爾在王二址 (7持一 750 A. D.J 是

朝中以實效寬宏的手法對待基督徒的典型 o f也即投初年噎推行

的改革，曾一度令閩中燃起復興的盼望、他正式是、可約

翰二二世為安提持的種各比擬主教長些管理豆豆濕的基督，性論教

會。島。因敦白宮對頭君士塌了學之所以認為報各比誰跟聶思多

派肉是與端，對他們;三派擁加壓力，總阿拉伯人恢視雅各比 v長

白的地位無織有很大觀係。雅各沈括仍然主義敘利亞最主要的

主主管教派詩句，就如錯恩多留擬在背 B 的波斯 A樣 g 麥革派則有

銀君士坦于堡勾結之嫌 3 而且不衛有信謊蘊往拜占!寫的領土:中。

在往後的三百年闕，龍之三個少數宗教群體大部份時間均享有同

的法定攜控制獲得同樣的保護，就如在路數地區中的關民

樣。及至最後在十一披露己初，聶惡多臨的主教長成 (p可技的競

;台下的亞洲1 區革督梳 j蠻于中公認的領袖。 81

七五 O 年有悟，馬亞朝覆亡後的朝代更控誰沒有為任何

，帶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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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間拔斯朝的基督教 (750 - 850 A.D.) 

關梭，附拔斯朝統治亞洲的問救世界達五百年，由七五 O

年至一二三五八年，成為 7 防教最著名和長久的輯代」 。她們

正紋的信仰，對待少數宗教群體的種比前人

寰的接 不詞，他們積總執行回教的原豆豆。悶拔斯朝

第一位回 稱自己為「嗜血“者 J (誰?去輯、) 0 82 

到 r 第三條間教教主馬赫迪 (Mahdi) 位: (775 一一 785 A.D.) , 

政府在耕者且總計治穩固基礎後，我們 談及的所謂「奧碼的敵 J

禁令方才收緊迫遲來;及至八 00年，支農約童崇才有最終的

九世紀的社會和眾教歧視亦聞而變本加厲。然吾吾自丸。 o

隨著四教內部激熙的宗教禽突 p 及喪失?北非餅和埃及，

教主的轄權亦漸漸崩解;接弱的朝代令基督徒和猶太教才是再次

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這朝代!呵。雖住，便將政府的棋心自偕馬亞的權力巾心敘利

亞向東攝往伊拉克(美索不違米甜七六三年，第二任

教主曼蘇爾 (754 775 A. D.) 在百 華麗的新部，

格里無河上的波斯古書長閥混基泰問 十多哩，曼蘇齊麓

是龜殼了諮瓏的縛境和大理石建議顯器。地選擇這迪並非

為了軍事上約料價，正如他所說、亦錄自於話地可以 f 令我們

接觸遠及中闊的地方 J 83 這是其中一個暗示，指國家的0 

由地中海轉移到J 洲I 0 由於阿拔斯人在問北面，皆遭軍事挫折，

擊敗他們的包括 t昨日牛斯山脈的法蘭克人、小亞細亞的拜占

人、和復翔在蹺及的法蒂瑪人。路11:仁題就能柄的未來認吉亨

龍聽廣能積殼的大路中，毅和豆只不磁盤窩頭抬岸的一 a片絡

站士、語束縛雖然在接觸範闊肉、但卻是主犧離中闊的唐朝疆弊。

另一個最初在國中差不多無聲無但總發佳的主要改變就

人種的轉變，而非純正型的變改 O 更準確岫說，是執政的阿拉伯

關于的種族結構 lli 轉變 σ 阿拔斯人在鼓吹制教 iE饒的當兒

，他們使宗教的地做邊駕於種主失之上，防教的政權是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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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摩木:一世與回教教主

從舉辦的時悶和情況樂器磁場辯論黨在顯示了問教教主

瑪赫迫糧大的油器和思，息。回教教主攤手法"無上的權撓，但由於

是他發出辯論的聽講，放 i比她以平等的樣件與基督能對障，他

親切草委;蟬，卻又宣育不諱 o

教長後來吉己 F 了當日的過程，制 f觀禮未及完成他慣常的

致謝誨，間教教主權 f對我作了，些地以往從沒作過的事情;

他對我說 u呀!大主教， f:象你追樣極繞萬擎的人多 (怎能)

就上帝說出境等擻，攘的說話. . . . . . (雖說上帝)跟女子結合，由

她誕r 了一名兒于 o Jì J 如此，四十年前大馬士革的翰就基督

青島磁盤目，在他鈴聲述中不留情闊地針對間教籠約主義翰，當時

又時浮現。但接雕太並不擅長琴手瓣，巾，時代亦攬了，他只得冷

冷地同意造種說法是褻?灘上帝的表現造等說話出自誰的日? J 

儘管如成多備接續說 r 基督是上帝的兒子…一然而，卻不是

指肉體 jj 甜。 J 87 總場辯論持續了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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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涉及告上會怎樣可以擁有兒子、也:告會死亡，

數學上的矛盾;臨出教能轉稱穆罕默禱擁有

地位，至他們對基督籠敗壞了他們自己的聖經的指

控

著聽眾的性情而技巧地擺用比喻。有關耶穌是上

帝的兒子今他說耶穌由童貞女生而為人(所有間教能都接受古

蘭經中擺脫法) ，怕他亦是上帝所生，就如「太陽所發出的光

和心避中所(離生)的字句。 J 88 恤亦以問樣的手法處理三位

問題。隨教教主說 r祂既是三號，說不會是 

f盟 T 0 J 擬離太自答 r不對雪並菲連接。 J f鹿兢以在革又使士

的金幣來形容更為結訝 r一就是指金幣中的金 9 闊i

是人豫，那便士的數鐘。 j 當呂敦敦主質鍵接按比喻，主教長

為了接李白 的離意，便承認物質界與精神界的能攤主義有限制

的 r我們不能將每個比嗡作無限量的推論， 恍喻雖不是

跟現實的每…樣東西相像。 J 89 他小心雄免將怖的答辯蝦單建

基在比喻之上。你一再訴諸「聖書J 的記載(五艦、先知

福音脅和新的中的館借) ，因為他知道 f聖寄 J

智雄共間的權賊。 9。當回教教主抱怨基督誰為求

的問質是改自己的經文，提離太理直氣拔地自答 r

的律法書和權音書會但卻怎含義改鸝擴大的可以獻血我們
nypf3. gggJ 

人乎上的態文

第一 聽 r你有杏按著我的

問主教畏部 f姥雄;搏官給你的呢叫王每赫墟鬧。

答: 

上帝的道將鵡會發賜給我們，呀!愛幕上帝的黨五. ~. .. . 

福音書雖然是使梳交給我們，但我們基督徒抽給它成摔

出自他們的手，乃從上帝、拖的道和祂的重而來

瑪赫i敢言超然提由于藏敏感的問題 r你認為體

呢? J 房內轉雖無蝶，氣氛緊張起來，大家都在思變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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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1展農階蠻的幕瞥徒會怎樣回答他的間教君主。我們

說詳細地引述龍的回答，因為他的答算是跟大為土萃的翰融紅地

把護竿，默梅形容為 rfl技先知」這種激辯和其事犧牲的作嵐實有

天構之擠， 太成功將溫文的對答與惡督徒的氣節結合。

較長說:

手參竿默德{亟待所有其經智的人批堂，呀!我玉。他與先

知問道，與愛幕上帝的人持特 O 所有先知講解一神的教

義，穆竿默德亦教導上帝的獨一性，因此他是行在先抑

的道路上。再考，所有先知將人啥事離惡行，引導他們邁

向串串通。而灣本默德間報帶頓總的于民離惡行善，因此

儉，亦是行車先知的路上。此外，持有先知使人脫離偶像

和多祥的信押，踩上帝和母奉他的人給達 o 報竿默德使

他的于民脫離總喙社拜和多蟬的仿仰，使你們與一神的

偉奉者遠合，知道在土帝之外}jIJ 無飽，神，很明顯他是行

車先知的道上。最從穆罕默穗講授上帝、毯的 i援手叫色的

畫室，所有先知都傳構上帝、她跨進和他的囊，爵比穆

;默德是與先知時道。 92

玉噫赫姐接著說 r 因此你應該接受『先矢口」的話。 J r 甚

麼說話? J 主教授間。「上帝是獨心﹒的多衷地以外1世無耳IJ 禱。 j

目教教主回答 o 提摩太問章。「有聽→神的信念，我在律法肅、

先知書和福音書記得知。 J 他說。 f我會持守端的念，為官而

死... ...我紹信三而一司一頭三的獨一上帝電不 不闊的主

辛苦，乃是上帝的權和她的富麗的位憐。 J 93 

辯論沒有分出勝負。從某種意義上說，工人都贏了

師為在整體伯數征戰的歷史中型這事件嚴格令自教接和基督徒

的聽僚壞提高峰 O 瑪赫迫說 r若你(只)接受穆竿數總是先

知，那磨你軒說的就辜的動聽，而且意味豆葉菇。」主教長率詩

譯禮貌地以驚喜藍的珍珠來比權讓脅，結束時為噶鸝支農作以下的

「願上帝賞囑我們，以敵我們可以. ~. ...與你分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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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吟球卜，直直﹒‘我們求萬玉之王、萬三主之主保存聞中的君主和

大三主教 (自教 )的贊座 p 控股無窮 o J 94 

援摩太 a 世( 779 - 823 A.D. 弓或 778 - 821 A.D ,) 9S 來白

城阿攝向本(即被辦言批暮督徒的主持在地) ，偏是回教教

輯度下最偉大的主教畏。 96 辯論的那一年(可能是 781 A.D.) , 

景教磷亦在中關腎立。燼…年標誌章等問教與器督教交流的顛 i峰

期;而基督教在亞洲發蟬的第一個…千年中的後五百年，聶盟、

語信仰教阿拉值的阿拔斯頓和中國的勝朝這幫個最強大的

家中，勢力如日方中 o

摩太與腎，心勃勃的主教和攝槽的君主交組時，均顯示出

龍的外交才幹。布朗以他獲選為主較長的故事來說明他那種結

世故老練和基督存在情諜的行頭:作風:當有選舉權的人 97 集

一起投票，他在他們福前展示一些沉甸俺的扁豆是;當持社會的

貪污風氣盛行，龍們以為只要他獲憊，他們便可獲分校中的金

錢。選舉完畢、原來袋中的不是甚麼，只晶石頭，告說不慌不

性的新主教畏捷責備佈們: r 祭司的位分立豈非拿來版麓的。 J 98 

雖然這事嫻出主教裊的高尚品格雪但另一方面卻顯示教會在問

教統泊後的數十年，短褲軒然充裕，教會雖然教傳道的工作上

顯出具影響事續對貪污之獵愈來獻無招葉之 jJ 0 

在瑪赫泊之後的三任回教教主在位期間步提離太皆任主教

→轍，若這時凹十 (778 823 A. D.l。當基督徒一度

嚴~吏的 、居教教主賴 問他 r 簡單的告訴我 9 辛苦

的眼中，哪一個宗教才i嘉興宗教? J 他可以怎樣適答呢?若他

說 f 基督教 j 喚他就戶可能禮到罷免和囚禁;若說「時教 J '則

;寫接教之處。提摩太沒有半點離豫 r 獸的典語I!~東跟上帝的工

作心致的那個宗教 o J 99 

佈作為教會中的神學家，極力維護聶惡多闊的正謊。{觀分

另 1] 於七九 O及八 O 四年兩度在教會會議中據現反對異端思想， 

f信伸與碧空蠶知議的純正 J 0 鮑姆斯總( Baumstark) 指出

希拿掌的與端就 f挂在這段持隅消失無蟻。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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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樣是兵強烈宣敕心志的主教辰，他不滿足於體單從

教導信仰和辦爐的工作會部熱切於將f言傳拓展。雖然有自教徒

曾嚴絡禁止基督徒在阿拉伯人當中搞動的先俏，但他仍接任了

主教駐守瓏門的觀都薩那。 101 如我們提及，他公然在問教

的教主制前祈求張督徒能跟函數提分享福音連 f 珍珠 J

樣造出播音的內容 r 上帝已將植臉草草的至今珠放在我們富的，

說如太陽的光芒，每 A個街譯得到的人都可沐浴在太陽的亮光

中。 J f色的熱忱不離餵於本國，崗位的職位亦賦予其權力管轄

中翱唐朝的景教接和印瓏的多烏拉督攏。提是賣文明智雌允許印

甫部的教會能波斯的法斯總主教事警戰中獨竄出來?合開蟄任

看來是印度第一位總主教。 m米格拿亦引述了十二世矩的

聶思第留雕史家j罵斃的聲瞞 r 接離太帶領了突獄的可?于歸宿

了毒草督教*.....並將基督教的教巍傳授給很多人。 J 103 

攏離太似乎是在校~貝爾盟褲、有「主教長和主教(我們

還可以加上鑫教土)之母 j 之稱的阿迪詞本大悔院中接受教

育。 1制聶恩多留書長對外章教的力攤主要雖不是來自教會和主

教提轄盔，乃是由於修道院艷屬釀生命的更新 o 的於八的 0年，

革 (Marga) 的主教多馬將貝爾亞赫皓院的歷史記錄下來，

他少年詩代數人住該籬，當時他擺未會升主教和總三位教之列，

他自聲地記下了四名出身於該說的主教提名字 o 他亦同樣為

到棋院的質教士感至U)繁榮:殉湛的阿拉伯辦這主教三位教伊

辦 (Shubhhal-Isho) ，我聽海難囂的山頭禮異教結「以劍... ..-來自

宛 J 制還有彈選為中關宣教主教的大宿。 1掛多馬進樣影容修

道院的宣教工作:能們不單是是譯人壁上「穩器和威嚴的寶庫 t......

在數學的城鎮和文明的關家中;亦豈是誡人主lj那踏踏上智利神聖壁

的教義…無研知、並充斥著亟諧和偶像的醫家中... ...以致龍們

能拔掉那惡的事，撒下美善的檔子， J驅去錯略的臨時亨將你們

教義的光瓣醬照他們。 j 則

可能由於提療太致力椎動本土修挂在院的更新運動和普世宣

戰揮動，故lIt f敢在當時正韓信間教的諧與中，能辦除 i坡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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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各比普及和麥主義跟這些非聶思多間的 JI股民攜手合作。就知提摩

太信中所述，賴世態明顯受到他的在人醫生繭忠多留倍徒布組

恕 (Gabriel b. Buhtisu) 的影響，給予提摩大部分轄管三諜的權

力。她公平對待他們會對所有革督戰教會不偏不倚，但又牢牢

聶忠多留的神學 J思L 
108 

他在位的詩{埃主過煙回 111守大 ，揉究糖掙大 ，希提

稱這段時間為「翻譯的紀元 J (75。一侶。 A.D .J '問教的思想

家當故發現希鸝科學和哲睹的世界，的j西方教會吾吾漸漸把培世

界梭志。班沙i'I教會在人類思想車上其中一個最大黨轍，就是它

將希臘古典文學縛鏡傳提阿拉位帝國，.J1t舉十分重要，的為

賴阿拉伯人的保存， 晶才能在西方的文藝種典和宗教改

革時期再發琨和革

何拔斯朝起初的一百年，阿挽伯人的教育的熱全韻少數基

督徒群體中的學者。回教教主瑪赫迪歡報提摩太跟他轉識的其

中一個眼間，持庸置提是由於提擊太椎動教育不遺餘力，民熟

悉阿盟士多撼的學說 p 又精磁希臘和設科盟的作品。做 f 期

校是教會單子的母親和養育者。」他曾寫道。 11 。

當疇的阿拉伯人只受過很少教育，但他們思想敏接、求知

旺盛，他們雄行的思想革命，三主要由都督徒的觀譯先臟策動。

希提議 r 希輸入花上數百年發掘的知識，阿拉伯學者只花繳

十年個融會喜愛過。 J 111 印度的旅客將部分天文學和數學的作品

帶到吉達，然而最早孺黯然又最讓要的東輝是憑攝希輯慕督徒

傳遞給絨利亞和波斯的幕會鏈，然後再經他們傳給阿租給人的

古典詩臘文。 11 立

中一名單期的制譯家是提阿非輝 (Theophilus ibn Tuma 穿

卒於 785 A.D .J '槍聲馬苦思振華瞥徒、 113 瑪赫組時代的天文

家，瑪麟迪就是與提離太一世辯論的問教教土。他將荷馬部

分的兒持〈伊是豆豆特) (Iliad) 譯成阿蛇伯文。另一名是接利

亞的器督錯尤漠那 (Yuhan叫 ibn-Masawayh '平於的7 A.D .J ' 

fiß耳聽敏博學，替賴世梅翻譚醫學書籍。希提記述一吹當他髓，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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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從每鷺'的轉身對他說 r 若將你擲搞人的愚行化為才

智，分給一首雙申蟲 5 那薩特覽甲路費比向型多聽聽要聰

明。 J 114 

然括最棟大的翻譯家要算是尤漠郡的門生事蘭爾 (Hunayn 

ibn-I油鈍， 809-873 AD.) ，他是轉峰的最忠多留信心徙 9 虎城位於

波斯的自恤，曾是古老的 1lI.赫米線阿拉伯帝齒的首悔。的徒

華7J醫鯨文員這餾{底下的職位升任為師教教三位為體 (Ma'mun、結 13

一的3A.D.) 任內的權舊書館和學校主管。她的職責是處理

!天!所有科學醫籍的翻譯計量詞。這些文本通常先由希臘文譯成占

主支利亞文，古敘利亞文亦即是攝思多留教會的諱言、然後又提

古敘利亞文譯成阿拉伯文。大部分翻譯成阿拉伯文的工作都由

蘭爾的兒子完成，他哥拉阿拉他膏閩中翻譯隙里士多德的著作

首屈;諱。芳草蘭餌則以翻譯葫Il林、希捷克拉亞、柏拉模的《共

和關:> (Rψublic) 和其他作品見醋。 115

據說間教教主將他辨認i擇的書籍以何等葷暈的黃金賜給他多

凶
神

建些書籍獲重視的程度可想而知。宗吾提更提主IJ權名基督徒學者，

是以翻譯世界各地最著名的醫學嘴籍而受當代和復世機葷的觀

笨，他深穫 i討教的宮室信任、第 r任的問教教主穆拓繪奇 

(Mutawa社i}) 甚至任命也為我人醫生。然而，當亨蘭爾拓絕

客體拓維奇的其中一名敵人， 1最便被投於獄中。間教教主問他

為何不遵照巾的指令行事，他回答:

喝件事:在的索敏和我的專業 o 我的章教吩咐我們要善

待我們的航散，兌付況是我們的朋友，的式的專業成人

類的利益為前提，我們的工作範間是替他們好盟和醫治

此事是不祥的預兆。賴世德和突厥奴隸的彈子擁拓雄奇對

Eb非問教徒引權閣中的知識大爆炸大惑 o 他在位年間 

(847- 861 AD.) 在閩中強硬推行嚴格的題尼深教練，以致獨

的研究工作和科研璽息;若他認為有盛贅，也會以武力加強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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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京歡聽見分于的盤迫。 

f良先針對名為穆爾太齊輯 fJ長( Mu'tazìlites) 的倒教徒， f胞

們有學識，思想關放。在轉拉維奇的叔父馬櫻說級時，他們對

自由意志所作的推論，糊不要持路設古蘭經字草草意義的

均獲得正式認可，能琨在卻被斥為異端 O 請情視令很多人路密

轉投事長督教、校教成摩尼敦的地下[細臨小車仁 ，他們發現中

他們的接納程度，較1ft黃黃敢不達米瓷的回教教主

的中檻士磁帶為高。 117

種指綠母國的苦義事督徒 2 在十三世紀被雅各比派的世家己

會希布萊稱為{仇恨基督龍的人 J '把謊稱謂未免有失公允。

，他壓迫什葉 'ö長住!教龍的程度，能暴督徒更激烈。Il~此外，

去正起兒，我們亦必鐘指出在阿拔斯朝中，基督接差不多

所有時問:椅均受聽制和歧視。機拓維奇雖然是援取較為綠端

督接以往所經歷的體迫嚴苛保守的路線，但她的政策只

一點提于。若瓦的發生激烈的迫害，體常也是知暫和緝部地

的。另一方商、迫害和歧援則是冰封三尺噎弄一 4 日之寒的

一百年的車宏的瑪赫過執政時期，國中對答營徒亦

非總常保持友荐的態度。瑪轉姐就曾問為在邊接讀敵軍拜占

的暴靜徒擊敗紹氣憤，下令破壞部分教堂，並禁;主義督徒蓄奴‘

以示懲戒。 11。他亦是跟鍵要堅太一址和氣地辯論的那位函教教三位 O 

在他執政議閱、寸閥激進和禁恕的摩尼教黨派 i蝠起，掀起了一

場本來主要是打難追群激進分子的殘暴鎖懼，但卻不幸殃及

督教的修道|吭，做他們的僧侶有詩被誤認為釀兒教徒。叫你

們以粗暴和聽忍的手法婆子付基督梳令尤其是婦女 o 通常灣記教

徒會被混即處決、但是基督徒婦女會被吊起，立主遭牛成的鞭子

i止;鞭答 。千坎，受道也 

瑪轉迪的立于輯世鑄在位期間 3 聽過議輕、但卻為持較長。

飽問〈天方夜譚〉而聞名。籠統治期間 (785 809 A.D.卜

幫拉伯服史上多設 i融為阿拔斯輯權力和財富的高縫。他除]J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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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坦l 攏，令攝政的王后艾琳(Jrene) 求和，並羞恥地付 t 設

額的黨錯。山遍名身兼詩人、患者和東方霸主於一身的問教

教主，與他所諒品的西方霸主查理謹以帝主身分交換禮物。但

東方基瞥徒心裝對你卻有不少怨霄，因為他曾數度破壞教會和

迫害估績。

或許由於你與華督教的 領]盤問戰，所以 3 在他執故

的末期( 807 A.D.l 、 F 令夷乎所有位於權境和自問教征戰 kl

來防建成的教章。實際有多少教會聽按壞的是個謎。輯世德下

令立畸重建議5分教會，但是危機猶在，約十年後發生的事件顯

出這改迫害;在樹中不同地方的破壞嘉何等嚴重。一名身分

詳的史家記述瞥與斯尼肉每夏之伊得撒、離其沙、建 (Samosata) 和

哈蘭 (H犯rran) 的阿拉伯伯教徒邀求嘴長(阿布杜拉， AbduHa 

ibn-Tahirl 毀掉過去十年體成的所有教會，但體的控紹，他聲

嚷些阿控伯人表示 r 憧些可憐的主主督徒 fífrl霍建的教會-還不

及被破壞和贊圾的教會的十分. J 這份紀錄禮稱，整體0 

基督能在追毛主省長管治下得以休養生息，但是能們的活動的然

至1] 擊肘。

到了的八二 O年，據特里頓研究回教教主統治下的非居教

徒時指出今他們不能在問教的城市中建築新的教黨和會堂;只

在這些城市以外的地方， r基督徒才(可以}按著他們的

草草建教盤和廣說他們的結臼 J 123 車員前德亦再次執行早年的

情施 p 他強迫事基督徒、猶太教徒和其他少數宗教群體在他們的

衣服上公閱標諒他們是非間教攏。

基爾龍和猶太教徒禮進一步削減咱們在回教審訊中的自辯

權剃，能們在廳中指控問教徒的擺擺亦不被接擒，白為古建專鐘

斥他們早 f指數改了他們的學鈕，因此本足信賴(二 70 ; 

五話，的)。但亦有 17IJ 外的情、棍、前i木向的問教法律是發源亦以本

間的方法語釋權項特別的歧視 o 舉例說雪在線建鍋燒的問教徒

可以要求基督能或猶太教徒為她的遺囑作語嗎?有些人章建成穹

人反對 0 個教徒中間亦爭論非問教結究竟可否成為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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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奔西教徒的譯人。若要接受非居教麓的讀據， 1車間只王可以

向上帝發響，不能對「肉串穌敢承福音的那位上帝 j 發誓司若

是猶太教佳的話，則不能 lúJ r敢承律法的那位上帝」書法緝令 b 山

麓的家聽生活亦受到負霞的影響。間教撓的婦女水連

不能跟非問教徒通婚，這是不能建皮的規條 D 基督徒的婦女

眼間教徒結婚，則要讓步和遵守部分沒灌的體{義，不然他的丈

夫便會喪失所有權利 c 改伯間教的華聲徒婦女，若髓的幕督徒

丈夫再往來一段詩筒，她可以拒絕回家制改緣。 此外，若父母其

中一人改倍回教，他們未成年的子女亦算為間教梳 O 的

教會的沒驚喜 (850 - 1000 A.D.) 

我們很難指出教會究竟在阿拔新朝哪段時期起闊抬出織糟

，或許噎九世紀中離穆拓維奇在位時 (847 - 861 A. o.l的

聽政策是其中 -1圈可能的答案。若真的如此，迫使與中醫

代武宗( 84。一 846 A. O.) 雄行宗教控害後，景教徒的沒落同

期發生今盤一點重今還沒人留意。 126 九世紀中藥，在亞洲的

東部和哲郎，基督教已無法恢復她在第一i懷-千年的發展和研

的自由。

八盟九年 127 穆拓給海突然罷免了主較長接阿嘉修;八五 

O年雪能恢復和l加強惹人憎廠的措路多說是要基督徒穿上黃色

衣寂和繼上布塊以發識刑。鸝思多留的體史學家馬豎立這樣描總

:欠迫害:

(妒忌的義督徒)崗仇視而控訴(主教義提阿多修}

手勢拓雄奇一怒之下，下令將他， (提阿多條)罷免，帖，上

任後一領月便，被遣主義對宵達，下~獄中‘. .. ~.‘他，禁止暴督

徒騎馬;下令要穗，們穿著染上顏料的衣服，還要在襯衣

上禮上布塊;每主鼓鼓期五，基督徒一個也不能容市集上

出琨;己去世的基督徒的墓時續予拚搏;他們的子女不



378 亞洲基督教史

准在學校學習阿拉伯文;基督徒須把房稅帶往在琴教寺;

他們的大門要豎立木載的魔鬼像;不准發!b喚人禱告的

聲音;不准輸出地方作禮拜之用 12H

亞洲人眼中型強迫他們做壞自己祖先的華神-將它們先

要實在是奇恥大辱。九二三或九:四年實在耶路攏泠附近的

姆斯和大馬士革發生了針對基督徒的民眾暴亂‘但他們不

由教教主之命衍事、事件中亦沒有任何人道處流。

教會在非基督教的社會中衰落，最大的原因並非由於鎮壓、

歷盟的發展印控們搗示， 由於教會內部腐化。主教載的生

平與教會賄略和貪婪的故事結下不解之緣，令人沮喪。瑪組的

多烏拉建主教授涉足巴薩加( SaIi bazacha) 組何嘗試能只需芳草

，蟬的錯士那藥、 f會取纏仁耀白發敢于n陳髓的稿奇書珍頁 !t反

本。 129 講思多倡的主教長亞 18 拉罕三世( 905 一的7A.D.l 以

'去說請他的對頭安提阿的雅各比擬

派駐種各比派之敦的權利。 i 芳。

然而更令人苦惱的是體院貪污的指據。雖然馬革的多馬對

院的先賢先學仰慕不己，但是你耿度的性格令他不得不指

其他品格位夷的讀士的所作所誨。 他言表封有體:士;暗中結婚;山

在些分黨和建拭命令弓之還有總分紮您的麥機憐潔的異端學

[3:<敬持與禮儀每混愈下，他形容堪一切都陷於混亂狀態;

「每一但劉家、城市、修院和學校都有自己讀菜的頌歌和酋詞有多

唱法各聽其墟。 j 山在八世紀，多馬提到的追所大修龍口紋路。

據一名觀察者說可院中獲捐贈的農士也沒有得對美善保養會 I而院

內的修士 r 離度發回 J 135 八三二年﹒ 烏龍入 f學院之前0 

久多到處搶皇家的庫爾德人將{學院挽拉 ，修 i路苟豆豆殘端。

仰是我們切勿讓向故斯朝(即使;在修說沒蓓的訝于位于!)的

這啟歧視和腐化{穗子學過分塗照當時基督徒的生活。!脂民的市IJ

:是1]削他們、:你保護他們。當時只有少數娟蘊者，閩中也沒有

地 F教會。站亡人數眾多書太多遞到 J羅馬的領土多怕是只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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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人體處決貫屠報則未有所悶。這尋思多宮和維各比憊的基督徒

主教品仍然轉實地讀導仿照魚而主教和教士可自由傳道和主持

聖禮。

世紀在 -000年還要上句號旬在數目仁敕會雖然未必

有既如增，但其組織仍在不驗擴張 O 在函教的級指 F 弓聶思多

留諜雖然餐面對作為受載的宗教少數群體的轉嘴，位主義他們仍

然能加游八個新的聶惡多掰總主教管轄區。至三百年詣，當聶惡

多問 f寫論第五屆教會會議 (497 A. D. 於巳持婆婆行)中，最終

及堅決恤明雄表示他們東方的波斯教會不再隸鵰問方的教會，

當時只有七個這樣的總主教管轄區。 136__ 000年，聶思多

留站接紹歷了信奉扶教的波斯人統治 -W1i十年，撥著又被估

奉@]教的向校伯人繞?台三三百或十年後，在病故真好帶關中合共有

十五餾認可的聶惡多留戀主教管轄的單域。

留的主教長公部是所有基督捷的總頓惜。他們之所

以作眾人之苦，較早期的 由於如提摩 世 (778 一一位。

A. D.) 梅等人的緣故飽問更明顯的原因(雖然 磚上難以分

對錯}雪就是如前所爐，主教長阿 18 投 世在位之時

(905 … 937 A.D.) ，不知以基鹿子設說服 禁止雅各 bt

派的主教駐守百達。然冊書[ii]教最早直接 鋪里、多留嗔導位

的擺攤，是由間教教主卡姆( al-Kaim) 世紀末授予

教授依伯耶書二世 (Ebedy的hu II ' 1074一 1090 A. D.) 的證番。

如為早在六十年後的一一四 O年所引 

f會徒的君主(蹄軟軟主)任命你手宇宙坡的聶忠多留棺織

和其控忌地域和友份的較長，立主黨稱仰、為他們的主教;

有雅各比派的指純淨口住在回教攘的拜占庭人( ? ) .及 

i遲到那衷去的人，他，命令他們安全都要服從件。 137

然而j這姻首席 卻掩蓋了一{岡聰切的事實，就是十肚紀

手委任哩教會無權問津。他吾泰令主教長是 æ 目

的確藉。那以磁鐵主教誰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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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 ~OOO年多教會主任據大蠶財窮。儘管一般信徒

只有 )11農民的身分，是社會中的二符合氏、但是能軒在教宵界和

政府中卻能居要職。他們擁爭相羅致為教姆和私人秘書多 {B~他

們不再像二哥年前鸝譯的黃金時期那樣吃香。阿拉伯人回教徒

鞘改f吉凶教的敘利亞人成放其是人現在亦同樣受對良好的話11 練，

他們不錯取代暮督龍的位置。基督徒藏人和士也主仍然握有大

財富 9 問此拈來不少妒忌;然認沉重的稅項慢禮蠶食他們在

攤上的影響力，就如他們一向以來無法享有社會上平等的權利

和可見的政治影響力那樣。

棋督徒在醫學界的影響力可能是 久的 G 自第二任 rtlJ教

教三支鐘蘇轉向京建 tþ站著名的聶思多悔醫學院求瞥，立查表七六

五年帶向該院院長一一出身波斯知名臀舉世家的手石油恕一一…到

新都百壞域:士;任他的社人醫弦 139 在接後的工百五卡年，大

部分悶拔斯朝的問教教主均體擇基督徒為他們的醫往會續情況

莘莘直維持主?一世紀。然有ïj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如塔巴 γAli 

al-Tabari) 自無法承否是壓力而放棄了還基督教信仰。這名塔巴 

( .不要跟他同代的著名叫教歷史學家 Abu-Ja'far al-Tabari r昆捕)

穆拓維奇的社人醫唉，他我樓拓維奇任@]教教主那段艱難的

日子轉吾吾間教。 他按著那「仇恨蕃督麓的人 J 的命令，就基督

教對@]教的攻擊，著述了〈宗教與帝關:) (The Book 01 Religion 

and Empire) 。書，那是在至當時為止最具戚力和歷久不裂的

問教護教書籍。 i物

若我們特別問基督徒為何飽，們不相信「先知 J (楞罕默

德卜他們會說 r 器為三個房、問:首先，因為義的發

琨在蝕，出現之前，沒有任何先知提反他;第二，豆豆為我

們發現古鸝經從來沒有提及神蹟... ...第三，閻為 1主管預

在儉，之後，不會再有先知。 j 這些就是她們最強的論

證'我會靠著土帝的幫助犯台們誰翻 o 山

因此在 教發展的第一個 年末期，教會可能受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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侖的{草書‘並走下坡。為基麼?把他們與在異教的羅馬政府統

的西方教會相比會有所誤導在三百年間多商方教會出王晃

了對士坦了大帝;亞洲等了九百年， 1;象君士;培丁燼樣的基督徒

君王的未出現。題題仍然是:為基聽?是迫害?不錯 c 但是

波斯藤摸王朝，暴虐的日子更長 3 亦質縷恕，但是教會經墜青年

難後仍然滿有生氣。是擻稅?社會的排斥?政泊自由選呆JJ 奪?

遺…切都是對的。到了-000年，基督教發展的第一餾…千

年、亞洲的華督徒確是比世界上任何這基督槌群體質體會到

擔子的沉重濯味。做但是以上沒有任何一餾答案能解答檔餾

廳。在泰督教的傳妓倍念是:世上沒有任何都力能撥撥教會。

以保擇的話說 (我們四師受籬，卻不被阻住. ~. .. .遭遇他多揮

不敵丟棄;打個了，卻不至三死亡。 J (林後個 8-9) 為何九世紀

的亞謝主主督徒並弄如.Iit?

也許最準碟的答端，一直路藏在基督接鑒爐('Abd al心1asih 

al刪Kindi) 和個教的辯道家希斯米 (al-Hashimi)辯論中的一句

話之內。據說這場辦論在九世紀蚓教教主馬穆登位前舉行的。

這場潛在的辯論接近建聾縛，那名主基督接承紹["可惜現校的

棒士不再是真正的宣教士了 。 J 叫

若學智徒不持傳教， 11彥院不再培育宣教士，教會衰落後便

可能一蹦本書長。然兩順民的教會在的教勢力統治乏自-年後，雖

然經略過分製、重創、摯丘吉和自我傷害，但是仍能生存下

蛇立不倒，仍是基督在是所稱的「基督在世上的身體 J

;說釋 

1. Hístoire Nestor時nne (Chronic/e o[Seert)多凶.， A. Scher. in PO l. j 3. fasc. 4. no. 的. p. 56卜2. l~t 史警

的的其是不能你要學﹒書中的單是料竅，長殺人之八年以後或-二斗 J\. 可以綴。

立 在鱗鱗主主方爾哈 Chronicle of' Seert詳盡苦|述了這條約 (PO.60Iff.) ，他們身惠條主先生合乎所有

基督教的宗派，似給支持述。十二世紀是當您% f{j 史家 Mari ibn Suleim紹有約 1個說談‘他

認為這條約是穆金字默德在六二三;二年云:壁的車違章吉思多納主教毛主專r;言學逆二 l址 (62品且是3A.D.)

斑紋會在ñf康研室主訂的、告 i 速公L. E. Browne. The Ecl加e o[Chrístianity in Asia [rom the ηme(~f 

Muhammad till the Fourteemh Century (Cambrid辜e: Cambridge Univ. Pres札 1933)‘ 41 '阿拉伯;方

綴，九世主己的;沒給史君主的aladhuri 聲張是三是這條約 ( Kilab aljàrq bain al“ firaq , trans. P.K. Hitti 

[CaíroJ 嗜 1924) 先知的接接約;的六 1斜抄本存放在豆豆乃 I!l 閥的 Sl. Catherine 拳拳諾言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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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ya , A Histoη ofEastern Christ的nity (London: Methuen, 1968)精 268 

3. 	 f警句干，要走tk 甲}憐的?今紀J; ì欠幸這次j)~投摘自立基偎在毛司尤又是 íbn-Jshaq 的 Lije ofMlIlwmmed， 鷗在8 

A. Guillaume (Oxford: 0χford Vniv. Pre峙， 1955), 14ff. . &參 Guillaume ft p. xviii 紛紛論 σ 亦

發 ibn-Jshaq 乎?還111是處!V區村等地部機竿護主總部發的幕幕輩子徒代還是織的群蓋章紀錄、 ~J 能主義鑫於

滾!殼的 I"I~星電 270ff
 

4 悔?默德除本H 壁畫史卡金的 7村子集學要 f今絞死?是 4 字[二十 1月'1'才 tlH見。
 

5. 	 ibn-Ishaq (707-773 A.O.), Sirat Rasul Allah (九 IU'犯了在治鈍，油sham Jif織) 、做 Gui1laume 重整潔、 

The Lij'e ofMuhammed唾 79-81 0 站是很…束，必是較好的一本 17記錄 j 每克斯總記。六二三

年章是對重役的封手段時間滋料顯繁‘的第三對景是憾的的話?述則有失望言之處_ 1"1 紋的標嘴巴琴家利

用這個傳說核心穆亨默德的神聖;發伶乃予建廷務~承認、 IÍIÎ;學督徒設立以:這傳說潑 11在落榜教

的教書寧可是先生2感動的絲絨 3 

6. 	 ibn-Ishaq‘五仰、加肘 Guillaur閥、 i巷。游半年申請司的教學 Ul r1 1傳記吽1 末力fI整整另11 1l (j 麥加學期守主綴

的哥拉 m~分。 

7. R. Bell, The Orígin oj' ls/am in lts Christiall Envinmment (Lon廿on: Ca;峙. 1926, reprint, 1968), 57必

說參K. Cra莘莘 ， Muhammad 削td the Christian (Maryknoll , NY, Orb站可 19話4)， 18 ! 

9.	 參波蘭持 53 卜 18 '1'1'閱(俊的喜嘻嘻史之龍華主 Q 

10. 	 七 ltt 純金言表等主將 ~uJ 1;豆芽1 人的角色?設成且也發言越來 o l'也會1本主義歷史冷扮演邊緣和次接角色

的來丟在}，q兒 ?在身…變成言'\T 苦苦的反派‘ h~均終成了迢來的 E宗教銷書等政府交矮的過渡期

守女孩月Vf肯定!均收入在:&安他的激 j介事'1-)] . 1登過主意以?于 i虹燈告音機!笠，紛紛在吏的政泠只哥哥傅:章

中世紀約 tH: 'i啦. J Irfan Shahi逞. in P. 1\.1. Holt et al., eds. , The Cambridge Hísto門， ofls/m凡 vols.1 

and 2 (Cambri性惡e: Cambrí丑惡e Vnív. Pre協， 1970) ， 1:2生吻 。 

11. 	 ibn‘ Isha弓， Life , trans. Guíllaume, 112-231 

12. 	 Madinut al-nabi ﹒意 en :完全自之域: 。 

13. 	 A. H. (allno Hegirae) 年、因此去是六…一--= "r ! -R梅爾吉爾綴與自有憐的錫聯干n~表這位翔的;在j

星星‘參 E.]. Brìll 的 First Ellcvc!opedia oflslam ， “只i句話 (Hegiral." (Leiden. 19容7) 。 

14. 	 r11fí太入手n 1"1 教徒各 ff I' i 己的玄宗教"每一H必要每協助對方對抗那咚攻雙雙文獻的人岱 íbn

Ishaq弓 Ufe. 233 

的 ìbn-Jshaq 、 Life. 239-70 

16.	 芯E主持做最 ft約評論分析主義 W.M. Watt 的 Muhamm回d at Medina (Oxford: Clarendon , 1956) , 

狡 t惡的他的聲琴海 U 

17. 參 Watt、 Muhammad at Medina. 2似=泌的記援手n 分析可澎參 ibn-Ish筒， Life, 239-47 。

的 外(1站在 lu(教後翔的哥哥 f從中。從們發吉己主… ~II Goldziher 1R 'f'. L活的已將也: γ古蘭經由導蓋奈 

I 型 j于 1 堅堅持 11 、遜濤等益1I ff lÍl ，1了第需要豆堅堅持 J (1. Go1dzìher弓 lvfohammedanisc如 Studien ， vo l. 2 

[Halle: ~這iemeyer， 1889], 19) 

19 參訟。II 絨毛主#存在街濟文教已是對手事?且我:戀的草草亨學之討論 ， Origill o[lsla阱， JOOff. ~ 

20. 	 Browne, Eclípse ofChristian帥， 14. 經史暴發家並火fTEE穆罕默德的文化踩得室 。他為秘嘰哩文

字…{主妻子 (Haf捕)能;賞能?這、持外兩份只能;我不能為 Q 

21.福音芳香最除翔的筒子交納譯本的完成 1時悶不詳。巳哥哥;撥給每~.(f 卡三 IU 紀事實述的緣統說法

手等校的下了'{E j，\ 一二 ii /'f !i 11 ←令… f速 I :î'J r.~ 約警告約主義哲…從語言佮 f走 ι 草書譯. jg是哭聲令的v 

m 翔的手草草委槍、技只會學於九 IU:紀(哥華 B. Spuler, The Muslim 恥rld， pt. 1 [Leìden: Brill, 1960J、 

26 n. 1) "穆家默德工交接從 1套?于教勢聖經既是接到的餅干干來西肯定是季農 wt寄:約好 0#除“injìl 穹

(檔仔仔啥?參 The Encyclopedia of'lslam (Leiden: B抗11 ， 1913也 1936f打 ， injil 在布雷聖經中主要

搓手足!:持要1月1) 蘇約鑽研、念; IIlJt起指 3戀者qf寧主整皇軍約是主 i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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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不向的漲 2立分吾有旁白 1; 向

特別參丘吉絨線第三、 il 教i第卡九tfr ' 1玄學可以早于悟堅持1\ 穌的事件命令。你雙注，已(1:(、做~wa喜終

逸的資料 w 尤其立，說7 、 253 ‘尋﹒ 157.159 ' 171 、 9:3。一31 、的烈的電 57:26.27 初級;而。對方

隊給中哥拉草草角色約主掌權樣品;、場~ G. Parrinder, lesus;n the Qu'ran (New York: Sheldon. 19(5); 

fjj S.M. Zwem飢 The Moslem Chrlst, An Essc斤。11 the Life , (卉。rocter， ond 必achings (!f lesus Chri.H 

A口。rdil1fi 10 the Koran and Onhodox Tradition (New York: Ame fÍcan Tract Society. t \1 t 2) 。以及 

Cragg. Muhammad and the Christia凡 100.120 。 

25. 	 1"1 毅的絲絨毛發苦苦始終不太能夠綠草奇 4:157 耶穌汶伯先生三七j 手和 3、55 前說!滋滋譯為)

子主要穿令你死去。 J 1"1 紋的蓋章本將死亡的念還是削弱了多蓮英課本的 7 次會請寄!令員進去台 ι 

26. 	 \年r. Muir. The Life 白fMohammed (Edinburgh: G闊別。 1會23). xxff 

27。正誰T. P. Hugh軒在 A DictiorUl悶悶fïswm (L的ore: Premíer Book House、 1885、何print 19岳剎 車主-

布拉人將趴在蘭從從來沒有駁斥約約 x司~fl>巨街上帝!茶葉先 IJ\ ‘{您們只是知!L:J;i:/if徒在悶

:錢的紛紛 將 i柯森愛你了 i 參 "lnjil" 一文) 

28 	 Holt. Cam衍idge Hìslo斤 of1slam 1 ‘ 33.35 、法、參的el l. 0丹g仰，手 Islam. t2ff n 

29. 	 1"1 教教于長統治的對豆粉階段，好有11.[t 琴~Jt!!.:IJf)‘j:!".fWi1能 1"1 1&教主﹒

的令 11 乎已( Abu 訟法計 • 632.634 A.D. 立兄閱 l:ftl~H音機亨默德的 b: T ‘所以他是終罕

默德的 ffi 父‘他丹等i:iLíÍìl的阿拉的泌然 i專l 結經來、

主崑碼 IOmar! 、 634.644人 瓜。女兒生產穆罕默緣的女子哈可是浴、‘被Jl:仁穹下級機，牢獄被、的父、

他擊敗于來只豆豆發 ill 大、耶路撒冷、大海上有芳和間流浪奇等問訪的手F 汽車主和波斯入全事會鞠

了革設，!，."建立基給{走群體擎的鱗 f系。

歇斯毒是(可thman! 可似4-656 A.D υ~R穆字要支泌的陶然缸子己 Ruqayya f!; Umm Kulthum 糾

紛 倒 i比去是穆罕默德的負責語 絲卡令綴著寄出母都級的訂本 α

而	 

舟
，
呵
呵 
F

向 

衛星(流lil 好的心661 人D. ' ~R穆罕默德的立完 itl蔚為紛紛、搓手學'+腎、毛擎的 td再多他

關歇斯榮的修反校學穹的內戰中，丹等""李文分裂為什葉利發 f已結 F每一絢麗童對的派系 n 

30. 萬暫緩 49:1斗機水據李默德單以j 為他們部談判的不織品 lilÍ失裕、他 t\- 驚錢都\;i;1 人不是 

J'í IE 約 i川!教徒、Jl l:走!之外表信仰段有進入你們在可內心 ü ; 

31 	 有 2年人支援他 11' 六拉克t:1機 ti 下 ，打勝說?約十二 fflill 、然 \fil~b.' T興安峙的將在這絞燄蹦 u 二長

安分為有嫁妝私沒嫁紙、浴女立和心 l'É鋒lk黨員。綠色手黨支泌的蜜語 F 約 fiJ: 幸免和 iv; 特人，也和j 敢去是

奴隸 1"j;1在算機f萃的奴主事、乃是的人普魯派是台{毯。參 Watt‘ Muhammad al Medilla , 395宜。大

部分的腦網約是全聖墓於買主治動機 i丘上‘諂 1[' 如陶 tìL f(] IÍ'J習俗叫 1~賞。參 Watt. 395tf.: Muir. 

L(f'e 0/Muhammed‘立思 9ff.. 298ff.; M. Rodinsün. Mohammed. trans. A. Carter (Hannü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J97 1), 279f去。 

3之 lul ;f'史最主二i: ð"j J'; 阿拉伯文 khalifah 喬治、交了緩派人; 、 Irjj J卡「光乎已J ì 、例為 (11"1 敘樣完

中 穆罕默德蓬車之後一 {i1: • 亦 f產主主偉大約先生o ' 
33. 	 G. f乙 von Grunebaum , CllI.I'.riwllslam: A f1islo門辱。0-125玖Irans ， K. Wats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70). 

只是喜 H.A 訣。ibb and 1. H. Kraemer、 eds ‘五horter Encyclopedia 只l IsIam (Leiden: BritL 1953)‘豆、 

‘ 'Quran" 

35 	 雙語11 校去美 n學有巨款修約 éJ 裕是11 論。鼠標准的i x.孟之 H權威約隊* "the six books" J'; Iii 哈爾

峙的過970; 防線嘻地那木 AI-lami' us-S論ih 了j 從六十給一條巒紋中挑ill 泊5分、然俊分鱗鱗草草 

1(1j .~兒。 111':乎每空 rH這君主 1 玄毅、亞盟共詩詞緩一樣有效~' i ltf~ 白P. K. Hitti, Hi.\'IOf、'01 

334 
Spuler， I:117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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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最終 ü!.l江尋尋求德人(紛找 1(1 i皮海í) 的隨Itt 安全 al“Numan III 也是這意怨、多當i 佑在是‘六 

4年.1;; 1址 c 現代黎山姆是德，給茲人 (Druze) 以他為先綴。在圳機泣人{阿紋的玉手布置] ì 滋 

9' r含義建~~jI穹的地方‘ t愛憐的統治者成了熱心的主主營一位論紛綻全!別比失去了 ti 士;終 I堡

對他們的{的任‘縱{吏他們主撞後的安 Jabala Hm-al孔.yham 為了鮮內陸的赫拉克拉I Tmî山載的

校的軍。 !ç 三三六年.當直在必敘利終被 1"1 教勢力攻心。會iB1F改f哀!村教兩後來卻又對認攻毅、

Hitti ， History of the Arabs‘ 78-86符史文章專 1"1 壞事干毅、鼠的教教全奧鴻蒙古立。參 ' 

37. al-Baladhuri, The Origi'ls 01 the Islamic State (Kitab Futuh “'-Buldan) , lrans. P. K 討俑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的 16).210.1"1 毅的史家 Baladhuri 字於八九二年。

38. 11 葉派的 1"1 寒交傳統部分級成 JJJ 詩詞來伊朗約街j教學人會是賽闕‘亦絲網攘的兒子 e 據稱他

與 j汶斯是三代皇于發豆豆茲去魯吉爾德三tu:的女兒紡臉。丸.E 蝕的yaev， Arab芳， lslam and the Arab 

Ca /í!Jhate in the Earlv Mí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Pall Mall and Prae.主口。 1965)每 181 

39	 人. S. Trill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的on心1uslim Subjects (London; F. Cass, 1970) 、 10 級司 l 坡、約

自寫a1adhuri ， Futuh al-Buld間，然 1前此事交除a1adhUli ， Origù肘， lrans. Hitti.的711'刊 198‘ 201 等 2 的問

惡。 

40. Bala位huri ， Ori月 Ìl肘，會單一 105 

4 L Baladhuri , Orígíl1!i, 284-徽、1F參 Tritton， Caliph:芳， 89ff.從 Brow間唾 Eclipse c手 Chrislianìty， 3 立的 

3ω 

衍。防rowne 犯、為 i這是 1"1 敘攻擊豆豆乃 111 SI. Catherine 修紋的{襲人持!樵…事H豈有主?什在鱗f哀 \W: 教

發".1 1縛了。 Eclipse of' Chrislianity， 愁，仍將會?發;土豆D哀事替身生在斜拉伯半身 1M 非其他

被 |α| 敘勢力征般的地方 o 

43 例如參M. M. Siddiqi得 De\'e1opmenl 01lslamic 5tale and 50ciel\' (Lahor官， Paki筑路。 Institute of I吼叫llK 

Cultu時， 1956) 0 員在然他的論紛紛嘉夏娃凝H紋的 但主義找們亦應息。

是4 日ittí ， His lOry oflhe Arabs , 105. 

45. Tritton, Ca/iphs, 14 1. 

正~6. Tritton. C.泣liphs ， 18-9. 

47. 	 Trìtton, Caliphs, 1 惡-9.

裕	 t 二世紀約劫 t且，豆豆約壁畫史學家 Mari ibn Suleim細記遲遲了道駒l條條約兩似的 Book ρ{Ihe 71Jwer 

一書絞肉他fB較哼，朔:長荒草草草闊的資料 u 參 Browne， Eclipse of Chrisliani恥是 1 

49. 	 Browne, Eclipse (~f Christiani紗，“多守 f述的sem訓ì lll, pl. II奄 XCVl. 

50. 	 titi九年齡thArabaye 的主幸好說Jt~r*方是思主教j 一戰預示了瀉。但利定，轄i支援 imaph恥的le)

的建弦。這是主波斯首 f王維各 ttl'!長線主教於色:七紅年首質科絨線埃斯叫做殺害 o (參 Atìya可 

HislO川'otEastern Chrisrianity, 183-4 ' )息交偉大的馬列;和i安楚?三世紀的巴爾辛苦布袋、給

主義?一蒙山人俊 11每期為 Ir. 知混混憐的機史學家和哲洲教餘的嫩綠史，這定。 

51 	 人tì戶， flistory o{Eastern Christianitv、 195ff 為誰要喬治主教約詳發生長仁、參 Kathleen McVey 心 

Memra on the Lífe of Severus of Antioch by George, 8ishop of the Arab Tribes," Ph.D. di峙， Harvard‘ 

1977 ' 

52、 f安局立巨絡之樂的 1"1 教教主如 r : 
i 系學周{意豆豆 ~tU♂( 661-岳80A.D.l 、他是〉敘利結成為權力的中心。 

2. 	fl 翠綠-[時 (680-683 A.D.) 、他在校于 il 31tíJ民|提 i 教徒叛變的惡毒草其中間令 字;什葉派

的 jμ; 教{接做乎每餐擎的i械等為學自人‘{也就必先知的f系于1妥善聖約 伊夫拉 F句， 

5. 縣立 yl (685、705 A.D.ì 可他改革和加強了波府的財務和結構 G

命、花殺害擎… Llt {70多-715 A.D.l他的丹等領itfH住了中亞﹒立的傳 1"1 學〔向來縛了設中 l塌糊印!全

約碧藍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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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還是寫二、 tlt I717-720A.D.l ‘他兔i徐紋的 1"1紋的人氏的人 ú巨稅。
 

10 希塞粉( 724-743 A.D ,) • j返校從事划于寬待少敘談哲學的政策。
 

1 1.瓦身2億乙:室內的“744 A.D.1 ，他設;對部族的門事和領代的火洽。 

14. 麥當可旺三世 17是5吟吟。 A.D.l . 1也直是最後一{引是為亞朝代 1"1 華文教士 

53. 	 Baladhuri, Origì肘，立的一1.海參A. A. VasiJiev, H泌的， rJ ofthe Byzanlíne Empi作， 2 vols. (Madison; 

Unív. ofWisconsin Press, 1958), 1: 194ff. ' 

54 	 這個家庭 "1 烏拉後來自加巴 (Kalb) 室主繪成立專(Taghlib) 的 ~j;室主電份給凡是從他們的名γ

;在刻.， Balar廿lun 笠翁治織沒了垃次投降看巨大Y品 j 守主的浴在?誰?芳 j擎的能以條件。 Baladhu成 

Origins, 186-93. 

55. 	 有關認這黎人物的也可d 資料的主衍生評論性祖m 、在是突變參考 D. J. Sahas, John ofDamasclIs 

on lslam: The “Heresyo]仿e Jshmae/ites" (Leíden; Brill ‘ 1972).32-裕，比較J. NasralJ ah. Sainl Jean 

de Damas. Son epoque, sa vie. son oeuvre (Paris; OtTIce des Edít的ns U知問rsitaires ， 1950) 。大為

學生守事會向樣生在濤對於西方華文藝當初豆豆洲教會的終究-然 Ifliffi 於他在一|叫李文效率義←扮演了實錯特約

角色、 C發JlI::tf這方菌的紛爭質上不能是在臨替他 υSahas 以?這 ii 二句為他的 tb 生 ;1" 1:甘、化傳統

所定的六七iJ:{f 累了很侈品參 Sahas.38-4息。 

56 	 這個會學說收錄在十一 i設紀約翰的 5聽從傳記中看 叫均受以名為約紛紛趕~Ji各機冷土寧主毛是為此終

言己的作者。根據 Life 紛尊重穹 1"1 級專文三n 令將紛紛爭弘;←來可íB.激他在翠綠綠的禱告 R 他

的不替。奇媛城區發?接過來。 

57.	 話。 H守在校的主義必要史教主與媽心;從 (7行。720 A.D.) .參隨從這告指5R' 

58. 	 A. A. Vasiliev,“The lconoclastic Edict of Yazi益泣，A.D.721弋 in Dumbar/on Oaks Paper簿，會-10 

(1 955俗56); 25-的‘由 Sahas ‘ Joh紹， 9ff 所呀!述泠 

59. 	 Saha袋 ， John嘍 54.

色。夸大 ι為刊第約翰我《紡織之泉)> {F(圳lIt of Knawledge) p t. 11 (De Haeresibu5l 第一。一室主有鱗 

luJ 紋的英文版本、善事 John of D州lascus‘ Wriling5 ， trans. F. H. Chase, Jr 亨 vol. 37‘ The FatJ陀rs 0] 

tlft! Church (New York: Fathers of the Church , Inc., 1好訪‘ 153-60 " +í 闊的詞，為‘參 Sah肘. John. 

67-95 。 

6 1. John of Damascus, i\月ritings (Chase's intro桂uction). 為悔自約紛紛持學義敘利學和學第1 話惡毒宗教

的商約 IlÌÏ洞察綺麗靈的分析，參 A. C. McGíffe仗， A Hi，\'torv οif Chrí5tìan Thought , vo l. 1 (New 

York: Scrìbner, 1932)‘ 310-29 c 

62. 	 John，悅Iritings、 153 他對聶忍乏善終徒的議貴州絲::T. fU 輩輩.i1i! II 給您 3年的倚在是認為上帝的

語堂靠自府分隔j龍ff:tf宅袍的人份子叫聲 ri 存彷徨一、他們'ÌÉ 1~認為經二者是串串於相同的拉格以

終以更長的鱗鱗藍卡?丰祿i勢 ，除:晶晶者、子諒他們在卡車學論繳上 f 笨;也才站在接1M; ! 可是 r?交街上

常利益主 PJt翰的異端邪言哇 1 , 138仗。

的餐	 John ，盼的ng5. 參古國自絲 一二是事。 

64. 	 Sahas, John. 沛，他對仰文(反自?今5) 完主要的衍統布參~益(的必曾是~

的。 Jo拙， Wri/inRs可 I 55ff. 11義管你們說主主管是上會以J遜和通 已達于上侈的這位 '1告之內、哥拉

驗泌的黨員一始就豈是1:.1智、然 i浴著給你上帝之外 鈴還要板娘 f/J: 同時銳、上帝嘉定沒街道和鑫γ

似的:們交織的 111況和木塊役打。然樣， J 

6岳	 母喜本書鼠 368 逢星。 

67. 	 泣ítti‘ Hístory '!I'the Arabs弓 i 曾在‘ 254.亦參H.Lam訟ens. “Le Chantre des Omìades, Notes biographiques 

et litteraires sur le pocte A時be Chrétien Ahtal ," Journal Asiatíque, Neuvíeme 站rie ， 4 (Paris 噴 1894) 

94“ 17時.193-24 1. 381-459 0 

68. 	 1'1:''Y 11M W<" I對于話給被意味的(終以緩( ghetto) …耐不大手法院。順民 (dhimmn 是吉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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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IJI生命安段:娟和獲保議的人、的 i也是給集民區內的那時些人 ; dhimma J) 1叫教 {l豆漿苦苦與告終 i呆

在擎的少數宗教群幣( dhimmísl 之織的爛係、內JJt J是紡車已獲 1前 41'地 h 

69砂 嘆息'A. al-H. Zarrínkub, ín Cambridge H仔tor\' oflra/! , vo1. 4 , The Selected, Parthiωn and Sasania/! 

Periods , ed. E. Yarshatír, 1983，鉤-1 {三 f述這豆豆名代刑法裁 11午仍在談衍 h0 

70. 	 白蠟經第九詩是主嗯 r言:穿警惕聖經的 JJIl殺人 d豆豆意裝、他們木相仿土你自 。必不i望從衷一道而行，

撥弄他們以自 J 繳付貢紋'(fi' I!lJ 他們做餘，這ciiil 辱。;有關這時划的從務﹒參 D. C Dennett, 

Conνersion and the Poll Tax in Earl.l' lslam (Cambridge，沁人: Harvard Unív. Pres" 1950\和功的。n、 

Cαlíphs 0 

汀. von Gn組eb缸間， Classìcallslam、 57，他觀察釘在敘利淡的 t雪紛中、大部分地表!等{忽然約主

熄燈下給F哥拉伯人 的校波斯、地主了 斂闊的←司在 j

72.這岐非阿拉伯人呵護主少毅i ， 1"1 教徒從來家耳之後來豆豆和波斯的畫畫 F至;t豈不多寧;寧、也司、見活躍

他們對力11 ，友協納哥哥本的絞說性稅Jìl，矜持1I 絞主義。參 Belyaev， Arahs, 17心斜 υ 

73τntton、 Caliphs ， 12fL 'J! 遂 rl Kitab ul Umm 0 泡飯絞本 MJ 自信於八一 0&已完成、 d防務{以將

許多華史學期版本的特色來於 身 a 

74. Tritton , Cal沙佑， 13-4

巧 Trit!on， Calìphs , 118 追令人不守主絞肉豆豆到納粹草草紛紛~在;人的不公平 f辛苦路。 

76 , Tritton , Caliph，仇 i 持。 

77令部分是將參 1階級分給化。參干 絨紋。 

78，他的稅務政撥千古將被?這為兔寄生 1日l 救助灰白色士學校( kharajl 和新的役的建聖經說﹒即 41' rr.l 教

徒的其核貌平日人說稅 (jizva) . {反正義的於在侯馬莖紋中‘ i攻倒繳稅1頁的鱗謂是可呵。紋的、

加1 平均純以徽收的校派去是支U J.'!:不均可附此不能終?要{險情況衡化起來。這段語每期rt'、;ft 

f守所終行泛的是奧瑪火紛投降低 1"1 教徒所繳稅款，子終豆豆豆豆豆夫教集民國內的人終紡線幸免款

發 Tritton， Cal紗hs， 197令 15 、欲知F. Lokke惡aard ， lslam!c Taxation 仆"的投 Dennett ， Co/!version 

and the Poll Taλ 紛紛究所修訂的 3 

79, 	 Hit缸 ， Hútorv (手的8 立robs ， 281-2 

80, 	 1丘吉每班牙‘ f岳烏拉紛紛旁系統i佼佼…呵。;三… "F 0 

81. 	 Browl嗨， Ecl伊se t.研 ChristianiI花 51 '引述 Bar Hebraeus, Chronicon Ecclesiasticum 

82. 	 Browne、 EcI伊se o{Christìani今穹引述Mari (ed , Gismondi) and Assemani (Bibliotheca OrieTtlalì吟。

發安受法紋的同拔斯朝 1"1 敘事女主自U t' (我將“al"i這似紋絲絨玄義的'了首力H手在他們的名字的已

在其他地方繼脅著E 食街去。毯是于眾的字:紋， .ilÉ JI' j也fI'~ j猿人的是否稿) 
1. al-SatTah (750-754 A.D.). 

2. al-Mansur (754-775 人 D.) . f也輯Ht 還能在益的盟友反 ~l 也 f紋絲斂了汶斯約'j: ì舌方式扳平多以

大;為 L <îi 
3. al別Mahdi (775-785 A.D，)、飽經紛 d也三屆 f;j 主教室乏主是真拿大…性|的研友‘但他守在沒乎?關 11:

不 11字§寄生的迫害 σ

賞。	 Harun al-Rashid (785 “ 809A.D.) ，他在校川、的紛紛紛約泌勢的i 日方中、紋絲絲紛爭對

基督徒進一步爍的 

6. al-Amin (809-8 \3人.[川、阿拉的約努力豆豆豆喜 J 

7. al-Ma'mun (813-833 A.D.) 、勢力泳三審判終傲。 

8. al心MU'II叫im (833-847 A. D.) 、的月尋訪 1至主學位藍藍烏拉、 iEl l初級法遞過起這中漸漸得樣的 j

;It人。 

10, al-Mutawakkil (847-861 A.D.1 、他復甦了遜尼派的先{玄仰 .w加撿了少護主宗教群體豐

的前一會和經濟體裝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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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l-Mu'tamid (870-892 A.D.) 、給支持}i~長 (uJ教的「聖譯詩; 

18. al-Muqtadir 紋。8-932 A.D.) 、 f也被法幸存密人的什葉派主綴奪去 ~t 莽的君主郁。 

22. al-Mustakti (944刪知6A.D.) ，他是伊朗什葉派你瓦希德王朝的綠綠，他們奪草草了1牙縫、

控制全泌﹒只丹等少部分權力(暫且賞自宗教…仁}紛紛開放書畫汰。 

23. al-Muti' (946喻974人D.) ，被法幸存空哲人雪慧去校及。

吉普哲學期陶室主其所棚里童音程兮的阿拉伯世系的豆葉泛研究，參F. Omar, 7在e 'Abbasíd Caliphα缸， 

75。“ 786 (Bagh社ad: Univ. of Ba墓hdad‘ 1969) 。

起3. 有關違反中濁的資辛辛，參 Hitti '資 292 '守 I i主 Tabari 終社. de Goeje [Leiden, 1881-82J)令 vol. 

3 、 p.272 。

在是	 Hi帥， IJístOTÿ of Ihe Ara訟， 289-90臨近期的分析同樣役伊拉克和l紛紛表管治方弱的努力以代 

J b句j 豆亞 夠為度吾來較言銓全釋 {參 Can 紗 dge lJí付咐紹絨缸4ρP的咐 州穹叫l切抑"'眠，絞敘牙和利 E 事勢$力吾的穹 F 絃步是ib St御棚 rilω rηη)' of/s al

喜釣5. 墓妻發亨牽紋支§的§辮道土土:~綴終知名的 i何磊哥;警斂支徒之闕約公筒辯音綸脅多娃毯玄立並主 1t 合滋~. ~坎女。非 r最喂飯利益受重碧藍的紀

綴， J 米格若晨在→九二之二年草草禮堂 f似乎正是第哥拉伯軍管剎車主約一從語言派的安按約主教主正

是甘寧農一般在敘利亞約會談 在六三九年。 J F. Nau 將談話內壞事刊憋在 Journal Asíalíque 

(1 915) 奄…九一六年來紛拿將內容緩寫 2 參 A.Mingal嗨， in his introduction 妞，人lí al-Tabari's 

Kitab al-D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22), vi 

86. 	 Timothy 1、 The Apolo衍。.fTimothy the PalT捕TC先 befo月 the ι:al伊hMah紋，茶色敘利亞文本與笑

文翻線， ~ed. and trans, A. Mingana 都可.voodbrooke Studi帥"的.3‘ in Bullelin oflhe John Rylands 

Líbrω弓， Manchester 1 立， 110. 1 (January 192紛-的7-298 0 參 H， Putnam 對阿拉納文本辯論機分

析之法文章事縛，兒 L'疚穹斜糾li.“ 叫f川l'l./sl約捌 叩削 ηÍmol彷街 打(7H0ι一#絞拘)憎創叫琨t仁: Darelse e 必必 amsous1 fl 紛 23 ruhé， ，均 

\69φ327 。

在7.	 Timothy 1. Apology, ed. Ming個a， 152-3 

88. 	 TImothy 1, Apology, 153ff. 

89. 	 Timothy 1, Apology, 19草叮叮 205嚕 2\5. 

90. 	 TImothy 1, Apology、 171-2. ，參1'l: 153，的6， 159種 2凶手甘各處 s 

91. 	 Timothy 1, Apology今 193. 1'是真學文發展他送論點時 9 反省到自判t!t紀末:(E亞洲和西方的反彈背

↑育烏魯搬來教破壞 3露營役和鱗次教徒祠的絨線。 

92. 	 TImothy 1, A;:閉logy， 197 浴盆書是嫌太立交沒有將穆罕默德拾級為?毛主詩，仰是 rfi在先知道你。 j

他已經紋 l~l 教學史主立交切: f;{ 巷子一位于早知持直到社u:..... -ff'主主務之後。 j 哥拉爭先是以非1: 豆豆，

引述瑪間再峙。\頁 190) 

93. Timothy 1, Apology, 1 會7-8 

9是 Timothy 1, Apology, 224-26. 

份，有機袋里聖火-t\l:和他的主救災單單校、參 Putnam， L'Eglise ell 'lslam 1是R. J. 務idawid‘ Les Leun叫 

du Patriarche N也， :lorÎen TimOlhù 1 (Vatican City: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956) 、特別在一

攻 i斗4 ‘總結了他的生子可工作初衷十九!;J'灰心約佮伶。 

96. 	 A. R. Vine (The NeslorÎan Churches [London: Independen t. 1937抄起主義?阿拔其豆粉 (750ω1惕。 

A.D.i 最紡二百年駐安哥草草流終泰密斜的支書女主這才;單 l 

M盯 Aba 1I (74立起752 A.D.), Surinus (754 A.D.), Jacob II (754ω773 A.D.) , Hanany的hu 11 (774-778 

A.D.), Timothy 1 (778-820 A. D.) , Josue (82。“824 A.D.) ， Georgius n (825-829 A.D.)，勢發生存 (829-832 

A.D,), Sabaryeshu II (832心36 A.D.), Abraham II (836緝毒49 A.D，)，整整令 (849 的2 人 D.), Th甜苦。SlUS 

(852-85誰A.D.) ， Ser，泌的 (858削872 A. D.)，需要字 (872-877

http:622-1000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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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打八字;憲章主教級域的選舉;星星中，從際法立Y:E lllÉ 其中的人w揮官的會議中撥給安擎的來(大為

士革. Holw蚓、必eth Seluk 和木級) 電甚至連首席總之主教(災要哥華目的士的版) if.J; j立有 w 擇居 a

選取過反要守 主主黨整 Ã獲貝爾干IJ 1(1 線主教再次任命 (J. B. Chab帥，“句品，阱。dicon Orientale Oú 

Reι I/ e;1 de Synodes Nestoriens (Paris: Klincksieck, 1902)奄創)5-606 " 

98. 	 ßroWI紹，在'clipse ofChr;slìanÌ/v, 57 .} i 述 Mari ， foL 18狗，在mr， 64 。 

99. 	 Vine電 Neslorian Churches. 109-10 

100. 	 Chab帥， Svnodiζ on Orìenlale. 604-607、 A Baumstark、 Geschìchle (ler 行rischen Uleralur (Bonn: 

Markus and Webcr, 1922), 217. 

lO l 比較 Víne，的!storian Churches, 125; 、tt 參本書第十二三教可 ft 270.271 i1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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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潑的W肘， Eclipse ofChrístia l1 ity, 117 堅持守|坡。 

“2	 …憫llJ紅色的例外情況是 En 獲純學多綴群體擊，但堅持鋒的證據不足以作比賽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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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凶殺受教 ibn-lsnaq al-K滋滋)說草草草遲緩句話是嘗試鱗鱗基督教的信急不得得主持灣同的

串串 E車道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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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縣政戚加

第寸 t震

在中世紀目教政權下!基督教得


以僻( 1000仍8 A.D.) 
「最普普竭的(珊軟軟.í.)指令如下... ...任命件作宵達和

其被a爾親臨域的聶思多留棺徒的教長，益作他們、其他

人、全見的希臘人、雅各比館徒和參去年派倌徒的報導......

樣蟑你和緝毒&骨、常軾的人的生命和財產..， ...並確保雄們

提葬死，人的既是紙幣，和你們的教會和修曉得趣的保

護... ... J 

陌生沒好立健( Abdishu uO 的特許狀 

393 



394 亞洲基督教史

第二個一千年的諒藍色

當事監督教的日瞬續接聽向一 000年，問方基督教世界散

倚著憬懇的傳宮，謂最後的審判和世界末日快將臨對;然而

莎Ii採蟬的是不同的酵法實的此對事主管教第一個一干部的將銷沒

省太大注意。但是可能囡別的理由，亞洲人亦疑惑他們的世界

會否商臨崩解。當時在進片廣寰的大踐上，大國江?苟且下，文

明清窟，時需令亞 mi漸漸變嫂…個不安的形體。

數百年以泉，亞捌摺勢最強的帝風是處投東隅的中關唐朝

和能按另一璋的回教阿拉伯帝國。但現在唐輯頃刻問消失了;

而接續續罕默憊的阿拉的種人又被燒及的活蒂密人和君主了租了

的基督徒奪去了他們閻部的邊端，他們東方的會份亦相繼落

入棒土重來的波斯和正~臨起的土耳其大集體手中。回教征戰的

戰士已成為他們的土耳其儸錯兵手上的鵲儡 c 在九五 0年左右多

百建的人民可能瞥對他們三三位往昔的統治者寄以同情的眼

光 她們禮觀點、失明、行乞度日。 -000年，阿拔期軒

的旗勢已無法挽題。

時f竄印度整值翻北都部落在來自中豆豆的赫戰民族土耳其侵

略者手中。約於 000主芋，加色用( Ghazni) 的問教君

手f r 破 f聲像者 J 之蟬的土耳其鑽袖馬茂議從現今的阿富汗衝進

克什米爾，席捲印度北部的脆說平原一帶，他推翻帝位王朝，

大肆洗去考贊嚴宇 o 位於現今扭，暮斯瓏，富庶的旁鹿普人民被

通開始放棄印度教而改倍間教。

在遠(棠，盛轍一時的唐代覆亡復會中關成了 r 11":1弋十關 j

的分裂為面 o 雖然宋朝早期的囂主悴的一 1127 A. D.) 提程度

上冉攘攘派出國家昔白的實力，然問仍未能堵截由長蟻調進來

、奪取北疆的金人和蒙古部簇，宋寰的安全受到戚脅。 晶。 

0-二年，高麗宮方的佳釀恭贅擺族的鏡治者基頓 f帝王」戰勝

宋室。擻跨毒室 f劉亞洲的文明中心正在瓦解，教會在這場擺動中

亦不能倖免。



395 第十七敢 在中發￡回教政權下，轟管教得以倖存( 1000-1258A.D.) 

當亞、湖教會邁護它們在歷史上的第工館一千年的開支台 p

衛亞洲大陸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明額賠於解縛，教會的前景

暗;洩袋、無腎。對敝沙H來說實第二個一千年的鶴始橄誌著聽方的

華督徒將插話傳至北部其餘的過緣地隘，由蘇格雷聲讓其牙塔的納

總半島、普魯士、被積和的爾幹半島一一縷;亞洲的情況聞自好相

，當時只有零星陣腳仍然未慧的基督教灘頭

景教繞在中闊的唐朝己消失;中亞和印度的東北部正轉向

四教;印度緝部的多馬偕徙雖然發展蘊勃和1莓，受尊崇， {n卻是

社會上受孫女和掛斥的少數群

只有在中東(亞洲|西部)才找到獲閥家認可的龐大革督徒

群體，然而他們的地位受封轍大限制會朝不保夕。

是強洲拜占庭墓，靜徒天下的狹長迫中海邊眩，往靜的麥革派信

徒(拜占路正統)和種各比毛!是仿徒(教剎車正統)的社群仍然

數較多，但龍們答有所屬令前巷子連於栽土蹋了堡?于是者鸝安

阿言權，情況令顯者的關保!尷尬。 f支於緝的錯思多

獲甜洲|二百五十名主教、二十名總土教教思 3 追梅毒者大約佔

球二龍七千萬人口中的…千二百萬或五千萬名基督徒。主他的

牧薔範闊議及整個大陸實話至部鹿和中國。然;而在阿拔斯

除了!聽民這個少數暮督徒群髏以外，基督教差點兒不見影蹤 o

間教勢力草莓霸後，西方般海幫險年代之前，在空裝備亞洲，沒

一俄關家的基督接群體綿龐大到足以在其閥內營權獨有的基督

教氣

教會能站續下去是奇醋。問教的統泊者阿拔斯輯傾覆後，

教會仍然無忌;其實阿拉伯衰落積 3 教會講本是意料中

歐辨i基督教世界十字葷的圍攻差點兒置他們於苑端， 1.說他們亦

能熬過。(這些十字軍濤進亞洲，表插上 i委書要釋放拒 2月1 的基督

徒?相反 I前令他偶漿受更多誤解和變得更脆鳴。)第至在成吉

汗蒙古族迫群新蠻夷的猛攻下 9 他研亦安然度啦。

基督教發燒最初一千年後的在領世紹，教會在亞洲只有臨

緝的增長和拓展 O~OOO棄一五 00年憫，亞洲的華管教群



396 豆豆湖基督教史

體事實上在掙扎闢祥，立全無勝利 

F可按真話朝聞教敬意攤力的解鴨 (1000 - 1258 

A.D.) 

~OOO年，阿按斯朝徊，教撤走的強大問教帝國走上解體

一途。能們在七五 O伴說績為亞朝族人事上奪去權力，在他們

統治下的最如一百年，將阿拉俗人的轉讓和財宮維豆豆英語峙，是

阿拉值人有史以來最高的成載。

問始衰攘，自那持起至

的話子，但是國家己萎靡不振'

，阿拉梧的古建議落在蒙古人手上 o 這

群好戰之阿拉伯民 出耶路撒冷至波斯遙遠

東陸稱雄一時，然 1而他們 阿拉伯函教教主卻被裹在毯

子裹，擅蒙古的游牧 決，他們籠中藍風診挂在的大草原

闖進中束，就如間軟軟吏的阿拉伯報先六百年前從涉漠 i驅趕那

樣。

出乎意料之外，廠商權爐名新庸的主后卻是虔敬的基督徒，

事情的開始聲從一 000年挽起，亞洲i基督教的歷史亦必裝車

該事談起。十骷紀的中間對教教會閑著居室覆亡而消失殆盡;

但波斯的聶息多關佈能卻不同，他們比阿拉的何故斯軒的國祥

更長，不單能在問闊的間教陣營中生存下去，且能在亞洲一

替一一由地中海沿岸叢中關悔城總續推行間歇但卻根深抵間的

宣教工作夜豆豆第…批歐洲人呢權為止。

河拔斯暫的衰主要要去是緣於間教內部的宗教、種族和政治

等樓合自 的非問教少數宗教群體如基

督徒和猶太教接無麟， 因教教主倒台的十字軍的猛烈

導致個教內部分裂的種族和全國

門事、為纜承短暫罐力指導 i 發的血腥戰爭，並有關回教的法律

和神學的轉靈權戚究竟何在的不鰻爭辯 o 根據某一傳統的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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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在中做紀盟教政續下，華曾教得以爭幸存 (1000- 1258 A.DJ 397 

穆罕默聽本人不是曾警告調 r 以說持人已分裂為七十一或七

十三個星宗派，基督視亦一樣，但是我的群體會分製為七十三悟

派 j 嗎? 4 

最早及最深璋的什若是因素是宗教方關 o 國教的內戰由起研

已是支援繞著兩餾轍對的工在繞漲系:聽尼誠和什葉派， 5 f意們閻

忠於問敢再產生的衛突衍生了無蠢的絞異，亦「造裁 j 了一眾

成王敗寇。六五 O悴，遜尼擬的種馬豆豆人 n敗了什葉派的照里

人，建立了第一個阿拉銷王朝。 6 年後 F 第二{閻王朝關提

斯的錯醫者兩於長時時都止對草草尼諾的支持，居此激進的什

攘教徒亦願意與她們聯手推翻 f委為強朝的末代統治者。然呵，

跟很多以往和後來的革命甘于一樣，他們掉喝檢瘋殘暴始對待

他軒的什黨派盟友，令遜尼澈的信部得以成為阿拉伯凹敦的信

仰被心。 7 縫場遜尼概與 f十棄攘的戰爭艾麗續至今。

的事辦亦使敢抬上的分歧火上添楠，成為關家衰敗的

第二續原因，聞主站在回教 t肢界中，政教從來不聽正式分割。在

九和第十世紀，雖尼派和什葉擬在持美學上的嚴幟分歧，令阿

才把伯世界的觀結不斷受到破損，而且明顯削弱他們的力贅，令

他儕分裂為三三餾敵對的關東: f委鳴盟朝統泊的西薩牙(攝尼拉長卜

法蒂嚮朝統治的接及(什葉授)和阿拔黨朝統治的亞辦;在

洲 3 佔多數的擺尼謙和佔少數的什葉滋(主要是波斯人)燼兩

控交織的械系勢力，一直都水火不容。

第三緝令問教分裂的函葉競種族聽聽 o 從追個角度來看，

我們主要關注的亞棋手可拔斯朝歷史，就如魯直在顯得. Lewisl 新

說，可分為三段 f 重疊的時期 J 8 第*段特樹是附拉伯人的0 

下，我們在前幾灑己設進攝他們的征戰和統治;然揮他們在

控機胃部稱雄間百多年後，間勢約於九世紀中藥閱始動擋。第

一叫時期是 f波斯的很興難 J (Persian renaissance) ，全盛期

第十世紀。第三段時期是土耳其人的囉起期，他們取代了按期，

在接著的一千年…直在亞洲的西部稱霸。除了在十三世，紀一設

時間禮讓誨的權親蒙古人粗暴地中輸了他們的統治，則囑倒

恥
心
鄭
仰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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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整個階段中，皆有東方的教會均倖免於難。討教的統治

者融耗費精力在內部敵人身上，其他少轍宗教倍(印齡體所遭到

的困難亦愈少。

「渡期復興期 j 的基督徒 (945 - 1055 A.D.) 

東方的據顯首改農功挑戰百蟬的詞披斯權力中心。種亡

的投斯帝國，嘴一度地直在主義L雲 9 人民信奉袂教:戰敗後，他們

也於樂擁不少土端， [t51Lt仁的然裙當富有多而且執意要保存他們

的被斯語音和文學。技教徒一向改 f吉組敦的建麼都較基督徒為

快。當時的十世紀，土耳其人從東花兩方湧瓏，技較接懼怕

按新來者的程瘖多較他們早已撞擊磨了的阿拉伯故權為主主。可天

教以大祭司和穆白德(二雄辯侶)研組成的宗教架構竟蕩然

乎跟基督教三位教長持續不蠻的權力形過強烈的對此。

百攝故權認為，藉歸倍|可教的波其詩人之芋，管泊位於古波

斯中亞洲議是土色的街份，是敢抬上的權宜之計 o 只接 f在們定期戶l

首肩上繳稜款，並保衛阿拉斯朝在美眾不建米亞的心臟地帶免

受束前敵人的入役，那星星他們大部分的投策便可自行作主，思

想講立的波斯人開始半自治組建作，儼如當地的伊朗王朝。他

們信奉防教，但是傾向什葉派多於遜聞報穹在遙爐的旺達河拉

伯統治之下，他們並不安分。誰些泊躍 1fl:邊界的波斯軍閥成了

中車站隘間教化的安教媒介，他們將正移居的土耳其轉滿教徒

引讓他們的城市，主意些躇滿教毛毛對西亞濟i 問教世界先進的文明

和耀眼的財當訝真不已。然而西亞洲不再受摺教管轄，輝尼旅

居教派系亦自身難保。

九四五年， 心名華王海茜南沿岸什葉擬山區戰士領袖、自

波斯薩乘王朝末代還皇帝之後 p 宣稱與己主義什嘉定派國教糙的

教權威可他奪取了室主建城，罷輸和聲轄了遜尼派的阿拉{自由教

教主。這名外來人甚具政治智慧，他茂有替自己冠以問教教主



399 第十 t二 2鍵 在中世紀問教政續下，基督教得以傳存 (1000-1258A.D.) 

之稱諧。招投?他將回教教主的政、教權力分家，任命合翰的

玉盤成閱和嚴格來說是遜尼 iJ反正鏡的阿拉斯人為問教教三笠，繼

承特神韻禎…職。扭他刻意和成功地撤銷了問教教友的軍事和

政治權力令將這等現世事務的管治權轉移到自己出任的統治者

忱的r) llì義上。在往後的一百年多盟中只有叫連帶由疆克服

阿蛇的回教挂出任的傀儡回教教主，他們梅什葉攘的被無統治

者操縱、國家的治攏在這些統治者手中。 I。這就是名為 f 波斯

複興期 J 的有瓦諾德王朝 (Buwayhid， 945 1055 A.D.) ，此王 

)1 問波鼎的社服者布瓦 (Ahmad ibn-Buwayh) 而緝名 O 有啟

人指出在攝鐘時期，作玉的是阿拔掉哥人，但在百燼真正統治的

卻是布瓦希種入。

{盡管對四教教主來說，這些日子十分艱苦，但對基督說來

，日子卻太平和樂。最偉大的布瓦希傳統治者押禱( 'Adud, 

949 - 983 A.D.)一 ?當代最探出的說治者 J '委任華智能啥

倫( Nasr ibn-Harun) 為他的行政大距( vizier) ，授權他替美索

不建米亞(伊拉克)和波斯(伊朗)的基釐能興建和 f會主主教堂

和修院。 11 

000年後，當布瓦看攏的絞治者對阿拉伯揖教教三位的

管轄放綴，百建的宗教異見分子再改感到過害的體力。回教教

主卡過爾(a1-Qadir， 991 - 1031 A. D.l勇猛地從什葉嶽教籠子

主奪去城中一一聽清真寺，立在交出磁尼撮管理。的於…。一

他強純藝3督徒穿上攔特的服式多你們喜歡石頭磁死的，又

使騷擾他們的葬禮行鈍。基智接史家悲嘆很多「不處敏的人成

回教鈍，表基督籠則 lfiî對無數苦難 J 12 儘管如此?我首都的

聶想多盟主教長金作為全國人數最多的基智徙群體的積禍，的

熱擁有相當的故治影響力。 的尼爾 (J. M. Neale) 的《神聽東

方教會歷史)> ( History of the Holy Eastern Church) 一書中經常

被引用的句子 r 究竟依諾森三世是否較個教教主械中的主教

長擁有更多層靈的權力 3 造成鍵問。 J 14 這並非完全詩張失賞。

總提及的是十二世紀末期，然關在十世能前，接督教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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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麗得十分蓬勃，尤其在中組慨。

有人指出九世紀的實教士拉哈聚攏( Shabhalishu) 能操二上

、轉讓I!語和蒙古的方育。 15 我第十和十一世紀，聶恩多

留約宣教士能阿拉斯;在輯境內的木鹿城、布時會輝和塔什千努力

不懈地朝東酷的中路進嘴。他們匯報在蒙古族的克如郁、畏智

兒都、乃蠻部和摩傑部中的工作相當成功。

如前所攏，因教作家與唐亡。後由中國擺攤的繭患多留教

棺蟬的故事，就是在臨時揭發生於百璋的基督徒盟中。 16 儷管

誰名華督接帶來說艇的消息，調他在中國就沒有發琨飽期望會

過上的宣教士和倍徒的蹤聽; {盡管籠中豆豆冉的心權鍵的土耳

研單頁巳麟奉間較，怕是有可靠的燈據顯承聶恩多留仿挂在東面，

在土耳其人和漢人之闊的蒙古部脹中成功領人腳印慕督教哩此

我們能後再述。

旗鼓法審掛輯統治下，主義督教在豆豆洲的發鹿 

(969 一- 1043 A.D.) 

如前所姐，使i教教主政權亦在十t的己災難，繞地解體為三飽

問板帶瀾，各搬不同的大攏。此玉帶觀上下均倌奉鶴教，但是

其中兩者信奉正統蟬尼漲，另一信事什葉派。在亞洲勢蚵拉斯

朝的醫教教主教首都古建執跤，織使政權有名無實。在歐朔，

較早期的種鳥亞載的遜尼撿回教教主的後人統治問班牙梅部直

至一三 O一年，其首都位於科爾咨瓦。八世紀時，續為亞輯徑

教教室驚險總逃攝了奪做成功的照裁斯朝對主室的大屠隸。

實上， IfriJ控伯人(或賺幫人)在西班牙穗圓的地位一藍延叫一

四九二作。第三個伯數帶間往於北非。法蒂嚮王朝的阿投信什

葉按個教教主斷飽飽們與百攏的轉係，境王朝繞治墳及和大部

分地中海南部浩岸﹒嘍，直至一一七咽年聖靈亡為止。

建問教教主最糟怕的立豈非遙諱的西班牙雪乃是繞及; 1盡

管他們經常要器對一偶體繭的巨大危機，然站在間接斯朝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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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著密王朝埃及中的什葉擬宗教鏡抬勢力，有可能與劣

的波斯什葉攘的誤觀勢力結合，推翻管抬回教心攝姐帶建

的題尼諾詔教?台權。

十註的丘，一名自緝海穆罕默德女兒法蒂密矮人的鏡楠

以寶路和 (Isma'i I) ，以第七任世襲的領袖身分，麓的了現今

的實是蝕，壺，從該地向東西萬富拓展龍的叛變故纜，橫跨轄鶴

說藤，出摩洛哥伸延至埃及。法蒂響王朝的鏡泊者接飽們

的阿拔斯輯敢敵不同步復者的政權旁落在波斯的 1t黨派男導報

多福法著密王朝的統治者其U1J3然以嗔袖或個教教吏的身份

握有軍事和精神上的權力。 17 九六九年，能們護主站了琨兮的

閱羅 3 建立了他們的敵對 IEJ 教法蒂密王戰。

不久，法蒂密朝的勢力開始撤師亞洲。同年丸六九年 3 偉

們佔據了大馬士革，百達本身的安全受到戚脅。約於一 000

年，他們統管地中梅，由北非大西洋 tfr J學豆豆耶路搬時，以及舉

巴嫩貝魯特以北一帶。

這是法蒂密朝在亞洲攤厲的全盤時期。當什攤派的法蒂密

勢力由埃及進侵美索不建米酷的問救中心，和北間的拜占庭君

士開丁堡復興起來，他們意搬到附械斯朝的職樁，間此輝遣大

量基督提軍隊橫跨轅利亞的 ~t郁。佛伽斯 (Nicephorus Phocas) 

和巴西混二世 (Basilll) 誼繭校拜占臨指正及他們的亞提尼亞

大將齊美西斯 Oohn Zimi闊的) 十載的戰役 (969 一

的25 A.D.) ，再一故將十 的大馬士革，然復

冉東推進至伊得報和尼閱比斯， 活乏耶路撒冷的門檻 o 這場戰

?欠的征戰，不向之處只是晶拜占庭一役也可幸逗得上是十

蓋以來都是早晨密教較完突驗。 成果跟一百年後的

大墨十字軍東征籍還不麓，發 自聽芳吏縷的地蹺，將以

上這些較落的城市授對也 o 耶路撒冷的自教勢力很快便將拜

占鹿的基督撞擊緝令九九七年後，設和j亞海部鈣然在法蒂密朝

的問教勢力之下。約於一 O五七年參最蒂密玉輯與伊拉克的土

耳其人幾經辛苦締結了錯暫的蟬的，甚至三權首遠也承認踴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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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蒂密輯絞泊者是回教的教主。

當法帶密王輯政備成立;初期，問羅的勢力如日方中之隙，

徒大大興旺 O 敘利亞基本上仍然是墨督徒的天下;及至十

世紀初期，柴草，不堪米亞(伊拉克北部) I 民臭棋名義上街奉回

教，表晚上益。如信奉暴督教 J 18 按時人會以為中 ttt%己早期的

中束，基紛提:世程鑫殺絕實好比今天的最現;然而事實上直至

十字軍東蔽的時代》在幼發拉底河以前一響?亞劍華督糙的然

佔大多數，掃社會地位十分重要的醫生、律師、神職人員、隔

人和銀行家這批中產階層人士、主要是聶忠多盔、獄、雅各比派

和猶太教徒，這事實有時會攝入忘記 19

五任法蒂密輯君主悶棍士( al-'A乞iz. 975 - 996 A.D.) 在

位時，換及的阿拉伯王朝堵截了東討的拜占庭人事當時他們說

小亞總亞攻臨了教科型的海岸。他們副教教主的權力自大哥洋

伸展至敘利亞衛部，飽們的總幣和教率龍勝他們在古建的政敵

阿拔其ff朝親戚。{盡管在北部，戰爭在邊界護主行得如火如袋， f旦 

J坡及和教利亞詢部首p得以在地中海沿岸休養生息，享有描研未

有的宗教自由。

法毒手密段將軌歧初期?換及的於1教教主政檔(又或是反國

教教三主政權勢誠如在單單尼派教接眼中)並奔自願主觀給予人民

教自由，乃是情勢所梭，因為他們十分依麓非問教誼和非問拉

伯人雄繫穩克的朝敬。替阿色士 盟赦的是信奉基瞥教的朝

，他是一名聶思第辭信能多名字為，禎斯托( '1日的bn割的tur} , 

宣言學為 f 轟思、多留之子耶穌 J 0 回教教三位的妻子是按關人，鮑

爾名兄弟是在繞信仰(麥基派)的主教長均分別駐守安提肉和

耶路撒冷。回教教主的制手是改f寄回教的猶太教徒，是一名

朗和寬弘的財務宮晶。肉包士有時會接軟興建教堂， fr葉派的

設府亦會滋生置衛兵保護 3二人兔受憤怒的問教徒玫

九九六年多飼包士去世，他的兒子[失常的問教教三t. J 給 

( al司Hakim， 996 - 1021 A. D.) 繼位?三三十…年空前的宗教自

由時期結束，教科招手n沒及的基智接接替;面對…段短暫時和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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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挖苦期 O 新的問教較全年方十一。一 00二年，仍然

是少年的哈金亨在 ep位科期處死了他父親的革督接大臣納斯托 o

五年後實他偶始變毀十字架$又下令在基督教教室主的平頂上建

小型的清真寺。布朗引述了十:三世紀矗思多路更家屬單一段

說話會描挂在接著一 00 丸豆豆 o一六埠十年鎮總期間的重大

連

在他(哈金)執政期間，埃泛和技利亞的基督從遭迫害，

耶路撒冷的教會受破壞... ..，基督徒被迫在頭項憨掛費五

磅的木十字架，大部分人成了由教徒;見者傷痛，寸心

如裂，… 21

不幸中的大幸是迫害的日于只維持了短時間。哈金的反對

者稱述各踩在抑鬱的年輕回教教主陷於聽錯狀態，問支持她的

人卻解釋這是來自上辛苦的狂喜 o 他放攏了對基督接和猶太教徒

的技擊。然而令正統的副教接震驚的是，哈金聲稱自己是上帝，

是上帝的兒身參並且將幫;基督徒的怨氣轉略到拒絕承認組的神

姓的問教種身上。一般相信，哈金可能由於褻讀上智商在魂。

三一年讀時報，但他的現嘗一直不知所跪，其中…鼠也總他的

人名為梅魯茲教撩 (Druze) ，在今天的純利亞和黎巴嫩的有鮑

們的臨辭。德魯茲數百民聲稱哈金投沒有死去，只是「躲藏 j 起

來雪在觀定的日子，她會以救世主馬麟磕 (Mahdi) 的身分由

來。

評含金以後，法蒂嚮朝一輩竅不振事他的繼任人扎希辦 (al-Zahír)

年僅十六，對政事不感興蟬，權恤的蟬史學操縱。但是他卻衍了

一 4著抄棋。一。三七年，她的蟀姊離i杖，他跟君士組于艷的君

士站了八世簽訂了和約，其中包含兩項與宗教宿闋的綠款。其

是准予瞥{會耶路擻冷的碧藍嘉蓋章，條件是輛新拜占峰首都的回

教寺。另一頭條款對在哈金股權下痛不欲生的棋及法蒂密朝租

車 HH (純利亞和巴革力斯想)的基督徒具有重要的意義。 j條約到

梢的指害而被控改信回教的基督菇，可以再度公開轉倍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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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毋須受到懲罰。權項特許權維持 F 多久不得而知。 22

土耳其人的興飽 (992 - 1095 A.D.) 

雖然法蒂密人囑斜拉伯脅，但恤們主要的轄地在非酬，題

非豆豆詳H ;他們對亞洲歷史的影響，體及亞糊西部沿岸一帶。當

阿拉的積騙不振，亞洲;東方議處正在臨釀男叫股風主義，險些將

阿拔斯朝政權中的聽餘勢力，禮向 f皂們在美黨不建米亞的政治

中心權毀。這場戲暴掰自東方?是朝西北移動的中間土耳其部

接觸掀起的風

十世統的後五十年，在第一擱一千年將要結束的前夕，

緝名加略( Karluk 或Il ek Turks) 的兇悍土耳其民主寞，在自稱為

加拉肯尼 (Karakhan泌的強大家族統治不多問始移離她們

克什梅爾的主þ漢綠洲i域 F賢，跨主處分隔漢人和中亞伊腦地區的自

脈，樣按阿拉斯朝的建蜓，進到布 H合實芳和1撒馬兒竿的翠綠山谷多

就是 f波斯獲興期 j 的發祥地。據知當時在奧克蘇辦?可以花的

特蘇斯安納( Transoxiana) 一帶的繞治權，差不表全榕在波斯

的薩接見 (Samanîd的家族手上，罵他們亦充分額示出他們的

價導才醉。進地薔散了被醋的文學和科學成就，當血的圈

教士亦熱切捕帶報f也們的蠻棋鄰居土耳其人入教。權群新鄰居

不斷湧護主他們的飽域。九九九年多必備將攻佔了布哈爾，侵吞

了薩聽尼若是脹的權力和財當、但是他們卻接受回較寬教士早篇

介紹給聽覺尼朝廷的宗教信仰。這體童教士分為兩類，其中有

不斷千美返絲路東西隔絕的商旅，他們走時公聞祈禱，在生活

廳中兒語他們的信仰。另外握有敬康的問教神秘主義者蘇非技

信徒，他們主要的中心位於賽克蘇無?可外的巴爾赫域，輝、較早

期敘利亞的華督教禁慾主義。談

輩革非誠信徒在主教上的成就聽他們身教的結樂，多於是他

們在傅播音 r作上的努力。他們在生活上徹底的禁懋主麓，令

信著華驢滿教的土耳其人欽雖不位;對後者來說，前者的表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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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生活的明證 Q 始在同一時間?聽聽教導學玉和獨人嗽虔生

的蘇非持這派聞始成形。蘇非法在十世紀一份釋經文本中以生

動的當教語均勢將神秘主義 霾旅程的第三階股稱為 7 黨魂

的指蟬 J '追「靈魂的指導 J 就如 f路戰火，趕j駱駐好快點兒

把各人做回家 J 250 

有啟入稱這個加拉肯尼王朝為 J 館領土耳其間教主輯 j

他們從九九九至 ~O 七四年，控制著絲網之路白布哈爾男主高出

道日持一瑞克什格爾和抄漠的戰略地帶 Q 然而影響將來的並非

加略族的土耳其人弓乃黯另一個土算其部臉塞爾性( Seljuks 手

鼓手 GhuzzTurks 嘍幣投伯人稱他們為土庫曼人) ，他們繼 3日略族

人之後蜂擺擺至聞方。

第一抗議爾柱人可能是騙恩多留倍梳 O 根據傳統記戰，他

們最早期為人所知的領棉鑫霄牲的兩名兒子擁有基督龍的名

米迦勒和摩菌，擺有聲兒大衛。 26 緝部族轍問中亞電明顯是

協助布哈爾和撒馬兒牢的加拉肯尼土耳其間攏，作他們的權轉

，但是由於他們不滿足扮演混個角色，故此毒害爾柱的彈克(土

耳其的名 闢格壞事會[ Taghril Bag 或 Tughril] 雪卒於 10的 

A. DJ ，轉向閻麗協勘阿窩汗如新納維人( Ghaznavids) 的

其王朝儕略印度。

但還塞爾牲人仍然不滿附從的角色，他們皮過來攻擊他們的

鏡導入。一。民 O年，他們在總東的故斯和奧克蘇斯?可以花的

加拉肯尼社群、阿富汗的加斯納維于吾國和拜遮普之闊的地域，

動手蠶豆主了自己帝厲的辦形 o 他們能那襄朝留出發攝攻阿拉斯

朝的阿主拉伯波黯帝閥，都如較竹。十五年後，調格恩爾和她的

庫曼軍隊成功艷的了百態，滿以為清群磁尼擬的菌戰徒會將

間諜的阿蛇位周教教主，從龍的波斯什葉派主子布瓦希戀人的

手中轉放出來。然而〉賽爾柱既非阿拉伯人，又非波斯人，他

們是土耳;其人，中東又出現了新的情教統治者，當時是一 O

年 O

在接馨的三卜年，土耳其人繼續向西進迎，勢不可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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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盟驚奇的妞兒時斯蘭( Alp Arslan，凹的一 1072 A.DJ 征服了

督教的亞美尼亞。 -0七一年，他在樣斯古( Manziker廿一

役中的勝利更為驕人 9 再改證明亞洲的弓箭手較商方的驕

勝。接著拜占庭的時軍全軍權沒，露驚歐豆豆糊糊。戴奧革尼大

帝( Emperor Romanus Diogenes) 搖亡乎已故‘揖土耳其人俘據。

家希拇指出，權是個教徒首次在「釋為人的土地 j了。建立起

堅定不移的基礎，小草草細亞能起落在摺教徒的手中。 27

來自東方的土耳其語?放民技機罕默聽之辛苦為遜市舉成就偉

業，歐主>>1基督徒騎士的精英，似乎吾吾嘗試仿致土耳其人。他們

拉著另… 4甜旗幟一一十字架，在另一4個「名號 J 之 f' 能西方

征討亞洲西部，其目的同樣是為了要令逍攏盔的人說重拾 f 信

仰 j

十字瞳戰很 (1095 - 1291 A.O.> 

首次大型的卡字軍戰役始於叫 O九五年，當時教泉烏爾斑 

t監號召困[澈的基督徒領袖將聖地從土耳其入手中奪個來。

兩首年以來，東西方的國教龍和華督徒進行了八至九場大

戰，一般稱為 f 十字軍戰役 I '間方的揖史不是傾向將罷手壘，英

雄主義浪洩化，便是詩張諸種辦國式的暴行。然關從豆豆辨i難聽

角度來說，卜字!車運動的重要性並非想像中那樣單一。從較臘

闊的角度來看聲片大陸，當時有三個明顯的特敏:阿投伯人的

失勢;由東方鴻攏的土耳其人的勝利;和西方大酒洋歡洲

期、澈見卻沒巢效的

很多人提樹十宇王震，都聽揮能第三個角度把官視為西方對

東方空諧的宗教侵略，然而宗教和帝盟主義的戰役在西控制並

不竿見。自由世組開始，西方對東方宗教侵略的雄史令羅為君

坦了至是和倫泰扶教的波斯飽肚|可爭中。在權段時期、關教勢

力在墓督教化的西單洲、北非和西班牙建立了 l副教的關度，並

i=L吞碎了信奉扶教的 i皮斯。當回教籠中的什葉振興磁尼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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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閥拔斯朝，帝割的 令革督教的拜占 1錢葷的與問教接事空軍 IJ 、

豆"l:ß1Il軒敘利亞~最終到了十一世飽，信奉問教的空基爾特土耳

其人和信秦基督教的研敵人士造桐樹新的霸權、能相反的方向

進軍，聽稱擁有罰單洲的主權。然而兩者都沒有成功，雖然在

某程度 t來說，最後的勝利者是這哥爾柱人的表親輿關盤土耳其

人多而最大約翰家則是十字軍。

卡字軍束?正詳情 28 廣為人知，此處不蟹。你們對亞洲古羅

馬狹長選界以外的其餘地方直接影響不大。{鑫督徒較宏觀的角

度來看，在世界歷史上芸芸事件中，十字軍算不上有何獨特;

但在民族宗教的悠長記憶中，這敗仗是奉獨…上脅之名孺發動

的(這位上帝哥拉吩咐人?要愛你的仇敵) ，在華管教拓展的公

里長形象上，永連間下了殘暴干íl 高!擎的污名 c 儘管墓管教在普 t主

教種動上一向採敢和平的態度?但也不能完全抵消他們的過

把 O 腫史很容易對沒法予以制史的暴行輕描被寫，但對十字軍

的失敗，卻擁質上數百年 G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有時稱作「法國十字軍 J '在… ~O 九

年攝軍蓋亞洲尼西亞15ft近，締造歷史的基督教界第…叫放大公

會議就是在三二五年齡該地醫學行。但「宇葷的根源早在差不多

一一 f問世紀前己發展。一 00 九年，在閱鱗，瘋瘤的自教教主始

至全摧毀了基督教界最神擎的聲寺一一一耶路轍冷的聖墓鞏 O 更糟

的是他雖翻了據說:是由革督教和自教聽覺上輛大位舉一一一神塾

，韓寫著于觀費增強大帝和阿拔斯軾的困教教主賴世 t每一一一在二百

年的接訂的和議。多年以來，朝雙雙者得以在戰爭和暴亂中會絡

繹不絡組從聞方安挽回教控制的耶路轍冷，在華督教的變險中

轍拜 1 乃閑誼和約的緣故 29

接辛苦入役的土耳其人桂花聞控伯人兇悍。飽們在 -0七 O

年奪取了耶路撮泠多理年在是斯吉擊攬了括:女士旦于堡的軍隊。

雖然東問方教會在不足二十年之鵑(即 1054 A. D.) 的大分裂

中分權搗蝶，教是幸自主教長、羅馬天主教和希臘的東正教已脫

離關憬，但是早已令人聞風喪膽的土耳其人的控近，令:東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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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蟬的米過自勒 v七世 (Michael vII)打破他宗教主的顧慮，放函

教皇求傲和主意{廢舊好 o

國此教藍烏蘭斑二址在一 O 九三三年一聲令下，法關人便於

一 O 九七年五月櫥渡博斯普魯斯海峽。在六丹攻取位於尼商吏

的安納托利亞師教徒館都 o …年後，他們奪取了敘利亞的安提

呵，未足…-年，耶路撒冷再度落在基爾徒手仁(一 O九九年七

丹)。持占賠敗於土耳其子 _t '而法蟬人接J勝利，秘訣與他們

的華智教偕仰立全按有太太關僚，縱使參與卡宇萃的熱忱是黨要

的問黨;飽們的成功亦與他們的主義督接機守無鶴，間為總們無

情地屠殺耶路撒冷的人民 30 又不是出駁他們的厲結，即為 f也

們的領槽的機妒和互不支援的劣行眾所遇知。jJJ{間反而是捍守

逸的國教徒之聞出現了更嚴重的分歧，以致第一改慕督教的

東紅十字軍能打開勝利之門。

塞爾牲人雖然征服了問拔斯帝國，但是她們卻無力將總家

結起來。{啦們聽!的度統治者布瓦看撼人一樣，保存阿拉伯國

教教三位轄權的外散，自己卻奪權成為 f蘇丹」一一回教盟囂，

這有制於「哈里發 j 一一回教教王一一這眾教和纜儀;二的名船。

然間這個帝醫輔員連闕，典輩輩tlr眩，博大精深多立豈非只聞化了

一神設短時闊的游教民研能維擊。即使卡字軍米到雄前，誨餾帝

餾已開始崩續。只有三位塞爾柱轟丹有能力管治警 f盟，清園，個

不重要忘記，這帝闢是lÌl中亞的克什梅爾錯掉至純海的 t龍門，並

及博斯普魯斯海峽上周尺拒望的君士組 I堡。

屬機皇甫的碟子，第三代的蘇丹於~‘ O 九三年去世，塞爾

牲人當時伯個百態只有五十七年持筒，他們再改提出將家產分

配給下一代的辦教民旅傳統。中東贊成了一眾土耳其使園，不

再酪百連說泊。十字軍入龍的夕 9 小豆豆豆島亞(安納托科亞)是

主義緝的講常柱轄盔，首都說在尼揖亞。管治安提闊的是獨立的

鑫爾能錢請者，名義上支持龍的是北郡的美索不雄米亞，認非

慎，部。耶路撒冷會持落在埃及的法權密人于中，他們是基督教

的拜占庭和塞爾柱回教的政敵;土耳其在北方戰敗，他們立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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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可惜，但他們醒覺封回教世界閻麗受敵時，為時已曉。當

時在位的接及阿拉的問教教主只是年僅十歲的男孩。

誼啟獨立的副教政體由於互不文攝，的此挖一落在十字軍

的手中:小豆豆餾豆豆 9 不久前是倍奉革督教的拜占庭;伊得擻 3

亞洲基督教的發輝、埠;華科家，保攘的出生組;安提阿，信徒

首次獲稱為 f基督徒 J 的地方;的黎披里;最復是聖城耶路撒

冷。敵對的十字軍從分製的的教籠子上憲章敢地中海沿岸的組小

拉于國家，然後把此等國家瓜分。誼些事蹟屬於西方的教會歷

史多於亞洲-， 0 卡宇草草 j舊體熱棋以為他們成功解放了丟失咯地域，

但我們必須一提他們怎樣對待那控人民，更特別看看華爾徒的

待題。

他們升為三類:十字軍、基督徒移民和本土的乏基督撓。卡

字軍最初的數且可能不多按三萬 31 大部分不是己耀自鄉，便

是由於無法適應氣候和文化的轉變前早已客死翼地。後來有部

分問三年基督教邦闊的移民加入偉們的行刑，當中混雜了

聖地過求聖潔生活的敬虔人-正士土土:、意欲偶發東方{導報中的財富之

食發桶人，權有歐洲1少數慶幸能放囂，卻被視為可崩十

臂之力的危險阻扭 ο 除了最後那個組酬，以上這學人組成了法

廳克的輔英鏡泊階層 o

?鑫管間教勢力統抬了五百年，本土的敘利亞人口名義上都

是國教搓，但其中還右為數不少的真督搓，只是總們對斬統治

者沒有特別的感覺。在主要的城市伊得織和安提粥，雖然暮督

徒確實的拈大多數，但融入國教社會的情恆不及伊朗和伊控克

般旭遠 32 她們亦泊轍地接受問敏的管治及其生活方式。他們

驚訝地發琨這群擁有十一世紀歐期革督教文化的解放者，在很

多方頭，尤其在科學和醫學上，竟然及不上阿拔斯朝的阿拉伯

波斯文明，某程度上豆豆衰琨得落使對蟹。…名拉利曳的醫生奉

提醫理受傷的法蘭克武士，他以芥子糊膏藥治理 f臨的總傷，腿

腫體消堪，傷勢好轉。怎料一名法蘭克的醫生卻無禮地觀樓，

指那名按鞘盟入一無所知，他懊來了壯士，帶向科斧在傷者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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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讀尊重爾 f' 接著「骨髓從小路遊流出來，病人叫命嗚呼 J

主義名敘利亞醫生抵家復、攝斜地寫道 r我離開後辦學新的

;方法是篇章!于未聞的。 J 33 十二世組初‘一名阿拉伯世家將戰

敗的回教徒對這群侵略者息下的印象生動士也權結為叫句胡子:

所有清楚認識法蘭克人的人，都視他們為勇猛 i進入和戰

門意識旺直接的野獸，此外一無是處，他們只是好男鬥狼

的動物 G 性

當第一輪來征信徒的熱j精誠揖後，雅各比;緩和亞美尼亞擬

的朧大義基督*性論群體對拉于教會繞他們的教會為異端斗爭難

以接受，正如他們無法接受先前好待恤們的拜占鹿和回教饒的

者一樣 G 主智勝利的法蘭克卡宇車來說，本土的基督徒…一不論

是雅各能練、亞美尼亞毅、希鸝敢正教、馬若恩派成轟盟、多

漲，都錯「

然而議等身分務求幸事鐘里待遇?希臘東正敢走上分裂之撞，

在一 O五四年的大分翻中分為東部的東正教和西部的天主教、

市1閉者亦是政敵多然而總1r9卻是軍事上的盟友和正統的基督徒 G

起初j拉了的神職人員承認佈們擁有肉等士也位，但是事實撞朝他

們的夙怨始終沒法平息，耶路撒冷和安提闊的拜占路主教長被

擠由亞洲，流亡莖君士坦于堡。 35

拉 I的十字軍將其總盟沸i基督徒著字體(雅各比派或敘利豆豆

東正教、亞美尼亞東早敏、輩輩思多留倍龍和罵若恩派)視作另

一類哥哥。正式來說總們是異端，而非分製誠、請惜現卻出奇地

令他們成為屬於管理的…群，宜。獲得某程度上的實待 G 羅馬

望能在教辜的權力下，將他們拉攏間華督教的圈子?三中 o 鳥是于息

已!臣就是在站情提下被成功吸納的表我者。一一八二三年，根據

偉大的中古聽史離家 j 推朧的威廉記載，1m萬名馬若恩派走

紛紛催他們匿藏白雪山區攤難所露頭，加入對抗土耳其人的十

軍行列。他們亦正式黨攝他們的一志論異端(基督擁有神、人

性，但只有，意志) ，致忠教里，而教長支持、推許他們保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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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古敘利亞禮拜儀式。 36

雅各比源和亞獎尼亞~歡蟬 t字萃，視他們為解放者， {旦

前閃電者仍然持守他們的正統信仰並盡蠶脫離與扭了基督教的關

碟。雅各比誰是敘利亞本土的基督糙，亦是君士扭了盔的夙敵，

因此他們似乎處於有利地位，他們的主教亦在某程度上榮獲「拉

于藥品階級中的副主教 J 的認可地位。 37 當我們讀到亞洲墓禮

徒眼中的十字軍事韻，必須記著，正如扎吉亞(民 P. Zacour) 

指出 í嚕一{向間歇)求助的，並非教利亞的革督徒 9 乃是

士租了盤。 J 3卑不久，君士坦于接不再幫其做憬的西歐盟友

存有任何幻想。

十字黨的時代亦是西方墓管教向東方笠教繞甦的年代，傳

教士取了更主義卑的模式，更倚靠幕營的富麗行事。一三O 九年成

立的方濟會和一二二0/二一成立的道明會造兩個新的器為天

主教實教組攏 3 就是最佳的餌諧。亞茵茵的碧藍法蘭蔚斯說未踏

足亞洲，但他親臨埃及，向法蒂密朝的蘇丹傳講基督含當時復

手穹的軍轉正韻圈耶路撒冷，此學展現了前者率真的信心、不動

刀槍的見誼，而且義無反顧為他的主犧盟主感召了那一世紀方

濟會中的成員?把生死置諸度外，成為首揖 i句蒙古和讀人縛福

的極支洲人。

聖蘊B丹 (St. DOllÙnic )亦撞派悔的「傳盤錄士J 搖到亞桶，

尤其在現今俄羅斯詢:菊部的土耳其庫疊人中工作。兩個蓮會均

嘴間十字軍到敘利亞和巴勒斯坦， -~方聞訊i斥盤畏者行為不合

乎華督教信仰的體鏡，另一旁面謀求團結畫畫督教分攘的眾擁系，

並且盡忠、向四教徒見證福音 o 天主教的實教學窟史學家施密總

琳 0. Schmidlin) 指出，道明會的的權波里威廉在當地替爐千

名間教徒施洗。"

縛、的來說，將卡宇革時代分成=1間階設較八次東位為佳。

第編故是我們以上講述的法蘭克人的改伐 (1097 -1143/4 A.DJ 0 

當第…住在立:2:#N 出生的耶路撒冷拉于君主鮑德溫去世 (Baldwin 

ITI) 草委位稜;伊得撒潛在盟教徒之于一;法蘭克的殖民者站染

http:1143/4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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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色影;拉了帝鷗在軍事上沒薄薄事件發生後，燼坎攏玫才

告事息。奇怪的是，正由他們沒落期間 3 本土化的法蘭克義瞥

撞開始從不向文化的人民組成的教府身上學到重要的功課。魯

益斯等 l 班…名東;穹的西班牙回教旅客的報導=講:普遍人認為那

的法蘭克人管泊鄉郊四教子民的手法多遠勝 i可代的自教統治

者。功可惜為時已曉。

第二段時期( 1144 - 1187 A.D.l主要是間教在偉大的薩

拉了( Sal叫妞， 1138 … 1]93 A. D.) 領導下的皮擊期。鐘名偉人

的超凡成蹺，世間少有。他既非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亦非土耳

其人，他最庫需體人 O 造民族在照史上興建軍受的苦害較強美尼

亞人和猶太人有攝克福無不及。但他竟能牌除萬難，將回教世

界黨於駕駐商又問分五髓的科力轉站起來，放且報導他們戰勝

入侵的聽民者。雖然他的工作始股什葉撩統治的搜及待代，但

他卻是在聽尼按正麓的旗幟下再度繞一間里的問教勢力。然甜

最劉難的還是與十字輩作戰時，能竟然在兩派國敏捷不清廟的

況下贏得他們的愛戴和教輩。聽拉了於一一一八七年度敢再告路

撒冷，將塑石閩頭寺( Dome of the Rock) 寺 J頁的巨大黃金十

架拆掉，但絕對當代人卻與常士也仁厚。他允許由洗耶路撒冷

的十字軍安然離城一…沒有屠殺、報攪和楊拉;但耶路撒冷卻

沉重的代價。耶路擻冷中九千名無倚無麓的主義督徒難民

中，只有七千名能籌措黃金贖身句其餘三千名貧民顯然被實

故。 41

十字軍東征第三階段的…百多年的詩閱 (1187-1291 A.DJ ' 

其勢力學自IJ下降，聞方攏了語系的鷗家雖多番數試童提第一吹

十字輩東飪峙的雄風和成殼，{g繞勞無功。除了一二二八年蜘

特烈二世( Frederick 11) 那場不尋常的平伯徒十字軍東征品一一一

「哈一沒主要離馬教挂視楠，沒遭咒殼的十字軍戰投 J ， 42 室主至

二十世說，基督教世界的勢力再也不能對問教在亞洲1背部的控

制權構成重重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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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黨 在中發紀聽教政權下，墓領導賣得以俘手字 (1000-1258 A.D.) 413 

2主禪 
1. 	 Al.Q圳r (932 934 A.Do). a卜Mutaqqi (940 … 944AD.) ，和 al.Mustakfi (940 … 946A.D 卜

參 T W Amold, The Caliphate (Oxford: Clarendon. 1924), 60 。 

2. 	 ，研1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 25. 

3.	 綴著哥哥接語言灰蒙主-種族主義‘權力改泠黨支絨線究竟哪個是阿拔斯朗的激;命干日具有重亡的主要

;反斂。 Wel1hausen 詩、為主般是汶斯的手續線主已發( Das Arabische R訓ch und sein Sturz [Berlin, 

1902]); 必. Lewis 主意君主要多紋，意紛投俯在含章中的角色 (Islam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lure ofCo陷tantinople [New York: H研per&Ro電影， 1974]); H. A. R. Gìbh :f著航行車蓋章罷手n遜尼派

車füuj寒交幸免立于權力引發的敵對宗教等主義擎的激發 (Sludies on Ihe Civilizalion of151.捌 [Boston: Beacon, 

1962], 141.50); W. B. Bishai 強哥哥草草嘗嘗俯首賢 (lslamic Hislory of Ihe Middle E泣Sl [Bos扭扭: Allyn 

削dBac冊， 1968]) 0 有關防拔其丹東自然糾紛紛慧芳的詳讓歷史和宗教辛苦苦賣自參F. Omar.‘ The 'Abbasid 

Caliphale, 1321750.1701786 (Baghdad: Univ. of Baghdad, 1969), esp. 的白， \38冷。 

4	 民K. Hìtti 所引述‘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l 5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44ι 他告|自十一 1吐血己的廢史學家 ibn社IJawzi 0 

5. 紡織建華丘吉派和什葉派約分裂這墨綠﹒參本發第十六章可主支持 1-2 ' 

6 綠綠黨支線死後約最初的位向教委室主iI.îE絞 J l!X r 車長長式 J [u] 象女教主) ~~F 以朝代劃分。 

7 場書本護安然十六章，豆豆 358-9， 3紛“6 0 

8. 	 Lewis ， lslarrιxvf.他傾向以校發主流紛紛表 吾爾拉伯吉普%新設主要將役和文耳其語 言~J

分不同階段、多於;;;，年代潮分。 

9 要接 G、日 von Grunebaum, Cl削sicallslam: A Histoη6ω-1258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0), 

107; Hitti, History ofthe A削bs ， 106.7 。 

10	 綴~嘗嘗 H畏的回教教主是 al-Mustakfi (944 946 A.D.) 。他的機位人;是 a卜Muti' {946 - 974 

丸 。)秘三 f立無實攘的失般的皺紋三位 Q 

11. 	 Hitti, Histor芋'ofthe Arabs, 47 卜2. 

12. 	 L. E. 鋒的wr扭， The Eclipse ofChrist圳的ty In Asia (Cambridge: Cambri謹ge Univ. Press, 1933)，已0， '1 1 

紅色奴制手nB缸益必raeus 0 同學學 Hit缸， HIstory ofthe Arabs. 斜0 0 

13.	 你 ÞL 希德二E 朝統治下的主教授辛苦哀mmanuel (938 - 960 AD.), Israel (962 A.D.) , Ebedyeshu 1 

(963 - 986AD.l, M缸es (987 - 1001 A.D.), John V (lool 1011 A.D.), John VI (l 013 - 1020 

A.D.) , Yeshuyab IV (1的 1 … 1025 人D.)，自ias 1 (1 028 - 10特 AD.)， John VII 仆的。- 1057 

AD.) 0 有關其他自 J. E. T. WiItsch, L. E. Browl妞， A. Fortescue 秒 1年〈心、 Young 新建議的日期

的比較、參 A. R. Vine, The Nestorian Church叫 (London‘ Independent， 1937), 138 ' 

14‘ J.M.NεaIιA History ofthe Holy Eastem Church (London: Masters, 1847), 1:1 43. 依諾森=ttt Ell

九八至 二 γ弋在ftlH乎喜愛墜

的. A. S. Atiya, A Histor亨、 ofEastem Christianity (1.on泣。n: Methue鈍， 1968)，立“) 

16.	 參本書章第十五豪言豆豆 321令。

口，紛為民是什一葉派對t!:U彎著要夸獎主拳擊家族的統治者的稱呼;給您嘗著則是要賽尼派一般對統治審

的稱呼 3 法蒂空著人 t星照事實草藥竊喜亨 a 參 Hittí ， History ofthe Arabs, 6撼。 

18. 	 Hi蚣， Histoη ofthe Arabs, 360， 這 I ì進十從紀的爾拉伯地殺緩緩 Ibn aI.Faqi 約紋的bal.Buld傲。 

19. 	 B. Spuler，叮n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aliphate in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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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Browne, Eclípse 0/ Christiani紗， 60咀 1 譯音金破壞耶紡線泠神殼的摯簽堂‘主義線來歐洲發動十

令軍的三主要堅誘閱。 

22 , 	Ca揖bridg扒ry!edí的， .al History, vol. 5, ed. J. B. Bury et al吋時l'rim of corτected 1929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挂ge Univ. Press, 1957), 25巷， 

23. 	 Hitti, Histo丹， ofthe Arabs， 則裕是九九二:你。 

2尋.巴爾赫拉克的蘇~~豆豆務體的吾吾吾戀人可能是向您姆仟(Ib且himibnA吐ham) 他是八股紀一

度f吉普主佛教員全著名城市的友于‘他吾吾棄了他的主役，穿上輩革非派儒毛主的組毛絨串起 F ‘的

來持1] 人吾吾嘲諷、奇的I和辱驚 3 有關蘇非拉晨，參 A.Schi訟mel， Mystìc Dimensions o/lslam (Chapel 

HiII: Univ. of North Carolina, 1975) 投R. A. Nicholso泣， 1'he Mystics o/Islam (London: Be泣， 1914) 。 

Nìcholson 1哲學織約1蓋仔書畫藝守黨扣上派的苦苦佼佼少康受了強烈的衛生盡影響 9 他們的游行f繁多字

義!;l;宵役的紋絲''1'翔的作一:晶亦經常引述耶穌巷口基吉普紋的事雪紛i主義教的言說話 u美 10 及

以後) 。然消錢給並亦沒有效銜的聯賽建 立引起激烈的事吾爾。 般的結論生產蘇非當民約舊車 

3買書監1至凶教*但他們無可機兔3位老童車授在 fNÆ客宗教的土壤史，其中包括瑟發敦。有關蘇非 

v丘吉豆豆豆的路線‘事喜A.J.Ar泌的， AnAcco如t q{the Mystics o/Islam (London、 1950); and Schimmel, 

IOff 

25. Nicholson, Mystics , 164-5 ， 哥! 她有關 Niffari 的詮釋霧。 

26 日it剖 ， History 0/the Ara衍， 474 n. 2. 

27. Híttì. History qf'the Arabs種 475. 

28 卡片宇潔的次數眾議紛紅，為了 1H黨的畫筆紋，'ft附 t一般 1年遞採翔的設法-

多在… /X 十字寄:從 tJE (1095-1099A.D.l 法接選人於…()九九你攻沾了耶路撒冷，還在扮

得綠楚這叫起附一帶和耳思路撒冷錢立了一遂E學校γ主蓋章琴教凶家發但皺紋γ丹等各去尋辛辛野韌的勢

力從;晚及簽約，關絲絞幸IJ 至五的儒教直是‘務lIlJ妻生沒汰。 物?學繳於… -p再問你失~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 (1147-1149 A.D.l :豎納爾納竭力鼓吹‘位德關和?在鑽井之為所動，

失敗告終。

第三次十字寄至家統 (1189 1192 A.D.l 乎是闋的譯詩心正經察、沁園鱗 fJ 二 i璧初神聖竅

，為借幽的教主巴爾巴羅讓約「大聯盟}過哥華投了學費敗"後者.~…一八七年奪的耳ß路撒冷。

策的(j::卜字畫表象征( 1202-1204 A. D.l 教學色欲言若是靠號夜歐洲進行約一次十字軍行動，

但是，教委主綠卡令軍磁波墓轉澈的教士坦丁豈是諾諾非同澈的敏路撒冷，教豆豆便將他然沒出書文

藝空公

第 n老太十字被來tE (1218 1221 A.D.I :互交打埃互之夢重要取的學3吾吾吾監泠， f旦失敗。

第六 11;:十字，欲來îiE (1228一 1229A.DI 阱特í!l 三世發動手上神職人員的十字，敗行動

遺書交豆豆逐;其教會. {立他旦旦維持一工的外踴泠喜棄了和l約，他也封為那絡要重?擎的歪。 1叫教佼者T

三間開if-最重掌耶路撒冷。

第七;沒十三.r淨了來?正 (1243 1254 人 D.J 。法關吾吾吾§九姆:~克打傷善黨﹒卻成了~聖l'的 u 

f在八吹十字軍黨統 (1270一 127IA.D.1 。由法機的路揚九設和正在衡的發授、華也別1世領導、

支蓋章主後一lX十字被東征。阿三之恩於-二九 是軒說每在的教徒手上。 

29.	 符聽話告凶手詩詞生拉斯車司所簽的條約 2 舊車 E 祕'. Buckler, Harunu'[一Rashid如d Charles the Great 

(Cambridge. MA: Me社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 的1).他lIlJ~終 r w. W. Barthold樣的的詞:分

熱路。寶貴約之時，查王望緩和百撥給病拔斯戰紋絲若干雙方當然都反對在伊!教國家若望班牙的

俊為豆豆粉。不幼安全哀主義假{爾吉交納的意玄學主主主 t竟有提及每星條約) 、成條約在豆豆方撥撥設的

綴納 Q 事實上， J義務紋的物學者獲就到耶路線玲。

狗，有些重要藍的例外鱗況，女Q Bouillon 的公黨專文弗霞 (Godfrey) 要安然他譜數派的土地，自整整參

與卡'7:]智紅途。攻仿耶路撒冷後，他獲推嘻嘻為主。做他寧顯別人絨線為環毒草擎的事3 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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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於耶路善教冷s 主這f關教育的是5 號。 Cambridge Medie l'al Histρrv， 5:274, 3鈴， 

31. 	 ~其- 1:文來?正被入數閥的討論，參 W. B. Stevenson 所誠心 Cambridge Mediev甘I History , 297-8 ' 

32.	 當代紋絲是今的人名祠典中分析統計了:令古時代中來~~i吉 iul 紋的:l;li 1哥從比率(1':少在室建

毅然j 階廢9') 會級領必是臣和機然是檢測性多是約分析支終;這個說話去。它提出了在伊朗的主

要改教進率最哲學生 ft:: 絞早期竟吾吾九t投紀中~靜 11:下來; IÍIi t:E 伊拉光和敘利益的炊事女選手議員iJ

接待苓十教從來才靜止。在敘利豆豆 1 改{喜悅教的人參考j."要收 年後才能在當日子t1會

違約的伊斯藏三支線和學衛生泊中立足。) R. W. Bulliet. Con阿rsion 10 lslam in the Medie叫l 

Period (Ca觀b討dge會 M，屯. and Lon忌。n: Harvard Univ. Press‘ 1979). 特別是頁 8. 23, 82, 104 的處

是健今

衍。 Usamah ibn Munqidh仆的手1188 A.D.), JI.於E Gabrielli, Arab Híslorìans ((f the Crusades (Berkeley 

Univ. ofCalifomia Press, 1969)， 76刁之于迷。 

3尋丸. Maalouf, The Crusades Through Arab Ey郎， trans. J. Rothschild (New York: Schocken, 1985), 39. 

站立以這史家 Usamah (or Usama) ibn Munqidh 0 

35. 	參 B. Hamilton. The Latìn Church ìn rhe Crusader States; The Secular Church (Lon昌叫‘ 1980)， esp‘ 

2 仔仔..3IOtf. ' 

36.	 參K. S. Salibi,‘'The Maronit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 in Oriens Christianus 尋2 (1防毒): 92

10再見於 K. M. Setton et al., eds谷 ， A Histoη， of the Crusades, 2d ed心， 25 vols.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69心 1985)， 5:235. M. Moosa, The Maronites ín Histo門，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 Press, 1 雪慧6)， 195-232 之苦|述 3 

37. 	 C. R. Condor, The Latin Kìngdom o.fJerusalem A. D. 1099 to 1291 (London: Palestíne Exploration 

Fund , 1897), 2份有!總投了教會夜十字被凍紋絲黨主主義守主果是壁，似乎不是此歷史發的聲影

所在;宮室詳盡藍紛紛述，參嘗試 Hotzelt， Ki附hengeshìchte Paiastìnas im Zeìtalter der Kreuzzuge 

109弘 1291 (Cologne, 1泌的錢 Hamilton， Latin Church ' 

38. 	 Setton, Crusad肘， 5:70. 亞三突尼亞人從君主犯丁機爭取到在小青豆豆{Il'我綴得J! f妄的終總， {，我們

認為法蘭克人趁拜古學室的主盟友 告司J1t他們被納十字軍的終廈、絞敘利更為這豆、但是所手法

人?很快懷激怒他們的法黨H.:統治善于 J (1:160，紛紛

"、參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λpansìon o.f Chrìstianìty (New York: Harper. 1938 ‘ 1939), 

2:321 ‘ 324-29 0 

4位“Egypt and Spain" by B. Lewis from Hol t.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1: 199 

4 1. Holt‘ Cambridge History oflslam , 1:昏 16.

是2 發教皇室藍白教會的神聖鼓釋，嗚乎營長量發表排終烈，發顯星美主義泛的統治者卡來幫會 (al-KamiJl這主 

ff 載自主F. tJ混為 τ 過穿守在機場上交輩革 o J迷離的兮地各級。耶路揮重泠交往3落?安徒統治事一二三

九年有窮;特兒吐白封為耶路機;今去。協議的條款令他 pJ 以亭子5十年約太子笑話﹒放Eb耳早晨各釋重

?今手Of白手iJ't夜至這E揮重勒串串景里遺址，整整{f牙產品宏、該繳利亞和lIDI頓的城黨的領土機 6 絞蓋章協定可

耶路線泠紛須加上撞車緒。羅寫符j智地寡言令他的功槳，他於 二三 0 j年持獲賽女吳三赦*- (f露

0營建立豆豆和辦終熱之間的毅力仍然持續) r 單字符烈停車撞的末年川 Condor 寫主鑫 I 安全敘

利亞基紛f走向7家育最後的太亨要是截。~ Condor, Latin Kingdom , 311-15; Setton, Crusadu.\'. 5、 357“

岳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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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Æ.沒有報導屁事巳有數年，每當回想報來，也感到震

慷與嘔心。若說這是會上帝制造人無以求從未發生過的

事情，也是正確的。 事實土，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事可

以與成相提點諦。人們充其量只會想到尼布中足，撒玉苦

持以色列入並謀職耶路撒冷的慘況，但若與就這群惡魔

破壞的地，方相陀，蒂亞各撒冷算得吾吾廢... ... ?由魂在開始

直到世界的終結，應該... ...不會再發生詞樣的事情，弩文

革和為各這兩億氏族制外。速實( Dadjdjal ﹒留軟的敵

惡督)只會給掉他，的聲頭人，不管怎樣忠會放過依從他

的人，然而(蒙古人)一佩忠不放過。他們親當婦女、

男人和孩章，剖開孕婦的身貓，宰殺她們的腹中燒肉。 j

何提亞 (Ibn al-Athir‘口的- 1234 A.D.l {攜幸存史》

( Chronicon) 

"
~
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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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名字與和平扯在一起，看似荒謬。

兩人都是以殘暴見稱於世的戰場梟雄。以「蒙古統治下的和平

時期」作這段歷史的標題，卻事出有因。這段歷史跟其他風起

雲湧的年代一樣 I 它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

成吉思汗雖非性好和平，但他卻為十三世紀動盪不安的亞

洲歷史帶來了短暫的歇息，使亞洲大陸能享受短時間的和樂、

統一和宗教上的自由。這好比數百年前，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

和平時期為基督教日後的傳播鋪路那樣。但一百五十年之後，

帖木見卻將當時基督教的希望和發展毀於一旦。

信奉基督教的克烈部 (Keraits) 及信奉薩滿教的

蒙古人

當開羅之四教教主破壞耶路撒冷之聖墓堂，觸發十字軍一

役之前數年，在數千哩以外的東面，遠至亞洲的核心地帶，不

知名的聶思多留派平信徒宣教士，以及眼蒙古大草原游牧民族

通商的基督徒商賈，開始帶領一個名為克烈的突厥蒙古部族歸

主。只有十三世紀的史家東方的雅各比派馬弗利安巴爾希布萊 

( Gregory Bar Hebraeus) 的有關紀錄仍然保存至今。「當時克

烈部之統治者 J 在高山上滑獵時迷了路， I 當他感到求教無

門之際，一位聖人在異象中對他說 r若你相信基督，我便會

引導你，免得你滅亡。Jl J 最後他安抵家門。後來他遇上一些

基督徒商人，想起那異象，於是便問起他們的信仰來。他們說:

「除非你受洗，否則不會得赦。」他們催促他送信到在木鹿城

的聶思多留總主教依伯耶書( Ebedyeshu) 那裹，要求差遣「教

士和執事為他和他的族人施洗。 J 1 巴爾希布萊接著弓|述了一

封於一 00九年，由依伯耶書寄發給駐守百達的聶思、多留主教

的翰六世的函件，提到那吹任務成功令克烈郁的統治者及他二

十萬族人受洗。 2

不管這些流傳下來的資料是否屬實，克烈部的確在往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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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成為一緝拿來，會議要的錯思多留吾吾誤。 3 五三十二、

三世紀，繫緝部族算全諒了車，制最重要的影響起它是首個跟

的蒙古支部小萬農打交道和提供保護的多鞋廠黨古部族。

那酋長名也連該 (Yesugeí) ，是餓木真的父報多饑水處就是大

家熟知的成吉思汗。 4

以持獵為生的部主妥閱始群眉於貝加鑄海東、 F詩縛岸注

域一帶，克如部是其中一主矣。在彈藥，歸信藹惡多留漲的鄧麗

有乃欒部、多摩擦部及克熱音fS (多地圈圈五)。在佈們的南關

及西頭就是文化較深厚、生活較憐定的畏吾兒社群。他們於

三百年前的胸輯。歸信了景教，被稱為「突厭蒙古世界的做導

九世紀畏吾兒「帝闢 J 的沒落，始們站立撥趕散

。畏吾兒族的建擺令他們的文化由原本混雜

仁
紛
懿
恥
鱗
敏
醉
心

F
V

γ
i
f
f?聶教、雕胎教及義基督教色霧重轉變為較其儕教和摹督教色游全

但最終以部教作其文化主導。車敘利亞的聶思多留教徒創作的

畏吾兒族錄莓，報景教及摩尼教之{布權簡傳送給畏昔

豆芽告。落在位於斑東醋的蒙古人手中，常峙的蒙古人還未有嘴巴

的文字。 9

十二世 ，克烈部的 領袖王汗( Toghrul Wang

Khan '他的名誰?顯示他在漢人及 人的政壇上有幾

) lO成了年韓戰*真{其後稱為威 )的保護人。有關

權位基督教領袖的記載，可能就是 方世界產生有關「

辦基督接君主授是三約翰 j 各樣傳說的 ，據說他是聶恩多留

籠。 11

但真正改寫了間洲|歷史的並不是正汗 9 乃是他那鑄聽2萬

自9年輕門生 o 憑著他的野心和組議能力，不久便把他的保議者

及頭號敵人克無部，攝入能正在擴增的勢力範圈中，而且更征服

其他半種音化的部接，倒如更為強大的贈傑部，還有乃蠻郎

和設古部，並搶緝總部族組成一個征戰捌仍的帝國，稱霸一峙。

從燒時闊始，蒙古人才成為獨立的政治 。雖然克烈部臣服

於成奇思汗的權勢手，但他們在這個聯邦組織中，仍然具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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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響力。

路斯托夫斯基(A. Lobanov抗f紛紛的訂)認為成吉 所

的 興也1Y (Yasa) ， 那分 岩、多留擬的影 1î~ 

的 治者來說，也沙持 .就如「誠之;吾吾

的一條律倒是 I研 人 信奉獨一真持要 的斜

其他的律例個括禁仕 和豁免神職人員繳納稅

教、佛教、 淵。李先 O 也沙其實是 個 的

了基要和積郁、 寬容、道德和 的

人 以醉酒至某個親 一偶丹只准醉酒二坎; 醉

多很有誰能滴滴

烈部 蒙古宮廷 力的 一種方法是通緝 :1: 
婚。 成 思汗為了鞏圈自己的 地位多在不影響大 的 j咒

，以簡單的方法與其他那校結盟。他以本人，或會自己的

些勢強的族長女兒結婚，辛苦有任何姻親挽戰他的威權，

她個|涂誡他們。王汗便是制卜備成吉思汗獲悉他的主賢妻保護

把他們剿平。 縱使他臨除了他

們要但仍搞戰敗首長之大

人三甘于意屬謀皮，

‘同時又將峙的妹眛嫩給他

的 雖害( Tolui 穹的 11倆一 1131132 A.D.) 。 你扒手HiE

北 f文中今。成吉思汗策封能寫為他轄下的中央部隊

成吉思汗的新媳婦……信學景教的克恕部合主賤勢您給 

( Sorkaktani “ beki) , 14 堪值懷念。她們三姐妹都是漿教緒，各自

朝的歷史中峙 的位覺。長女亦已自合作了成吉，思

的妻子、排行第二的刑 山坡失是成吉思汗長子朮亦行的

，關嫁給回子拖富的引發 |幟尼則有更偉大的天贓。

設母親養育了三位地日 吏的兒子 s 他們分別成為蒙古

的大汗、中齒的皇帝及援學兒仔圓的大汗，

的於一二O六年，能成吉思汗藍緩了蒙古最強大的部族，

與他們結盟後，便 1全部嚴寒的大i乙方，誓言繳;可說寂的兩岸

(河水從山攝朝東流向中關)招腎、了諸王，在那鑫他們尊稱能 

! ttt主 J 和「蒙古的大汗 J 16 列國不以 可然而一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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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警世界的大;其 j弱，正從這不毛之地輕輕泛起了絲絲的溫瓣。

東方的世界首當其衝。成吉思汗夷平了西夏的唐兀 (Tangut)

王朝實造群摺藏僧侶一瓷挖苦且著姆總之路續往中國西北的東站

關口。鳥兒子產靡之楚，他繼續益嚴推進、直:指控從宋空手中強

華北之地的女真人王朝(企圖)。蒙古軍隊技干全國首都

燕京(即現在的北京卜放火焚京，但就在整f閩中關、呼救無接

之隙，蒙古軍隊卻竟然停止了過次東役，折擋回在百多橫經阿爾 

LIJ蝶、經臼舊書喀什期，恨那克蘇斯河和躍 11;特河之間的肥法 

ÚJ 谷和重鎮。燼吠聲古軍隊竟然改變紅墟，可能是由於收到消

息，謂一簡單位有出使中國和波斯之間的問教封色卡拉舉泰 (Kara

KhitaÍ) r 惜圓 j 的蒙古幫他遭暗殺 O

當時有兩個接體劉家負責保護波斯阿拔斯朝的問教地!話免

中盟黨古部族不斷檔張的勢力威脅。卡拉基泰主輯嚴接近節

篩選組的蒙古部族、其人民大部分是信泰回教的突擬人、{E!也

十二世紀間始令已被另一鵲蒙古部接所統治。這部放在吐魯番

緣政H 一帶 rð] 為數單多的畏吾兒族人提供保護，唔，中;有很多是被

其他蒙古人騙至茵茵的聶思多留借債。在成吉思汗的時代，的

有另一股蒙古人勢力奪取了造王朝的政權。這般都力也名為!退

出律( KuchlugJ 的乃蠻族三五于發動，他表頸上信奉聶您多留

仰，因敗於成吉思 ff手下而西竄。他對回教深惡痛紹，在他

的錢治下旬 「問教自傳入中亞以來參首次亦是最後一 ìÃ權到迫 

o J 巴托爾 (w. BartholdJ 寫道 17 但間出律卻出奇地滿不

;在乎給予間教徒禮擇的餘地，防]教歷史學家認為壞名卡拉華泰

絞治者若不是皈依了佛教，便是信奉了儒教。 他准許:可教徒:在

教、佛教之情j二三盤其一晶，或單改穿漢服代替他們的問教報

告布。無任乎在他蛻政短短七年 (1211- 1218 A.DJ 種多設成

吉思汗的一名大將擊敵時，回教論與基督徒對聞出律遭大

投較為寬大的勢力推翻之事，的表歡泊。 IH

成吉思汗 f --~去各自標是另…4個離i皮斯不壞的邏隊國家，

國家是寫給和老練的花科手續主的奢華閻度，該國的問教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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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了信奉離攜教的卡拉豆豆泰(見端醫鹽 1在 19 而在成吉

思汗的一方要他的兒子拖當領著中央部隊向跨進墟，染指

個花劍于韓帶闊， I 愷聶蒙古草事機器首吹 l句著回教觀家開

動。 尸。經過之三年腥風血雨的苦戰，蠶豆左大軍終於攻陷了追隔 

f櫥邊雄關家。一三士~O年，成吉思汗最大的收種最奪取了迷人

的布哈爾織一一說是「東方的百達城 J 、 7 個教的梅園 J 21 花驕0 

子模本享有「豆豆擠在關 J 的美譽，但麓吉軍的權侵卻使婚變成

「死人的國度 J 0 蒙古大軍擻渡集克蘇斯河，進入波斯。巳驚寄

希字汪東謂他們的軍隊「花生接蟲和螞蟻的數目還要多 J 22 他們

歡攜著死柱、荒草體租失學。根據向提豆豆( al-Athid 的記載，拖

雷奪取了髓，思多間總主教的所在地木聽域，里真是當個城市論陷，

就喜七十萬的男女粒兒童連戰載。本章的扉頁毅引述了研提亞

對蒙古人暴行的反應。紋

，尼拉i、普爾 (Nishap肘，被斯富庶東且時鑼珊的

首府及花騙子棋手告屋里最後的服泊中心)落柱揖雷手上，這是蒙

軍隊在成會思汗領導下?最遠一吹的重要西征。他的將領繼

續續征至格魯肯車。{fl.成吉思汗與他讓寄來最鑼愛的兒子拖諦 24

郤訢姆東方，積超現在的詞富汗， I匈兩推進，直追印度 rilJ沿岸 o

但在他將要害踏進印度的門檻之碟，卻又停頓下來。由那時間給

他將征戰之事交為他的兒子和將親負責?自己甚少參與全

離散。他轉以持護黨為樂，立全設法將動聽不安的蒙古世算器定下

來。據云他轉向謀求哲學，提問有關宇宙和宗教本質的問翩。

他對所有宗教都招懷疑及包容態度，部括聶思主多留的信仰。舵

的人民主要仍信奉聽滿教 O 一二二七年，成會思汗的違章體以其

藤攝-數位彩的教古儀式埋葬，陪葬的有四十 f懂非輯婦女和四十

巨搗 25

逼真古幣體

成吉思汗跟她的正室育有關于一一朮赤、毒害命華、幫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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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權醬、邊聽承襲的法規和四子的擋住，蒙古帝鷗得以延續其

威權和統治。這個岳不識了 26 ff!又未豆豆民智未瀾的游教民族，

雖然對安定的政權不熟悉， m竟能逃速地建立並維持半個控辦

勢的治權，實在匪夷研忠、 27 迫于苦鷗分為四 f輯部分多每于“得

其一，原子名義 t聽命按其中一人，就是由主室議會推舉出來

的大汗。

于朮赤{卒於 1227 A.DJ 索與父親不和，且先於父親去

世。 f也沒有攝封大汗的稱號，但他兒子拔都在數洲的能伐卻為 

JÎL赤家族奪取了積羅輯和問北的治權。主這些土地被稱為欽寮持

國的疆峰。按都之弟，亦即他後來的繼承者，成了第一位惜奉

間數的蒙古大汗。

-察合華(卒於 1242 A.D.) 姑父親認為呵。汗之位交給0 

幼弟較竅，他對此快定立全無異議 o 他接賜汗國以來的中亞地區噎

包括特蘇斯安攝和土耳其斯坦，建軍蒙古的建陸之地。員表于中實

他最盤守黨古傅說，反館教亦最強烈轟然)而成吉思汗家族中

持鑽最久的問教勢力一一…花印度的莫臥兒人 (moghuls) ，卻是

感合還是的後人。

三子窩闊星星(卒於 1241 A.D.l獲推學接續他父讀成為單二

位大汗。他所得的土地實不太多，與他的盛名不符， r而倫的

裝沒多久便失去這個帶號;然而他是一位醫君，對主義督能寬容，

且把聽 f昆主室閣結起來，範圈臨他所處的中央轄僅以上…帶，

違反巴爾喀什湖以

最/卜和最支重要的兒子雖雷(卒授 1232 A. D.) 按照蒙古的智

倍獲鰻三E室驟地的說治權， I爾基爾教就是饒過拖嚼的家族隔得

lj，直接無礙士也進入亞洲，放影響追地區的教會堂接史。當成吉思

汗謝世，拖當鑽出任閩中的臨時攝政王( 1227 一口29 A. D.) , 

王室議會決定立論闊聾為總佳，入為止。一之二九年妞，

間還表以大汗身份執故達，.一年之久。一工四六年，他的兒子貴

的繼任為第三位大汗。 f盟黨也死後，繼位的持總發生了重大改

變。成當思汗的器兒一一由梅雷與信泰蓋率督教的晚魯恕軸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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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所生的蒙哥堂 的 乎成為第閉住大汗 29

的事基督教影響還少、1J1對中間之變造成了深逸的

和波斯卻影響豆豆鐘。境位接督提 E矩的故子旭烈兀征服 r

自敦的波斯;而眾辦過知，她的三子，忽必烈，亦是最顯赫的一

位，更成為中國的

稱這段時期為

方在釋馬統治下的和平時期，

跟羅馬的和樂時期一樣，

亦是略為一吹一一把豆豆辨| {閱短暫吾吾室最強

大的時歐亞帝國、使蒙古的勢力 沿岸延伸至君主閉了

的門檻，從高麗的邊揖拓展 橫斜，、與波蘭接壤。

方濟會佈道圈首次在蒙古人中的佛禮工作

插在羅馬統治干部j和平詩期為 的 I作鋪了路，

蒙古治下的和平時期亦 教的怖爐工作打開了

門，使f也們能跨進亞洲，踏足君

四五年天主教首吹在蒙市人中間作佈誼工作，至…斗/\

帝國喝蓓的一百二十多年間要總會豆豆少有兩條跨越亞

洲的妓，擺開放作東西方商業和文化交流之緝令不論是經漿古波

斯的絲綱之路，擇是橫跨蒙吉俄羅基長的樹籬立

印!葉之海路，總之，遠東與歐按時是史無輯教11總接近。 30

依諾森問世( 1243 - 1254 A.DJ 於一二盟主五年這是按

位天主教?議:教士:但j蒙古人中當教皇。地撓擺了方濟會的教土柏

朗聲起黨( John of Plano Carpíní) 完成此壤任務。他提恩方濟各

其中一起入黨弟子宅亦是在西歐的修會的初期創辦人。

教會的堂教運動手早已接巧地控興起來、 i前方濟會和道明

的新發教組織更於不久前成立。他們稱為托恥憎獄，

要立下清貧的嘴約，耐心且擺要明確持守向教外人傳誼和寬教的

責任，為縛統關僚院制服添上嶄新的特質。攝些組織者1$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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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和廣傳福音的熱誠。

教皇間蒙古於一二三六至一二閥-'年第二答:入侵歐洲前離

有餘悸。當成吉思汗的草叢兒設都率領欽察?不軍席捲 f我羅斯多聲

{館基管教世界海之驚動。 他搗毀了墓骨教在 f搜羅斯的起源總基

輔、較接域中捕民。拔都大軍所豆豆東獻出攪蟬的誨烹多磁河

一一帶變成頗垣敗瓦 O 然而就{攀上次…樣， 隊卻出人意外

地道共， [海拔都的故父駕闊轟大汗指當 O 從遙遠的蒙古傳來可

汗的死訊持改挽教了歐洲的命

總後的喘息期中，教皇決定要更多了解為何讓些強，悍的

能
翔
的 

e
w 

I'.-A 

游校說按要兇殘權迫，接連驚攪和挑釁歡淵。無法過 Jt蒙

古軍裝暴行的消息導致人心惶恤，無源遠東與西方聯手抗衡凹救

中心的可能性?卻燃租了進行最後一次大舉艷麗的十字軍東征

的驗單多現實的忠告 敵不攝這轎慾望。

故此言批到東闊的教豆豆宣教潮是懷著鼓拾以及宗教盟的。

士載有雙璽使會:在政治上努娃們繫防Jt侵略者權一步控

擊書長會教世界;而在宗教上，他們要向當攪入實掘基督教 3

領他們歸主。所以從一之間二至這一三 2日二年燼往後的一百年間，

七五八鶴不悶的天主教哀教隊伍奉命長連戰撈到亞洲來。大

數的寬教士聽方濟會，少數為主黨明會條士。 r 這實在(耶路所

有華督教人士銷記心內， J 蒙特寬( Ricold of Montecroce) 

道 r 當上帝從來方聽來鰱輯人進行殺戮，或令倫們走上滅亡

建哇地同時從西方差來了祂忠心並蒙福的模人一一方濟會與

晚會修士一一一直信仰中作敢黨、指導並磕立的工作。 J 31 

這華夏列出早期到東方互亞洲|的修士的重要至說:教事韻，在梅百

持
清
悶
閥
門
的
攸
關
羽
縛

M
V

多年間可

1.柏朗嘉賓格士( 1245 … 1247 A.DJ '方機會修 

32
2恥葡主慧芳的難倫斯梅士 (1245 A. D. ? ) ，方濟會修 

3. 論自底的安謬論修士 (1247 -1250 A.D.) ，道明會偕士。 

4. 朗格米的安標榜修士( 1249 … 1251 A.D.) ，道鵬會轉去。 

5. 繹怕魯{學士( 1253 - 1255 A. D.) 、方濟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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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驛兄弟:

一汶旅程:無立教士雄行( 1260 - 1269 A.D.l 

第二汶採程:嗨行的有馬可爭難和宣教士( 1271-1295 

A.D.) 

7. 孟梅高雄奴( 1291 一 1328 A.D .l '方擠會修 

8. 方濟會宣教間增接( 1307, 1311 A.D.l。 

9. 波總麗的奧多力克(1322 - 1328 A.o .l '方濟會修 

10. 螞雪慧諾取行342 1346 A.D. 1 '方濟會修

如朗嘉賓 .13 是第一位接觸蒙古人的修土"。他與同伴本篤 

(B如edíct the Pole) 34 i'ii :ll::.衍幹攏，經現在的烏克蘭提遠東，將

教堂的文件樣對俄鑼新的蒙古主于手中。遮住王子就是按

掰一一一歡洲東部的才的設者、成會思汗的繡孫、蒙古教西方的 

i球欽察汗主耘的說帥 G 在車蓋率露，已有人告訴這補位客按:若能們

想、活舟，說得擁有懂得尋找埋拉雪地下的草糧的馬1lÇ，否則想

柏繞他們的馬股也滔不了。離聞事基輔爾通後 35 站們突然磁蒙

軍撤停，你們 f惡形惡村的輯我們積蠅飛 J 0 滿蒙古軍將一

人帶到故都在頓河上的營業。 37 拔都拉總接收那!主i件，並命他

們將i丞11，牛送至自蒙古大汗的手上。

相朗嘉黨已奔波了九僑月。對這英勇、肥胖的皓士來說，

要惡毒在野性難馴的短鵬蒙古小野罵背上，顛離地至三爐前行，每

一哩路者f~苦不塔吉叫我們出發時悲悔不唔， J 他寫道， r 不知

將會是生是死雙(而且) ... . . .我們虛弱至…個程度，莓護三攏，鳴也

差不多騎不來;在整餾大辦期巾，我們唯叫的食物是混了重聲和

水的黎米. ~ . . .除了溶在堂中的雪水抖，我們接麼也沒得喝。 J 38 

又經禮至五個月的行程，他們終於推建 r賞梅的宙語，貴曲

就是成吉思汗三子朗，生的兒子多他行將即位當第三三位大汗。當

她們抵主義了倫們眼中的天海角時 9 部位善良的天去敏捷首fJ驚

覺自身攝;在單多長黃教徒。大汗的私人書記主義最教徒，還不f-.

所控於大汗f宇晨幕繭的主是教教堂，空氣中組蕩著會眾的時頌並攤

區的敲擊聲?洪亮士也宣告崇拜的時間也屆 O 部仕的景教信從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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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
i
E
C
F
ι
E
F

至還聲稱大汗不久就會成為華督徒。 39

商位簡攝影H學土建i司四千名外地的f吏師出席了黨串的

聲儀式，當中包括塞爾性三E朝的藤丹、俄羅斯的雅維斯拉

合(草壘山大， 涅夫最基之文) ，擺有 rp 閱和高麗的國

正 卡
!
!
;
特 

成于是、兩人終於將教盔的 i函件呈到大汗富繭，位大汗要他們等

一{器月才給他們答議。當他們最將獲准踏上增長的I!!I 關歸途， 齡
長
勢 

機

心
會

h
w
t
i
L
O
E

i
t
z
a
k
v
j
e
i
s
a
f
v
t
i

他們在蒙古泰國的中心己提留了四餾月。

大汗禮議派遣他的{廈前蠅向這間位蜂士回國，但松鶴

卻謹慎地攤拓了。他的理由發人深會 O 他說，前先「我們搶心

當你們見到我們當中充滿紛爭鞘戰亂 9 種興起成擊我們的念頭。 J 

f我們生'的他們真正的民的是刺探我方的攝惰。~第三，

「我們搪心他們有被殺之虞 9 問我們的人民多半;監白，t寺和鐵慢

的。 J 40 宣教士認、君主詩方的弱點還是不向外人暴露為佳。

a
i
!
i
i
i

他們回到里昂的教全部裳，樂觀地議認可以帶鎮蒙古人歸

的消息 41 然 mJf也們不知道大汗的問倍受豈非如此，而設剛好

相反，竟是冷冷的警告。也許由於他的答覆負函，故此從未公

F
L
M

滿於世令一 至3 卡九t世紀才為歷史學家所知。部分內容如下:

戚們憑著永盤上蒼的大鈍，偉大盤度的可汁:這是致大

教泉的諭令. ~. . ~ ~你們表示顧意締徒，我們接受. . . . ~ .你提

及我們若成為基督徒，會對成們有幸1] ... .，.我們無法理解

你這個要求。你還寫道 r你們攻打所有馬札僧人和基

督羊毛的領土'.' ..，告訴我你們那了甚麼惡行? J 我們同樣

不明白骨、這些 ~ .. ..，你提及的那 λ、‘ (匈牙利人[卸

馬扎爾人}和基督徒)狂妄囂張，殺害了我們的使餘，

闊此根據永恆上蒼的命令我把他們除掉...

為當你說 r我是暴督徒，我向土帝禱告，我指控立主義

視其他人。 j 你怎知道誰得上帝的歡心，而上帝又將息 

典賜給哪些人?

感謝永恆上蒼的大撓，白日汝之地到日落之處，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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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誰都已歸我們街有... ...現車... ...你要親自率領立民主向

我是乎就勞，表示恭說，沒有人能破劍。 42

這看起來不像是「→悅目等要歸信落督教的君主的答禱。

閱復自乞驚不早弓可是宣教士並投;有因此而卻步。

攝f告:魯 (William of Rubruck) 

的七年之後的一三五三年，第二位羅馬天主教佼者攝伯

的;在達了位針蒙古中部的和林宮忍心，尋找纜承成吉思汗三E位

的另-族系新可行。寶島抒己死多汗位的繼承問題掀草了撒烈

的門箏。 f技羅斯大草原的月汗拔郁的父親是成吉思汗的長子，

因早逝的1沒有牽樣繼承的問題。科技都與聶衛之權壩晚魯忽帖

王妃結躍(成吉思?于將蒙古之追捕遺下給論當)‘共同推

王妃之長子穀哥 45 為蒙古f第詩位大汗。

位華智徒克芳~~音~玉如在戰敗的那族中被人隨意:奪詩來，

被賜予成吉思汗之于為草委 c 她很早已表現出自己是 1立具

意志、巨大勇氣和非凡耽治智慧的女性 G 話於同時代的巴爾

希布萊描述攏時所鼎的請美之茅台J 多在十三世紀主教的作品中並

常見、華曾一性論者如此搞建一位女性景教徒更是鮮

這位三五后有研位丸子(蒙哥、忽，必烈、尪烈咒，和阿里不

奇) ... ... (~)對兒子優良訓練，令他們全都對她的管

治健力驚歎不已。艙，是誰督徒，忠實和真誠有如海倫挪

(君士怯怯于之妻)。一位詩人曾就雖說: r 若我在女性中

再看到另一位跟她，相像的婦女，我敢說女性要比男性乎是

報得多。 尸。

擇的魯對於他定要棋盤的地域的傳聞，感到 。在拔都

的營體那 古人告訴他，偏離和林還有四髓月的路程 3 而 

llJ 路高峻今:憩石頭和樹木也因冰奪之故那割裂。 j 4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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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大汗的 城 日筋疲力竭，卻失 士也 當地的基督提

如柏朗 樣多。他說，那 十三所異教廟宇(可心

是佛教 教堂。 48 再苦，

汗 49 全 ‘身之沒有接受沒 的研

去H買直主車 o 盟的基督教君王 

t吐 (Haithon 1) 探訪蒙古朝 戶。由一位亞美尼亞(

主張 繭的)主教所 。但羅伯魯注意到朝中 /f之

~\失日 的 佳，包括大汗的 晚魯忽帖尼和他的 

5年認為蒙哥軒的正竄嫁瞬泰、兄長子拜都划和幼

阿三豈不奇可能都是基督徒步亦有可能是聽廷最高

勢力。他引述了阿最不符斥責一名區教鍵時的

「我們知道彌賽亞是上帝。 J 54 雖然羅伯魯對蒙古主黨的寫照

、 1f!剖]非完全可靠。例如他並不知道他在獄程中騙到

的第一位蒙古王于沙總是聽倚薇。沙德是拔都的 f孟子和繼承人、

的可汗。仍然桐{也記錄了一件極為重要的事實令就是

另一佼欽察汗闋的主于信路，即拔部的兄弟、主H擎的技父，草

了盟教 o fËl該成了成苦于思汗家族中第一位倍奉借毅的蒙

人。持他將自己皇帝侶的教一事聽藏了一段時輯、績顯示出蒙

初期(約 1253 A. D. 年聞)大致上的對個教時魚繭態度，

攝對基督教的反感。伯結是由來自布哈庫的問教崗人告|蟹

的。種糧兒特 (H. H. Howonh) 指出當伯該公開俐的信仰，

他部分的將領設法廢舉起你會以看來對基督教有好感的糊烈兀取

代的。 57 此舉本有可能將散繼貼和波斯的戶室宣言 j 聯合為-大

可能影響到整龍頭辦大囂的宗教狀混，鵑羈的該 i芳:教化

闊的西北蒙盲人與總烈兀罕期稍微親築督教的伊兒?干的

|哼唱，使蒙古 J帝國的統一聽受無法彌補的破壞，然謝信奉回敦

的埃及各l1因而得以保瓶。 58

在羅伯魯筆下，教古泊下的聶思、多留械的狀況令人震驚可

我們須記著他的描站是帶有偏見的。對的來說可聶思多留{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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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舟異端。他發現諸種吉代結伸廣惜地說縛在草草洲一帶，出離

輾持不噓的飲察汗蟬的營聽…-直至吏農至聲帶王語及以外的地方 o

他於巴爾喀什湖附班經插一 f肉食村人蹦龍景教的村肘，此村位

安全{我難斯與蒙古之爵的臨域，是成吉思汗心;二字察合擎的封土。

寮合臺對基督接態度友善，但卻轍力阻離西教的擴張。 59

童養 1Á魯列離了四個信奉推督教的重要中亞民臉:畏替兒(部

分歸的)、乃蠻、克烈並嬋傑族。 60 f由形容畏吾兒為一群位安全

伊隸詩以黃教的偶像敬拜者、族人多為主愛教科間教錯。他對地們

的基督教信梅毒手價甚倪。他記連他們唯一的基督教信條似乎就

是相信獨一的真神。他們的教士打松訪部佛教稅、否認上帝

道成肉身，蛀更令教堂充滿死人的毛觀偉、 61 她們替其 f也京擬

的措徒進行重洗的儀式、在過五吃肉、不守告誡之f碟， 1至以他

們不明白的吉敘利亞掛念講講文。 62

擇的魯對大草原上思隔絕、路信和眾教混合而弱化了

教成分的部族信你瓷碗不諱地講壞，當然有其可告之處，必

須早晨弟駕位更知名的畏苦苦兒吾友曾是教捷…一司馬和路可于一一更正

面的記述比較，又或是較之間作 f磨鏡 α 他們在二十多年之後商

行接觸聽方的華督教。詳情報於下一 
63 

賞能然羅伯魯對章是教的神學鄙寫有制， ffl 他認為朝廷中

徒的手中學根遲至髒攝他在旅程中研碰到的畏吾兒景教徒。你認君主

前者對聖經中融會IJ 世至1] 義督受死的聽史甚為熟悉今 f鑫管地們並

不重視藝督的受死 o 他亦發琨他們的教義樓擊了摩尼教的異繽

盤，且因佈們在播發的實踐上主意滲安全了極擴蟬的離;第教總信

色影浦大感驚訝。景教教士，不的沒有攤賣主藍衛祖占軒的行

反認自己蟬用租來考以齡和爐灰替人治弱、將符咒給龍們的 f古

錢，並能事各種占←的活動 制

然前i他最藐視的是景教龍的操守。他指斥他們墮落、樣謊、

放高利貸、贊賞聖職、三參賽 65 他更記撤到成春季的 r (景教)教

士在醉酒中狂呼高歌。 J f也不得不承認佛教僧侶 tt他們更為莊

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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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魯與大汗的交往中，金主得、注意的是有一場臨大汗二下

舉行的著名辯論，學與者有摩尼教捷、問教徒、數教徒和代表

羅馬天主教的羅伯魯學大汗極有?當J攘，不偏袒任何一方，卑不

分誰勝誰氣。饒教的發言人與羅伯魯在獨…全能上帝的問路上

發生了衛手里 r 愚人說只有一位上手膏，智者則說有多悅。 你

中不是喜多位三五合嗎?難權(蒙主哥汗)不主義更偉大的君主嗎? J 

藤伯魯問答 r你禮了不常的 f椅子... ...人神之間不能作兇較...... J 

他問那佛教龍 r ~有、沒有企飽的上帝鳴叫「沒在。」佛教繞
主

答 o r 芳~麼， J 韓信魯說 r 你的神中，便沒有一位能將你

能危難中提教出來，昆在 1某些情況不?也叮能會失去力攏。再者，

沒有人能琴手奉兩個主人。」他如此說是想到大汗可能會跟進這

場辯論，雖然他當時不在場。「囡 i迷你怎能事奉天下問那聽多

神祇叫他總結。那佛教接拒絕回答，或許由於鮑害伯站會減

損對大汗的忠誠。韓伯幣聯了第一回合的辯論。 67

也作為宣教士今他並不滿足。主基督教的宣戰工作並本是與

世界其他宗教潛行辯論。這甚至不是宗教對話，儘管無法避免。

宣教的目的不是襲擊敗對于﹒或像對話一樣只求探討世上的思

想。它主要的闊的是典人分享任何人所能理解租心讓蓋臉能明白

的真蚓、立:fz在基靜聽為那真理作譚。日落西山後，雖伯季寒頗海 

f聲地抽血:

他們都在聆聽，但沒有人說 r我相信，我希捏成為基


督鈍。 J (而)當一切免給後，景教徒及時教徒 51 吭高


歌，而(佛教徒)貝IJ 混獸不語，屯後他們都聽爾夫醉。


不久之後，蒙帶、汗與羅伯魯進行了一吹黨要的會賄，

汗與個男IJ 基智雄說話的現有﹒紀鏡中碩果僅存的。蒙 {表大

的王提營~長中士坦誠地向造位宣教士表明他的宗教佑你:

我們. . . ~.難相仿只有一位上帝..‘...如果上帝給我們不闊的


指頭，你亦會給人不闊的途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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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能站復辟你的補充強烈顯示出他個人仍敵慢地持守蒙古和

騷 7萬教的倍

上帝給你們聖經，然而你們沒有進守;他給我們先知(獲

滿教僧格) ，叔們拚他們的吩咐行，尚我們則和平生

主悉 。 的

磁後，他提到打算讓蜂的魯踏上歸墟， r叫羅的魯再沒有機

會跟這位亞洲霸主主是到基督教信仰。難的魯若有研失;也完

段札記 r 若我能像摩商一樣雖有行奇事神韻的力暈，也許{也

就會謙卑下泉(這拉格倍)。

無論如何，你追罷王程約日子?成功替六名擇業古人扣押

的基督徒摔虜總續多伸進玄學算令他欣然離間。由此在…一二三五

年七丹十自‘他離悶了和林，向拔都的聲續出發多接替;揹伏爾

加河下行，經讀這海西岸 9 攀磁高加索山嚴、穿越亞美尼車、

耳其，抵敘利

蟬的魯的遊記是問方對亞洲心臟均槽，、人民及宗教最早期

及哼起確的記載。 7。 他對遠東景教的徒的持學和行程尖銳的攏到，

{盡管帶右偏見，但對揖前十四世紀章是教在中亞消失的原因時 1

至少有助我們研白其中 4個不能忽略的思京。

當蟬的魯抵建敘利亞，發現十字萃的發餘部隊據守在沿岸

的狹長地域上。他們已失去耶路撒冷，市H瓏們在;二百年的戰爭

中艱苦地從四教耗子中奪目來的兵組土雄，亦在不久復

釋伯魯歸西後不久，蒙古軍隊橫跨豆豆沙i愣是問大姐模進玫多 E芽褔

酷的戰線已迫張士也中海。 士革這個教要塞， 度是薩拉

丁對抗法蘭克人的指揮露，也於一二六 0年落在侵略者的手中 i 

j前沿岸-帶的基智教激頭接站立嚴陣以待。他們部分的重要辜的確

夫是落在蒙古軍隊手中，但丘1人意表的是那位昂揚步出大為士革、

繼續征伐的蒙古大將竟然是必名基督役。的對地中海沿岸拉于

國家轉站陣線的攻擊，不如他改擊問敦國家J埃及統治者馬路

克般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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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春	 

、 

十 軍繼續在亞洲有延聽器罷了三十年 9 但大馬士革義哲f走 j

的勝利 維持了'譚。他們攤主IJ 街上"對他們的的教說治者 g
h
E
F
I
i
I
A
R
E
-

行報後，手段像非倍徙一樣，可是不久媲們種感到l懊悔。

的發鍵是那位由大為主革繼揖向甫推纜的基督接蒙古大將最終

落敢多改寫了整劑中東路史多為亞洲的教會帶來了時快的接泉。

J
F
E
R
e
-
i
kMFz 

l
p
h
i
p

五
弘 

位蒙古韓頓在艾惡毒各律 (Ain JaluO 邁上了埃及軍。 l的問敦

的晶體魯克擊罷了自接督謊學蜜的漿古軍緣，我們在下一章將

會談鈴。誼事發生 擠不牙利，跟名為拿蠍勒的小鎮只 數I理

遙 71 

法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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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 Spuler，訟，力，結 Spuler 丹等五汗的英文名字 Tog知ul音漆成況'ori1 .持寄 Wang“Khan ~擊成

。俺也lan 0 者:要喜獲取蒙苦于卑斯攻打 r'!l斂起實地的教役的機確嫻述和機耍的紀錄，幸定會粉f育 

Saunders、 Mongol Conquests， 詔"洶的記載。 

14.	 堂皇楚 lagambu 的全兒才豈不汗的經女。她約名字不安各戀不同的音譯，令人H藍花撥亂 Sorkaktani 

(S削nders)， Sorghaghtani (E訊'yclopedia ofAsian History), Sor泌akhtani或Sey恆松開始ataitaí (Spu1e吟， 

Ssorqoqtani (Boy1e), Sorghaqta泌的rousse吟， Sorhatanì (Mou1e), Siurkukteni (Howo民h) ， 10C衛軍控告 

Sorocan (Latin)，速向吾吾泌的名號 -beg 或 -beki 0 我觀賞念的選用 Sorkaktani ùtl!正式的漢絲0 

不可貴手轉變是 Hsien-i-chuang-sheng í 誨的海) í 地)uie， Chrislians ì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30]，泣如;但兇 132n 有追尋接從另一處室豈料為 tH 她f1三 T一大

后峙的名字'#; Pieh-chi I0 

15. 	 J. A. Boy訟， The Successo悶悶fGenghis Khan, Tronslated from the Persian of Rashid al-Din (New 

York and London: Co1umbia Univ. Press, 1971)、 99. 路。yJe將這些名字以拉了字母拼寫寫 Ibaqa

Be衍， Bek‘為tmish Fujín 統r Sorqoqtaní Beki " 

的‘這」校學期的詳織資料來自拳擊5趕來傳銳的 c瓜棚秘史》 啞 1比讓毒集中紀錄波波恩?干的生4'"

有關此嘰的終期.&.洶草草、參加unders， Mongol Conquests, appendix 1, 192tT. B. Spu1er終節分

為兩約賀科收於他的 HislOry of the Mongo!s, 17- 詣，位參F. W. Cleaves J! ffi>詳盡壁的英譯本 

The Secret History ofthe Mongols (Cambrìd惡e ， MA:H宙V缸d Univ. Press, 1982) 。 子主兒H. D. Martin, 

The Rise of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Nort在， China (Taipeh、 Taiwan: R創nbowιBrid草e Press , 

19雪。; reprint 197 1)。 

17. 	 W. 銘刻ho1峰 ， FourStudi肘。'11 the HistoTl ofCentral Asìa, 3 vols. (Leiden: Br泣1， 1952-1956), 1:鈣， 

18. 	 Barthol苦， Centrα， 1 Asia‘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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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紋絲情見 Barthold， Central Asia、 1:3Off川 34ff. " 	
i
t
f
z

20. 	 Saunders, Mongol Conquests. 55. 

21. B. Spuler, 32前，採姆拉oyle 所畫著吉擎的 Juvaini， Hìstory ofthR 恥rld Conqueror, 97-10章。參 Mani益， 

The Rise ofChíngis Kh帥， 326-34 。 

22. 	 Bar Hebraeus. Chronography. (派“ge trans.), 1: 376. 

23. 	 Saundersτ Mongol ConqL削t5， 60. Saunders I'i'f意釗夜里聲勢上一小鐵Jl.設要傲的生殺者。 r (- 

1假)在*鹿城k:J.外的教且主黨支紋的翎 IJ、突厥游牧部毫安街ll:!f逃亡，翅伊拉克進入小5'?細2至今

發言黨處的湊齊校不公接送f共統直輩‘成為奧關發士;嫁其人的極光。 j 

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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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他的其幫手中，只有施iìî:f j也臨終時除鋒在做IJ Howo討h， Histor亨I of the Mongo缸.1:103。 

25.	 從據 Rashi昔 al-Din. in Howo的h ， History()f'theMongols ， 1: \05 0 

26 亞美是豆豆的戀愛學家 Heython (或 He'tum) 於一;三 O 七年立11 Jlt f商述。 參 Hetoum. A Lytell 

Cronycle: Richard Pynson's Translatìon (c. 1520) (~f' La Fleur des histories de la terre d'Orìent (l 

B07J (Toronto: 心則就 of Toronto Press. 1988), 32瞞3 ' 

立?	 正立的妻:要約內戰所溪水的情若是，穩定時期只存在於某些特地隘，很遠機組i'lIl豆豆撥了…個難

世紀。有險繼{立的閃發令參 Boyle弓 Successors ofGenghis Khan 0 

28 	 導彈 Saunde峙， Mongol Conquests, 74 。 

29.	 以于有關追究吉，您汗 V~ 務主要兒子的家族關條的鱗次中，繼終瀉大汁的以令宋體鱗;守主 1) 

成吉怒汗、 2) 灣總書籃， 3) 資銜， 4) 蒙嗨，和 5) 忽必烈。

嘉定吉思汗{來於 1227 A.D.l 

「一一	
L叮 一~

乘著t	 禽闕，接 總霄

H(平對 l泣7 主哀! (在 i~ • 12頭一 41 A.D.I 航
民
用
品
制
也

*
γ 的 別

山
都
品
零
兀

!
-
t
i
i
-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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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主支部	 蒙哥 ~~喜若要 

(車費 115吾先 .D.I :空話 12捕一銘先 DJ l 在甘 1251-l9A.D.11 字是 l26lA.D.1 1 在 i~ 泣的… 94A.D.I 

沙發


1 車較 125ì A.D.: 


注意含有 A和第二五哥兒手立li.;t:道綴以大字F之位. f旦采券的f最重軍統治了現在復蘇斯大發I1分的

土地‘ :指嘻嘻 f?還是今繼承人則終衍了中豆豆的大部分尬處。 h且芳!i 兀輩輩從未成為火才子、恨他

卻成了波斯伊乎已汗圓的統治慧芳 c 

30.	 參 T. T. Allsen. “ Mongol Empire," in Encyc/opedia ofAsian Hìsto門， 3:瀉。 

31 、這 Ifll 於H. Yule, Catl悶悶nd the Way Thither, 1: 155 ' Rìcold一… 11針恨你一位主宣傳學約僧

{昆主草行家淤 三~O Jt伴去世，發游里養起色豆豆漿方的好遠(頁 170)

泣，農產倫斯也許先於約朗嘉禽等是盞，但他可能只要已達像是農海以:lt的教古建主教地。紡織善黨倫斯

的其他發料立豈不多。參 W. W. Rockhill弓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Rubruck 的 the Eastern Part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0), xxii-xxiv 0 

33 紛紛要嘉賓的 Histol苦I of the Mongols 的:i: J走出 rS峙的rookAbbey 的…名'9: 1修士 j 譯成及文綴

來Mission to Asia。九itlrrtltives tlnd Letters ofthe Franciscan Missiona叮叮 in Mongolia and Chit附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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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luries, ed, Chrìstopher Daws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6, reprinted from the 1955 詞的on titled The Mongol Mission lLondon: Shee注 and WardJ) 。在足以

下會鞋等之翁“Plano Carpini (Dawson)" " -1立了文版處宙人。 van den Wyngaert 絲露露‘ Sinica 

Francíscana , voL 1: ltinera et Relatíones Fratrum Minorum sa圳、 Xlll et XIV (Quarracchi-Firenze: 

Fr胡ciscan Press、 1929) ， 1峙。 4撥千芳:地 i劍早日詳盡 3甘藍藍吾吾鱗魚11被本司草草稱之Ð，“Plano C呻1m 

(Rockhíll)" , æw. w. Rockhill 收錄在他的 Joumal 可 Wiliiam ofRubruck 版本中這互交卜32 

34 參 Benedict the Pole 衛生豆的 Narra訂閱，有鱗 Dawson， Missioll 10 Asia‘吟吟4 等投 Rockhill ， 

Rubruck‘ 33-39 的有己lì 0 

35。“While the Golden Horde endured Asia began at the southern outskì抗 S of Kiev," Grouss哎， Empi何， 

346 

36, Plano Carpini (Daw卸的全 52-3 ， 

37，他們認為是伏爾加 iuJ ~ 

38 , Plano Carpir話很叫樹11)， 11 

39, PI品。 Carpíni (Dawson), 68, r~學會古老… 綴，敢與他(大汗) 一起 Q 千家中的依徒亦紛紛

~11'守他們學佑他行將成為是露營綻，“他們爍不T明顯約 2豎畫畫， l技他扶養丟進管教的?學教人必‘

供應1輩份敦的紛要是給他們‘又將會在他豆豆大的綴著革的說晨星主義督教的選手手殺‘ 

40 , PlanoC剖pini (Dawson), 68 , 

的 帕朗總龜，後來護主任命為 Antivari 的大紅斂。 

42 美，1. Pr必wdin tE 1也的 The MOllgol En:ψF何. lts Rise and 主Rl(acv ， trans，記 and p, Cedar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40)可劫。-1 0 比賽完翻譯你汶斯文、tE f主巧上變為皺紋的版本 B， Spuler(followin草 

i夫 Pellìot)、 IJìstorv， 68-9 " 

43 , 參William of Rubruck、 The Journey ofWilIíam ofRubruck to the Easlern p， • as Narraled α丹、仇 1253一刃 

bvHimse軒; wílh TwoAιcounts oflhe Earlier Joumey ofJohn ofPian de Carpine, trans and 00，法r， W

設的泌ìlI (London: Hakluyt Soc提ty， 1900)，間-lvi ， 40棉紡是、參照 R的ruck (Roc愉峙的紋絲 

44 	 拔郁的老頁)上紛發;可仲持遲至伊青1 也只豈是這主面上 biHI<於大;料。幸是要豪邁克的海011J ' 1散去是汶三方

，您泠袋子的是二變發派人、大 iiTbx 1.高大行 假繁衍人豈是對全過全穗芳←萃的?弦樂而II設投i 他們的

統治者。 

45 , !E如我們所fdg 可他提成行成，1， ì I 的孫兒 為只手抱ZE所役。有灣爭奪?于紋的詳情，參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 ongols , 1: 170ff, 0 

46, 	Bar Hebrael品 ， Chronography, Bud伊拉扭笛， 1:39旱的例嘉賓把終于益;進去尋[除了夫已之外、

事達殺人你這 k 聲響益主經;除了 t友都以外 線的努力最主;犬。 J ~友都是主主毒害符泌的大 j干可

今 n 草草依然約約統的:省、 Plano Carpini (Dawsonl。衍。的血肉持交部門寧主歷任但是與家和鱗鱗教學史

士的尊嚴。比去在晚…代的 Rashid a卜。tn 這樣?品述她: :她極紋絲、慧緩緩於 勝過 l立上級

行余人當她兇 F的父菜籃子全他們向去(她霞於 12321 犯人 p 年間逝世) 有他們全省吻

合些還是在幼童~ u藍花了很多心郎織管他終雙寧主導他們不同的技能及俊炭的絲絲 從本主靠

他們之然發生{刮得銜交 e 總*令他們的 j籃子彼姚月發愛 …雪運疑是白色的智愁穿n才能令她兒

于的地絞凌駕他們的故兄弟、;jf:i令他們能獲取大汗和關這守約位分。 J Rashld al-Din, Jamï 

al-Tawarikh (Compendium ofHisloriesJ, vol. 2, The Succes50r5 of Genl(hís Khan , trans, J, A, Boyle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ía Univ, Press、 1971) ， 16容也 70

是7 ，	 Rubruck (Rockhill), 1 立蹺， 

48. 	 Rubruck (Rockhíll), 213 , 22 1. 

坊，教哥 íMongkel '7令是當主古的浴在話，很多學;對西方的作家然Jll突綴 ß月j寫法﹒即 Mangu " 

多0，參1. A, Boyle, "The Journey of He t' um L Kìng of Little Armenía,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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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ke," ín C.仰tm! Asia Journal voL 9, no , 3 (Wíe紛紛的， 1964) ，以及Roc泌lill (Joumey‘ 239) 、
z
e
L
p
a
t

悠強烈反對千千障罰沒損壞之說 E

烈 爭110 ;1之單是蒙主奇的玄學玉甲、 f也亦掌燈紛紛幸害于空事務， Rockhill , Journey\182 , Saunders 彩紛
u
v
r
'
l
!
h
g
e

他苦苦 「關事專jIlP J ' (Mongol Conquests‘ w尋)。 

52, Rubruck f為全是為 Cotota Caten, 18尋 α 

53 有聽玉手表11 兩場~ Boyle、 Succe;的ors ofGenghis Kh制. 197n 0 

54. 值得注意的般越文人‘ ~n繁華靜的長安草長于絲絲弟在蒙哥身在全f委(受聯合起來 1 協WJ.5l'lll

不幸哥跟忽必烈普車行 ii年的行{佳字緣戰， í豆太成功。 Rubruck (Rockhill), 184, 224, 189，終參 

Howorth, H的'tory ofthe Mongols , 216ffα 

對 黨麗的努佇立憲沙總是這事事?徒的紀錄，給絞普查沙德部分家紋的說話 I i也不主義簽發笑，而是

蒙古人。但消息來檢舉安儉讓的十三世紀廢史學家的盡量檢卻相反‘立全o Grousset 公正的

詳述 I Empire , 396) 、援引 γ 敘利亞的雅幸存 Itf喜徒巴爾有3你來哥哥豆葉尼豆1 人 Kìrak慌，並

兩忱的教應接受己是學家 luvaini (History ofthe 蜘rld Conqueror, trans. Boyl科研I Juzjani (Tabaqar-i 

Nasiri , trans. H. G. Raverty, 188 1)。 

56, Rubruck (Rockhìll) , 117 

57 日oworth ， H刊的 η ofthe Mongo[s , 2:10弘6 間參 Barthold ， Centml Asia. voL 1, pt. 2,“Hìstory of 

Semirechye," 116 e 

58 關於 1克的約有tiW 紋的主主菜譜，參 Saun是 ers ， Mongol Conqu臼r5 ， 169 

59. Barthold 墊 Central Asia , 1: 116 

的。羅的魯總Tj灣人給述為基督徒警覺到強烈的質疑。紛紛嘉賓書長然道w他們是異教徒 (RockwelL 

171 '為 Howo此h!力三戶:怠 r 詩專 n緣人視為主主勢徒步似乎完全令人緣t:J.重重信 J IHisrorv oJ 

theMI滑go[s， 1 : 540ff. ) 。有請他們的核發敦信你可會Ut /G.t農產 IÁ'揍級命的總吾兒族人的

{刻印、故此便告互了豈是令人豆葉以為他們豈是善黨敘談 這見解必>=1:于是這分道理。參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 216-文 23夠給 Rubruck (Rockhíll), 11 0 c 

6 1. Rubruck (Roc他ìll)‘ 141-50 

62. Rubruck (紋。ckhill) ， 143缸，的設立 13， 217前有關他要才發絞彌撒的的從司參累;三悅 。 

63. 參本書務十九禮教‘至主 4只是至可放 Moule， Christ的ns in China , 94封信為有了乎乎可能正是吾吾

人
斜 Rubruck 恨自治ilI)， 228別紹， 195 ， 219，談2ff

的 對他吉克紋，主空紀f安隊去醫完全紹了靈童醫學拉 ρ

的6. 他們全然變落。首先{俊俏級為利貸才在慨激:給罪?當中何必隙縫筆畫人民役的人‘毛主令:像

革達輕人…綠卡訪美是個妻子 心支書生很少到 i這些是冶方‘甚至全;十你也沒有 '1矢。當他夾心的主自

紡時‘他們做終統手言的亨31主投混為神駭人產主可嫩綠巾的嬰央t泣不妙U 91、‘因此他們認;你差

米多所有男子在紛安全神職人員。;差多年他們結婚 綴 a)j 黨庭生是違反了神父的線條 τf忽然你5日了

改煽隸、民這些微機人員在王安去做f是使續弦。他們決賽已有一自己的舊體驗交…內生竅， 1:到

他們不會主是{共兔饋的曾經考單身義務。他們對這是子和子女繳納普普懷‘故此專室主皺紋金錢$於;絲

;主 i在依仰上。那些綴著亨贊賞合資族兒子的沖駭人員雖然將偽裝音字o仿f庭教導 jl!J:納、的他們敗

壞的生的利愚昧的表濃綠{炙人鐘書聖基督毅然仰‘弘1蒙古人淡綠寒交僧侶的't: ì品直立偶像寄生存

著的生活淡綠化他們更純1E c Rubruck (Rockhìll), 153-4 、以反紋的ruck (Dawson), 144.5 0 

67. Rubruck (Rockl1il1), 230-35 

68. F克ubruck (RockhilJ), 235-6 

69. Rubruck (Rockhill), 239、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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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哥哥!史最甘于今了線的態。:j生二十年後步玄之?產黨婆的為百I字拷問做絞寫詳盡量的遁詞 Ifll …1i1i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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佼佼的遊記股不比亞麗的勢變嘻嘻、除了 I審核(訣。在er Bacon) 在他的 Opus Majus (126吽A. D.l

略為鍵還皇黨擎的魯的請在記外 s 他的主義綴差不多被遺忘了二百 11: 十年之久。 Rìchard Hakluyt 

JJ<:-Jí八九年t拉克還γ 第二才八骰司法豈料豆葉先必淤Purchas 於(六了。 在每月持著之 Pilgrimes 研 

7 1.參本書寄給卡九爺、頁約5 毒草 c 



-廠等毛 

這 

可

b
E
E
t
γ

f
i
f
A

、 

l 

{?!!! 

;
i
i
i
μ
轉

。





E 
叫賣

第爭力，還董 

蒙古人與波斯教會 

f 在希臘人的一五七六年 (1265 A.D.l ......萬五之五旭

，?tt 凡與世長辭。逗人的智慧、偉大的心靈並奇妙的作為

前無合人。在夏季，奉載的主后脫古忠離址。舉世的基

督徒臨這兩主義令基督教信仰禪:爐的明:澄熄滅雨悲慟不已 o J 

巴爾希特j萊(的於 12純A.D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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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至十四世缸，除了 I輯部的印度改大躍，亞洲整個地盔

的教會歷索，都是由胞烈兀、忽必烈和結木兒造三位強大的

吉統治者的成治勢力和縛統文霞。首繭位統治者為兄弟，是信

景教的時魯忽帖尼三在妃 1 的兒了"。第三位點水完是:局外人實

他沒有蒙古王室的血統 '1三市民較設突厥裔，與蒙 E台商較纜。抱

素質兀和忽品、如保護華督視;申吉木兒其自殼害他們。

然而自-五…年成吉思汗之躍蒙啼聲聲成為大汗，至成

吉思汗間代梭的合贊?干伽(波斯的伊兇訐)於)必二九五年歸佑。

留教的國卜五年餌，亞j好i雖然對基督教謀IIi叉躊躇與直接慎的態度，

個有些持候，這個大陸上的帝摺似乎就要將基督教控進門內。

站到亢與韓督徒

一三五一年，蒙哥挂上了蒙古的帝位參成為第四位大汗。

偉宣稱自己的心顯主義征服全世界，境個幸言槃乃由 f觀戰無不勝的

祖父成吉思汗發動的，問此漿古人要再度策輯出征。他打算自

率領一支軍隊東程中國，但大部分實際的戰事期交給他的弟

弟忽必烈來處理。槃哥就是在一之五三年友善接待道明會宜教

雖 f烏魯的大汗。

於兩國的戰事他則交給另…住弟弟攏到兀(約 1217 一 

1265 A. D.l來進行 J抽芳!~兀聞部振過他精英部隊中的…支特

持自總隊，在最傑出的大將率領下槽渡奧克蘇斯拉i攏入按期，如

此揖閱了歷史上著名的蒙古侵略戰的序幕:時拔斯韌的回教教

主轄她被戰;宵達擒陷 i 埃及幾挂失守多四教在亞洲的會主要在

數丹內雙雙於一線。蒙古先頭部隊的將礦是景教發=名棒!有加，

即「去牛 J 4 旭烈亢的主妃脫古思亦是信接、婚極度臘議，

出樣時總會在隨行的馬車上設實方便移動的算是教教堂。 5

古軍隊西移，愈來愈多來缸中豆豆及由俄聶斯基督徒部族的軍隊

加入他們的陣營。榮傳恩(J. J. Saundersl 指出，那幫聶思多

信提正在個歸他們在教和盟及波斯的故鄉。 6 這是古代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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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留深「東方教會 i 最值得記 i念、 短暫及最後一吹復興的關

始 Q

一心八年，1tfi烈兀 7 帶著大軍與他的先頭部隊匯合，直

百遣，當時在位約翰思多問主教長;在馬克時二三世 (Machicha

JI)。在他之前的主較長在百建統轄大部分亞洲的教會巴接近

百年(自 762 A. D.) ，但一直在回教勢力的籠罩之下 c 中東

的革督徒在五百年來，當次在沒有體力的情祝下看到j生命的前

;追體壓力來自-{體敵視、而且往往歧視他們的政府， {蟲管

它偶爾亦有仁蔣的…函。

當蒙古軍隊也近波斯的首都，問拔其rr朝的問教教三位把

個嚴重的錯誤，散慢但無能的他嘗試威嚇磕些入侵的 f蠻族 j

對祖烈兀的招降雪他愚蠢地問答 r 年輕入... ...卡日的勝利便

使你昏昏欲醉，以為自己凌駕於世界之上。難攝像不知擺出

格里布(摩洛哥}所有敏拜安甜的人，不論聲帝三五成乞

丐，都是我的奴僕令我能號令蝕們結主義起來嗎? J 8 蒙在車便

蝶君城內訪守動搖，回教教主派遣了一群特使求和，包括聶

盟、多龍的主教長。 91盟熱兀給予他們多一個機會，就是無條件

投降。自教教主拒絕，其 F 場就是惹來蒙古軍行使 J 賞行

徑…一纖滅。蒙古大軍擊攬了個教教主的軍轍， J騙捏了域中

不多皆有人口?且居斃了數以不計的賠民，只有那時在其中一

研誦思多留主教畏的教章中體難的基督徒樟兔於轍。 10 接可能

由於主較長曾顧意出任攝詩人，或可能自於1tfi烈沌的家接與

墓骨教家有踹諜。他的支盾脫吉思個人就成站解救了很多倍挂

的生命 II 傲慢依舊但已顆無人色的問教教主被帶到坦烈兀關

前，連烈兀將他交給士兵多設提酪飽們﹒定不可將王脹的處灑

在地上 o 她們將向故其時朝最後…住問教教主捲在地聽裹，然復

始為藍藍蝕。 12 r 如此， j 穆爾 (Muir)在結束國教教主政權的

歷史時寫磁 r阿拔斯朝胡數難逃，其命運就跟五百年鵑它所

摧毀的矮為豆豆輯…樣。 J 13 

年後，旗間得勝的增烈兀進棧敘科窟，基督徒大將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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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再度繞領先頸部隊 o 一二六 O年、卻布加凱旋揣在大馬去了革

受降，並主裝備朝埃及進媳 o 兩名;在捕中海沿岸建立、屬十。

合國約基管接關君一一小亞美尼亞的輛平等欽王(Ki時 Hetho叩1)

和女提阿白宮博希曼的爵 (Count Bohemund) 一一與他

將部分大為士草葉督徒掙脫回教統治後的反應記述 F來，

{午痛苦的事。以 F 就是為禮魯克歷史學家為搗蘇(如1aqrizì 要

卒於 1是把A.D.l於-~于五十年復描述的情說:

你們拿出一份(結烈兀)研發的公文，保證盡速給予他，

們保護及宗教自由。他們在四軟的守齋月內進情勢之歌，

在街道上把酒性出，豆豆址在回教正是的衣服和商教寺廟的

大門上。她們穿 i過大街時，強迫衛人站是哀求，不背就範

約便遭惡待.，. ."當略教徒投訴，就會被(指 !.!UL) 發任

的長官無禮對待，更有數人裁他，對以容柄。她(就烈Jt.)

探討基督教的教會，立主敬愛他a們的教殺人員 14

捏在這時候多?在勢卻不利於這些價略者 O 有四個因素攔阻

了蒙古草白色的攏。草先是蒙哥行多是然去。世。蒙奇的死訊傳來後，

攏到兀便率領大部分重紋路會卒盟蒙古競極新一任的大汗

只留 F一豆豆二萬軍隊給卻布加‘造益主成了巨大的影響，正如一桑

思的評論研吉: 了竄闊喜愛於…二做一年去世，挽救了估奉

管教的歇斯;而一三五九年繫哥的辭世，別扭教了信奉回軟的

淵。 J 15 

第二個慰問是在大汗繼位問 大傷元氣的爭執令

思汗去世時，不理會。紛爭的肇端能溯

三子窩鵑畫為主要的禮任人事研且附著一心 'f自

的條件、就是在重要的 上，他聲與問于拖宙(那基

妃晚魯;智、帖旱的丈夫)商 。 16 一凹一年，路著嘴闊寰的去

世，關中的分若是白鸝嚴三章。成吉思汗凹名兒子 ott亦、

問道和拖訝于)的家旅公閱罵戰了四年復、於一二[c]六年才值

為其難地接納接舉擱闊攘的最子賞自為大汗的定賄，轄}勵自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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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廷仲至太平洋。 但實由不足兩年接便辭世，令建設位的問題

再!艾略按不明朗的情提中。語教古帝問貝IJ 由中央部分分裂出

于與崗子()拉赤及撞當)的家旅跟二:子和三。于(察合

和幫摺蛋黃)的援人不和。

在一二五…至一二五六短短的數年筒，儘管爭執仍未平，皂、實

{吉秦基督教的曖魯忽帖泣的兒子蒙哥成為讓古的大 1千多他的

弟忽必烈正在 1111支持1 闊步甜的叔父披都(俄綠葉哥大草原的可訐)

極世，也能信奉毒草督教的兒于全J;德繼忱。 rY德、另一位弟弟旭烈

兀以及他的基瞥徒王妃正在位伐按其rr 、強洲的核心似乎要

瞬問轉向基督教。 17 然 j惜這帝鷗郤;在往後的數十年開始解體。

忽是否如在來面與他造反的弟弟阿盟不哥爭奪蒙古與中鷗的控制

樣，的7在俄羅斯燒肉的欽繫訐闊的軍可汗如剛與波斯的伊兒汗

事戰 C

源第三個館、回去是十字軍舉棋不定的態度。他們最初對蒙古

軍隊表示歡迎，個當蒙古基督徒大將卻布加的做兒嘗試輯11::. 1混

們站掠的行息，他們建轉移助他們的前度敵人一一一埃及的的教

軍隊一一一一臂之力。

第的個令蒙古撒出敘利亞、重退波斯的原崗是一設和興的

軍事力量在埃及總起 G 迫支軍隊不得出席僻傳人、阿控伯人、

波斯人，甚至是埃及人長官統慎，乃是由馬蜂魯克人說領。馬

體魯吉思是由組蠻的奴隸主拉人所主主立的 t耳其王朝。薩拉丁去投

復多埃及一眾無能的蘇丹續以這ttt軍人權充正規部隊。這群新

蠅起的專業軍人領袖眼戰無不勝的蒙古軍隊過往的對于不同拿

他們熟持蒙古的戰衛。事實上，能們的大將是蒙古校的基赤軍建

聘人( Kipchak Tartar) ，他在蒙古人征服織總斯?輯部時聽費為

女又 。 18

在離拿撒勒不壞處的歌利亞泉多站支情教軍隊與蒙古的精

銳錦路相報警 f且現在轍且較多的侶教軍隊把蒙軍擊敗了。吾吾布

加會死也不准兵。蟑說他真支援面對自教的轉讓自寺全無懼色，並

輕撓地提醒地乃出身駕機魯克的士耳其故隸 o r 哀哉!而古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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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說， r我自出母胎就是王上的紋隸。我不像你，你背級教謀

我的主人。 J 19 蒙古軍隊的殘部終於啦失去了他們最偉大的

戰場鏡帥各自布加，紹他們的伊兒汗旭烈兀又己這個蒙古議鹿汗

位，故此他們能敘利亞機器，折返幼發拉底惰。他們臨此再沒

有正式使讀結利亞?然宿差不多害百多年的時閱 (1261 一 13仿 

A.DJ ，11.!:!烈]仁的後{弋康說治的波斯帝麗，疆土橡古波斯一樣，

也幼發控患河廷展楚奧克蘇斯?可以外，並由今臼土耳其的安

控伸廷至三呵護富汗的攻大啥。

寶寶吉波斯的伊兒汗和主數農

在和林的權廳中，旭無i兀的兄長忽 æ、黃!~發上蒙古帝闊的主

位。短烈兀說i到波斯{更鐘都至口，連以北，夜阿塔蔣疆境內近

爾米豆豆潮的罵刺聽( Maragheh) ，並任命寬容的波斯歷史學家

朱蘊足(Juvaini '卒於 1283 A. D.) 為百達的總督。蒙古錢的波

斯最制的三三十七年憫，由一之五八年仔撞的失守豆豆一二九五

攏到兀的警靜、合贊歸信由敦，是聶恩多留教會議後短暫的興盛

期。我們日看攝聶忠多留主教，馬克 H害了.世如{可獲得權詩，立。及

龍如何在旭烈耳的藝瞥徒妻予幫助下，總救其基督徒群體至少

在商主童話要說搗後的數次血服屠殺中，得以保存性命。 11且烈兀甚

將向披斯的教教主的一座王宮轉交給這位華督徒主教長。

又有紀錄指出旭到兀本打算揖受洗禮 o 回教的歷史學家阿

甸 (Rashíd al扮in) 並盟業足豆豆的基督佳編年史家華頓 (Vart抽)

證嗎 11旦到兀對華督教持聞放的態壤。間每寫道:

施民兀，為了討好像的五他(脫古忠、) ，對(車主管從)大

義恩惠，處處向她，們表示尊重，問此新的社會不斷興建，

在蹺，古息的門前亦經常有一研鐘聲不絕的教堂。 2J

四年多身在王宮的華頓注意到小亞美用豆支援格魯吉

豆豆的基督徒關君及安擺闊的十字軍報站在寓中出入，伊兒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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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見華頓，席間捕芳~~兀告訴他 i 他的母親(賤魯建立帖尼)

是提督徒要他本人整才華督從極有好惑。 J 22 

然甜在波斯、影響著蒙古至廷的?當際情蹺，要才華督教的發

，雖不知組直接聞所暗示股樂觀。在霄達以北的雅各比涯主

教長所在的塔克利，華督徒在域中的問教地區興觀，:h!l烈兀線

以蒙在一蠶的殘暴于段大肆殺墾荒域中的華督接(只有十分年

和非常年幼的得以倖兔) ，並將他們的大教當轉給前教徒。 23

旭烈兀可能 f遲沒打算接受洗禮，一直至死。他乃是不拘

格的薩滿教徒，最終更可能轉倍佛教 24 隔不是主義督教。他恩

待基督徒，除了希望討得妻子的歡心，毫無燒間是由於總商要

聲督徒作為提友，以合力對抗三謝園繞恤，正在首升的居教浪

潮…一一在罔聞有馬榜魯克的埃及和敘利亞;在北聶欽察仟圈中，

他的妻子系親屬中歸倍閥敦的人數正在增長;在中東電察合畫汗

盟貼在他的東北方島鵲起。 r 我們喜愛妻是督麓， J 他對華頓說:
i
j
!

刊也們的宗教在宮中很受歡迎，時他們(我的親屬)則儡麓凹

:
1攀升。新任的主教宅啥 --t世 (Denha 1) 不久{重要攝避屑敦的

獸，此主義觀乃間他瞥替一名!恐敦的轉教者施洗間引致。間教的

廳也學家兼百鐘的，噁營朱鑼尼讓屯啥一世置藏在自己家中，故

拉了他一命 o 不久，屯 H合“世覺持暫時由百遴選往昔民藉思多

留iJ麗的根據地阿裴拉(即現今的艾比爾)委實是上策。立。

1.嚷管在波斯伊兒汗管治下的短短八十年，蒙古約但容令基

督接平安皮貝多然而最教群體在宮中畢竟是惺惺終日，亦如所

有在別處的亞洲少數宗教群體一樣器，體無助。他們期學技變，

但亦害怕改難。費爾 0. M. Fiey) 論權建設歷史的數章中所甫

的標題 27 戲劇性地突出了教會在每 m →位新伊兒仟繼位峙，樂

觀與失望之情交替出現: 

教線。 J 立5

瓶烈兀與他的事長智能安于脫吉思、!母於一一二六五年鑑時，聶

思多留三主教馬克喀三世亦於!可年齡世，中東一帶的偕籠中瀰攪

片諮雪慘霧和;不祥之兆 o 甚護;在百攝穹討教的勢力!J)~再度

九
悔
，
長
廢
品
竭
悶 



450 sí洲基督教~

新君去坦 γ: 組成兀( 1256 一口的A.D.)


今仲期:何八哈( 1265 1282 A.DJ 


第一 f密警號:阿哈馬( 1282 - 1284 A.D.) 


(希望之)頂峰:何魯澤( 1284 - 1291 A.DJ 


插曲:說赫國( 1291 1295 A.DJ 


矛盾期(逃避將都 (1295 A.位)


鳥當:令贊( 1295 1304 A.D.) 


f叫烈兀之子問八 H合成為新的伊兒;十多在位小七年 (1265 

1282 A.D.) 實事賞證明能跟他父親一樣乎對錯督教徒提{共同樣

保議多而且動機也可能相間…一一憩品被回教勢力重重包

上 3 他為了確保他在西方盟友中的士在位，娶了君士

庭總書帕盟羅格真正( Michael Paleologus )的女兒瑪利，直在派

遣使節往難焉的教皇、阿拉霞的戰各和英樁輯的愛德華-世芳草

實提議跟他們結盟以拉機J埃及和教科盟的路穆魯克人、{且

切外交策略吾吾歸於徒勞，只;寫三名黨古龍者在羅馬受洗，路

線馬亦於一二七八年派讓爾各修士，欲替波斯的伊兒?于施氓、

但卻無油 mî 握。立學

阿八暗的妻子高幣是基督菇，而大致來說他對基督徒

公允和贊息。詣，因教徒指攏摩蘇爾的室主督純酋長和 j才是華督徒

的畏吾吾兒當段昌主理管王聖不善今爾八哈使下令展關調聲。當發現

指控不實，便將指控人處決。 29 另一次當間教徒恐嚇要阻止每

年一度在攝思多館主教長的北需駐虛烏刺黑 fJr舉行的河流折

顯現節儀式，伊兒汗的 高蒂插于今並 f 告訴，基督徒;需

緊按他們矛槍末端‘放朝河流進發。 J 他們依指示 1m行 1 按

著嚴擎的天義道、誠、冰也融化。:“蒙古人(自有青草根飼他們

的馬旺高高興) ，而主主管徒服他們的信仰得勝而(歡歌) J 目

驚寄:最布萊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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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
到

仁
的
路
峙

自瞬希布萊典雅各 tt派倍健

自a 育寄希布萊 (Bar Habraeus. 1226 1286 A.D .l 車支部棍多

跟他同年代的學者一樣，有時主tt則性不足和容易受騙，然請在

記錄當代揮史函，他每j 勝任有餘，能且其接料網絡繁密 o 飽 
'" 

f建華督徒的角度記諒蒙古治下的波斯教會的第一手資料，無
1, 
T 

人能及 31 毒草如他的名字顯示， f也是可 1慎賠於梅到亭( ~Il現今

土耳其東部的馬拉提亞)的輸太人醫生的兒子，他的母親可

能是阿拉伯人，盟他擁有阿蛇倍的名字，名 Abu1Faraj 。 32 他

的父親定必額負盛名。當數古入侵的想慌絕對梅那亭，改擊一

芳的說紳患躺需尋訪醫師，間爾特布萊的父親就是當時應在前

往診泊的醫生。彈將軍 33 康復後堅持要帶白費寄希布萊三毛親一家

到安提 F口îJ '問此 f班的兒子得以在當地的雅各比派和聶思多關派

的老師 F穹下受窮。 34 尼爾特亦難這種交織著跨種脹、路撒、

吉和文化勢力的背景，再加上他家庭與蒙古高級將饋的良好交

惰，在十三世紀混觀的中東世界，為巴彈穿希布萊新建立妓果極

i
l
h
L
H
V
O
W

為顯著的基鱗教導草工蹺下了基瓣。

的十七歲那年，但發寄希布萊成了雅各比擬的僧侶，一生毅

力緩和早期預柳|蕃督教囡餾人和持學們爭問分裂出來的辦個 

耍的法 恩多留採(學督之，陸論者)和雅各花派( 
1
-
P
K
Y

性論者) 0 35 

他這是召成為亞洲教會高腸的鎮磚，事出突然。當始還未是 

4 十歲，安提闊的雅各比派主教長依細嚼三世( Ignatius 11) 
P 

掉你從樓道院召出來，授以主教一職令他由封閉的學智生提突

然被扔進東15教會的骯髒級泊中。問思主教勾心鬥角間令教會

分製和陷於臨境的種各比撮人士，發現他們磕位年輕的主教是

佳的談判人才，能從容就公正地穿接於蒙古、阿控的和l波斯

的政治關于憫。路作為使權和平的基督搓，他不但能與歷來都 自
存敵意的錯惡多留書長人士打交惜，且同樣能跟他自己雅各比派

內央和的悶罐交往。他不久便獲拔攘，起初到重要的問勒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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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誼丘上任，接著於一二三六1m年晉升為東方的馬弗科安，

下，是純利阻敕統的第三把

任後，他成了幼發拉底河以東所有揖骨一性論教會

纜。他發現龍的羊群既無髓導多又陷於喜愛重困難。在敘利組以

峙的審督一體議饒的組織的古代中心多學位鼓起梅里斯

的塔克和J '但他發琨在過去六十年多竟然沒有…位馬弗科

攝塔克利。 36 他寫議 I戰爭、過書和增殺令他的教會擒

方的『寡婦 j J 37 在往後的二十年間，佈努力不懈地從0 

的工作。首先、他要將希景和倍心帶給雅各比派仿

建他們被薄的教會。長遠來說實用樣重要的是觀取

的信任多以菩薩銀龍11'~得享長久的播說。到了一之八的

地巳蠶組了管治的親構雯並任命了十工校東方的新哥拉各比

赦。到那時候他巳將性處出摩蘇爾(就古代的尼尼觀城)

刺黑，就是蒙市必伊兒汗的浮動居所慣常停駐的地方。

他的第三項昆輝就是盡所能修補令亞洲教會分崩離析的裂

。起研飽己輯岱懿權兩翹基督教少數群體(聶患多路放與雅 

I::tì反)的饅說如何在非基督教的文化中剪緝毒草能們鈴聲望和 

O 他作了馬弗萃rj安後亨初期其中一琨工作就是

的主教長4!. 11合… 1時( 1265 - 1281 A. D，)答允不要(在蠻族

￡匈奴入茁前爭吵 J '恐怕這樣會 l 有損我們在他們跟中的

我們應在下平息紛爭。 J 但這名聶聽多館主教長卻

聶岩、多醫 i辰一 i詞是波斯主要的義督使群體。他沒有欣然接受

雅各比撮人士的意見， {且已酹希布殼的堅持改善基督繞著羊髒闊

的關保。之後於…二三七九年，當也哈嘴現他不久前才按立的 f 中

關都主教」在他的聶思多留信提社群中發起飯亂，堵位三位教長

對巴爾寄希布萊掛獎;立的這段良好的教課間關僚，主設必感激不 

39 

聯合的行動中，越塘、調地顧及…鵲葉耍的尿這在
就月

間
們

不同的教 iJ丘之悶罐立井然有序的和臨觀臻 2 皂

己的教派必要先有法則、紀律和 。當他的雅各比主教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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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世紀的安提防擁有過大的權力，的爾希有黨 f更大韓疾呼，

如保擺在新約的女提問授對彼得一樣，且勇敢士也繳護自認東方

教會的權利。他堅決表示在沒有東方，馬弗和女的參與 F 多

推 安提問主教展…事無論。 4。

而她的生命交織著聽弱的成就和許多失望的時刻， 卻品
也

展示了一個在聽思多留漲境內的難各比擬主教、一個在信奉四

敵的波斯盟中的器督挂、…樹在蒙古証搬者統治下的亡關奴，

如何在接投可能的情 m.下，以堅貞不屈的兒聽與楷棚，在無睹

的分裂中帶來華督教傳i桔的光朝時刻。一之八六年在攏的安

儀式上，就如在心→二六四年仰的就任儀式中，來自很多不和教

樣的代表憊集 J起，向燈位搏頓的歷史樂家並熱愛和平的教士 i! 
致嗽。甚至三連吉本( Ed ward Gibbon) 在他那本對主義督徒並非一

致友善的《羅馬帝圈衰亡史:} (Decline and Fall 01 the Roman 

Empire) 中，啦帶著飲鼠的態應措漣思幫希布萊.

l
;他的對頭人聶思多萬苦主教義，還有一眾希臘和亞 尼亞

人出席了他的葬禮，她們志就了紛爭，在敵人的墓前哭

作一圈。 41
U

協
七
接
影 

依
法
持 

每
仁
醫 

老

而

「忽發熱教士 J 之行 i
v
j
j
v

在接支持的聶恩多留信提雖然內!聽頻繁，但他們的然是幼發

p
h
u
i
F
c
h

拉起;可以東的主要基督徒社群。一三八一年，當他們的主教

啦哈去世步在他們問前史必展現了似乎是前所米有及天賜的良

機，可J;).爭取更館大和崇高的地校事一個可以替他們這個

的 派注入我氣的機會，不讓可凌駕於當總約少數宗教群體

上，更可取得他們要多謀以求的位置、成為整個帝重要的信仰，

如很久以前在興方，總馬教會一度是歐洲的 士垣

的一新釋為教會則成為持占庭的教會。在這個正在浮現的 古

和樂期問，最聽聽思多留派會否在實際上和名義上成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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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會 J ? 

結果按非如此。總於這段事韻，我們也、姐，追棚 二五 a

，就是聽魯忽Ijl吉尼三五記的兒子、成吉思汗的舔 :蒙菁、 7位

克，vc和忽必烈三兄弟，分別於蒙古、波斯和中鸝閱始制們各自

的

的於…二四五年弓一名居於中國北京以商省份(琨稱山間

)的做虎聶思多歸會吏誕下心子雪名馬叮 O 馬可在二十二三

那年鼓樂了所有財塵雪由北京的聶惡夢留都主教按立為修正.>。

恤在忽 d芸眾可汗的新古巴 42 rp認識 r另一位蒙古基督提廿但

司馬最初嘗試勸盟馬可加入聖品人員之列，藉此考驗他黨召的

決心 D 詩姆是生於 ~t 京的畏吾吾兒人;斜，鳴叫則可能是汪古部

人。 45

函J ~n近三十之年，偕同年紀相若的話] j馬離嚮北京，服闊

耶路撒冷的朝聽之捷。衛人輕易直在快速撞機勝數干嗎烽煙遍野

的蒙古境域，額示出他們1It 1于是得到大汗的親告 íltl慌。他們

經為司的家鄉時，構位蒙古的親王:贊尚可汗與忽必烈可汗的

女婿 9 特懇求馬可和司馬留下來，阻隔人去聽巳訣，繭，三五惟有

磁他們上路，並供應你們結程研攏。在植起大漠的中論會他們

維總于韻，發琨零星的基督從社辦;同時，戰爭盟擋了他們的

時，這豈能廷了你們的步伐。迫段路程花了他們八催丹詩悶。

他們再坎上路、蛋白了大漠的菌種一個繭忠多留都主敦的青丹紅地

喀什轉爾，相谷II 發現諾城已遭洗禱，空無…人。都能們繼續上

將貨起攝分碼亞洲、|東、商部的 l俊樹 3 在波斯部接受的思什總 

( Meshed) 近盧仿斤基督教{學院中的一位友善的麓，思多留三位教

款待，並將他們轉送至屯哈主教長彈藥。在此局勢不麓的

主教長經常被也離開柚們位於百瓏的傳鏡權力中心，像其他証

戰頓的的蒙古伊兒汗牛菜，要在別處設立臨時的總部。當時宅

咱身在呵護軍拜疆的馬科黑，在阿)\./1合伊兇仟偶爾符緝的首都塔

布里茲 (Tabriz) 七十哩之外。

兩位朝懷者從沒估計到波斯與坡及之闊的戰事竟會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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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通往他們屬靈的目的地耶路撒冷，紹他們也不介意在城斯

多留些時間句 I1握這諸于潛在百達、潛流基泰聞封、 F可能草色、尼

比斯利用尼線(雕蘇爾)的偉大講智教遺頤 o 他們對敵目單多

的教堂、神聖的嘴蹟，立全在教會和修院中基督純的人數驚訝不

。他們決定進入一所離附聽拉不遠的條院?以待通往耶路撒

冷的路間投書但主教品吾吾催促他們回中國多並提出校馬可 f

丹及在古部 J 京城都主教的聖職。 48

時是-八 O年，馬可年三三卡五。這校 7 年輕、機美、

如匕首白色高級教士 J 卻已決定永盤不會重堪古文鄉。他花了需

持問嘗試橫越東部的山路，但卻為戰事所阻。當詩三位教長

屯哈巴逝。輯愿多留高級議會主詩人意料地推聽了這悅連道自中

國而來的年輕外地人士接任其職。佈甚為黨驚。「我湛藍遠古

敘辛苦豆豆論也不能說(聶思多問教會的諾言) J 地說。然而相0 

羅馬、按期和阿蛇伯統治下生活的聰慧聶忍多留信能知道

十三世紀是蒙古人的天 F' 問此他們為了政治因素，定意

叫八一年來，他在常往前達不遠處的馬爾

柯克教會中被任命為瑪爾維伯拉啥古時 (Mar Yaballah為 III) 490 

{皂11'穹的智慧不久續不單間走。閏八培伊兒仟對這位攝思多

留派的新任主較長有良好的fÕll 銀杏需基督佳亦對阿八哈伊兒汗

國贈讚賞的說話，就是與飽問時代的雅各 bl::主教巴爾希布萊所

描述:天賜的「頓悟力與智薯，並. . . . . ~良好的性情和慈仁 J

阿八晴伊克持不足一年俊樹雄 t墅。轍世前數天，阿八哈伊兒

出席替之活節主 H 崇拜， r 跟基督{進一同歡度佳節 J 50 但0 

當華督徒得 2聽他的拉文章盤古建會繼承持位的消息，便捧 i上了歡

聽 p 悶鐵古建改信了回教 51

謹悅誠的伊兇汗是站辦兀家艘中第三說;汶斯的統治者 52

飽穿吉爾位先玉的政黨作了急攏的逆轉，長胡]民心。提據豆豆漿尼

的編年史家海頓的記輯，機古攘的母親古泰是最教徒，問始

亦已受授為教徒，獲蜴各尼古蛇斯 o 53 {旦發器時，他卻公閱

種自己已改 f吉問教勢並取了回教的名字阿哈馬( Ahm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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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竟然的轉變發引起了不;J;-蒙古將壤的反感 p 聲起始們在宗教和

政椅上的不安 p 間二十多年前 3 他們在艾思路律華夏路教接擊敗

的慘痛絡服前情猶新 o 故此當己故的照八暗伊兒汗的長于向魯

渾王子( Prince Arghun) 反對他叔父繼位而租來報變，該批蒙

古將飯都站在他那一方，因跟那 f吉普基因教的阿哈馬相比，阿魯

揮才是真正的教古人。知他們擒拿了織布憊，向他緬以蒙古王

放的折背之刑，以免流出他的血 o 他統治不足兩年，慕督徒再

故對將來媲美好的期望。何魯渾接著由-工八問年執政至一二

九一年，共十七年。

中…項竿顯的行最!就是將藉，腎、多盟主教長雅位拉

哈王 t段(隨時)囚禁 f四十天多罪名乃是一位跟他敵對的主教，

為了爭取一位的教治利益話捏造出來的。三支斂起種控在叛變期

間對附巒禪擺供支握。 55 控訴最後禮撤銷;然流露話，向魯澤得勝多

馬可總囚辦的消息反而令教會領袖對新映機雄主主更大的好惑。

但當我們放及蒙古耽權優待某宗教 p 我們諦驚奇配權種優待是指

此宗教書字體免受組宮和不公平對待，關般不增設撈到國家認可某

個宗教(如華督教)可以凌駕其他宗教。權個政權苛刻、計較，

說噶舉又判處贅， {旦按當詩的標讓來看，它已擺力做到公平。巴

酵母不符毒草也一二六照年聞始出任波斯和東方所有講督一性論信

提(雖各比擬能繞)的馬弗利安直至兩斗八六年去 t設為止，他

對蒙古在攝些年闊的宗教政策作島以下簡練約總、

對蒙古人來說，他們既無奴隸又無自由人，既無信徒又

無與教徒，既無基督徒又無猶太教撓，但他們對請有人

都一視同仁... ...他們所要求的逆轉苦的服務與螺肢，是

她現人的能力所能付出的。 56

的歐洲與由蒙古統的的班洲在過去三十年間都

在路話結授以共同對抗信奉四敦的中東的可能性，阿魯渾伊兒

慮遲續這些嶄露哥續鏽的譏翔。攝…坎，主動權

大的改變多試諜的人來自亞洲， 1而奔西方。根據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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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弓呵魯雌伊兒持得到毅、必烈的情意後，於一工八七年提誰是

朝廷使臣也使教豆豆和歐洲的教廷 o 他的人聽是當時甜職主敦的

司馬，他是馬耳的朝聖 f丰棍，那時馬可已接任命為主教泣。針

，這位蒙古使館兼神職人員的神是與思想受到 的

揖言因 多留信繞被列為異端;總亦被問及為何蒙古

的教士擒任使館。根撒記報，他的游禮部分如撓讓一個 

整多馬、聖阿迪和聖瑪爾將鴿音帶給我們的萬家，你們

教導我們的禮儀，乳們知然持守。


你定知道我們有很多教父到了黨合、土耳其和中國人的


土地教導他們。今天很多葉古人成了基督徒，亦有舊車君


和.:E.后受洗，發詞承認暴智 o 他們在學中設有教堂，對

基督徒教重非常，在他們當中亦有很多轉信者..- .,. 


教皇從來沒有差派任何人到我們東方入中間 o 先議提及


的那些聖彼教導表們，而我們今天鈴持守他們當日傳授


給我們的東鴿... .., 
k
e
i我 i鑫主義馬來並不是要論主率和教導式的棺念，乃是要向我


的教泉表示尊重和尚諸聖徒的建躇致敬，立在替王土和


教義傳 f害。若替t喜歡的話，說讓我們以討論形式來完成


任務。

f也只 步要求有 名嚮導 他參觀羅 型的教 和慕

士革 。 58

他由總馬前赴巴建誨，在那襄獲我律間世 (Philip the Fair) 

待，裴拷問世並將各樣讓蹟文物身邊示出來，包括-荊冕和

十爭議蟀境，日本蝦給;他亦問時答允支擺伊兒汗對抗甜敦的

運動 o 荷馬便從巴望與聽身往加斯正在，是 (Gascony) ，當時英王愛
持

種華一世接待慕名而來的入。當「司馬提及耶路撒冷， 支持

樣答允襄ßlJ l紀事。他邀識字司馬舉行彌蟻，英王從繭鹿三多留的

教事;二領受塑饗 O 當他們回到，輾馬步前，嗎要求在那兒!可樣舉行

嘉
興
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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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思主客留式的彌撤，獲教堅尼古拉回 i雙手拉攏，當地人民黨躍不

已。 r 語言于雖不悶， J 他們說 r 但攝式卻一一樣。 J 59 

一二八八年，司馬還短波斯，受到財魯澤伊兒汗榮寵地歡

憊。飽喜事至答允在玉寫門前為他建一座教堂，他對司，馬說 r你

以每導干子儀式和析瓣。 J 60 其 1m報導稱時魯、路伊兒仟曾應允讓

他的鬼子會兒現答( Kharbanda) 受撓。在騙自、多留教會肉，的

主教長及十二名主教舉行的景是禮中，阿:傳灣伊兒仟自己背起聽

習館徙當作輯鈴的木鏘，加入隊話，命令每一個人也要接

主教畏的祝福 61

一二八九和二九 O生芋，阿魯揮伊兒汗兩度希空聽信奉

基督教的敵機結盟，以對抗館舉目教的晚及 p 不泉。他第

蒙古文的的件仍保存藍今。鐘f吉籲請教是美帝1英三在愛體率一世倍

他們先前文攘的承諾，他亦答允呂報 r 我們街上天禱倫多

能在(一二之九一年一月)觀始作戰…...若黨幸運之神眷鸝..# ... 

我們便將耶路撒冷給你們。」下一位，亦是最後一位被撞在

方的特f更是改估了華督教的蒙古晶宮查干( Chaghan) 620 

熟的特使卻在阿魯禪伊兒抖逝世後才眉來，跟其他便髓寸菜，

他帶閉了承諾，但卻沒有實質的結果。西方的十字軍戰概已告

一說搏。十字軍校耶路線冷的拉 I王緝的股後要慕阿克捏在

二丸一年落在境及人弓之中。

問籍擇的統治期將是聶嫂、多闊擬在豆豆擠!聽史中最後一個高

略與 c 他們的蒙古之主教長，馬司(發倍于立時三世)的教會威權所

覆蓋的地域，較擺馬教;欒君主黨。在 f也去世擾，縱使災難聽始將

臨聽恩多餾的大來教轄區，但它在往後的一百年髓的然是幼發

控底河以東聶思主客留倍綿的主要派酬。著不多可以誼樣誼會

倚在主義十三世紀亞洲區傳播倍仰所及的報圈，較教會歷史接初

的一千五首年更為廳里。車至立一的九三:'1是一間九八年當航海時

代的擦臉黨和航海家鵲始揭開經史新一頁，所探索撞坡之廣，

才起鸝聶盟、多留派所拓展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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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斯基儲教表鶴的先兆

若這飯時調真的如很多路象所顧示是主基督教在波斯的:全盛

期，那麼它又怎會如我們將會看到的，在兩代的光景與黨告崩

潰?它亦曾於三百年前的十世紀在中關銷聲匿跡多同樣的頭由

又是否可以解釋為何它於十昭世紀亞洲大部分磁方式鐵與損落?

在第十五爺我們提紹了四個可能導教唐朝景教覆亡的原闢 G

第一個原思是神學方咽。景教能被指攝分認同中國本土的宗教，

向宗教混合主義低頭，大富中爾也彰。第二偶指控與組織有纜，

的論點翱好相反，就是他們不詢中關化。當時在葷的宣教士明

顯差不多愈是波斯人多蔚非漢人 G 第三項彈名是歡會的社會，陸

及文化程度不及中醫知識分子及政論界的讀導階膺，因此無能

保證有致地改善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第四敢指總是教會太)1展提

依賴盟單位，民此與唐朝 A起覆

這控原由眼十五世紀正在波斯盛蠅一婷的錯思主多留倍徒有

何關部?簡單來說，苦悶填措賠 f以爭並，不成立。可能接斯，輩輩思

多留擬的教會是排外的全鬧非與其他宗教妥協。在波軒的較接

繞治下的聲督教與七、八世紀在華的教會不間，總們被清楚界

定品非問教麓，除了轉教情說外，建起l~七界線是法律所不容的。

我們或許可反駁布傻略者道是古人統治下的景教，如羅伯勢所體多

b
f
l
i
-
-

是總蒙古薩滿教的泛神論相仿，十分危險，商投去然引聽眾教

擺合主義。但宜教的握史這是不事處處皆顯示出在逆轉的社會

這攜語似之廳通常是報往錦信基督教的橋梁，問時亦是從一織 d
i
l
!

較落後的佈仰過往一值增智上更令人信般的信仰，罷不是朝下

通往宗教混合主義的蟬旋路徑。事實上雪燼正好證研基督教在

告
終
料
也
&
鴨
、
建
喝 

蛤
繁

ι

中亞洲i與黨古人初步接觸之情祝。

第二個挽許拍基督教蠅於翼城和商化，造才能許在波斯的情

況，同樣欠缺說嚴力。我渡斯的轟忠、三諺語微一直以來小心轉翼

地接兔站上羅馬化宗教的譯名，縱使它捨憋不能避免被攻擊為

敘利亞的宗教和拜庭的第五條文柱。但對蒙古人來說，它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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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屬於波斯的，而它的信徒、教士和教長比所有回教徒可信

任得多。

故此，雖然宗教混合主義與外來色影從未完全消失過，但

至少在這段期間，我們須更仔細地循另外兩個原因去了解教會

為何會遭難，這兩個原因就是缺乏才智和對政府的依賴。

但在這以先，我們必須在這一冊書的最後兩章，轉去探索

教會在十三和十四世紀，在忽必烈手下的蒙古人所統治的中國

王朝中，正遭遇些甚麼事情。而我們從這個十分不同的方向，

定必留意到一場基督教災難的先兆正在中亞洲盟釀。

注釋 

l	 參本書第十八章，注釋 29 之族譜。 

2.	 合贊(在位﹒ 1295-1304A.D.) 的祖先如下，成吉思汗(來於 1227 A.D.) 、拖雷(卒於 

1232 A.D.l 、旭烈兀(在位 1261-1265 A.D.) 、阿八哈(在位: 1265-1282 A.D.) 、阿魯

渾(在位 1284-1291 A.D.) 

3. 	 Bar Hebrae肘， Chronography ， trans. E.A.W. Budge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 1932), 417-8 '以

及 Rashid al-Din (Boyle translation as The Successors ofGenghis Khan , trans into English by J. A 

Boy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71) ， 222缸， 246旺有關旭烈兀，另參 H.H.Howo巾，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5 vols. (1 876 , repri則， Taiwan: 

Ch'eng Wen , 1970), 3:90-217 '以及 J. A. Boyle, The Saljuq and Mongol Periods , vol. 5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l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340-55. 有關的宗教情況 3

十三世紀在波斯這段時期內兩名最出色的歷史學家是基督徒巴爾希布萊及 1"1 教徒阿旬，

據說兩人都是猶太人。 

4.	 此名亦可寫成 Ket-Buka (Cambridge) 、Kitbuka 或Kitubuka (Howorth) 。有人認為他是乃蠻

人，亦有人認為他是克烈人。 Howorth， History ofthe Mongols , 1:210; J. J. Saunders, The History 

ofthe Mongol Conquests (London: Routiedge and Kegan Paul, 197 1), 108; Boyle, Saljuq and Mongol 

342旺各處。這位容易相信人的亞美尼亞主于及歷史學家海頓於一二九九年到訪蒙古宮

廷，他說卻布加 r( 他)喜愛基督徒，因他是那三位朝拜新生主的君主的族人。 J Howorth, 

History ofthe Mongols , 3: 150 '參考自 Haithon 的 Chronic/ e ， 30 

5.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 1:542 這里引述了波斯歷史學家阿甸有關脫古恩的著件，

名 Jami' al-Tawarikh 。她曾經是旭烈兀父親的其中一位妻于﹒因此亦是旭烈兀的繼母，

這等事在蒙古王室中並不稀奇。脫古思可能應稱作主妃而非于后，因波斯伊兒汗圓的可

汗名義上承認蒙古大汗的領導地位，然而在波斯她確是主后。 

6.	 除了畏吾兒、乃蠻和克烈這些部族以外，他亦有提及「士耳其、格魯吉亞、艾倫和亞美

尼亞人 J Saunders, Mongol Conqu凹的， 1080 

7 有關對抗波斯阿拔斯朝的戰役，並旭烈兀至合贊的繼承人的管治詳情﹒參 Howorth， Histo門 

ofthe Mongols , 3:90-532 ;若想獲取較簡單、有系統和具評論性的資料，參 Boyle ， Saljug and 

Mongol , 340-421 0 他們三人主要的資料來源，來自曾任伊兒汗私人參謀的問教猶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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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家的負J (21字淤 1318AD.) 的當代第一字報星星星:著述 Jami' al-l泣warikh (或作 Compendium 

(If Historìes) • 以且主要等閥的周年代的基終在毛(哥拉各比派)發史學家也事實給布這豈有關嘗嘗器等炳

章守主育經 Chronography (trans. 1主udge) 和 Chronicon ecclesiasticum (叫。 Abbeloos and Lamy. 1872

77)	 。 

8 訣。 Grousset. Empire ofthe Stepp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355 告 I ì主


R品híd aJ-Dìn in d'。鄉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 3:217 ι 


9, J. M. Fiey,“Chrétìens Syriaques sous les Mongols." CSCQ, vol 3位立. t. 44 (丸。uval泣， 1975), 21 ff.; 


Howorth. Histoη ofrhe Mongo缸， 3:123.
 

10. 	 Howorth可 Hisloη ofthe Mongols. 3:126; Boyle. S，αljuq and Mongol. 34草， 

11. Fíey,'‘Chrétiens Syríaques." 22 

12, Howorth.llistory ofthe Mongols , 3: 1吵，引漣Ki時.kos (Guiragos), the G如Tgian of Ganja. in Joumal 

Asiatìq肘， 5th series, vol. 11 (1 858), p. 491. Howorth 搜出了其他幾個有獨 1"1 教教主死亡的傳


‘互交 127 及以下。
 

13. Muír種 The Caliphate, lts Ríse, Decline, and Fall, rev. ed. (Edinburgh: Grant‘ 1924) ， 5會2. 

14 統直U Howorth, H，臼iDry of the Mongols. 去的。參考向 [Maqrízi]‘I. 98 約哥!想~ , 

15. 	 Saunde玲、 Mongol Conquesls , 114. 

16. 	 Moses and S. A Halkov仗， Jr. , lnlroduc/Ìon 10 Mongolian Hislo丸， and Culture (Bloomín墓10n ， IN: 

lndiana Unív. Uralíc and Altaic Seri肘， 1985), vol. 149, p. 52. 

\7 見本三聲音容十八退學絡處。

!在這名為機魯子己的;搏擊 Bibars (耳l1: Baybars) 弓之久以後便睡著難 f薩;立了族豆豆約給後一位終于音，

\jfi建立了馬車學魯兇弱，自一之六C茫一至一七年統治埃&，參 C. Brockelm臨菇， Hiswry of 


lhe /slamic Peoples (New York: Capricorn, 1960)、 238ff毯， 250- I., 288冷 e
 

19. 	 Howorth, Hislo吟。f Ihe Mongols , 3: 1紗，引關 Q協tremere 對炳章當約權讀書章。 悶氣;是級教瀉的，

亦考學 "AynJ的ut: Mamluk Success or Mongol F血lure?" in Harvard Journal ofAsialic Studi肘， 44公 

(Dcc , 1984) ， 307-45 。 

20‘Jt七名;有不同寫法: Makíl倍 (Howo役的， M齡hícha 0. A. Assemani, De Catholicis...) 和 Makíkha 

(French) 。 

2 1.等;的 Grousset， Empi時， 357 ú 

22. 	 J. M. Fi哼，“Chrétiens Syriaqucs," 24次 Howorth， Hìstoη ()f the Mongols , 3:206 ， 濟方一星星流傳著 a
K
T
E
U

一名單當地烈兀自台匈牙利;辛辛佼 j 在一二六一年言:稱!J學熱:n::駭鼓接受女生敘說灣 5 李文皇豆豆

盟軍 lU大六敗對此消息在生表鱗注， 1若此要生的條促他尊轉向天主紋的主教長打點…切 (Howo楠，


同之三聲， ì建立i叭，能Jtt報導較弓之逕份。
 

23. 	 Bar Hebraeus, Chronographv (加n5. Budge), 43莓，參 Fiey。“Chrétíens Syriaques," 35ft. ' 此書志敏 r
J

多關於這段時期內裝汶斯的華紛在主與凶殺役的織進零售例。 

拉
關
部 

各
島
主
轟
轟
車
甚
蜀
，
爾
蘭
騁
的

絃r24 亨參暴 A.Bausani ， • 芯 旺rthe Mon草οi抬s." ín C<αJ枷mbr yofJr'an， ， 5:污 孔， 5征紛)-心l斟姆翎 ‘4唸訣，elí嗨缸tωO缸 1Jr缸lde	 丹idgeH悶t扮01η 吋 54í必)f ο 

E. [伽〉沁la0叫訕 悶Z站恤削a2詰5 un丘. 

立為6. 日缸 Hebraeus ， Chronography (tran". 枷甸的電 419-20 干P Grous闕， Empire, 367 對 Ba的。1泣的文教 

“Dzuwaíní." in Encyc/opedìe de {' /slam , 11∞的苦|途。 

27. 	 Fíey， 'ιChrétiens Syriaques." 

er巳，

A
h

2且.有關豆豆八娥與當在洲 1基督徒華主玉的書倍往來 s 參 f



462 	 亞洲基督教史

及鐵E封建的王幸事集會參 Fiey， Chrétíel詩句triaques ， 38 Howorth (His的ry ofthe Mongo缸， 3:2 仗，0 

265) 總她可能棧道八裕的第二位袋子 Tukuri 、要告姐要~~沌的::E后身是淺，您的皇室主{ ，但這個 ~f

織機較富麗。 

3 1. 1f關他的發設立警參E. A. W. Budge, The Chronography o.fGregoryAbIi 'l Far.呼叫 Commonly known 

as Bar Hebrae肘， voL 1 (London and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32), xxxii-x騙。他畫畫室重要的

著你是是 PoUtical History o.f the World (Chronicon Eccl軒iasticum...) ， ed. J. B. Abbeloos and T. J 

Lamy (Latin trans., 1872) ; Budge 出放了第一部分的英文灣來，就是 The Chronograp恥，

譯為遲遲愿多閥的前敘利豆豆文本可 ~p Budge 的給二憐。也吾爾希布萊以草種各法草義的出敘利5.:i 

i文譯穿軍事。 

32‘有關他的生亭，參加拉阱， Chronography, 1 :xv-xxxi 0 

33‘	 Shawer Nawin. 

他皂主喜婆喜昏約穹專絲藤繁是牙敕控草符$比派的 3 長臺. í儉絞圳{他也亦有 fE糾也及 (y， ub 的逼絃量，息忠多綴{儉爽幸徒主 F34, 	 f 友三賽教史f 在 泌'ak知叫} 鬥穹

學習修厲辭串學 o 這f 吉言暑繆褻 3 綠絮吉綺音希 f佼立寄絃吾 E 家較 t 佮白專來鞋文.古敘利亞文和阿拉伯文，話豆豆H閱單圖通曉希臘

文、5.:i美尼5.:i:Jc、 f甚至吾吾益主義電基芳在一些學漢語。 1至也彗星傘， Chronography, l:xvif. ，荒livff.

豹，參不變第九室裝有關這f閥 f 玄宗教大多長還是 j 的成凶。 

3岳. Budge, Chronography, 1: 荒XIV. 

37. 	 Bud詐， Chronography ， l:芷芷令引起ß Chronicon Ecclesíastícum 2, cols. 432-3 0 

38.	 日udge ， Chronography, I:xxvii 

紗. Budge, Chronography, I:xxiìωxxiv 
呦從予台醫學總始， J 他寫道 r羅馬教學明文規定旦不能從吾兒有主教授的情況京設立為:!ll

利實( ) ~亦不意義幸生沒馬弗利宏的才會告tF設立志敏長。 J Bu娃侯， Ch即nography ， l:xxvi.

“. 	Bud阱， Chronography, 1:然， xxixf. , xliv 、引藍色 Smilh's edition, voL 6, p.55 

的 突厥語鎮;j~J?:為汗八建立墊在科普當事拿給( Coleridge) 偽善守中有時暫時ftr仙樂約三 ()úmadu) 

“ln Xanadu did Kublai Khan, a stately pl錯sure dome decree, where Alph Ihe 閥cr活driverra鈍，取rough 

cavems measureless to m甜，如wnωa sunless sea." 更讓確來說是指夏發 Shangtu 0 

43固有種聲絃事實名旅行家的哀樂章軍事羊，參 Paul Bedj仰， Histoire de Mar labalaha. patriarc仰• etde 

Rabban Cauma [Syriac textJ, 2d ed. (如ipzi萃， 1895) 。重建藍的法文章擊;李完全 J. B. Chabot. Hístoire 、 

de Mar labalaha III et du moine Rabban Cauma (邀錄 R Revue de l'Orient Lat諦， t. 1 and 2, Paris, 

的會5) 。蓋全完整的英文譯本主是 E. A. W. Budge, The Monks qfKublai Khan (London: 艾滋igious 

Tract Society, 1928) 。參 Budge 對攻荐的話級干IJ2 、波斯和I ~苟拉伯手織的綜覽，章可 3-7 0 

絨毛j瀉的呂定文 Sauma ﹒可以寫成 Sawma 、 Barsauma 啥 Rabb制1 Sauma .發法文的 Cauma 0 

45 	 己辦事告;為萊直是第…位在爾茲縫及譜寫給馬可的人，他絨線們二人控告往是吾兒人 (ChronÌ<、on 

Eccl的iasticum~ 紹. Abbeloos and L坦ny‘ vol. 3, col. 4410) 合乎乎總二人終殼的評說話沒釋‘宮會參 

Moule, Chrístíans in Chí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ìan Knowled在e ， 1930).94 、Ijfi 

Budge, Monks , 1-3 。 

“e	 要學 Moule， Chrístíans in Chi1U1, 8 n.6 Chaoot 以及加dge 均 J的藍色他們為忽必烈的女緒。他0 

們當中的艾布機主義從滔不約父發‘他唱會;在忽必烈治下的北京的後期主義管教懸.'1:: '1'赫赫有

名 a

是7. !f七十多年前線鐵惡多泌的主教授 Elìas III (117今1190 人.0.) 曾以兌付絡事實要適當自主教員主

繁華書巴爾喀什湖以:it 放 Tokm泌的驀地。 W. Barthold, Four Studi肘。n the Hístory ofC喘口。'(1 1 

Asía, 3 vols. (Lei迂en:B討11， 1952-56)， 1:105-重 

48. 	 ßud阱.Monιs ， 142-14器，以及 Moule (書畫綴 Chabotl , Christians in China, 101-103 0 

49.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 的是。 Moule 指飢餓一位旁聽的控告告似的 ﹒六 3在悶了。 O 生宇航任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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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這時第二三位由一…九 Oi長→九三三之二一金字 。 

50. 	 Bar Hebrael路， Chronography (trans. I至 udge) ， 455, 466. 

51 ‘基督後歷史學家已事實;ffi-布清楚菩薩實刻意不提當賦予台達紋絲了防後，他巧妙地寫道: r 1他 j恩乎每

堅持有人民穹尤其是基營救的領事塵，主主Jl..免去所有教會、作宗教為途的縣農豈爹沒教士

和僧侶的稅頃。 J 然f(ij他卻如此寫正是金錢古生擎的遊毀。 r 堅持耘的，獲督徒都歡樂" J 


(Chronography [Budge tra肘.]， 1: 467, 472) 。枝頭腦他提至自費最古燈下令將佛廟和憲章會改為


清真寺啥立宣立幫哥哥哥將給總攻樣!司教的是在發在E~龍斬(泣。.worth‘刊將tory of the Mongols, 3法線，


引藍色 B缸 Hebraeus， Chron. Syr. , 614-15) 
 0 

52 鐵古主義是Ilt!烈亢的效七名兒子 2 亦是~Ilt!烈 J忘尚存的終于中毒逢年長約多他是豆豆八啥的兄弟給

他改 f吉間教時﹒改用了阿譯告綴造價的書生名字。 

之53.	 為實質認為他是“Tangader-Mahomet" ， A Lylell Cronycle (約 1307 A.D.l ' 48-9 。正當發主怨怨 

Kunkurat 族人。有關她烈亢的六名這妻子和十二名吾吾土糾昌盛弓之淆的關保，以及鐵浴室量的淡


綠 (2日 5 A.D.l .請參 Howo的 (His的η oftheMongo缸， 3:212-3) 。他的勁敵阿魯澤是Ilt! í，q兀


與 Suldus h裝妻子單野史的兒子 ， T消費ß族織的恩怨說J會主是萬掌聲k叔父鐵古撞機推翻他的娃兒阿


魯隸之間的綠療的部分廠閻 a
 

54. 	 Howorth 51 用 T緩哥哥將激李紛紛說話﹒ r~可啥為堅決著要轟I[ 除大汗(成世吉思?寄:)的後人…-

他綴柏固違章綻。 History ofthe Mongols , 3:304. 

55.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10萃，與此之後﹒澈的拉紛繁重擇往往北前的馬車ilU義。 

56. 	 Bar Hebraeus, Chronography (trans. Budge), 1:490 

57ι	 參 J. B. Chabot, Mar labalaF間各處命暴於 C泌bot 紛紛戀戀絡， Jil. Mou蚣. Christians in Chîna, 

10多汗。 Chahot 捉到從一;二八五年的前一次旅毅的可能做{豆豆 185-93) ，亦參 Howo拙， 

Hislory ofthe Mongols, 3:348-9 " 

58 ‘ Moule. Christ妞，盟的 China. 107-8. 

59. 	 已在ou蚣， ChrÍstians in China. 110“ IL 

60. 	 Chahot. Mar labalaha, 3‘ 

劍，乎乎關這次發是警車的紀錄不一定錯誤，雖然它提到廠是天主教的 t5U賽前非殼教。街魯渾 ff 1E

在等寧主義天主教的豆豆豆豆 o 對一飽寬弘的蒙古統治者來紋， f也參與造型機亦不算與身分不符。

參 Howorth， History ofthe Mongols. 3:355 " 

62. 	 J. A. Boy妞，“The llkhans of Persia and the Princes of Europe," Central Asia loumal20, no. 1-2: 3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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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寸鞏

元朝的基督教


「乃顏(怠，必烈的親身島及敵人)是受了洗的暴督徒，在

場戰爭中，她的車換上有基督十架的繳號..， ...但它對

他，們全無用處... ...，而當大汗打轉這場俠.' ..。很多... ...以

達十架為笑柄".. ...並出言放擊在場的基督徒-.. ..。之說(忽

必默) .. . . .開始安慰他們並說﹒若你們上帝的十架沒有

幫劫乃麟，它這樣做是十分正磅的..' ..﹒乃頗跟她的麗君

對抗，是不忠與背叛的表現，豆豆此發且在他身上的事是

JJ:.)í蔡的，為你們上帝的十架若沒有拉助他對抗正義，作

得十分對... ... J 
可字羅的於…之 00 寸易在一;二八七年反對怨、 

必烈的叛觀

恥
灘
和
(

465 

L



和對宗教公正的態度。

466 5í洲基督教史

唆魯怨帖足與朝代起繼承

仁智、必烈的升貌聽他母親的子民(克烈人)要將碟。 J

成吉思汗看著他的譯完玩耍時說。 r他皮膚賜與、不像我

們這一方家族紅擒。 J I 事實上 3 懇、菇、制( 1215 1294 A.D.γ 

繼承了雙方家族很多特性。他跟扭父成吉思?于一」樣擁有社報世

界的野心電及承襲了他父親龜當仰面揚成的好戰精神。他亦楚楚

帖尼)不少的政泊

的元朝中( 1260 1368 

日世界勢力最強的人。

三年去投給她生的只能看到籠子蒙

鱗7袁大汗之位，這稱號最詞是教古的大丹、她公合成吉思汗的

稱。但她寫生之年卻無法為主子旭芳.~兀於一三六一年里去慕為

渡斯伊兒汗而高興 4 也無法親賭二子忽必用!可令成吉思汗的家

校發揚光大。她死的時{候，忽必烈的在奮力爭奪位於「世界中

心 J 的中闊的王權。蝴對妞兒子的性格和 方軒的影響，

泛稱譽，為這個統治亞洲的非凡家族最終成功的原禹。

她的丈夫掘話:巳於二卜年前去世?主冬至芋1m十二。他是蒙古

中央軍的猛將建但嗜酒如命實曾在父親成吉思汗去對條任閩中

他母親(即

的攝政王攏附年之久。他的兄長自闊臺繼位為第二偉大汗後，

錯議拖富的撞騙晚聯盟車在尼

位大汗)為妻，很道她巧妙地媲拒。雖說 r我定要將我問名

兒子撫養成人。 J 自趁機魯;智、帖尼德高望重量，故此窩餾塵和實

由也沒強磁研難。事實上，寫關舉在奪取金軾的須城俊不久，

體興華北之地賞騁給她 O 唆魯怨寧主尼知總她的新于民是中國的

農民捕非蒙古的游牧民族縛，不但沒有按照蒙古人的常規將他

們改變為獵人或騎手，反裁軍最他們說哥華他們最擺長的工作，就

是聽耕燼顯示竣魯忽帖尼轍:其政治智

忽盔、烈的孫子(第三位統的黨古的器話)其後也承認蒙古

要感激晚魯忽軸紹，他於…王一O年端的她為{去后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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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儀式是悉心安排的手其中但括景教的獨擻，可能是在當是放晚

草書 J智、 lþ吉尼靈役的兩所紀念堂上她本人的王室肖像前舉行。紀念

一所在中國的問北部，。另一所在新都北京(又名汗八

時

忽必烈{象她母親一樣-對提督徒友善 '112卻沒 跟她“樣

b立為基督徒。他曾懿告訴馬可宇釋?成五至少給馬耳宇鱷留下

樣一輛印象，就最能作好充分準備成為基督徒。' 1泣正如我們

在前區所見多誼是蒙古統治者一黨的政治作鈍。正如 

(H. H.在oworth) J所述 I 怨、卦烈就如他的萬人一樣多把眾教

看作政治的事務。人民諾:要擺挺大汗，但他們怎樣敬拜神明則

無人過悶。 J 8 

但就在成吉思汗之于是第三代多 rlll 窩鵑臺的兒子費由大汗

版後步成吉思、汗家族中的王朝門事、如兄弟閱牆、表兄弟闊的

賴寧L 些聞始削弱了大汗的威信，卒令蒙古在豆豆洲的霸權傾覆。

我們早揖及黨古俄羅斯(成吉思汗長子 Jlt 亦的家旅)和蒙古波

斯(四子搞宮的家族)之悶的不和，現在成吉思汗使撞爾與晚

魯忽帖尼王紹而出的孫子之閥的不岐弦非開始浮現。她的

哥大汗於…♂之五九年去世，立子組烈兀當時組治波醋，正忙

於;在宿街跟憬教能作戰"又要應付與北面欽察?于國內戰的威脅。

也在連束，當他們的兄長蒙哥倫謝世後、她的二于忽 !ø?!~與由于

阿盟不 均韓稱擁有最先的機承權。忽必烈認為大汗之 1ft囑法

始， 囡倚在華北戰纜彪炳， r誰?阿里不哥則認為他既像父親拖

雷 樣繼承了大草原上蒙古腹端的治權可仟位主導應囑他。

他們的內戰持續了問年(1 2紛← 12制A. D.) 9 基於數古0 

當時誓續對不同宗教信仰的容納、宗教或許與他們的破製拉不

關係， 1ê.盤子尋、注意的是阿里不帶受母親既信奉的惡督教駿引

的程度，比他所有的兄弟更大。協酷地對抗忽必烈的有一群

力強大的蒙古基會徒並基曾提盟友，能指臼故蒙古大汗蒙峙的

第一能妻子一一…王太后古吉泰，羅的魯相信於一二五三年在和

林管目睹她?裝備接受景教的洗禮 10 擺有蒙哥仇的輯、書並主要顱 



468 亞洲鑫督教史

闊宇吉妾，他陳曉魯怨、帖尼一樣是信譽景教的克到部入 G 持者，

忽必彈部大汗位以來(l立的一 1294 A.D.) ，在一攏串糾鐘不

的反君、必烈宮涯叛變中，報室主贊徒扯仁關{系的失敗執i 子，阿

不哥不丟在唯一一個。 例子發生於一二八七年的乃頗之鼠，

我們稍種會者啊。

別忘記過按時期內中關仿龍和教會的情況 ， ~l持忠、來源大部

分都不屬中聞人，間旦數最但其少。若要得知詳情，說得 f奇賴

方的請客和黨旅的組錄，如宇擺家緩和中國第一改方擠會宣

教躍動的宣教士主教的信件。在蒙古鏡泊下的百年聞要來自中

闊的有關紀錄既字有又極度蜻筒。鐘管如此，論聲紀錄確實肯

定在蒙古朝延中，主主督教的傳播額為廣泛，間主主亦不平均地分

榕在黨整個帶閩中，最顯著的臨域就是在西北和東I1

隸主啟烈宙琵中的事攝敢放 (1266 -1292 A.D.) 

字羅兄弟以及地們知名的兒于和使兒馬可都不是宣教士，

但馬可爭擇在元代就他的撞車賢和我旅程中支持過割的基督龍的紀

錄，都是流傳至今有關十五控紀中留景教最繁要的資料

。 12 呵，在第二狀的旅程中(年畏的字羅兄弟先於一二六。至

乎?九年完成了首次旅程，路可沒有隨行) ，教是錯過兩名

調會教士:維琴察的尼古說斯( Nicholas of Vicenza) 和的黎

渡盟的威廉( WiIliam of Tripoli) 陪同這略為人前去，但偕們中

道出。

宇釋兄弟冒著上一仗的旅程鴨成為當批為人所知的來華歐

洲人士。過往東來的旅行謙和童教士都未純越感蒙古的首都。

但當這兩名躇人在一二六五或六六年抵諱怨、每烈在山東的葉都

(位於北京北哥哥， !騙為摺十天的路程 h 盤片華北之端已

古大汗之子，而與主要靡不盔的南方宋!葷的第 4場豆豆要戰役中，

忽必烈亦髒出了。華北當時的人口雖然權建趣聽蒙古， {設估

有一千至 m 千五百萬居民，跟毒草。南多主令他們四至五倍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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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y 
相往，顯得甚為 

jt 0 

忽必烈不單熱情媲歡過這些商方人，向他們發出很多有觀

他們的密玉和國家的問題， ITfj ii寬對他們的慕督教信仰深表興

題。他甚至要求他們將自大汗我教皇的信件攜回歐洲，請求

淑一百名室主教士:

研習基督教信仰及教義的智者... ."他們亦應過境七藝並

能勝任教學的工作，荷且應深詩爭辯之法和向他，、偶像

敬拜者及其他a 階層的人去蜻明地指出..峙...辟有鄉們的索

教都是錯疇的. . ~ . . .她們應深知如何以理位清楚埠闡明產基

督教的當教倌仲比他，們所棺拳的更縫勝，而且比蹄有其

他的常教且是真實。芳她們能證明這些東西，他(忽必烈)

以及他所有的主公都會成為教會令人﹒ 14

是革必烈可能對 J七鑫 J '即商方的科學和學餌，並建立政

治上的盟友的興趣喜較請基;督教的興趣為大;但該批語方人的答

體卻使他大感失望。雷學羅家族最後成功將忽必烈的信件交到

新任的教舉實銷科十世子上 τ 教舉谷jJ 被其他事務纏身。他還遺言書

兄弟三人帶悶悶名道明會士，間非一百名安教士回中閣，造故 

1一七歲的馬可也可穹磁衍。可惜，磕兩名當明會士目睹。中亞研爆

發的戰事而大表震驚，權折還家鄉，在沒有教士陪同的情說下，

三名字羅家族成員於二七五年祇途中士。右。此兩名教士能

品更多宣敦的勇氣 9 並利用字譯兄弟在大汗心目中的舞望，沒

，真♂

有人能位計與商方有廣泛接觸的強大夫主教堂教運動，對正在

拓展的黨古王朝產生接麼影響。這實古於一二八 O 年關始轉

弱。叫一;三九 gg年、當第汁歸天主教室教觀踏足北京弓繞管高

麗至幼發拉患悶，南部至河內及緬甸的偉大統治者並亞洲霸主

忽必知卻聞自撒手靡寰。

總使為可爭攤在中國十六、七年的趣聽紀錄有些些微央實之

攏，且不可思議，加上;最初也未能贏得歐洲廣泛的信任， {fl它

卻漸漸改變了西方以為遠東是說智未閣、蠻夷之地的模糊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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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關中盟的富餓和名城大皂的做事警別人入勝，令問方的

繞治者撥款贊助，閑散了蝴往能海時代的大門。哥倫布擁有

姆媽可爭難的權記，他以此架設計他第一仗的航程。他帶向西

班牙餾三E 費支農南梅五 t設和女主伊莎與校的 rf古學畢狀 J 講且大

汗。“熱鬧追位偉大的探險家跋曾多萬咦，到撞峙中國靜己改輪

換代，因此她也見不到大汗，但諸些實非馬耳恭羅之遍。

西方主主瞥接較感興攏的，是馬可爭輝對廣法分縛在傳奇的

中華帝聞中的景教群體的記搓，造去是他對統治亞洲的擱家的第

一日報蟬，這帝闊告中5:2:漢北伸蜂王三大海( Great Qcean) ‘由

現今中國需東興緬鶴甜備接壤之處至延伸至三萬取長城。她自到歐

洲作出躍報，稱太平洋大港口的基督徒群體連同媲 F仿徒在內，

共建七十萬之多。fJitl如在福州，一名間教能曾向李離家族攝禪﹒

域中有一藏人，他們的宗教無人明白。這章教不是偶像

崇拜，問他們沒有神餘，啦不辯文(聞此不是執教梳) ; 

他們的宗教不黨認穆罕默德;看來忠沒有暴督教的法

則." . 

學羅家族緝查權主~1議糙的下落，斷定他們是華督徒。

自傅們有其錯，審閱它們的馬學和馬克大侮( Masters 

Mafeu and Marc) 開始解說這些文字. ., ~..自拉總們發現

這是詩麓的字句。她們開那索教何時出現在他們中悶，

他們便回答:由我們的祖先闊始。總們將三個人喙黨在

他們某…所教堂中，人像是三名年逾之甸的使徒，曾息

封界各處傳道。梭，們說那些，使被很久以前將那家教教導

他們的報先，為那倌仲容他們當中已沒縛了一七 1ii 年，但

已有很長的時問沒有人教導袍，們，故此他們對主要的東

西一無所知。 17

十萬信能這數目當然是誇大得不合常理 o 門也們的宗教

無人明白 j 研指的究竟是哪踏人?他們提到的七百年傳貌，有



\、... 

可

第二十軍先額的義督教 471 

沒寫可能顯示出地們就是自阿羅本以來的庸報基督教盤民?有

的人認向以上的說法，雖指出他們所認念的那「三名使能 j

可能就是先於景教的伊得撤主義督教 (Edessene Christianity) 中

一名最早期的領袖阿達、阿加爾和馬里。造一點接具爭議，而

合現實的結輸主義他們可能是按教或摩尼教徒，衛且數目並

非如的研稱那麼多甚

為可啥，羅亦提到在最少十一餾中國 :9Jx.話中的華督徒和

教會。 19 恤發現他們最大的錯懋點是西::1~結絲攔之路一帶，他

按這些信龍的轍朕描述他們多稱他們為 f突厥人 j ，偕們主要

的難督徒中心悅於喀什梅爾，是當時景教總主教的軒在地 20

選手王法不久後成為首聽筒府的甘劑，在那裝有 f三座大嘲和美

輪美兔的教會 j 。其中一路可能是忽必烈母親綾魯忽 lþ吉尼

的景教悔過鈍。 21 他提到郎為嘗嘗(哈密) ，能卻明顯沒有搭起

地，亦沒有建鐵到此地說是聶思多留的主教廳，誼名主教曾

於一立六六年出席全較長屯暗的就輾轉。 22

個有眾多基督麓的地方位殼中閥的東海沿岸，即 

E告說州、緬扑i 至三廈門，帶的觀江和福建省 23 當時在中國還 

~1餌馬可孝難幾乎沒有提及的 能社群，我們對爐社群的認

露賣主點的識，較對其他十五肘統中醫大盟的 多。

的景教中心， 1主於南京興鄉之間，是長江和大體

河的交聽點。 24 這域盟問的人口在盟卡萬若~-t十萬之間，

徒數目不出工千四百二十一人。景教徒在攝 rÁJ 和朋間曾一度擇

;有七所修道院，全都是瑪爾涉爵斯( Mar Sargís) 於一二七九

的。給他是該城忠信的總督，枷於能是成古恩 j千字u他兒

于拖當游代的基督徒醫飾的後人，故影響力更大。

在推磯的年日，基於蹦臂之于忽掛烈犧總委任基督徒總脅

和立在盟總督管蟬按市弓該地的結餐籠群體遨攏於有利的環境中 o

一三 O九五至一三王三三年問警怨、銘、烈死後不指數年，朝廷中

的佛教勢力追搜基督徒將會這院-旗子讓忌與情諧的佛教誰

手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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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教的教會組織

可字羅娃沒有意觀~有任何中央統治組織報數教群體社

關餘，除了一次引人入勝的記難，請「在大汗的莒廷中，某人

是華督麓的領袖」。當攝鼎的最赦令士群為馬同的叔叔纜詢意見多

他們說:付你們應該)向他解釋你們的處壤，以致他能明

你們) I叫你們便可以自由地保留德們的宗教和法則。 J 27 媲裹

的 ff鹿」可能是指駐北京的景教總主教) f旦辛苦二是如此事檔衍生

一借閱題:若他們真的是景教鈍，為何他們一-直沒有眼塘、主

教接觸。答案可能是:他們是興奮尼教糙，而非如左手難家族所

的;又誡他們是中攝唐朝景教的建蹺，飽們可能機心向霸一代

元朝的蒙古景教徒揭露他們的身分。 28

到了十五世紀末年，在百連綿聶恩多留三位教長轄鼠，乘著

在蒙古治下和平時期的優勢，致力在中亞蓋太平洋…讚重建和

拓眉海外宣教主教轄區的組織網絡。聶嫂、多留 iJ反組織的確實彤

式、所在地和人數已無可黨的證據可嚀。一學鸝授主教管翰的

教織建立不久後控告消失。一些事漲到游牲民艘中問工作的主

教的辦事總方，可能只是架罩在馬車 t的報鑑教堂和流動的 f路

堂 J

為J宇羅沒有講到太多有「闊天主教以外的亞洲基奮麓，咐

他玄學!這些主基督徒的措挂靠沒有吉攝其實:

他們稱為景教織、雅各比派倌徒和民美尼亞講偕徒，他

們是最糟的真端信投......他們有一拉主教長任命大主教、

教手口修 i道脆說長，立全所有其他a的高級教宏、神父和神

職人員，差派他們判處傳教，到整個印度、中觀和百

達'" ...異端生與總 29

而能波斯聶 留擬議會和各種各樣彼此偎在抵觸的資料

中事我們可以從景教教會燼段短暫的鋒芒畢露時期，識別出它

本舉蕪的大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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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最教在跨趨豆豆制;大陸的發展;學礎，遠在八 t世紀末傳

大的提單太一世主教晨在位時已葉立志 。為了令教會內部有更大

的行政鶴立巨性及令這主教工作更有接致贊提摩太叫做將主教團和

總主教的上層架構重新組合，分為擺擺舉誕生的部主教和負

教的都主教繭{倒階層。 3位經達堂舉議更生的都主教統管教會內部

的行跤，但始認聽命於主教援。當主教長去世後，其黨內部事

務的都主教權是學議會使統玉皇挑選新主教隘的通程。負責宣教的

書長主教(更雌雄的名稱是「對外都主教 J )由於身在遠方令故

無法發與遺舉，指事實上{也們可倡議楚不受鞘於波斯的母會。

主要的都主教處位於雷爾 (Ray ，接組今天的態黑蘭) , 

i約兩擱更早期的都主教盧 p 的提靡太的重組陌由經選舉誕生轉

為負責:當敦的位聾，分別是空空雄諱:少(通位印度的建中)和水

瓏(通往中 i濁的途中)。提摩太 m~ 替商藏和。巴薛也 

( Sarbaziyeh 可信於理繼建砂東南壞處要近印度) i設立新的東教

都去款。在蒙古統治期詞 ， r甘絲織之路設罩了五餾部主教處:

哈湘、撒為兒汗、喀什樁爾、艾馬力(或膺兀)和位於畏吾兒

境內的納夫油，後者在喀什格爾以北。可l 慌地圖圈芷若便可誼

賓追持期的羈J腎、多留教會 j主持續地 f句:束手Uj有醋，報印度和中摺

攝展，而支接著這擴酷的是一值高度自治的聶忠、多留章教主教

組織。 32 最後在怨、峰、甜的兢治期間、在中國北京的蒙古新都設

一所部主教處。當教都主教獲鵰權力在自己的轄區內按立

新的主教，宜教主教則可獲一位或以上的會史最協助，他們

常是在嗡地的神職人員中攬選出來的 Q 行

法高郡的能治主

羅對他在黃河北部大河灣一帶所發現的基督徒王國

盤下深割的印數和感到興奮。他在今天的內蒙古，挾西省-11:面

避暑界的iE北方=發現了一個位名為內旺達 J (Tenduc) 的會份，

在那襄 f 大部分的人民...一都是基魯諾。 J 統治者是一個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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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泊的基督徒 f 君三EJ '馬叮字擺堅揖他就是傳說中的畏老約

翰的第六代傳人。 M 

f也弄錯了，但亦不太離譜 o 他如成描噓的基督?是君主 35

汪古部人，甜可倍性不太高的長者的翰傳說較有可能是揀出克

熱郎。 3已 f丘克烹!J與汪古是莽莽蒙古草原上的近鄰，問且成吉恕

汗在草堂慰他帝闊的部放戰爭中，在古和克烈兩部實在功不可沒 0

克烈部擠得的賞勝是俑們的華智能合主獲大抖的兒子挂雷娶為

子，與此軸的，成吉思汗將甜的女兒許配給信舉華督教的在

吉部醫;君{姓?台的父親)為 
37 

fi智、必烈的條士 J 為可也是由汪古部出發，抵達北 ，聯

問畏吾兒族的司馬溜進行了能們偉大的甜行之脹，如前所建 o

兩位汪古部的王子:貴 IÈ 大汗的女婿甘布格多和費曲的繼承人

忽必煦的女婦艾布加多提供路上的幫助 O 因此在叫工八…非金

可在:遙遠的苦燼躍升為主教長雅柏拉啥乏時，他所代表的

民接範齒，磕磕蘊過汪古部。在象擻意義土，他將成吉思汗喵

閩中的突旗和蒙古站要餐館連一起，ztf\、同樣將波斯和中圈，

和中亞結合起來。 f也是整個單朔的主敬畏。兩名汪古部景教髏

土帶頸東方的仿繞接觸路方世界，與此同時，三名意大利的天

主教商人(爭爆家族)也西街東進相反方向增強變方的關碟，

實在是不謀而合。

佐治主(卒於 1299 A.口 J 39 與他倍秦基督教的汪古部人佔

據了他們祖先的領土步就在長城以外，古長安以北，北京的

西安f 0 姓?台王。娶了忽必烈最年役和最痛惜的兒子的女兒為

他的妻于早攏，之後娶了怨這子烈長舔帖木兒的女兒為賽;帖木

兒是中間第二位蒙古統治者( 1294 - 1307 A.DJ 4ο 這是0 

層的政泊聯緊，令能名義醬徒關君成為閩中美監視的人物。她是

出色的將領 3 是有高深文化修養的實族，精過儒學，瑚且是虔

歌的基督徒。 41

也此，當方濟會章教士在忽必烈死後來葦，結束了楚楚教六

當多年在中盟本土難與事鋒的報導總位後，無嘩乎佐治主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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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教會問激烈爭奪的核心人物。位的主體這些新到來的宣教

教攏，立在在中盟為他們建造了第 4連天主

忽必烈去世後，因此容後再談。 42

佐治烹於一二九八成一二九九年去世，當時他正英武雄鏡

嗔忽啦、烈的彈子與總任入中古水兒的軍隊。他在蒙古邊地跟忽必

烈的試敵海都的研報導的犯境軍隊作戰時被揚，成為階下間，

當這些造反者敗蹲 地，便將他處死。 44

忽互接熬的宗教跛續

的一黨作蟻，能對芳芳有宗教採部容，態

這是切 。他跟他的王族追充一樣，喜事本

信奉薩滿教 ，驛記通忽感想在他的夏都單行的 

奶迪生F接典中 p 他與薩講教提安撫天地的神

的國位析 故甚至三將 

訟
心

，
是1
2

A位高麗女雄;語教徒{故土俊的

拉
興
宇 

i

之
已ν

性)攝堪帶到中國的宮薩 1繭教級大

的儀式。峙燼略特別清虛臨滿教徒的例子，顯示出忽卦煦的 e
i
h
i
LJ 

虛，他支票防佈對中關和外來宗教的關注會冒犯了他自
4dL,戶 

土較原始的眾教情練。 f也知道他們當中很多人因辛苦中閻王廷的

安逸生活 1m 愈來

但毅、 16'安且在很早期，甚至早於他在一二二六 O年發上大

位籬，思路始艷佛教謊露出特闊的好惑，一般歸間於 f蝕的

和主括寮愧對龍的童重大影響，察也是虔誠的鶴教能 o 消i 悶服銜

的是支部報辯倡八思恩( Phags-抖， 1235 … 1280 A. D.) 辦掛潰

的角瓏，他於…二二五三年應忽必裂的權請護主至甘露廷，不久便成

為大仟最倚重的眾教顧問。的事實上，正如一本就代的總記所

述 r 當怨、峰、烈接受這位喇睹的社人宗教錯磚，能會豎在低於

性問藏僧侶的聲階上。 j 對這位蒙古大仟來說，議議好尊鋒

的表現甚為難得 o 峙

，道教徒和佛教徒發生了激烈的總歸實威脅到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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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統治的華北的安支支持函智、必男兒奉兄長蒙哥大汗之命為這間

擴散對的中土宗教安排了一次會議，以辯論的形式調停他們的

指給和反控訴，這時無悔乎忽必烈以仲裁人的身分作出奪利佛

教誰的裁決。失敗一方新覺到的懲單一一道教領袖受到法

他們要將會得的佛教寺院交擺一一是忽必烈在位期間唯一一次 

ft l'樣的重要眾教迫害草案棚。這些憊罰的象犧意義較童，布且不

算搬攘，一點也沒有捐誡道教在中醫歷史上長遠的影

必烈本人對儒家學挽沒有太大興起草書惜他各p持謹慎的態

度處斑。 f啦?是來臨沒有對絕大部分由偕生組成的強大中鷗

組織寄以太大的信任，磕管他部分最早期的重要歡詢人亦是儒

。他不嘩澳器，無法閱讀罷家的農籍，主葭令瑞參與儒縷的討

論時顯得不安 o 問此他釋:失轉回令他更感親切的佛教接

並令他的問藏僧侶顧問八恩凹設計一表跟他自己的蒙古字母稍

微梧像的至于標， 1詩卻又要更接近與西藏相闊的書韶文字，以按

能將中國的表意文宇翻譯成體於發音的語言FQ 設計的成果令忽

啦!扯大喜不口，佛教喇鏘的勢力亦得以接升，但這種觀譯文字

的方、法始終不能敢代中闊的表意 
49 

不管如何手忽必烈深知若沒有儒生官樺組織的合作 9 他們

亦無法長龍統治中盟 o 對儒生來說，佛教不單是迷信要…而且不

;誼是外來的宗教，為他們的文化所不容。故此，忽、是

詞在他的京城主黨孔廟，鼓勵教誼，當然但括他自己的祖先在內。

他其中一位最早期的龍生顧問波意到宮內正在擴展的佛教勢力， 

f要設法令大汗棺 亦足以信韻，大仟陳師在他的內部行改

拘小姐增添了三卡名儲生，他亦委派中蟬的學者出任太于太

傅。然孺這名兒字的平緝令忽必烈悲痛莫名，亦令元代失去了

一位?散散底底融入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統治者，時站一切有可能

會種定和結續蒙古在中國的路祥。但體史不會倚?是「事情驛

機發生 j 的法則而行。在歷史中，忽盛潤的兒于亡授;詣那忱

宰相的黨要儒生轍問亦因不智地捲入了一場由撥人發動

的革命而遭處訣。 50 歷史;有其必然定律，蒙古敢權在失去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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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儒生支持下，不 純漢人當家的曉輯研亡。

回教亦是元輯政J1穹 股強大的勢力。忽必眾從他的兄弟

時教的力量多及它對蒙古在波斯的伊兒汗站起兀

亞辨i治權的潛在廈是脅。能路 11惡芳!L花一樣，善用問教徒的知識和

兒要話又不致將發己的政府和軍隊的控制權拱手棺讓。忽必

留括佛教徒、儒生和基起毫不猶豫地讓閱教徒加入他那

龍的核心鏡治集閣中 51 他們充其強於理財和徵稅，但他們

替政府增加稅收亦是導致他們垮台的際問。有時時候是他們咎

部自取。金錢令人腐化。徵稅從來本學人民歡妞，在國家拈揖

的時艘，回教的財務大且價成了耽府的代 羊。除了在中亞

的禮義陣地方外，回教從未為 數中輯人所接納。

相黨明顯，但卻浮在您必烈的統治下，基督教的

動不定。因基督教是忽必熱的母轍纜 帖昆主三紹所信奉的宗

斂，閃而聲名遠盤，當然有利於它的 我鶴卻不要高估

力的是他倍舉鶴教的發癮。跟忽必煎更主更密，孺

察能令{盡管如毯，基督徒朝思 c在當中亦事負盛名。景教

世紀廢輯覆亡復被遷，琨在以更嘴上位和更被人認詐的姿

於十五世紀捲土重來，這是他們在騰朝一盒未能做到的 O

記連兩位蒙古禮侶商行歷程中所擺放的叮塢的父親，有

就去設想品烈最早期的重侵華督徒真本立

一位勢力更大的大臣是來自敘利亞名艾齡組的景教菇，

有加，他迅速從御醫及大
的職位。一三八九年當忽必烈在讓人的教

門，的來負責閩中人數正在建升的基勢徒的事務，總任命諸位 

9 轄下設有十九名會員及工作人廳。後來 f色

變成為著名的翰林躍首長 3 起韓林說歷代以眾都是全中蟬的華

橫雖常。能給豆豆名兒子均取與基督教有額的名字:以利

暗、以 f蠱、住治郭路加多他11'可!可樣身居要職 o 艾

，並以仁 j合國(就是當他替忽必烈撥著名的

大將持顏求情) ，闊的i聲名大噪。他曾說服忽必烈滅縮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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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蠻行程，轉而纜先鶴鸝關中正掙扎求存的聽間。于愛辯護言王

命他橡占星星學家一樣「占←運親，他也敢投拒繃 54

忽必烈以外族蒙古關君身分管治戰敗的嘆人國度。由於中

國入口眾多、文化課縛，龍的治權並不穩醋，故此他採用以

11-人物管沛的策略。燼轉攝來令至Ij外來的大臣勢力墊大，溫超

過他們寡少的數話研能有的，基督能大臣的情況亦相結。蒙古

對京敏的包容難度並不 j摯友;吾吾民族身上，楚少沒;有克拉及中蠻

人 55 忽&'?!~將龍的于對關分為 12 1:] f輯類碟，部分是由按他對 i萬人

的思議存有組心令部分可能是由於 1也家族在各地船炳的戰鐵令

他衍生 T 1分蒙古的優麓惑。最上騁的是蒙古人，他們擁有任

官的價先權 o 其決是?色間人 J '帶其他非溝族的子民與大臣、

西域的中亞人士、波斯人多甚 5至如字羅家攘的西方人。這幫鍋

階級位於 j二騁。根據官方規定書漢人位於最下的兩個階鬧。花

的漢人、包括滿接人 F 此嚴後才歸穎的南方棋入高心嚀。在

兩個上!蟹的社會分層中，皆有基督能;但在下面的兩層中則少

聽間有f基督徒。 56

其中…投忽必、甜的西方大闊步亦是繪…的歐洲人，會熱車走

馬可常難 G 他揖連中醫朝廷的問作多大汗的兩校教占一大

捷一一般教的僧侶哥馬和媽 ïlf 亦踏上遍性波斯和歇洲王廷

的個行之旅。 57 馬可爭難者在華最高的職妞，就是出任大運河萬

縣的長官瓏三年之久。他是忽 t按照唯一佮任的歐洲人，他的職

位令他成為唯一有晨起這位蒙古鏡泊者接觸西方的孔道。

提前錄了忽銘、我本人對都曾教的態皮，這是他較他

人體勝的地方。在忽必烈執政的後朗今他關中自茜離去三滿洲|

帶禮媲爆發的暴亂，令飽困揮不已。加土地在蒙古的表兄海都

錦騙他的汗位，個他對這些較小型的暴動不敢掉以輕心。

其中一灰最嚴重的轟亂在東北溺濕的朝鮮纜壤發生，由於

事情牽涉封信泰華督教的蒙古王子，故此事對研究霍，穗，每到治

下的幕督教悔?昆主主具意義。乃顏乃忽必烈的表弟今為成吉思

攤兒之子。他與勢力較大的海都聯手作亂， y每都是整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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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無名的稅消者(四忽?在研!-!仍為大 i+ )你能們指責怨、拓、芳美化，

為文鴨JiJT 麗蓮，背算是了:皇:蒙古人的傳授拓輯精神。忽必然意識到|

一半程度真實的批評所帶來的危機，年萃的他毅然磁對

紋
認
會
凡 

論戰，御駕報

宗教意味和忽必、烈的反應有重大意義。乃顏是

最教徒步榔嚮 t接受洗禮，但他是迷信步於真正奉行;萬督教的

教導 i 雪正如路可宇羅生動地描漣接著發吱的那場戰役時樹備

的評價。倒他攬著坐騎進入戰峙，豎立以十字架為標

旗轍。過役年僅三十臘的敬禮年輯人，已經是四十萬騎兵的統

帥(馬可芋，蟬另一摺占總其實的飼子)。怨、必烈追位麟暫身軀

‘年協七卡，但當你闖關體形轟大的戰靈車緩援跨走盛平)膩、

攝地的軍兵簇擁辛苦偏前行，可見梅名自視攝諧的王予實有未

鼠，智、銘、芳~，[匹敵。}'J頗被槍並處以死刑，植被主黨於蝴:臨肉，遭踏

踏和做撫對，死。

沙1'1 1從未卅王見過君主二蚓[或克洛維(譯按: Clovìs ' f:去蘭

克閻王，曾將器擠溫王朝版麟擴展空西頓大部分地方)的人物。

乃顯的失敗是亞洲基督教歷史中岫顯皮撞上、潰的可悲恢J 1咒。

雖然輯督徒在卡字架下以槍砲騙取的勝科並不光臨， {R.若勝的

了的話，站明勝仗會將轉 11nr亞封封大陸的文化改變蠅飛，就如歐

拉丁楚洲的情況一樣。 lírí按著向呵呵機雄來看，革督徒的敗

仗亦能完全扭轉車整個政治那幣，里差不多無可挽回的

您有廷、烈在戰爭梭的表現所騙得的讚譽，較捕他;在戰場卜的

雄聽:尤皇室。馬可爭輝配iÆ當勝利的這家在人在宮延中將錯愚弄那

些基督攏，Ijft葉落他們無能的上帝無法幫助他們 9 怨、必烈譴責
a
i者 O 他相當嚴肅地指址:那特意主督徒戰敗的原盟並非他們

准的上帝沒否能力，乃是地發數公義 G 能說站一卡架不幫助不

忠的人， TJ 幫助 IJ三瓏的人。" J
K 

他的乎要強讓自己劉華督教立全無轍，麓，他中斷了之使於

都舉行的祝搶大會，並於 f藥;呂籬傳召至在中的基督徒捕東問

誨，以 f 隆霞的儲式，敬搜捕親吻福音莓，放要求在場研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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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王貴詞都仿殼他 j

龍就是他對園中所有的宗教一視同仁的態股多技等宗教恆

括基智教、佛教、回敦和 1萬太教。馬可爭羅相倍(跟大部分當

代其他的證據相盤這位大汗探倍基督教是所有祟教中

的…輯、然那阻礙能受忱的，主義景教能{[下的文化水平，和他

擔心飽若歸信 r任何一個宗教便會令人民分化實及使其 f也宗教

典故將為敵。。。議顯然放不正雄。怨、 d按照真正喜愛的是棋教，

而佛教在蒙古的統治下亦獲得不少價慮。此外，象古人喜愛的

並不是傳統的大乘佛教倍仰，而是較其道f育和神秘 f旦彰的西藏

佛教密祟。儘管如此，佛教紹過千多年的傳捕後，在元朝tl:l現

了轉機:大多數中國人(雖然不包括儒家的有識之士)開始視

此為本士;而不再是外來的裝教。端重要的一步，是當日在華的

基靜教明顯無法權致的，總然它偶亦有眾所周知的成就。

孟德萬維奴與羅馬天主教

第一名來講的擇馬天主教宣教士要 61 有期於由黨來的，

就是孟館高雄授 Oohn of Montecorvino. 1246/67 1330 A.D. 左

)。他曾於排特烈二註主任內機任軍人、執法官和醫師的職務，

直至他三十六歲那年加入 r方濟會為此。泌的八年後? 心二八 

O年，能奉三是會之命妻自蒙古波斯宣教多權時是 Mr.立了ζ的躊于亞

八哈在泣的後癌。約一二二九 C年，能使]意大科後不久，方濟會

館士將他們在東方的室主教工作分成幫個牧區:北鰱輯和東聽鞘

摳 63 街頭:德高雄奴第二吹就是奉提到東罐車且隘…一般建遠的

東方一一一質教，取主藍印度對中閣，旅程接長和艱辛，當他雖步

之時，忽必到苛責區體於一二九四年去世後不久。制飽受到新關

貌的款待。怨、必煦的係于帖木

然而景教徒卻沒有如此殷勤。 f也們對遺位離馬天主教徒的

到臨感到極壞不滿，他們不僅搶心地會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

亦聲撞他會告裂教會。孟籠高雄奴到撞後不久便噓了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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騁的景教徒汪古部的佐治主改信羅馬天主教學這在當時來說是

皮震驚人的成就實學教徒怒不可攝。孟體高雄娘在華最初的五年，

受到景教徒敢甜的控訴，及性命的威釋，令他苦惱不在。他們

指控他並不是教皇的代表，冊是(閱諜、 r爵士和騙子 J

在得到佐抬玉的協助下，道位勇毅的穆士終能堅持到底。

一九九年，主監錯 l禹。雖奴獲准在::l t京建教棠多佐治玉為他按照

「王軍的華麗程度」揖興建。到了 f三 O 五年 2 地報導謂日帶

續了六百人歸主要 J若不是有以上所提到的那些說謗， J 他寫

道， r我應可替多過三萬人施訣。 J 理年，他賭輸動工建築第

三所載章和成立一所小型學校。他「相繼控救了四卡名男孩子，

都是異教鍵的兒子 J '年齡介乎七藍卡一纜。他替他們施洗，

並闊始教導他們拉了文、蟬馬的宗教儀式和詩歌。他記站對造 

f交關君:

十分喜愛他們的詩嚼。我每小時也敲績. l!rl一群靜如早是

敦的會主長舉行每日七次的祈禱。但我們要在心竅歌頌，

闊氣們沒有的有樂譜的禮拜儀式番。叮

他為到他第二所教堂感到自豪， 仁佐色的十字濃重重於高 

J '教堂f著大的控院距帖木兒大仟的大門[只-~~睛之遙 j

教堂能容納三百人多其他的建築物和辦企吏提供了空餌，使他

能將第一所教堂詩班中的半數男童導組成立另命所學校。的

話傳高維奴的功績聲名{蹲到歐洲，轟動一時。一三 0 七年，

教星星革和兔五世( Clement V) 67 任命他為北京的大主教穹並整

個東亞區的首席主教，擁有主教畏的權力 o 時 1ê.培些鼓舞的說

話很久之後才達到他耳中。孟德高雄奴有十一年的時間是獨自

理當苦幹( i 老噶... ...和斑白雪多是lÍl於勞慮煩攏，而非議月

催人，因我行年五十八歲 J) ，未閱讀之鄉的教皇和方濟會修士的

片古雙字。他滿腔思念地寫道:璋旅程措陸路要走豆豆豆六倆月，

但樟撞撞[ZSJ 戰亂冊封閉;而備海路則老少要花上兩年。

約於一‘三一三年?的孟德高綠奴終於撞得他期待已久的增

￡
品
器
監
擦
辦
單
盟
總
認
餘
的
計
駐
位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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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名主教獲授權任命他為大主教，佩他們亦可因著在中盟

式三位教轄區的需要而任命其 f鹿三位教。的他們六入中只有

人能完鹿誼吹旅程 O 有三人在印度控乖躍的墟中贖回教徒處

歹巴。 70

新一闊的積導人是聽魯質的安捧魯( Andrew of Perugia) 

聚居提華中繁榮的賴親港口(即趕嚷們的泉外廿一帶的方

徒的主教。這地以糖繞鈴聲器和 於 t宜。自教

家伊本忠民主特(Ibn Batuta) 在 z 三個 0年代瞥能聽此地， 

f瓷器容中路為 f對旅行者來說是世上最安全和最舒攏的地方 j

認賴稱是 rt壁上最大的進口 J 71 f混在城中攝制很多波斯的回0 

9 個卻沒有提及安德魯主教那個

德魯是東1柄的第三任主教。 

亞婦人早前捐贈給天主教龍的。

的東正教徒，這意昧著問方基督徒的

72 他的

闋的問方

期的惡劣關的影響，不及宣教士與本土的東方

保所漢生的影響。然而在中國人眼中，兩者

鵰於黨吉， ffij 天主教員iJ來自驗告別。

約於一三之二年，科娟的修士接待了一名訪客穹觀主義方濟

修士奧第利克( Odoric of Pordenone. 1265 1331 人口.l。他

能繳械紹過了漫長的說程，續道印度抵建華織總髓。她安全 一 

O年 !ill 鞠所寫的遊記 73 不久便庭主持較中世紀的緻洲，端

的權記。 挖離揖刺桐，在赴花京宣教的

就峭的寬教士。抗外i 乃當跨世上最大的都城， 。偷竊

f在那裳，每一塊土地都住滿了人。 j (佈稱作「上

球 I 0 74印支支 J) 的:對于 7 樹無血色 J ;至於女子， r 蝴們則

{修士的著作充滿了誇大的詞韓、而 E結及

闊的智俗多於有關教會的事情 O 但往你追闊 的北

從

的餾獻藝IJ在大汗的四百名御醫中，其中八往是 ，只

目的作家卡拉的約翰 (John of Cara) ，即波斯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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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ltania) 的大主教，

支部畏的資料:在一三三 O

之多。奧多利克在來華

就主義能與多利克得到這個不知

，那時，中國景教麓的數目叫一

於蘇坦尼亞停種多{也很可

問程時亦途經該處。那 「這些景教徒甚為

並..。‘..擁有極為華麗和節

以對上帝和先聖表示贊

的教堂，設手于十字架和聽憊， 

AM 

多且從他獲得離大的
勻!!!J J
(

。

請樣樂觀。安德華專然間對天主教徒來說?

在j主繞一三二六年的信中多略帶去哀傷擋音訴家鄉的人，他「身

體偉壯，就我這把年紀前宮，我是;擁有活力合而且積極，除

岱能主悴，老年人的毛病、意外和特徽，我真的一樣也沒有。 J 

I詞他自己也獲大汗優厚的報濟支蠟。他)1寄追些款項在城外的叢

林建了另一所修道院今 「既方便又提觀j 。他亦對蒙古故權對

宗教的包容表示感激 r每人都可投將白己的教提模式起生活. ~ . . . . 

我們能。由地傳教，不受干擾。但是、 J 1在以悲觀的語調補充:

摘:太人和撒拉森人當中 9 。在手掌鵲豫的人中什弗

) ，有多人受法，但受法後，他11穹 為人並沒有依援基

的教養。尸?這些蠶豆主棧裝的 正是所有流傳至今有闖

到的「刺桐的料和i的方濟會館士在華竣纜的賢料費

大主教， f弗羅偷斯的詹姆斯 (James of Florence)

中路某處 j 被華夏的事件。 78

於一三六二年

算是驗所到之處

手足

區將華

古佔

泊 的和平時期，景教的

何J傳播至甚擅地方?說此眾

有音傳入?有 i麗在十二 雪景教

，又或在Jl\Jl圭及蒙古帝國 綿的和 東

的 多玄之可信嗎?簡短的答 令開

的惜沒郤 找們所 富起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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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學者性的好路一生大部分時問都在現攏和鑽研景教的

原始資料，他不認為嚴教曾在日本相蝦。 的只發現兩項可能顯

示景教繞到過日本某峰島嶼的證據，個桐樹均與基督教的宣教

工作無關 O 第一胡耀據是在褔闊的蒙古侵略博物館中展出的

古鋼製頭盔，從昨彤的輪廓上以銀聽到了一總卡字架。這可用

來證胡忽必烈於一了“八一年第三段侵略好本時，一名額為高級

的蒙古戰士是基智能，他可能是汪古或畏哥兒入。然而一名長

宮的屍首立豈不等向…寸崩乏基督教徒社靜。仕的好郎亦推翻大汗於

一二八 0年潔性日本的大使圈中亨其中一名使節可能是基督徒 C

大使厲的書認是一名叫古奧的畏吾兒族男子， rfri 忽%\烈的宮建

中有很多汪古部和機智兒族的基督捷書記。 79 然隔不管他是否

革督徒，就如己見的軍官不能建立教會，權處決的大使同樣不

能。當蒙古的個節攔眨傲慢地要求自本錦縛，繫餾大使囂!這

導吾辱令翠 16\眾在 路發動了大規模

的侵略， 歸。

在日本發現景教擺跡的杜撰故事 3 但可近期

程度更話， 悔。其中一個披事聽稱耶穌復活後弓曾在 

B 本出現，聽跑來就像是回教異端調耶穌在妞洲中南部再度出

現的虛構報導的擺攤 C 另可則講述日進海武 (Shomu， 724 - 728 

A. D.l在位期間，…名景教醫師曾借閱一將貨教士對在本;哥哥

離七世紀奈淺的不 i鑫處 3 東話本歷史議悠久的攝內寺(扭。ryuji)

的擾護士發現 T r 研顯是吉設利亞文 j 的銘刻 O 奈良整個城市

都是按照唐朝的京都長安之格局福建 c 自於那時在長安可找到

景教的宣教士、放成便建生了這個聯想，個此純屬推斷。 so

在航海時代之前有關早期基督教有東陶亞一一緬甸、泰國、

東捕賽或越南半島上的問家、爪日圭和革律寫 的參考賢料更

維生動地描述，在 年和一三八難予驗誼。就如

暫征服鱷甸;指三年，蒙古的 的末年，在

今日仰光東北崗的站蹈綴， fl員幫會被稱為轉督教的中心。葡萄

牙位海家{ljn碼 (Vasco da Gama, 1469 - 1524 A. DJ 在印度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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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聽聞印度是惡勢教國家，而一名握客於一間九六年抵印度，

提到發現[一研破落的教堂 J 但卻無基督徒的影艘。數年後，

另…名旅行家華鵲瑪( Louis of Varthema) 說在翰間有一千名

義督徒為盟君效力，但此說令人生疑。他可能將在念誦經文.的

佛教接誤作景教說;的若船她所說 3 有{盲率景教的萬人與他同

行，他們肯定前分辨出景教徒與佛教繞 O

他說，與他同行的最戰商人來自喔，羅的京城。清禮和黨可

奈造兩個泰國北部的關家已於…之九四年成了蒙古帝闊的附庸

關。的是一三五 0年 p …個強大的新興瞬家在較遠的顛三方，現

今蟄谷正北麗的阿麟雅(Ahud)叫立鸝 ο 他們歡避來自中國和

波斯的商人，當中部分可能是最教搓， R良華通瑪於一百五十年

梭所遇到的景教績和的，章:但那襄沒有任何華督教教會的統錄 G

西方的探險家未到連以先，在蘇門答麟或爪時究載有沒

能?那更成疑問，但又不是沒有可能。 J三九三年 3

~輿曾被;忽必烈的海軍征服了一段短時間，但沒有任何與磁鐵歷

繡的紀錄騁提及景教徒。唯一顯示可能有基督教群體存在

於當日印短的證據，就是馬黎諾里傳奇的記載。 你講;在他從中
ír, 

翱琨問:家鄉的控中 3 曾在印度停留參觀在馬總拉斯的理多馬塞

塚，之後的於一三四八成一三四九年坐船到壞名記þ白的大島嶼， 之

在那裝有!…一學幕督接 J 很多作家器為誼是爪娃、息，尤爾 (H. 

Yule) 是其中一人;但他們是在 J 近乎失望的情流下 J 放棄找

更佳的答案才如此多囡至今仍沒有任何令人倍蟬的證攘，大

家只能措測。的

的肖像，可能屬早期在菲律賓的天主教徒發現了 

於比天主教接選賽旱的基督徒。曾經有人擺出羅馬天主教之所

以能增長如此迅建及獲廣泛的接椒，定峰是 æ於景教己於早繭

的日子出現在這島國之上結你在歷史中沒/有任何提據能罐冀遺

些說法。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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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鮮，可倍，性質高的證據顯示，在 1仁聾的邊現至少曾出

琨過 4儕古代的景教繞群體，但眼印尼的情說相飯的是要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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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在那 丸之七 隊日本人發摳出~'r問年代理堪的

基埠，在今天滿洲南音容的臉LlJ 關近，單位現今韓關邊界的一百合

，在遼東半議通往海蟬的職路上。他們發現了七異城首、每

個人頭上均有一個以泥土製成的十字架，只有其中一個完整無

缺。始們能揖首旁緝的宋朝錄幣體另IJ 出道墳學屬於九九八至一 

00六年期間。正如能f自好郎所說，這項譜據足以擺明在遼陽

一帶曬曾有一一儷強大的景教家族。 84

位聽聽仍未解決，就是鞍貼在十世紀初聽朝鮮譯是:補辦?

七世紀時，燈東半島囑朝鮮領土?是朝鮮三國統喵前最花的高

句麗 o 但倘若舍一 000年縛，即明數是那家族安葬的甘于，朝

鮮的攝界禮也南移至三鴨綠江，而攝“洲|部族的連人從宋寰宇中奪

了東北主這些地方。 8雪盟此，我們所能總實誤的， M:--'- 0 

00年，在不久前仍是朝鮮的境內曾有景教捷存
86 

注釋 

L Rashid al-Din ìn J. A. 怠。y蚣， Successors qfGellghis Khall , 1泊llslatedf子。m the Persiall o[Rashíd al一 

DílllJami' al-Tawarikh]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 press , 1971), 241 (adapted) 

主 考至今最 t藍的傳統是其.1. Rossab i. KhubilαiKhαll: His Li fe alld Tim叫 (Berkeley: Univ. of Califomia 

Press, 1988) 

1	 蒙古的歷史退潮?t-六年成吉恩仇的東是代、 l俐在統約中關專華史哇IJ Ii~-二七九貝克八。

是H暫古往事實亡時才r，耳始。然很紋一三;穴。你起‘豆豆必烈己幸免才發了中關大 m>分地方? 

4‘學;質上，穿一於‘三先六年、他 t乏主義波斯的j統治各 1 縱然選手長在古建教收 i 參1. A. Bovle. 

ed. , The Saljuk and Mongol Periods, vol. 5 in The Cambrülge History oflr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68) 、 ff 34手忌。 

5.	 她的大的窩闖進、章。總之校文字精已 7教室翠綠星級農業約有豈是要。L. Moses 描述 S. A. Halkovic , 

Jr吋 lntroductìon to Mongo/ia勿 History alld Cul lU re (B1oomington, IN: Univ. oflndiana Press/唱 6ff 另

參考 Rossabi ， Khubi/，諾， 11司的“ 

6. 	 要算 A. C. Moule考 Christíall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30)司 

13扭， 224-25 ' iMoule 被認位置豆豆豆遠的紀念:蒙古在甘織定JiÍ豆、是島生總之路函中立手段fli主均衡哀

北的還遠、可言~f主於 tt ，W 、;在門險以高 2 育程長城不壞之處。這楚:魯您給泣的 E擬安全Pieh

chí (~Î;友被通約為 Hsien-i-chuang-sheng) 。另參考 Rossa蚣 ， Khubí!紋。"。 

7. 	 A. C.織)ule and P.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肘cription of the Wor衍，立 vols. (Lon社on: Routledge & 

Sons , 1938)‘ 1:202. 

8. 	 H. H. Howorth, lfistory o[ the Mongols [rom the Ninth 的 the Níneteenth Centu，可九 5 vols. (1876; 

問pr閥， Taiwan: Ch'eng Wen, 1970), 272-3. (採 Yule's Marco PO誨， 1 ， 311 約引述)

會.很多受苦守約根據 C. M. d'Ohsson, Hisfoire des 品10ngols (The Hagt時， 1834“35) 海為附望不符

吾吾~三六六年投鋒‘(包 P. Pelliot 直言正是生……二六約年。 P. Pel1i咐 ， Recherch的服r les Chrétìens 



• 

第二十萬E 元朝的基督教 487 

司
司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íent, voL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73)， 4 。 

10.	 參w. w 紋。ckhi泣， The Journey ofWilliam of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London: Hakluy! 知:ie勻， 
1900), 184 捕改 n川 189 ， 224 0 r 芳芳草ZE黃教的修女於黎紛紛繁集於級空前，給打木板苟且丟臉

綴著華:他們海 t教會的紋絲，備好勢爐和護台灣。他們:(E寧生堂的等待之鏢，:g古古擎的主是

妾，川..與數字;安營企進入黨史中‘還有軒在紛至是乎乎乎都。 他們很嫁接教徒的模式織級考然從


以6 字綴護統;有的肖像司紛揍完籌划選手言都親岐i 的己的守在. .t畫 i哥叫j 冬冬儉守 1 ~九俗歌，將毛穿


過室主於過11 女士的守主冷空緩緩燃點起來 u 完主事後，行旦真已發仇，她鱗鱗鱗 F 她的激飾


我看到她還是無主主俺的頭顱﹒之後她吩咐手支持穹皺衡。爾在立維總之際會看到有人捧i鑫銀遲遲字。


究竟他們主義否替她自血統‘我不干警 jljj 切。 j
 

11 、變獲取更為多數耍的中華學參考資料閃錄和撞車絲，參 Moul銘、 Christians in China , and Ch 'en Yuan, 

Westem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mia, 1966) 。 

12 為自I沙經遊記(他的 Descript紗n ofthe 晰>rld) 蓋全校約譯本和絞本是 A. C. Moule and P. Pelli仗， 

MarcoPolo 心 The Descríption ofthe 恥rld， 立 vols. (London: Routledge, 1938) ，第 1附關 Moule

翻譯 t瀑布 H.Cor謹防修訂 H. Yule 的級本‘ The Book ofSer Marco Polo, 3d ed. , rev. , 2 vols. 

(London:MuITa~ 1903) 。我會秘它們為 Polo (Description) 和 Polo (Yule) 。泌的le 終。為符索

要擊手法:獨塞爾紋的資料掌聲:今;發於他的 Chr叫ians in China ' 令人更生在草草綴。在于:機…章 I扣，革記

稱;t'!，有 Polo(織指le) 0 

的參 Moses and Halkov此， Mongolian History and Culture, 62 級浪t Eberhard , History ofChina , 3d 

ed ‘ rev. (Berkel句: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 會69)， 236 Moses 以入皺紋紋，而 Eberhard IR0 

以家庭計算 3 

14. Polo (Description) , 79 利 Polo (Moule)、 i訝。

已發 Rossabi ， Khubiloi , 206ff 0 

16.	 “民1 GranCam" 的名號線E~司空 待紛紛布證嘗嘗筱才填上反菩薩的名字。 S. E. Morison, Journa/s 

and Other Documents on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í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 19尋3)今 30- 1 ' 

IV.投紡線。這次鱗鱗事哥大終約航線以 j草委最計算，當然超過→禹嚀。 

17. 	 Polo (Description) , 347-8. 

18 參本書灣之類: 頁引起‘ 82-3 位子吉爾阿拉藍、同加紛紛為室的激綴。 Moule R員為以他們為 、| 

遲至發徒 (Christians in China, 143n) , Pe\liot 則以他們為激月2教徒(“Les traditions manichéennes 

au Fou-kien," T'oung Pao 23 [1923]: 193) 0 

19	 馬叮嚀告終通常稱那些基督徒為突厥人，更準吉擎的字級黨聲援突厥蒙古人。第一拉巴基脅徒哥哥

法當重 i'， ll1 隘的域Tj亨廷喀付給衡。他在城呼z發繞了 ff吉奉鼓掌史的突厥人，他們據有關己的


教會，、設與當地的以民擎的，正如郁金錢的猶太人總哥華督徒手生從一樣 J (Polo, Descripti閥、
 

143) 穹綠rkand 、:fJï'llí分景敘役和發各 ~t 派教毛主角 ;但為數不多支 146) ; Barkul ? 


(Ghinghintalas; 真 156) ; Shachau (Succiul 啥 i皮書支煙， r所有拜偶像的人:佛教徒)‘鎖在然


邵華豆權實有緣分信券發毅的突歷史人(畏吾吾兇平Un音 TC) J (頁 150勾心 電甘外1 (質的車)專程


林{綴 169) 、 Yunchong? (設rgl協!l ' r 很多發教徒 J (ff 178) 情 Hsiningchou (Silingui) (J是 

179) :實質夏( Calacian) ，三所做為樂麗的事全家~ I 真的心。

20. 	 Polo (Yule), 1:1 83n. 

21. 	 Polo (Description) , 158; Mou蚣， Christians ìn Chin札 132n 

22. 	 Polo (Yule) , 1 :2 I1 n. 

23. 	 f也稱杭州為 Quinsai 、稱為州為 Fugui ‘泌綾們在馬月千余，總所攘的車IJ 綱 t 現今泉州、1) ，1甘絞。

有滅這些地點，給無可紋約看法。參 Polo (Yule) , ff 220-45 '附有地鐵;好參 Moule， 

Christians ìn China , 1是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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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綴詩:字最麗的草草法是 Quengianfu (Polo, Description , 263) 。有詩詞語言域的人口和學紛音色、 《志

!綴珍是重誌》是重重要{寺勞的中Ä獨立文本 約為於一三三三三芳:你‘於一七九1i年發魂。參 Moule

就讓斃的段落所作的法草草和紡線，附注釋，哥在於 Christians in China, 145-的。

鈞。他的中文名字音謀生產 Hsieh-li-chi-ssu 馬可字鑼誡他為 Ma的arch詣。有續他的草草紋絲俗話i

{王吾是穹的日期、參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147, 1 絲鈍.4， 156 鋒。 29 0 

26 善事 Mou誨， Chrìslians in Chinι151-宛如。 20-26 0 

27, Polo (Description) , 350. 

立在.毛主只本軍在十六設紀後，然後?沉寂章是月 4 的寶貴首主n業吼聲早些學 5聾拔起來的一大主教徒從人，

事雖不重要Jtr句十九i設紀來內的事室去了獨露他們的身分 c 

29. 	 Polo (DescrìplÌor吟， 100. 

30.	 波特部主教教區鼠、( pq 年的以撒)第一次教會會議龍中已獲確立.所建立的先後次序

為 (Il貝爾利 fR I 京主黨妙的) , (2) 尼 2Ht斯(災害響比爾) , (3)巴士拉( Perath 益e 

Maysan)' (4) 何裴訟{階級ßlíJ2拉議書~)及 (5) J乏獨琴聲彈穿綠{主塞爾摩克，貝爾紛趕擎的為

絲，成格里其是i可以善良ì 0 1 我 Dli 年的約瑟)第七言文教會會主義中加添了兩個華文隘 (6)

輩輩主藍色þ 幸U (7) 木星室。另一綴1: 以鑫真是M:六惚之年的徐家也二世( Ishoyabh 11) Z議

會統繪畫畫。在不同的重寄fIIl f下衍了→岐修動。參1. Dauvilli衍， HiSloire el inslÍlutions des Églis叫 

orielllales au Moyen Age.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3) 可他的期刊文集;遂有 P. Pelliot, 

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íens d' Asie Centrale et d'Extreme-Orìel呵， '2. vols. , ed ‘ J. Dauvillier and L. 

Hamb閱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73 ， 1983) ，是於{也Æ後才tIl紋的三篇著:fF 0 

況。潑地圓圓瓦。在這些教i談內符闊地點和聽係的各樣改動，還學 Dauvilli缸， Histoires el inslilulions、 

1:268f仁， 288-95‘ 3偏低: 7:27-況，華~ Pelliot. Recherch肘，弘口。 從 Herat， Segestan, Kh傲的捕殺

均每麗的 Turkestan ， Yarkan桂樹n Barkul 的兩星星地方均有幸還沒穿豪華等 IU表的主教管綠燈{綴可有許

縷的主章含惡行地喊機) 

32. 	 Pelliot (Recherches , 1:在-9) 綴潑大家里是注意某些有關教教徒從中古玲代在2:洲建立吾土機的

主穿草長綠草草，就立起C. I玉銬。nin，“I'ote sur les ancie側的 chrétientés nestoriennes de l'Asie centrale," 

Journal Asíatiq肘， serÎes 9. tome 15 (1 4). 1 (1 900); 584-92 '鼓足嚇了不少後期的作家和生地紛紛

告終務。 

33. 	 Dauvillìer, Histories et instítulions, 7:28-9. 

34、 Polo (Descríplìon) , 181ff. Moulc 認為這個現屬內發宙的發紛雙話:能是覆在約 Tokto 草草 Tung心 

sheng, Chrislians in Chì紹，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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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寸一輩

基督教在亞洲的消亡


「蒙古的展史必然是 F大張旗姓的歷史~ ，主要涉及帝

王的征伐，及敵對部校闊的爭門一. ~. .它是. .. '. ~一個自幼

便拉總望和鸚境中成長發熱勇悴的部接鶴說亭，他們的

血水交織著不挽的意志，不時用以榕毀驕會和富庶的

人... ... J 

一一… H. H. Howorth, History ofthe Mongol~宮， 1 , x 

?結木兒生性殘暴，喜愛主送行索教謀害。艘，聽我是出於

敬虔。穗，代表的可能是一種史無前劑的綜合體，結合了

教合的野蠻和回教栽的狂熱，馮主象徵請原始接載的高

層境界，就是為了抽象的理念為殺戮，你按一種織對或

一現神聖的錯務 o J 

Rene Grouss前，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434 

493 




494 豆豆淵 3基督普教史

當基督教在亞洲的草委提如日方中，卻無聲無息地碎然潛

繕，在雄史中樹失，就如行懿的生表象，我們實難準確指出驀督

教是對何時由盛轉寰。布朗在仰的著作中(本章的章聽取自蝕

的著作) I 認為基督教的式徵早在穆罕默語將代已見端棍，因

為時教的嚼起對亞洲教會歷史來說雪無疑是第一個重要的轉蜈

點多雖然並非最後一個。在樓罕默德有生之生字，亞洲的基督教

敢鞠了歷來最龐大的証教草草動。基督教在亞洲各盧推廳、是有

百多年，在誼過程中部攏過轍學致命的重創;然前基瞥教在

十三世紀擊古治下的和樂詩期才建致發展的高嗨，並跟整摺亞

洲大陸議上嚴密切的關喔，正如我們先前所見 o

但我們可以反駁…二九四年才培東亞基督教歷史真正具決

性的轉摸點，站立質諾基督教蟬5位的寧寧農點則在一二九五年。

在一年之餌，r:þ周教會的保韓若忽必烈大帝去世，而在波斯的

伊兒符合贊財宜梅他幫擋回教。最後一位真正的大汗忽銘、鼎的

道主世標誌著在建東的蒙古脊間正踏上解體一燼。合體的改教將

主鑫帝鸝中的被辭地區經]教 11::要成了不可避輯的局繭，並將長城

西端至幼發拉巖河之情大部分的糊地觀引人;到教的世界。亞

洲在競古和樂持期所得到的錢鹿已消嚮 o 其實一互交以來臨談不

善黨和平 3 個蒙古帝國問 f盟主要跑跑(在 1259 A. D. 之夜) : 

中盟(包括蒙古卜中亞‘搜斯和俄攝斯 3 縱然在持續內戰的

打擊下，亦不豆豆於全然瓦解。這四餌盟城當時各襲上的然在第

五位蒙古大汗怨、銘、熱之下團結一致，亞洲大陸其後再啦沒有出

現如此的幫結。 z 往往後的~年 3 蒙古政權在眾教上由寬弘

態度轉化為→股其破壞性的麟、浪瀨，原因是尚武的個教熱怯在

蒙古人中激發了廣泛的是暴力行為多而擴散的亞洲義督教議員孤

清飽散佈各處，更見花樂觀嚀。

歡會在中國再度消失

忽 J皂、烈於一三九時年的死訊事.'ÌÍ沒有令在蒙古治下的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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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情況立即轉壤。事實上，正如我們在購二二十察看到，當代

最偉大的天主教室教士孟德高雄奴到爐中器時，忽必烈

恆的獲禮待。近代的體史義務家拉儷絮( K. S. Latourette) 曾

譽誼校方濟會教士: r(梅)在當時最強大的帝關的京繞中，
不多獨力建立了攝馬天主教信仰。為了協項工作，他所到

處，比在他之前所有宗教的任何一能宣教:全都要爐鐘。 j 、他

是當住在這在的天主教大主教，亦是當代最後一校，豆豆近代才有

在黨古統治的天下，天主教的發展仍在已可觀，然而教皇約

翰三.t-二啦郤 j眨一三一八年將扭辨|分為需餾童教師域: 叫個是

在方濟會管的下的中擂，另一個是在擺明會管?台下的波斯伊兒

汗國。孟建高雄奴仍然留在元朝的京城持八里(北京)擔任

教大主教一職 'Ifti另一個道明會的大主教轄區點設按新建的波

斯京城撒碎理也。 4

古帝闢曾給予孟德高維控告出去傳教和建立教會， í呎這

帝國在他去 t設的那股期閱(的於 1328 … 1333 A. D. 聽筒}闊始

解體。約於四余年擾，這帝闢終齡饋頹 9 而中國教會亦會消失。

不單是孟權高雄奴本身的羅馬天主教多就撞他的勁敵，就是更

其本地色榕的景教亦向世消失。正如間百多年前當唐朝

教會亦隨之消失。豆豆洲的暴督教雕史竟又重重蹈爾轍，令人神傷 o

出忽必烈駕巖至元亡，共有九位蒙古轍君說治中閥，但他

們的管泊能力卻一代不知…代。第一位給忽必烈的張克帖木

兒，烏拉齊聲( 1294 - 1307 A.DJ 。他不單機巔，而且

他深知要管誰這個糊地的蒙古跌入建立招來，sìfi:嘗試管泊的帝

嶼，必須獲得所有宗教和總族的支持。仰的眾大將是教吉人，

如以汪古部信棧佐治主鎮守險要的北麗。帖木兒轍注到甜的敵

人正在中豆豆擴展劉毅的勢力，部J1t他欣然遍接非問教徒入滋事

並鼓勵意大利的方濟會堂教員買主黨立他偶的第…所教堂。他亦致

力獲敢中國士大夫階層的倍任(磕些士大夫反對他們的家族倍

奉佛教卜為他們建立了一路孔廟。然聶 fm個人擺是跟他的祖

圓圓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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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樣偏愛佛教。

十多年的時間，沒有人接捧到達中體承接孟梅高綠紋的

工作。巴棋大學的教投尼古稅曾樓還是任，但他掰一東沒有關足

北京。 5 的能在黨古最後一位皇帝宴歡帖木兒( J頓咐l333 

13鵲 A.O.l攝長鏡泊的初期 9 他的問轎衛軍( guard of Alans) 

一一即來自高如黨山地的白種人信棍，告知羅馬較起自大主教

去世後，始們的教會總 f沒有4頁袖，亦沒眷屬爐的指引 J 0 )1值

帝本人亦階屈i幣;上批准狀，確認龍們需要更多的 士，且歡

組「為伍Æll其總奇特的東師 J ò 1fl六年後，為黎諾敗主教(John 

ofMari伊olli) 才抵涉。的於一王三八年朝東詩H 出發，一三間

年帶向精巧的禮物與關行的三十二人抵瓏~t京。 他寫道 r當

這倫大抒發見這些戰烏拉教盔的禮物，並. . ~ . . .黃金.，. ...偏離為

歡樂。 j 雖然端技議京印象難忘電但你在北京逗留不足三年 

f也聲稱{色的佈道團 f 獲敲了多人的露過 J 但站不足的。刊也

中世紀末期最後…控駐北京的天主教主教。 7

元朝最後的數十年，蒙古人大勢已去，頭部分顯著的

基對誰部位乎扭持不住他們的信仰。有紀錄輛一個站奉景教的

部家接在十一世紀末藥遷至三中問問北，融入了中關文化，

他們東遷至開封時改用 f馬 J 爐個混入的姓氏。他們七代都倍

教，在擴展中的元朝出任高宮。但同一份紀錄亦捕的他

們的兩代之復多或許在-一三芒。 o年左右，室，檔家旅體至權力的

高dI聾，成為她方官員和學者，並一且擺脫了蒙古本君主實變得更

濃化之後，他們便背離了原初的景教伯仰。他們大多相信儒教，

部分期相梅禮教。 8 

勢力龐大的基督徒汪古部1tI'î更令人f嘉軒意外的

家腕的聽鶴。他們最著名的成員磁士仁(音譯)是魯屬企並到 

)11 食的政務主贅，在忽感到之梭的幾位繼承人在位詩任官。他

年放棄了他父親的基督教的縛，轉而研究罷擊。根據、評論他

的儒家學者稱，他後來況能禮教並縱情聲色 9

那{支於 A三四三年迎誼馬黎諾里主教入臂的黨吉君主禮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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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了二十五年( l333 - l368 A.D ,) 0 娑歡帖木兒登接時

十三、是怨盔、烈的第五代後人 O 他是自豆豆品、烈以來多予安詳最長

的蒙在國梢。長的帝拌樹常蔥綠屬嚮興陸和穩定書但對宴歡結

木兒來說並菲如蛇。大汗輯度源自一百五十年前戰績輝煌的成

忌、汗，他是最偉大的大汗。豆豆於這位第十四代的末代大汗則

可說話至 f中年、鬧非成年 J 。他「廳昧、慵懶 ilfd憂業寡斷 J 0 。

他的宰相公然歡攪漢人 O 農民銀富人對抗;漢人起義要推觀

古人;南方在皮寶寶古的口號下侵略特方 r愷群彎夷生來是要 

JII.則是，而非統治文切的關!葦 o J 11 

能閱結起來，聯合他們來島大草原上的戰士，採用 

f也1r，祖先聞名的三面爽現策略，他們或盯能將樂觀立刻鎮壓

來。但這啥來自北方，本要且1J 元賴為臂之力的蒙古軍碟，不

沒有我擊暴後，沒問重燃了或古，思汗的第王子窩問還要的後人與

四子拖當家校的夙態。元朝的君主告拖雷而肘，自能令蒙古陷

入致命的內戰，蒙軍彼此攻伐。喜歡帖木兒倉體東京臨走，

人節籬進站。他們打敗了蒙主耘，並且在警個華北等11 中亞梅擊和

軍戰他們。漢人聽燒他們的宮籬，將激古就治~五十年的北

京城輯推倒。 他們鵑花方交在軍人手上，任由 f混們搶掠、戰戰，

將囑這群饗夷的一切消按:爭蘊。而中國知如往常一樣，建造個

世捍轉溫臉來，與外界隔絕。這新中國主張孤立主義、民接

義並正統錦標家機說，由以中關為;水位的研朝統治(l368 

1644A.D.) 。

教會隨著元朝的傾覆研消亡，實不足為奇。這是中昆輝史

以來的模式。但亢朝基督徒的錯誤要忱地擠在唐朝的先驅

更莓，遺書宇先輯在四百年前險事等他們的主黨保護者一向消滅，

但那時的器條教教會至你限度主義一群間結的漿教錯;然而令十

問世紀時的中閥割]麒然沒有注意到景教徒與來誰不久、要分他

們一杯瓏的天主教徒之間的敵意。辦者對中國人來說都主義外敦，

而令鐘不利於教會的 f條件更形梅雜的是蒙古王朝本身都是外來

的。借此對澳人來說，主基督教就像是…個也真域政府所保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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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真域宗教。在他們的印象中，天主教佈誼工作的與壤感

比景教徒更甚。天主教徒差不多全是蒙古人，而他們從中鸝以

外所得的可見支援權也景教徒在九及卡 gg 世能所得的為多。在 

1制娟的天三位教盛堂是由一豆豆突尼亞商人的富有妻子所主黨成和

贈白守。意大利商人路卡朗高 (p紋er of Lucalongo) 替孟德高維

奴在:l t京購施建堂。 12 早在元朝追段最後的日子，在北京唯一最

大的基營繞社群可能就是順帶的阿蘭請寄軍 G 的

蒙古人戰敗後可中臨弗室設拾本主的宗教?但沒有足夠的證

據觀示當時有車接的宗教過害。後代的學者推獸受蒙古疵謹的

外地人士，不論是華督接或是防教攏，跟她們的保讀者一向被

載。 他們的主教權殺害、教章被揖、驀地被毀 O 此皆是合乎常

腥的攤斷，而且有其可倍之處。 假若真的如此，那麼迫娛基督

徒小群體院受的苦難，種在蒙古龍世界韓三位老實亡的混亂景祝中

不為研悶，而景教龍和外地人士亦悶樣可能在漢人通報蒙古人

時，不分青紅皂白地被殺。由於教會一宜，倚賴外來的文接-自 

l!t:在求助無攘的情說下凋零損落 15 亦由於教會的粘著主是如此

無聲無色，故此中認對它的消失捧讀;患得一幹立淨。

教第二三吹在中醋的領土消失。當提督教於二百多年接攏土重來，

新一攏的基督徒似乎大部分都不知擺在飽們之前曾有前人踏足

中土 o

波斯伊兒汗屆錦信回教

怨、銘、烈有生之年，在法斯的蒙古礦導人至少在口頭上承認

他是成吉思汗繼承人、家應議會的共主地位令識薪的統治者旭

男兒兀是忽&~，烈之弟，他在波斯帝關輯霸時，帝街為伊兒汗，

即 f 賠故位的大汗 J 0--之九四年忽必烈駕崩時賢在位的伊兒

汗是黨哈聞( 1291 - 1295 A. D.) 。他是阿魯樺的兄弟，第四佳

的伊兒汗並撞到兀的孫子 o 也是徹成失敗的統治者， {f:'H啦蜈阿

魯 j軍一樣體待基爾徒。 f血親臨由他的盤古同跑瑪幫雅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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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畏於f狗兒;于闊的北都馬刺黑新建的大教堂。時{吐出於恤理財

不器，間關觸發了:革命而被扼斃。

接觸他的是他的黨兄弟，英年早逝的拜者且，他對峙督教的

車子感聲大。 爾希布萊的〈歷史誌:> (Chronogl1α'phy , 

的作者繪寫)指出這位伊兒汗私服于自他死接為

督樣堅並擷繫…卡架。但由於支票，種自教徒，所以自覺:要歸自搭此箏，

故此在著智能歸鵑{皂白稱基督徒， 1!!又對回教接聲稱她

戶i 教。 他的聽聽玄學自充分，頭一拜都羈糧基督捷，委燒餅攤在

政窮的電吾吾職位，按此屆教徒要報復，游說沒歹IJλ籬承王位名

單的財魯懈的兒子合贊改信@]教(他本身是佛教龍) ，立主動

數百年來雄本上梅毒草出敦的波斯人民反對親菇曾教的拜都。

故策略成功，醉都在任不是一年。口

自從一二九斗三十字軍戰敗，阿克里失守，放古鴻盟與義

個教世界的熱心已減 o 當中忠、怨、較世俗和控佑

的人瞞自臘文霞，或許個敬的安拉最終比基督教的 

( 1295 … 13個A.D.l是第 t任伊兒

分統泊的伊兒汗。他是自他的曾祖父描刺耳以來最 

0. M. Fiey) 寫及在蒙古說?愈下的古繞科班基督徒

的那一章，他慘摸地以「鳥護主 j 為主家聽 18 舍

棄拆毀波斯眾有教堂、會堂教l佛教的寺廟。能

人對所有宗教白色包容精神。 f 囡 i能在七十年之後，

因教又得成為伊朗的國教。 J 19 

》權樣描連基督徒隨後的慘說:

沒有恭骨投敢封在街上(或市集土) t!f l疤，但女士可成

自由出入和買賣，因她們 j)i阿拉f白的婦女沒有分別，而

且不會被站出是基督徒。那些被認出的暴骨統瓏凌辱、

捕、散打手口嘲弄 G 立。

智能怨恨的主因，可能是合贊的師教大將那J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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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的宗教狂熱，但亦有可能純粹主去賣憨研跋 o 很多溺于顯示

壓現者十分樂意受賄，說如這位基智能教學者的觀察 r 他們

?為空機得金饑宅連勝要搗毀教會。 J 21 ff!.教會 f乃是葫數難檔，

受影響的地區有何礎設、百連、哈馬丹、塔布單菜和結束4

黑。

就總咱們的蒙吉主教長汪古部的母士稚的蛇口合主[峙的影響

力也不能令教會見受問教的報復。事實上，主義督能受寵之時，

很多人均對騷擺闊教徒沒有表示不悅。在首都搞科騁，間教徒

闖進景教主教授牙在他拉啥的官堂，他是一千年前也帕巴幫阿諾 

(Papa bar-A紹ai) 的第七十三代傳人。諒他的傳記作者寫檔，

他們毆打偉、播車揮他、蹺去他的衣服、將他1ïtl懸、以灰土塞滿

龍的日並對他拳打腳鶴，大聲呼喊 r 放主義你的信仰喧姆向自

教，那你就叫保存性命。 J 當拖拉絕接散，他們繼續折磨他，

熱後才答應接受昂貴的臉盒。幻

迫害蠶續下去，直至台贊鳥己也無法容忍誼些極端回教分

于的所作所為，要插手恢纜秩序並制止劫掠，局面才平息下來。

合贊將受驚的主教:這種的拉哈帶回當中，恢復他昔日都兮的榮

譽，再度授以王三控器叮的金的] ，迪金印是一二八一年蒙哥汙授

教授的。 24 與此同時，合事實伊兒汗亦問始對景教的主要迫

害者……一他的問敦大將那烏魯 去信心，那烏魯茲曾施

聽要含章安放欒佛教，改 f寄回殺。現在台贊發現那烏梅蓮在的背

復線信奉間教的埃及嚮謀事f付波斯的蒙古人 O 這位不受歡迎的

那烏魯裝於一二九七年被魔決，基督;說甚為高興。 25

自此之後，合贊伊兒汗對基督徒較前寬窟，的位然間守他

的問教信仰 o 合掌聲伊兒行登法後兩年、便和他最高繡的黨閻公

開在儀式中 f 脫下寬攝的蒙古帽予 2 換上回教的頭巾 o 。

贊伊兒汗統?台期間， t鼠害華督徒事件仍斷續發生穹雖然

稚的投哈議准京城建一路宏偉的修磁院，但他的轄 i說再一位正不

能完全擁有昔日的權力，亦沒有得到政窮支持的保諦。按合贊

伊兒仟倚著間教徒和基督能接聽發生暴力衝突，而戚泰等要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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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聽拉(即說斯基督教的發源地)的城堡，主教長才偶爾成功

改變這攜裁者的思想。稚的投哈悲慘士也聲稱若嗤之事暴行寞的

生，他便寧願退到臨蒙古入三位的中醫 ，又或在能奉基督教

的法，蘭問帶著尊嚴;她死去，或許就是這些說話成功說搬了合贊

伊兒汗收揖培種恐嚇。 27 對合贊伊兒?于來說?績是巧妙不邊的

:波斯在東西頭共!可隔抗信舉出艷的埃及的主要盟友，

數國家，便是對慕鋸徒寬容地雌供保護的關家。

上，在…二九九年，合贊室主燒投入統治的敘利亞發動了另一攻

瓏攻，立全;緝捕聞方的歸君聯手，雖然鼓吹和平的回教世界宣教

勒爾( Raymond Lull) 亦支持造改觀請，但能勞無功。泊縱

然站 iX結盟失敗，但合贊許:錢?台的末年、對基督教的主

更大的好感，而且對他黨賜搭蟬，故此當這位令 i皮斯走上告:教

路的伊兒汗於一三三 O 四年攝世之詩娶主主督徒亦感激捕。 m

當合蠻的兄弟烏拉齊臺( 1304 一 1316 A.D.l在台贊攝 ttt

後繼承王位，主義督徒群體驗塑獲取軍多保障的 4心顧，似乎快要

再次成真，凶烏拉齊憂在聽棋時，他的換骨接母親已替龍施洗。

諧的母親主義克豆安部的主妃阿拉合事是旭.?!~比那勢力強大的基督

徒王后的室主女。蹲在聽個蒙古主黨的歷史中，基督徒緝捕勢力

的主要渠墟，除了靠 的勢力 i江、好，乃懋儡由陵魯忽帖尼

主阿蛇侖的主黨婦女的血統觀標。 

i這位是有伊兒汗在于衷握銬，主較長雅的拉哈己認織他，母鹿

鼎求攏。他的傳記作者記述烏拉齊畫以「總度的欖觀;接待

地， r 雖然段有誠意 J D 績是警告，因烏校辦還要非但沒有成為基

督說，而畏強對基督教的敵意很快總表露無瓏，通常改教者都

會對她們以往的眾教存杏散;轍。雖然她表插上經常表現得友漪，

有時毛主;監寬宏大壘，但「他心展對基﹒督挖去是有幾分說垠的 J 0 31 

辛苦合贊的鏡泊是預示苦難的 f 為黨 J 那股烏拉齊聲在性的十

便是真正激發了「風暴 J 320 

他首先下令要景教的主教長交出鑄在馬刺腦新建的宏緯修

道 i克和在塔布里茲的教堂 9 發丹等接者改為回教寺鈍。他的舅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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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部)力宮不要挽敢無謂爭議，在挖苦苦(不知闢乃

勵阻下，你才打 後，在一三O 七年，飽下
令要格 的子民放棄基督教信仰，

拆毀。知可能是格魯吉亞基督接抵出恤們的教

泰命議行此法令的蒙吉大將會。班甚為

的問教接食 f蹉跎事之後，他告。成了著感動。雖然地

名的 繞在聽躍升'!ftg烏拉齊蠢事航中最高的

總司令。 的女婿、艾令著要義縛的內兒。 35 

在烏拉 8月j繞泊中，最叫人印象深刻的舉行就是

~~-o 殺。全首詩憤怒的庫爾傳人和 

一時答允保護城中的

義督麓， 時又下令蔣總們知暴使數處決。他優柔寡斷，視乎

他最後聽取 的意見。研饑控制蹋了守蝶者的能力:

何控的人攻

小麥己吃鑫. ~. . . ~五於膜，有誰會找到呢?他們已吃掉驢

子‘科及黎銬，織馨的皮革製品亦無所剩... ...寡婦伸~

她們的手車哭泣... ...純首先全無人服葬... ...阿拉伯人r史

上了城麓. . . ~ . .把它佔雄。你們肆行殺戮... '.“無一倖兔，

他們將見閥的每個人都撤去 36

校附個月以來 使命危險，廢寢忘食地尋

枕御醫伊兒汗，但當他們會求和平和離軟 

H普安伊兒仟卻沒 消況和傷心的 

情況下不敢作蟬， f子主

對蒙古人的事司法也感到賊惱。 J 37 他於 t年復進話，時為一之

一七年 f-一月。有附件事多少為他晚年帶來生緝:龍的舊友伊

贈予追位撐不多身無分文的稚的結:哈;以及在干，三一三年，參

議會將雅伯控啥的情說豆葉會主恕，烏拉齊鑫使鶴挖[每年至于

傳部爾斯，並百賠附近幾攏村藍的說q支 J () 38 在他 i品後來華的

東1i主教畏的名字則鮮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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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教會(聶豆、多留法)最後-{'欠有能錄的教會會議於一

之一八年召楞，公惕任命最後一位在渡斯的主教畏。 39 眾主教

推噬了費留受躁藉的阿裝拉攏的英勇都主教出任成職。的瑟為人

合正誠實。他以提摩太二世為名多月能是要提醒他那些處於水

深火熱中的人民雪要{象偉大的提離太一世如何在五百年前，在

間教勢力統治下的思閩中?令基督的名字{等著接躍。{也為對自

縷的人民傷楠，但他卻跟那位與他同時期，記錯雅 f的主精

僻的技名歷堂舉家的看法相似，他以公正和現實的態

承認在街裴悅的眼關者中，子可很多人告稱是基督菇，但卻沒有

督快的表現，備們是必自作自受。 40

賽義棒 (1316 … 1335 A.日.l是烏拉姆臺伊兒汗的兒

十二錢接續他的父親成為第七位，亦是最後一位伊克汗 o 霍

兒特寫諾:七是幸運的數日，大家期待在他任內會有一番作品。

不料能最高級的大將之聞發生!如簿，他們龍說造技並分裂軍隊 5

周兩名權領朝野的大臣芬在… J欠激烈和致命的黨爭中令政府瓦

已

解;叫他那些在娥羅斯大眾原作可汗的表兄弟?是西北入饒，成

吉思汗的兒子察合舉家脹的敵對大汗從中亞準歧，認竣及的 i的

教遜揖誠統治者則在 i撈回虎視枕耽。曾一度是波斯有實無名的

統的者一一一「基督在是最後的保護者 J 一一位偉大的曹漿，發琨

告己日身縮政治與軍事的傾車L鱗揮中。佬兒子放浪揮霍的生活

進一步做壞他在烏說齊饗心目中的名單。他體諒謗、背巍、出

，終於在一三之七年遭廳主匙，但對於他在圈家嵐的飄搖詩五

十 忠心的效力，國人仍予以做意。的

由於伊兒汗蹋的領導觸失去了最醬秀的文宮和武將，故此

漸漸走 j二分裂之鐘，國家被當地軍閥棋攤，成了五個離對的去

于
甸

、
聽
A
R
w
聳
聳
直
譯f
y
t

鷗 o 1l且烈兀:E賴在此終結，而獻沸i與自蒙古統治的軍沙H亦無

建立更融捨的關懷。博伊爾(J. A. Boylel 的評論可能是 a拾

的墓誌銘 r 若1l拉克2元王朝強盛的磁帶能持續多卡或二十年，

今天的中東相信會是另一番昂詞。 j 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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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兒一一一「上帝的懲罰典人甜的基驚 J

最後-{立伊兒、行賽義續謝世的間是芋，一名蒙古揖昆在昔臼

披績和土耳其斯榕的邊士也視生。他與征服刑闊的世界霸主

忠、汗不相伯仲。工人在戰場上都;最殘暴不仁，然間在宗教上態

度寬容的成吉思汗入主後，替器督教的當教簡體打閱了間懈的

大門;但當教古的勢力在:殘攏的國教能 lþ古木兒乎中再投強大招

來，整片豆豆、到大賠上的教會、會黨和廟宇均受至目前所未有的破

壞，範闢由中臨的舊體體蓋至位按愛琴海 J二士每拿 (Smyrna)

的華瞥教要賽，甚至態及印度的德里。結

姐是蒙古?正載的第三浪潮。第一地潮是戚在思汗及他的兒

舔 ør建立的蒙古和樂時期?他們席攜亞洲卜峙百五十多年，結果

卻葬身於窮奢攝榕的生活、家誤門事和政治、解體巾。成吉

思子聽話，的兒子過烈兀新建立的波斯伊兒仟國報過六代後有最

先於…三三五年消 o 指接著成吉思汗的二子毒害合賽在中室建

:全:的?于關在七代後亦 f守主員落。… A三五七年，成吉思汗罷了-的俄

繹斯王朝在六代傀終結(在成吉思汗逝世後) 47 由蔥、三盔、到所0 

建立的中國元霸主是最後一餾減亡和最大的關度，它主要續了七代，

坦它於一‘三六八年卻比其他汗國常亡得更~然。 48

新一般浪潮跟第一股浪織一才叢聽始於中妞，其根源可間接

lÍl察合聲喝糖至成吉思汗。 O 察合議跟他的兄長一樣無緣問鼎大

汗之位。在大草原上生活的察合嚼的後諾不像他們的堂兄弟在

波斯和俄羅斯研建立的汗國學龍的最初仍過辛苦游校生活，在草

原…上往來 j馳騁，操扭著東閥方之間的行高路線，他們與中團元

朝更不能給提競論。這群;在野外成蜓，對城市有戒心的戰士以

繳嘆和離制的權力，管治那些生活較安妞，並以突歷史語為主的

城市。赫

一三六九年，諸個中亞洲的汗盟…分為二，可粗略稱為東

和國土耳其斯坦。章。在海都主于(我們之前也提及他意屠推翻

忽必烈)治下的東土耳其斯坦較路守游牧戰士的轉統和傲憐的



E 、、島

、 

第二十一畫藝督教在亞洲的消亡 505 

度，以及他們讀古祖先的鐘講故仿仰 o j診部本著:成吉思汗

族最初王若三個代 的宗教的容態度，鹿護草樹徒和@]教徒。

雖然海都與他的堂 忽必烈不詩作戰，但他槽待來自忽必在~~

首都北京的辦位僧侶一一司馬和為可言並樣飽lP'上鏘，授以他

們安全攝境的的件 51

察合舉家族仍幫統治錯 tT 齒的椅背15 (四土耳其斯閉)。他

們的繼承人將權力搬來愈集中於享有鼠疫文明的問教域7位塔什

子、布哈爾，特別是撤鳥兒罕。他們;再泊權交在館教的地方長

官于上，並且欒於重新過應 f割肉的教于民的生活和宗教。 5立

在九t設率已蒙古入主諦，遠地區的人民已 f吾泰間教。提於餘下的

少數宗教的情說:校大城市中，猶太人的數目比基督純為多，

但在撒馬克竿以南卻發現了一所十世紀爺教大教堂的攝跡。孺

從那時報，有基督教教業的城市亦惹起了大家短暫的注做 53 

耳其黃豆坦分裂前，第六佳的可汗穆扭扭克(在 1266 A.DJ 

在塔什干企開表示信奉!現敵。他是壞合畫家族中第一位攻的

思殺的成鈍， f旦龍只是表聞版依語已。蒙古人，仍然藐視阿桂伯

人，並且拾古蘭經而臘的成吉 r于所制立的蒙古法律也抄手拉管

治挖們。當閩中的蠶濟和管治方闊的壓力與日俱增，蒙古入的

傳說明顧不通切太平的日子。他們發現除了戰爭一'事外，他們

所有一切已被回教也彰，愈來聽濃蟬的非蒙指官僚政治所控

韻。 55 海都於一三。一年逝世後，土耳其斯坦的東部被閻部併

吞，主基督徒感斜凶教不容異己的親力日漸增擂。掛土耳其斯坦

第十二任可汗大利古 (13的一 1309 A.DJ 被他的蒙古戰

的 i福祖間教徒， r海第「四任可、汙育的( 1318 - 1326 A. D.) 具Ij

館土耳其斯坦和北阿富汗的國教徒，使他們免受他自己那

些頗為狂熱的薩聽教徒所侵

十五任可汗填海青戴的統治下 9 基督徒的活動似乎略

有起色。他歡迎磁明會的程教士聽卡蘇( Thomas of Mancasol) 

到詣。據蟻卡蘇研育，埃奇古戴托其報訊給阿綠翁的教息(不

知是真是接) ，謂他會准予他們興建一所紀念:機馬兒罕施洗釣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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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的 o 教皇的輯二?二世大受鼓舞， 蘇為撒馬兒

的主教，味道他撞開中豆。可惜路檔 吉戴己逝，

耐接觸他當叮汗的兄弟對基督徒並不 
56 

十七任可 fP哎，馬希林( 1326  1334 A. DJ 是熱心的密

教徒，他取 r 阿拉伯的名宇阿伺 (Ala al-Din '倍仰的偉大)。

白他以後，勢等合舉的王朝中再沒有統治者鵬敢寬誼、副教以奸、的

信神 o 路布戰) (B.Spulerl 指出 

成取得了三餾茵茵的蒙古王朝的認可 J 

í 由千變

57 

活動的自

重建他由。於 -四年錢?台了一段短時闊的布IlJ

們的教嗽，及才能准猶太人重建會索。梅克樣方濟會的羅馬天主

教在是將他們的宣教主教轄區運至三汗盟誰都艾馬力 o 原本奉攘至

中國的間要偉大學過學教授尼古拉大主教將顯然在艾為方便安頓

來，拔地自 A 三三三 0年已成為主教轄髓。棍棒臨教的作家記

載，最能一位黨合畫畫家族的可汗成希 (1334 … 1338 A. DJ 雖

，但對阪i教並無好感 O 他甚至去容許自己七歲的兒于接

受方濟會務士的教育和洗禮，這可能是他兄弟要行刺他的原因。

能花錢， 城的基督徒控遷居朵里。 力往北京的馬

要與 -fll報導艾馬力的 方濟會宣教神父 

j 的人。另一批為教者的 l 隸屬單方濟

第三三盟在言人真的黑種人士的翰 (Master John of India) J 方草書

印度贊他歸主。這次進書殘舉無情弓三字符只雞持了→ b

段短時間。當馬黎諾里到達艾為力 9 他先花數月 3 建立了一頭

教甜、施?先和公開傳道，然後才繼續他前校中闊的行程。 59

雖然黨合聾汗圈中有甚多畏吾吾兒賦人勢他們 ~1主部分信奉

鵲教，部分倍舉基督教 6。可是除此以外，子生其境內其他地方，

。然而在卡九 ttt組，在勢等合臺境內心臟地帶，

的利亞 1萬部被形容為「死海 J 的 克 (Issyk-kul) 熱

水線撥一帶穹發現了兩稿中世紀時代的 徒噴墓。墓上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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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敘利亞文和貨單史文字連臨卡三世紀 (EE 1249一 1345 A. D.) , 

顯示拉那段期悶，離寮台賽汗國商都快龍芝 (Frunze) /不連 

61 曾有一個為數不少的突厥;景教華督徒群體。曹辛 (D. A. 

Chwolsonl 記藍色米格拿( A. Mingana) 在刻文上數出了「九名

副主教、八名教會法舉和體鐘學的博士、二十二名前馨、三名

注釋東、問卜六名神學家、兩名傳教士和為數甚多的教士 j 的

。在中亞的主義督捷人數眾多，路且辜負接名聖就撞著名

教舉詩作曲家卡繆斯t位為他們譜寫了一首聖詩。詩歌的第一句

是 r 馬利亞之一于為我們誕生 J '詩捐是以古敘利亞文字n蒙古

文交替寫成。的

教與蒙古派別之間的門事，於一三間六年再度令遺體度

指於四分五裂。校較為安定的揮部首都的察合聲蒙古族系轉雪場，

但l敦的土耳其接管取而代之 o 現這土耳其斯峙的窩闊臺族系中 3

、海郡的繼承人的指才都無法與他相比。麟{崗胺豆豆中種期的王乏主

散了問教的名字。他們眼「波斯早期間接斯 j 一樣，成 r他們

的土耳其畏宮的傀儡。不論是由雪運厥統治的西部，或是由

人統治、躇滿教色彰的然較為 1農)芋，後稱蒙赫利斯士日 

(Moghulistan) 的東部，政權都是落在回教結于中。正如間教

挂歷史舉家海議 (Mirza Haydar) 所描述 r 雖然(可汗)

成了回教倍，但這學可汗以及那些蒙古人均不知議伺為... .,. r教

贖的真道Jl . . . . . .他們總續在通往地館的路上走。 J 的由一三六 

0年代至一三三七 O年代，亞洲的東部和中部均被黨窮和樓烈的

內戰弄至滿時墉瘓，土耳其斯坦與黨赫利黯組交惡，撒馮

E良 古皇位大草原對抗。大片的土地實跨上日了無人煙，其範闊
e
J
R
L
V
h

可能擺租揣在伊塞克湖一帶出士墓地上的基督繞臨坡。制

新的征服者就是在權艱圓的日子 ~t騙想，他聽起

報
研
&
益
絃
灣

a
m
p
d
2振雄嵐的盼望，畫室，至是緝燼新 A踐的蒙古和樂時期。然而總帶

來的不是和平，間是干戈。造位藍眼者就是粘木兒大帝 (Timur 

the Great '或作 Tamerlane. 1336 …- 14的 A.D.l 的一一一一頭生畏

鼠年的猛虎。他夢想恢復間教的教主管轄制度，藉此劇險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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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就如♂七百年前的光輝歲月一樣。但他踏踏亞淵基督教的問

時，反甜攝一步分裂了個教。他誇口要使撒馬克罕成為聽個亞

洲的當辭，但他反 f到扭轉持了絲網之路的最後路線，主鑫線路曾一

度主義體體歪斜大隊略一萌確的身分象擻。能破壞卻又未能建立，

拆毀卻無錯，牌泌 的

結木兒出生於近撒螞兇萃的亞洲中間都(西土耳其斯坦)

一個著名的軍人家聽 o 遍進當日政?含混觀，時勢艱難，東道中

端，故此轉以槍幼維生。也們的對騙人權他們為「偷羊裁 j

由於他的父親心灰意冷，故此話雄居於間歡的修院中。 67 然問

結木兒卻讓給家族的軍人傳統，他在軍隊中不斷晉妞，

準轉機，由一個地方上的霸主轉投另一儡與他為散的霸主。當

耳其的軍閥在他品生的西土耳其斯搜勢力不保，能使轉向另

…{閩東皂東土耳其斯坦的蒙古龍略布，投議。哥華他可以輕易變錯，

原圈可能有止。第一是宗教燒路。新的統論者錄也一樣主義的教

徒，甜難體?繭教佳。他於不久能在于民的歡呼聲中改倩間轍，

其中十六萬人民也興地向歸回教。給第二餾原因與政治在關。

略善于是來自黨合體的家接多而帖木完一生就是說法遴逼利用

;有名無賞的毒害合聾家系 f 苟，汗 j 來證明自己在蒙古地域中的

治是合法的。他可能認為搶龍略者已幫上了一種大忙，問他將

東和獨土耳其斯坦絞…起來，他亦可能認為一體戰士提戰役中

掙間來的東西，另一人亦可從他手上奪去 o 總而宮之多在短總

數年間，真正統治撒馬克字的主義突厥人給木兒，教古的「可持 J

只是他的魄鵲荷已。佈憑著隨詐、勇氣、欺詐和恐怖的手扭曲

折地聽升 o 二十年之後，他己是繁觸即洲|中西部的親泊者。

也首先將察會聾的黨古人被撤為兒零和布哈懈的體法山谷

間沙漠地帶，然後轉向北爾對付嘉定吉 f義舉辦欽察汗軍自穹下

軍。按著轉說階盟攻打他當己的內兄，他擺擺將特蘇斯安娟和

大廈分瞞的著名山區瞬間繳鬥( lron Gates) , 1占據阿富汗，捏

在倍努哲赫域自封為可汗。他的新帝鐵籠拉問南以對角的方向將

所有連接西方的獻洲、設和亞、被斯和東方的中闊的挂上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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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報戴醋。總名出身細小部族的{俞平娥的兒于、這名在戰場上 

… z樣，跟他的軍賺一組典人肉搏的權術家，在死前

已証擬了喘口土魯番至大馬士革，以及自梅里，差不多至莫斯科﹒

和辛苦了全紹了堡一帶的地方，他罐壞殺誨，雖人民和搶掠一番。他

亦征服了閱單的兩大強麗~_...接麗芳和溫連冒升的土耳其那

帝悶。倚在接利亞擊散了填及、{發難斯的自~長汗軍，並印斑才七

郁的間教學學力。他在七十 4歲時的意猶未足，故擻集了

猛的軍隊入侵明室，但於一問 01五年一月在途中題盤。然 

f閱輔鼠擺闊的軍事強國卻在不起一代鐘便瓦解，在兩代之後

斯和西土耳其斯拙的發源士也。他間整得 j來，但卻 

EE 聾撒種，結果只磚花亡。她在撒馬兒罕事右上的巨大

總也被磁碎。

他先志要學ur璋的教會總能…問:為亡嗎?是的。他心狠手辣，

儲心輪攝要屠殺基督攏。 她向高招索LlJ擺上的格魯三芳草草人發動

，以鎖鏈擱緝他們的革督謊鵲君和王室成員，故強能罷王 

o間接受回教。{ê.當帖木兒離欄後，那國王使馬仁撤蹄聲明。 

1軒在木兒在十五年內發動另外閉狀盟戰，繼續以聽講的手法重要令

中誓不抵頭的格魯吉亞闊地居民放棄他們的聽督教信仰 G

能搗毀了七百錄大樹莊，殺掉所有的居民，將第非利斯 (Tiflis)

研有的基督教教堂皇受成 PL碟。 71

自使徒時代便以學機勇氣鞘殉難免輯的

灌注劫時 72 帖木 自指揮這場屠穀多甜的戰士有條不豪地

收集基督徒的省級留作紀怠。"在黑海的塔納作組a) 雙域中

的倒教徒得以補侖，開幕督能則被采楚，成成為奴諱，或要付;二

額的贖金才得以脫卅 74 

串在木兒以所 [ðJ 披靡的回教門士身分對付與敬的基督徒撞騙

遲遲為人知的聲望雙臂後，其賞躊藏了輛大的臟東J 0 磕諷刺在於每

當地屠殺基督接待會 i回教徒亦將更多有瞬他增殺回教兄弟的駭

人事實記錄下來。 íf處是其中一鵲終目教文化被壞得最厲害的

敵人 o J 誼最激占持攬著名的歷史專家總部勒的結論。站 i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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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學家，主藥是伊本揖投珍<IbnArabshah) (卒於 1401 A.D.) 

曾質疑枯水兒究竟是否閱教徒， r而很多人充其量只

地把抱著音作[半個自教能 1也令還是揮間教徒並挖們在東方

的對頭人什葉派教接一直講度f也究竟傾向那」派。一，雖 1前

~

他是極尼技教徒，但他實際上是[重大的光明 J '但11 5I:.: 

拉觀自敢示的問教穗，能憑此而准許自己以痛鼻子路對付那 

理醫敢違抗他的蒙昧之能以泄憤。的消滅 f 與教于是多間傳們不是

國教徒;而他消滅間教才是，如問他們不忠誠 J ì6 更大的光明0 

導 (ti] 黑暗， I 那黑暗是{可是擎的深泣 J

有些時候，若對也有利的話， 1也會樂於尋求基督麓的盟友，

放{盟黨對基督徒友善。來自卡斯蒂利亞的頭班牙大使克拉費祖 

( Clavijo) 記述了他提畏的旅程和他駐中在木兒宮中作客一年的

經過 (]403 -1406 A.D.) 。他向西方的基督徒報導，結木兒之

所IJ.嚴背對待基督穢，是由按當他大勝郭國晉骰闊的駐南，後，

貪婪的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在一間 O二年多協助那鸝曼土耳

人的基督徒盟友經博斯普魯斯海峽潛攝入君士坦了堡，他懷此

大為不誦。 77 然而站立全不是事黨全部的真相。

若著督提沒有跟他作對的詩候，帖木兒可能會接情款待他

們。俱i知，宮中其中一項規條就是不准間教徒嗎憫，隆重的

典除件;但基督徒吾吾可以與他問泉共飲， r飯f愛卻不可以 J

蘇主主站也的道明會議:數副主教約翰二世向法三巨查爾六世報告，

稱在工作上獲得相當大的自由 3 他進一清證寶 I始(帖木兒)

沒看傷害基督繞一一尤其是悅于人(羅馬天主教能)…一一且禮

待他們;他特別批准庸人至Ij 各攏做生意和敬碎，就如在基督教

的關家一一樣(原文如龍) J 78 帖木兒主要怒的當都撒為兒字經0 

常都容少數的革督徒，但他們主要是商人和囚犯，至三按有「組織

的教會，則未有所筒。景教徒的數目可能比誰各比擬倍純為

東正教與難馬天主教的f言能為數更少，他們主要在那些未接觸

出的囚犯當中多權常不是、淪為設線，便是工

至齡在土耳其斯坦中心以悴的捕方，亞懈的基督教開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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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議強盛的地方;再失。雖布勒說穿在彼要寄 1- 倍(帖木兒)

有許劃擋殲誠基督徒。 J 79 個除了那幾吹巳提及的屠報外，很

難找到明雄的體據顯示特斯針對基督徒的屠瑕。結木兒軍隊能

經之處句城市被賢、血流成裙、頭顱堆積如山，在建啟耳，綿的

情景下，誰又可以在 f三千餌故此相疊、活或生被泥土和...

磚塊窒息致死的人所樂成的高塔中 J 8。分辨出誰是乏基督徒，

線是到教挽手在印度警他命令撤掉十萬印度的犯，以致他的

共能有要多空間擺侵 i警車。 81 在倫倍大的國度中，蟻些分{布各

處的細小吾泰督錯群體所撞到的苦難今若與這時棲況相陀，

是小巫見大麗。

教會在亞洲誼段最艱制的日子中背過到的絞壤的清晰指標、

就主義在十四和十五世紹中。主教長和都主教出琨了令人感到可

惜的斷層。布朗繼艾爾 ('Amr) 和研森文尼 (Assemani) 之撓，

發現在聶 多問派的主教長和都主教的名單中，有九

( 1367 一-1378 A.D.) 是按白的?而雅各比派員已有二十 年 

(1379 1404 A.DJ 步佈 a懷疑握手言很多達標空白時問是按有規

諒下來。 82 瓦悶(A. R. Vine) 則在記錯中?鋒先 T 的教會名字;在

輯培坎裝落的情況:一三一八年梭，六研教堂在重要的攝思

留中心消失，一三六 0 1:芋，另外調所亦告消失。當帖木兒於三二 

t-年發揮軍席播放薪，瓦固寫道 r我們唯一可以肯去是指由的，

就是在首捷、賺蘇爾、艾比爾、尼西克斯、頁加壞、塔布單盔

和馬刺聽曾有教會 o J 83 試比較這七個地方，以及 Mî!J兀在

之三八年技陷古建峙，有二十四饑城市已知是祖著教會，及在 

000年時，有六十八個城市是總有教會。抱中青地指出未

名、全是帖木兒…人將波斯的教會制除，其實自時教勢力攻佔波

斯以來，教會日漸走鐘疲鳴。

十 世紀末業(特水兒於 1405A且聽話) ，轟思多臨街

誰的處境己炭豈是可危，故J!t只得將主教授一職改用世事義制度，

也叔父傅控系的至兒，取代主教議會的擺舉制度 U 這繡保偶然會

起撥煩的繼位問題變得簡單，較少弓|組外界攔住 p 亦不會輕

&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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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外界揀攏。斜疇何時意味慧芳在幼發 tìLf盡河以黨的全關性教

會蘊藏部成結束。東方的教會(聶盾、多留派)能最初在伊得撒

作試驗性質的進豆沙土件，挽著是商流基泰商封，最後在吉麓，

一度就管全草棚的基督教勢力和發展的網絡，現在竟變了無

身之所。苦于瑋並不能提供保攏。巴齋希布萊的《體史誌〉的續

芽、掠捕寫道:

本那些日子中，這接外地人(蒙古人)染指塔布里蓋率，

他們破壞了域中所有的教會，全球的基督撓都雄痛莫名。

那觀間恭督徒均遭受的迫害、尊心、辱、嘲弄和污蔑，尤其

在宵達的慘況，益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爾希布萊造襄是擋回教舍棄費伊兒汗;在位峙的狀現?

實用來形容帖木見所燒成的鐵機更貼切。{盡管帖木兒的矛嫻並

;車接針對基警糙，但他禪;不分青紅塔白，蘊其殘酷。帖木兒

在 -lmO 一年。屠瀨苔達城全城的居鈍，據稱有九萬人被殺。每

一個士兵奉命發帶回… f閑人頭(另一位歷史學家稱兩個)。泌

有誰知道哪俏麗基督棍，哪個鑼陸教棋?

世紀末以前，帖木兒的繼任人全無能力雄繫整留帝觀。波

斯人取間伊館今叫名波斯三EI丘蒙古可汗的頭棄蓋骨製戚、擱杯。在

撤馬兒啦，帖木兒家族最後 4位中豆豆的統的者在一:五 00年被

烏茲別克人打敗。在蒙古，成吉思汗第二卡七能繼承人於…凹

年逝啦，蒙古的東部磁變成無故府狀態。當時，漢人主政

的研代統治一度潛在蒙古人芋上的中屬遍一百年，總們令中

國成為世上最苦富有的國家。當蒙古人勢力漸次沒落)喜馬拉雅 

LlJ 以坊的整憫控機監城再度成為回教種和權人的天下 o 縱使的

卒于基督接導星地分佈各處，也沒有人會留意他們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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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二吾土紀Æ十四 史紀景教徒衰落的最佳f跨入吾吾爽。t t

ft: r(孟德高維奴)並非最偉大的基會于使在是 份紛紛到-心…畫畫的委房和默默無盡擎的g

7. 棄義為教廷在一連串沒有駐京的虛吾吾::J::紋中，仍~rH碧藍藍稱號建ï'3多年之久。最完整的氣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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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Fiey. “Chrétiens Syrìaques," 70- 1. 


2會只句， "Chrétiens Syriaq肘5，" 240-54. ~義督徒哀嘆 f勝利的發贊汗令人絞痛、震驚終極為不


安的手E訊… 在他$華大領土中所寫屬多數的人自己都要建他哀悼。 j 主教長的各傳rF如此言己教

這件事。 

30. 	;釘關阿技合、參 Howo巾， History o[ the Mongols , 3:3的， 535 。她是病發渾伊兒 rf約遺彌 

~r玄之烈富有入 3 還差無算是愣是 1基督徒 。翅烈亢的不后是脫古恕，她是校各忽帕尼的溪鄉

嫁給您女。參本書去紅十九零章，互幫 444， 449 " 

況. Howo成1. Hisloη o[the Mongols , 3:256. 

32 這寵幸古是在 Fiey '}，這為校害于憂…空空時旦河翔的，“Chrétiens Syriaques," 74-79 .向參 Histoire de 

Yaballaha in Budge, Monks oj、 Kublaí Khan , 254-302 '沒 Howorth， History ofthe Mongols, 3:534

84 。 

33. Histoire , in Bu位里e ， Monks , 257. 

紗，有一紀錄手道他強行事先行了絕遂不令 m 另一紀豈是旦日消這些詩人侃出於嘗嘗剪紙說雙畫畫成終以手拿

免於錄。參 Brow冊， Eclip扭， 169 ' 

35 千言關嘗嘗斑 3 參 Howorth ， His lOry o[ the Mongols. 3:543-4, 555, 567 ， 570，給5丘， ω4ff 今他胸有專

是~名言之.ll!米豆豆辛基盜賊 1二的後人 此戰士發教了荒草吉怒汗的?生命{頁的10) ，他亦發建議室

的總教撞車尼書長教絞. f也:)Ei絕跟隨為梭子導彈甚伊豆豆乎乎轉為什葉派教徒(資 559) 。 

36. 	 Hislo;，絮， in Budge, Monks , 297, 301. 

37. 	 Histoi訊 in Bud草e. Monk這\304. 

38. 	 Hisloire , in Bu改革e， Monks， 在8. 

39、投無權冀的緩期三主教長名..最穿草遁的紀錄毛主 J. A. Assemani, De Catholicis ... Chaldaeorum 

el Nestorianorum (Rome, 1775; rep吼叫， Far擒。rou訟， Eng.: Gre紹， 1969) ，而終 A 己民自主繁幸室主義

十問 i投品已輩輩4繁多 E曾經史學家艾爾的若是罩。

持。‘	 I 城盤中主要 E己的心一一已變得織頓。他們已躲進了鑫督教的道路-釘上情約規條全然番苦

視事堂皇嘲多平穩丟棄的修士和寒交士笠絲毫全錄。他們已衝破了一U:法閉室的嫩嫩 f九才反已在

他們當中十分娥烈，嫉妒己侵蝕了他們的心藥。他們立φ紹撥捨 3 被盟軍~~皂、毒農擊、過害、

含辛欲和主主哥寧 、.. J HislO ire , in Budge, Monks , 262, 272-3 ' 

41、真令一入撥著教歷史學家阿旬，他棄猶太教研育事專絞肉教 B 察掌聲兒串串懷疑他的機太lÍIl統、

總書耳他為(伊兒?于機中最偉大的維掌聲爾( ~軍按: ~發齊灣乃{叫紋路家的持這官及立大跤，尤;當

郭置重要是爭著關卜立堂東方位主界毒委偉大的人物之一。 j ( Hislory of the M.州gol.品， 3:5891 也辛苦鑽

近期確定他的1歲太毆統的機術研究‘參 B句話， Cambridge HislOη oflra凡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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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立	 Fiey,“Chrétiens Syriaques," 8 1. 

43. Boyle, C帥nbridge History ofJran , 409-10. 

尋尋‘ Boyle ， in The Cambridge Histor手loflr，伽， 417. 1@.烈 JC家在案的終紋全豈不代祭文父母總霞、要受魯

忽妨?記家族的終結。一?這有王室豆豆幸免約強幼保守派蒙古不子研J約被綠綠為牽線事擎的俊戀

人。他主義給烈況和忽必烈築軍管不單11 的弟弟悶:跟不哥哥的後人。他全戀戰場上的大無畏紛紛

和樂紋，直接軍車便成功將會要做帝凶符毛主統的起來。可惜 1鐘~ I待變?關國家 EI忍分1i裂，舞廳法復

紋，生哀樂他才交能接絞 j翻於隊領tl (鼠 413) 0 

45. t露 節是藍間的車窗彩句子當然主義做自 Christopher Marlowe 的 Tamburlaine the Greal (1587) 。“ 參本發言表?九章。 
47. 	 J/t輩革先於他的父親成吉思汗逝世售給欽嘻嘻ff滅約含義一名句詩二{更直是他的兒子拔斂。 價格!見

去爭的做最養新手主藍領族言論卻以拔賽11 ti<J玄孫、第九代的話n于為主直持IJ 克( 1313 … 1341 A.D.) 命

名，這名字兒於烏茲別主主;蘇維竣社會三位華麗共和綴 (Uzbek Soviet Social閥 Republic) ，現名

為茲別 Æ (Uzbekistan) 0 

48	 參來寄第二十紋。 

49、有繃察念書畫，拳拳 Mirza Hayd訝， Tarikh-i-Rashidi , trans. D 訣。55 (1 895 、 reprint ， Delhi, lndia: 

Renaissance Publishing House, 1986)，立學 50 <P N. Eli制約導干等。向發W. BarthoJd,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Central Asia , 3 vols. (Leiden: Bri日， 1952行6)， 1:114缸 ;2:專制 12 ， 26.30 、 &Howo成L 

History 月ftheMongols ， l:1災， 174 ， 218 。 

50，我們毋須繆滋長E成若干忍行:兒子親談闊的勾心門#l‘位值得注意的是朮赤家在失手在俄羅斯及

他當家主義在波斯室主中盼的機是皇宮藍點兒丹等察合發家主要泉是掉。…二六 0年，榕在校的察合機

可 ff 中輿畫畫錯。校第六紋的可 ff穆巴拉克的統治下多要害台機行售量鱗鱗凶毅，向上還寧可向

參Grouss前， Empi月‘ 326-46 0 

51. 	 f安照蒙古約法律，第二位大約二草草樹螢的星星子控告都臣民忽必烈可丸，同意華約權利還要上干，紋，但政

治協秀豈有時會N~法律一樣童車控著;主體舉藍各柴可令營一樣、參;衣警第 rA夏季， Jí: 424峙。奢

望喜獲取更多有關海你的資料，參 Howo叫1， History, 1:173-81; Bartho泊， FourStudies， 1: 1 24ff, ' 

歧 Mou訟， Christians in Chù妞， 1例。他是軍事天才 e 室主Jl:是發泊的 i寫芋，詩話他大 1111分的是覺

兄弟卻不主義。 Barthold 1最街 綴得迷惑的是他的父緩和伯父皆為獨徒、復他可能是豆葉

吉恩衍君主族中唯一?為漪不治約貌不星接然海者~仍然保關蒙古的薩1萬教信仰，恨的書生的

作善于讚偽他保護 1"1 教。 

52 , 	 Barthol益 1: I25ff. 

鈣，絲絲著甚至藍、華麗的魯，波爾{支線古1灣很可烏干晨，為苟的級經士句話量實綴早些資料。參 Barthold ， Four 

Studiιs， 1:15-6 ， 8話。 

54. 	 Bartho祠 ， FourStud削， 1:125. 穆巴校克殘第一校在沒考証大汗(當時主義忽必烈)的[紡織下問

自稱統治者的發…已i'iJ r干。授任的主央及防教統治苦苦的才古今耳y. ~H率可詐。 

55 參 Grousset， E.仰2月， 32惡化 Howo巾， Histoη， 3羽皂， 6時，傲。 

5岳 Barthol忌， FourStul紅的， 1:52 ， 2:7-容。elacroi叉 • Histoire Uni時rselle des Missions Catholiques (P缸尬， 

Librairie Grund , n.d ,), 191. 

57. 	 B, Spuler，、 The Mus/im \紛rld， Part 1I, The Mongol Penod, trans , F. R. C. Bagley (Leiden:Brill, 1960), 

45. 

58. 	位A. Thomas , Histoire de !a Mission de Pekin (Paris: Louis-Michau巷， 1923), 64 吾吾有竟是 Jean 由

紋。tras 0 

5會.有鵬在艾為力域中天::t紋的工作放大!發華夏的車主詳盡量紀錄 1 有車員十的 1世紀末比薩的方濟會

修士在3多星星星電 (Bartholomew) 他ti<J f宇航近似亨聖誕傳記。參 Yule這控'anslati側， Cathay， 3: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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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1-36 ;主主烏魯喜識里約紀錄，攻 212 ;亦 uJ參 Spuler， Central Asía, 1:135-6 弩

忌。.在的:魯番，大沙漠東但是接受後的喪事多兒人於一之九 O年被迫集機緣份凶教。 r 故此玉是今它

老慶幸混為凶教的中心。 j 倒毅的撥兒學家海灣在十五位主紀時寫過 (1泣 ríkh-í-Rashídi ， 52) 

61.更大的草草地位於楚 t河流先進上的必要車 (τ。如lakl 以吾吾十主要哩。第一爭的語語絲多鞋襪趁著當字 <D

人 Chwolsonl 的三織文章 “ S yrische Grabì船chriflen aus Semì句elch盟，" ìn Memoires de I'Academíe 

imp. des Sc甜nces de Saint-Petersbourg , series 8, vol. 3唔， no. 4 (1 886)、 37 no. 8 (1 890) , 且是 ι ‘ Syrisch‘ 

nestorianische Grabìnschriften aus Semi天jetsch時， Neue Folge" (18會7) ，間參F. Na紹，“Les pìerres 

tombales nesloriennes 忌。 Musee Guimet," in Revue de l'Orienl ch丹紅的 18 ， no , 1 (1913) , 去是 A 

Min草ar油，“Early Spread of Christi制ìty in Central Asia an忌 the P.缸East，" Bulletin of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9, no. 2 (1 925): 334-46 。 

62. 	 Mìngan仇恨arly Spr騙性，" 334刁 8. 他引述一學蓋章空空豆豆去於一二三乙二三年的寥若干(西流 3在前六三

七年): r 這是舒月2哈( Shliha) 的基石，他正是簽名的注釋緩和教師，是哥哥拉修道院的眉立

導明光可是彼得的兒子，主義德高望致約智慧文機詮釋家 o 倦的誘發響亮如豈是鈞。 J 紛繁

辛苦是草草星星的六約三三十億義行推斷tI:J太多東豆豆爽。 f也躲著草地指出:史發合舉行祖國的突厥部草書

中 τ 可能有 r~ff 萬 j 車主管役。 

63. Mìrza Haydar, Tarikh-i-R圳、hidi， 3.

的，參 Barthold ， Four Studi帥， 1: 137ft 0 

的，申古木咒發竿的英文拼寫 T祖lerl制e 乃從Timur-i-Ienk一字 llìj 棠，意恩、主義餃子紙來兒 ÎTimur 

theLame) 。沒手言人草書商語言機稱呼蝕。 1j進去尋拘傳此名字令人愛癖，彼此名均能盡弄得斂

戰役。 

66.	 有爛帖木兒，主要堅參Grous阱， E郁的教H. Hookham, Tamburlaíne the Conqueror (London: 況odder

部d Sloughton, 1962) 。朱經批發的第一手食斜包括 Nizam-i-Sharns (約 1404A.D.l采綴重毒

草草的波斯文作品 ZLlfar N抑峙，立在， AIi of Yazd (Sherif綠lin) 重為此事舊的級本警 Petìs de la Croix 

將它譯成長告文，成為 I'Histo附 de 說mur-bec (1722) 。也喜堅持:草草文 (London ， 1723) 。這三雙手足。

色影和獻劇性，譯音史料有頗為鍛黨的彩筆筆者~ W\酒I參 H. Lamb 的 Tamerlane the Earth Shaker 

(New York: McBride, 192鈞。是1emoi舟。if 1ïmur (Mulfuzat 訟'mu l)才被認為是鑄造絲 G

初，有關的家庭背 3贊嘆參到arthol益 ， FourStudi呵， 2:14f[. ，及 Hookl豆制， Tamburlai肘， 41侃。 

68. 	 Tughlugh-Timur. 

69. 	 Mirza Haydar, Tarikh-i“ Rashidi, 12-15. 

70.	 他的兒子和錄兒為了太地而然，愈緩地Ii.專員們事，凶帖木兒灣立的懿學t oJ分為向游行心、東

授主新手E串串輩革斯安納。參B. Spuler, Muslim Wor紹， 2:1泌的在美瀉。

71.第一場機箏在一三八六年司其他在心又九三)句法九六、一三九九(滅絕之聲援)和…[JlI

。三三是f 0 參中古井已兒一些主的大事年衷，尊重於訝的kham， Tamburlaine , 313錢，及 Grousset， E吻你會

是33-4 ' 

72.	 1 你要是，寫信給土每拿教體會的侵華言說 e …我知道你的您要表....你將發受的背你不要亨警惕 a

你務要~9E忠心，從事是賜紛的:你生命的竟是冕 o J (斂三 8- 1Il 

73.	 基督徒黨委史學家被迫提出當絞約基督徒稚非金會義普通犯種以低消凶款者是在令暴行。約 百年

前， ~奮戰汶斯這軍事生約土每奇的草樹嘗嘗三位憲章威廉 52.當 (W恥amAdarnl 曾寫一發言書我對誰

為激烈一← On aMethod 衫、 Extermínating the Saracens ("最 j 除間教發約方法) 'Delacroix. 

Histoire Universe lJe, 193 • 旦這 R. Walerfield, Chrístìans ìn Persia (i且ndon: Allen an這 Unwi鈍， 1973), 

53. 

74. 	 Grollsset, Empire, 442. 

75. 	 B. Spu1e玄，“混e Disîntegration of the Caliphate în the West," in P. M. Holt, et 刻 ， Cambridge H悶的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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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lslam, vols. 1 朋d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 會70) ‘ 1:170.

?吾.B阻thold ， Four Studies, 2:22必4 ‘沒 Hookham， Tamburlain帆布，緩緩中有此引汰。 

77‘R. G. deClav叭， Narrative ofthe Emb，眠。I to the Court of Tamerla即 at Samarcand, A. D. 14衍.140喔， 

U甜S ‘ G實 le Str卸車.e (London, 1928) ，密封。。“mm， 253-4另哥哥 i 述。

沌.	 JohnofSu加niyeh， in H. Mor組vil誨， Memoire sur 泊merlan et Sa Cour par un Dominicain en 1403, 

Bibliotheque 益叭，郎。 le 挂e Chartres , vol. 55 (Paris, 1894) by H∞kha脂， Tamburlai肘， 75 ， 258 美哥哥 i 

i度。 

79. 	 Spuler,“Disintegration," Cambridge History oflslam, 1:170. 

80.	 參 Barthold ， Four Studies, 2:39-40 。 

81.一百年前，印度人灣為先例，終教潰的囚犯續大象踐路 3藍花。 Grousset， Empire, 340, “4. 

82. 	 Browne, Eclìpse , 172 他紀錄了第 1字迫害墓禮贊被約例子 f 一度是，種各 lt信緩緩大集中

聲色約 Tur'Abdín '基督緩緩追捕 a 那些逃到池子q\這 7立的燈舊體街道讓妻雙重實況。 j

$幻3.	 A. 良良.V叭 似抑u	

充 f從E 員婊奮蓋蘇草吾鷺實幸和吾 R3 巨簡賢比斯 F 波丘會手有 會智 多 面J 能在 Amadia， 

A. R. Vine 123.4. 158-9.Nestorian當4. Chu h凹，r-c, , 

(Budge) 507.e Chronography ofBar HebraeusTh車5. , 

e， Ne ，10 anCh 帆咐丹阿延'C.IIF

尼 附甘 i Z教 1 Urrni, Mardis, Amida (Diabekr) };克

被割perkat 話

紹z

86. Grousset Empi間， 434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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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手二章

隆重下的教會


?一五 00年，留教在東方咄咄琨迫，身患督教教會深受

閏梭，他們失去了大多數廣泛分佈益鴻各處的辦體，加

上務方教會的且每糕和冷淚，前景看似一片黯淡。未來的

數百年很可能是四軟勢力的風光，日子. ~. . .甜敏的驚人操& 

離著大多數通往馬來半島和東方薄之島峭的經實路線。基

督教教會iE.漸漸將豆沙特餘下的據點拱手擺出，滑動範鸝

差不多完食為 F反對歐洲之內。 j 

Kenneth Scott Latoure肘， The Hìstory 01 the Expansion 01 

Christiani紗， vol.么 p.341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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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年之後，基督教的故事在亞洲幼發拉攏河以外的

地方賽上句號，只餘兩餾細小的群體，就離她舉始之處;不遠。

在較爵的分叢中，我們 i鑫溯到基督教在鐸馬帶國以外的發展乃

輝、自兩個司、基督徒辭體，一個在東設制型的北部山脈，另一個

在印度。

一千五百年之後，亞辦教會轉叫按自笑嘻毫不攝米亞拓廳至

太平洋，發廳遍及整個大陸， m所餘下的同樣是權兩偶小社群。

它們位於敏利亞的中心已從站發能處河上辦的伊得撒鵑稍東移

至 1寵格里斯河上掰一饒各加倍鐘的村落，今稱西斯拉 (Cisre) , 

是庫爾梅難民的縷息之所在的三千五百合想以外的印度，

馬拉巴爾穿海岸的種多篤信徒仍守著他們在南亞的橋頭喔，他們

對 f攝名到監督H來的便接 J 的情念:從未停 i上。十六世紀末 2 亞

洲教會的選薩記所館無幾。的於一四九九年，主竄需i1問基督接關

子在短暫的接觸後又分鬧了。當他們再改造在一起，輕f國世界

都在轉變中，地球另一端欒夷的黑色大船已進入了印度的水域 o

東方和商方教會在趙一個時期內有著甚為顯著的分別 o 莓

麼令華督教亞洲的分文有空搞的發膺，又盤驅導致其後來的衰

落，以致觀昔臼凱旋奪取做側的華督教竟有著天壤之別。 

00年，西方前寬教運動正在全球進行得如火如荼 o 習班牙將

最後的摩爾人驅題，教星星差。巨響倫布帶續地極的人歸主;擺攤

說 (Loyola) 不久之後組織了革督教有史以來最大的宣較差會;

俄羅斯將黨宙人權豆豆東盟，華督徒的抄玉泉代祖教的可汗;神

聖羅馬帝盟的鏡泊者宜捧一儕「永恆和平 J 的年代正式揭幕。

但草劑卻不是撞機。在一五 00年世紀之交，間辨i華督徒

區對的增說，但是希望的終結多於永恆和平時期的開始。十字

草鞋很久以前巴失去了耶路撒冷和安提惘。在于主後的問百五十年

統論西亞的聽聞曼土豆享其入巴般不久龍( 1454 A. D.) 猛攻搏斯

普魯斯禪:坡，站瞥了君士坦丁堡，將域中有一千年廳史的教堂

全故作題尼派白色回教寺。波斯多個世紀以來處在外人的政權下，

琨軍軍指盟家意識。新的波斯王朝涉諾維人 (Safavids ， 149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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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A.D.l轍稱是波斯章含金時期騷桑王朝惜主的後人，他們繼

續對聽督徒蠅似回教式的為應手段。回教繞已將錯思:達2留

三位教主是轄區述出百建和為刺鵝，令{混們投奔庫爾德人的山頭。

在鳴鐘的印度 9 聽多馬倌接與被斯主教長轄鱷若即若離的欄標

已懶臨消夕亡，他們正適應在印度轍社會中過孤幸的基督捷生的。

在中間的明代，基督徒再狀消失。大多數人會祿同誼餾騁軾的

事實:革督教在亞洲瀕臨消亡 o

甚獻是導致它衰榕的慰問?

中單純

東方教會古詩f畏的發攤主也美索不達米亞有可能是當倍地中

;每以東俾祥的最大亞洲蕃督教社群。那裹的錯思書館信雄，還

有喀朧的餓和i亞雅各比澱倍徒，發現他們雖然在帖*兒的兇購

統治下得以保存性命，但卻難逃正在嚼起的土耳其:帝盟的吞噬。

結於攏的講思主喜聞主教長轉置身陷回教的戰爭中一…攝尼派

的土耳其人與竹籬攘的披斯人作戰 o 古建有時落在土耳其人手

中，有時躍在渡斯人手中，但不管在攤子中，兩方都是好戰的

思教徒。聶您多留澈的餘騏飽覺攝界戰爭的陳輯和組教人民

!聽迫，再加上飽們幌名噪…婷的寬教{專輯，喝著數百年來無 i舍

總戚的希體而黯被無光，故此慢慢能織市啦隱至離爾德斯坦、

辦還要拜疆、豆漿尼亞和伊朗誦北部的荒山和低谷中。

教會的全國性架構崩憬，大部分的紀錢已消失，都至體境

些年間攝忠游關主教長的/名字典視任時將也無能肯定，雖然後

闊的作者小心地重構梅個名單。掃千字的主教被控按棄公開選續

三位澈，似力保屯敬畏…位繼任;有人，何教會的頓導媲拉捶點兒

園無人即位而車譽為世掌聲。 2 為數較多的敘利鹿和波斯革督棧

失了，他儕融入了統治者的自教文化 rþo 甚少人提及轉令食棚

剪輯 E 的百連三長、敬畏辦策， í安體本身的重要要性亦曰:斬誠姐，囡嘴

嫩人洋洋得意論將大關財富投准。股是基督教鸝地的君士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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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令這城章指昔日由教的輝是歲 fl

其中最後…故格格提及這段艱苦時期中主教長轄區的

膀，是有鞠兩名碧藍擺從印度而來的轉督徒突如其來的

他們到摩蘇爾西北的加格控山村，喝單純與聶思多留主教主是釋

門瓦 1世 (Shimon V) 會時 O 他們稱境故也切之行，是為了

的幫忙，修好在波斯的教利亞教會和攏在烏拉己爾海岸的

姊妹教會的關擇。

這故是東方譯告別禽等儸廳經中世率已後仍存在的主要基督教辦

(波斯的聶思多韓伯龍和印度的聖多馬俏徒)的領袖的

潤，我們有必要嘴一椅回教在中東再 f度提建戚權之騁，印

正在發生甚麼

中世紀的軍多蟬倌繞

方勢力拓展之前夕，在美意不嘩米服以束，唯一而另外

的…個龐大基督教群體乃位於印度南部，他們毫無疑時是受影

般少的亞洲基督徒社群 O 回教徒只能問北臨入復印度變次大

所受的影響不大。直至 ~OOO年，扣在泣的 J馬茂 

(M給mud) 才入侵主主站穩了旁遮普多如前互作組在 I ~二世紀

中亞土耳其及阿富汗的穆罕默磚﹒戈恩軍隊發動的第二次

，在印度北部鷺立了穩固的回教政槽，;tt:統治者不嚴囂的

為傳單的蘇丹(樹+三至十六世紀) ，南部障吹得以律免。

就我們所知，在教利5.在總民嵐內(郎今天南部的省份喀拉說邦)

的聽多馬信徒一點苦頭啦沒龍遍。

就{色們早期的聲史 ffii 霞 4 有聽塑多，馬倍徒在撞段時期內

的生活紀錄〉現存的只娃一些斷章殘譽，說服力欠奉。 5 而

，關乎印度基智能的可靠文字紀蟬，只會拉總溯至八或九世

紀。儘管如此，學者對過也紀錄有不同的 軍耍的紀錄

名的喀拉拉邦鍋椒，可能有逾千年的

現存有五塊銅極要;另外有爾境遷失了。官們記報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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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群體最早期的資料，造些資料乃來自印度本身。 J 日期

可能是八五 O年左右。言們提及一塊封地， r 由一頭雌性的象

在封地四周以提土和*釀出路界。 j 鼓描接垮里涉 (Tarisa) 教

和對郎( Quilo刮起督籠社群研享有的特權。 6 另一塊一般

認為年代更誼通的鋼棍，詞組一個在數哩以花雪位於克朗通E諾

的社辭。內 ~þ提及印度主攪予 a名社群首領 E片子fL維-荷蘭 (Ravi

Korran) 的男子終身的榮譽和闊葉上的特攏。龍鐘銅棍並沒有

直接指出那是一體基督徒的社群，但卻很乎有鸝;可蹲 o 制如，

傳兢上認為克朗迦諾是聽挂靠罵踏足印度的位置;而克朗迦諾

是那餾仍然以多馬為他們始輯人的觀大革發錯社群的老家;亦

人發現在銅板土刻著的某一、兩個名字是與基督教有關

的。 

除了銅蝦的鐘擁拜金還有五個在印度南部的石製「里多為 J

十字絮，由總在略拉攏邦，一個在馬德說斯附近，傳競認為

多路墳墓輝在的東海岸。其中三個十字聽朋詞刻有齡擇僻語

{古巴波斯文) ，這講一步聽聽多篤信接和聶忠多留擬的波斯教會

聯繫起來 o 著古文書學的專家正確的話，部分的十字架可能是

屬於七成八世紀多那蟬，它們甚至比那些錦披擺要古舊。其中

一段刻文引用了保賴在加拉太喜六章十組節的話 r我斷不以

剔的詩口，只持我們三名:耶穌基督的令字架。 f十字架的設計

版中觀伺婉約唐朝景教的令宇雛雕刻品卡分相飲食只有牆鐵的

分劑。兩種設計都以華督教的十宇架記號配以構教茄為普遍的

麓花醋。然中國的十字架則位於蓮花座之上多花瓣輯上、下樹

方聽重。至於印 E裳，莫官辦 (G. M. Moraes) 指品 r 曹多馬

的十字架腎立在各各他，認花瓣則在十字架的底吾吾伸廷出來， J 

i句下飄蠢。 9 我們很容易會將持學意義賦予在接種分別中，但

只是純軒的推測。

進學唯一流傳至今的本土原始資料幫助我們認識到這片吹

大陸的早期倍捷。但約於閥百年之後雪另→攏研究報告令我們
J
I
b
e對古代聖多馬能挂失落了的擺史多了嘿古諒蟻。權些研究報告 

v
k
t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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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方人士提供，主要要是夫去敦的宣教士。 f也們在十五世純末

到印度傳教，或是往磁中關時燼懿印度 O

孟總高維奴 1。在一二九一年赴中鱷連中，成為第…個輯是

印度的羅馬天主教教士。倫多逗留了十三俯丹，到過離馬總拉斯

不主擎的聽多路之毒草。她寫道，在那襄他替約一百名信提施攏。

做後來於一三三，四年到糧聖多為之舉的活蹦旅行家奧多利克 

( Odoric of Pordenone) 在那里卻沒有發現天主教錯，有的只是

一所載忍多留教會，教養著十五個「使人討厭的興端 j 家庭。

德高緣故在起一封倍(d3一名在意大利的道明會教士抄寫;李白

轉交)曾攏到在印度只有十吾土少的暮督能和離太教鈍，很多華

使建組害。 11 及接當孟德高，椎奴成為北京的大主教，難馬教

接便將印攘攘入純的天丟在教轄矗中。 12

若方濟會修士孟德高維奴;是印度第一位天三位教教士，那接

導開會修士帶丹訥斯(Jordanus) 13 便可稱為第一性特鑫留駐印

的央主教室教士令 他是誰圓的攝研會修士，曾在波斯的塔布

里茲以舉督教流浪者組織( Society of W.純derers for Christ>成

身分擔任宣戰士一晚短時間，集中推鸝道明會對問教議的

教工作 o 他於一三三_.，年舉派對印度一拿來得十好突然。當時

鮑剛推達孟買爾吉拉的思敬地區建那(Thana) ，便立即奉召要

埋葬由我在娃華墟中弓於印壞停下、蝴難的擺明會宣教士。 14

了年後，前往中國特雖經印度的奧第利克對個人的賜教作出了

甚為傳奇，但可信性不大的指控。開入中位括年長的多馬 

(Thomas of Tolentino) ，他轉向蒙古人宣敦，枝花束時寄能認識

孟德高維奴，奧委多利克影容他在某程最主上是攝於熱心。另三位

是雅各(James of Padua) 、彼得( Peter of Siena) ，並格魯

的平f者按德米特理厄斯 (Demetrius) 0 若嚮動的多馬如輿多利

克堅稱，自答問教法宮內字如何評標體罕默傭凡的問題時，

的問答了 r他是沉論之子，活在端獄中。 j 那膺地便不是

華瞥教的宣教楷模。或許造就是教會從不替他行宣禍禮的原因多

掰另…偶原閣會否是四他平前聽魯莽地質聽教要放鬆方擠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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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乏纜線的權力;:> 15 

奧多不0"克擺起殉道者的體委膏，舟袋草草租來，幸響到中國，然

後將梅些遺骸交給;在職稱的天主敢接會。持

雖然喬丹納斯第一件工作立豈不吉利，但他鈣然失車繼續他

的宣教工作亨辛苦:古吉拉特邦( Gujeratl 一權傳過及施洗一一一在

第一{璽鎮替九十人施說雪在另斗聽鎮替二十人施說，第三喻個鎮

替五十五人擁訣。 17 他充滿信心，滿信固體會使譜減權更

教士 r 西我知道有三三 f厲地方，在那聽會有很大的蚊稽。 j 繭

半過梭，他立豈不再如此樂觀。 他在第二封倍中寫攝( 1324 

A. D.卜沒有新人投身培工作;他瓶單，身體又不遍， r 飽受

痛泰安煎熬，有時在頭，有時在鵑麓，有時在醫部，或是四肢輪

流痛漿... .… J 對於「自我的緣故而增致大家有極大的分歧 j

他深惑不安。燒個報導棋糊地指出思甜的事工時引起聲督徒鮮

不和，意碌著老 A葷的繁多為倍徒和銷對遠不久的天主教能

可能產生了嫌隙，就插在相同時J塌，當孟梅高雄故在 ::!t京發現

聶器裝留 f言論已在fæ，、必烈的離鹿下錯立了良好的事基礎時的情說

一樣。喬丹訥斯懇求這是讓更揮棒士 r但他們必須能忍受各樣

惰，雖以喜樂的心預備殆j數。 J 草

不久之後，他極回意大利去轉找他一車期待的人，峙，情徒

勞無功。一三三八年，他擺教是約翰二十二世按立為高隆班(喀

拉拉邦的懿晨~ )主教一戰多並給 f做一項難以完成的雙糞便

命一一帶領凹教徒醫三全世並將攝思多留信徒與 f 真正的教會 J

搏故結合 19 喬丹訥斯原本於一三三三 0年出發揖印度，伯龍若

如此，他便永遠不能達成他的自襟。

繡的問吝，這使報導、鶴教和十字架數最雖然不多弓但卻

是印度本主在葡喝牙人未到 的重要歷史體據，體實聖 J多

信徒的踏在中世紀以來一直體守能柄的身分。有誰如擺在十

世紀的問教侵略中、十三至十六肘紀的土耳其和阿富汗的回教

統治期巾，及最後在一間九八年以後繭筍牙人嚴厲害的攻 ) 
擊中，有多少讓擴建皇島是滅。搏如上世代相傳的絡久單多馬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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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禮明曾有 1頭十分古薯的革督接群體多他們百分百肯定他

們的祖先是使籠，而且協們歡懋並吸搞錯利亞的繭人、難民、

教士和主教 r 他們的財寫不斷增加，在七或八世紀峙的社會上

薄其聲盟，搭至有I能在十世紀時，在故椅上得到某種形式的自 

20 
。

不單如此，平及六當紀甚烹更旱的時餘，印度的聲瞥使社

群白棋意跟披星奇主教長的構成、聽思多留攘的敘利組語?芳和

神學生止上關碟。 21 愷種倚賴在某偶程度上變成了架構上的台主。

仁堂紹，聶思主第盟主教畏批J能印度的都主教毋支援再受制設波斯

都主教。 22 由那時開始，印度與古建的主教長轄區在組織上的

關保會來嫩問醋，我們已經不能可靠貼過尋到思主印度的歷任都

主教的纜位人 o 當主教較嚴中的機位空懸峙，本地的會夜長就

會臨時接掌職權。十五世紀末，當纜，軒的主教長轄區能城市追

至山林，印度與劉外廓街教會的聯繫日完全斷諧。哥晨三喜馬基督

說群體對波美好教會的效忠搬來愈薄繕， 1fI未支支於消失，就如門 

(K. Menon) 所說，佈們「在文化上是印度教，在宗教上是

摹督教，在無拜槽，儀上採東方模式。 J 23 

-{分由米格拿翻譯的古教利亞文獻描述在葡萄牙人權境箭步

聶思多間主教長與印度的聲要多馬倍糙的最後一吹會組(就聽前

文研提及發生} : 

(一四九 0) 年，三名信奉基督教的男子說進達的印度

來需求方的主教義特爾峙荷大主教那裳，希覽綻帶間主

教濁國.-- ...當中」二人平安拭主主. ~. .. .當特大主教在俾富扎

這( Beith Zabdai) 的加扎速 (Ga乞arta) ......按立他們二二

人為教士...‘樣. (從那兒﹒的修繞中)續出為名僧侶，按立

你們為主教... .，.雖給他們禱舍和耗福後，使差誰她們捨

向那些印度人白鶴。靠著我們上主義督的幫助，四人均

平安根步。

信棧甚喜歡她是們，以誦會毒、十字架、香爐和蠟灣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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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受其事，以詩攜手口頌歌續他們進來。她們就攬了第壤，

按立了很多教士，且印度的暴督徒已有一段很長的時問

沒有主教。約翰主教留本印度，為多馬車教躬熬不久後

冊封大主教蹲著足。

大 教曲終己攏。)瑪爾以利亞繼《成為大主教和主

教長。她，亦從(往對加扎述的)聖捕食修龍中主義出三名

皮鞋的僧侶。他接之其中一人.，. ...為都主教，並改其名

為瑪爾雅楠拉哈;他鞍立下一位. . . . ~ .是主軟，錢其名為

主垮爾雅各 o 他接立了他們辟有人... .一在(一五O三)年，

她差派他們到印度、爪哇範揖衷的海島和中圈。靠著他 

11'1 基督的幫助，當中四人安全紙步，親身跟印成的

教是塔爾的輸會鈞。 24

李文 登 印度 地之前，米格拿稱績掛文獻為 7 在

聶息 留教會垂死之歌 J )拾 不鐘。

當還要多馬教會的朝強者離時了馬拉巴爾海岸，千里迢握的

要IJ 達成格壞斯呵，再增回印度，持和的船隻已在嗨拉拉邦的卡

不IJ 卡特( Calicutl 據岸。當時是一四九八年，罷些陪佳人說是

莓萄牙人。當伽馬發現了一條街里斯本繞經非洲到印度的新海

路多不敢改寫了印度聖多馬倍糙的聽史，說是體世界的歷史也

改革害了。怕那說事:要聽待下，一撥冉說穹因這古老的教會的歷

大多是按白的，繁華IJ 十六üt:侃才留下了清晰詳盡的紀

的此、我們在亞洲結束的主觀方言跟我問始的地方棉的多地

點都是在印度，以及對 f到 iHI來的館提 J 要繁多，塢的，懷念 O 對

亞琴Ii大部分地方的基督接來說，這至是一段失望或近乎絕望的日

敦的世界曾數度看做就要在盒帶H成彤，生在早有潛質能

追上正在發展的中古歐洲華督教世界; 1呈現在卻又再改萎縮為

備受滋提且瓶立的小群體，就如攝往多 i欠的情視為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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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當聞方基督教的潛艇將可環繞地球一間，為何單洲的

教卻喜績單每絕跡?東方典語方的信攏在性格、信仰的本質、教會

的結構又或租他們快長或我薄的社會政治環境上多究竟有真還要

分荊，以至全甚督教在這兩網大陸上的發踐結果，覽會相去干旱?

這書對亞洲教會歷世發展攏程的組起故伏叫一一它的突然泊

，以及同樣出人意外的重;現一一本詩作出解釋，以下站七個

原因可能是最合理的:地禪讓墳的階絕、→直以來信能人數都

寡少、迫害、與強大的思辨!宗教的智笑、種胺內舟，控、倚靠政

權、教會內部的分裂 o 鱗常被引用的第八餾雖因與神學有辦 9

但此說甚其爭議性。每一個原間所能的比重設沒有完擒，歷史

家豆豆 f低限度能指 tb燼些原路在不同的時間聶士也隨均有其重要

之處。

狐立的醫素在盟洲i所產生的影響力建比在數洲為

期，即追書所稱的敘利亞時期(在至 225 A.D.) ，舉罵的邊

界將伊得撒與基督教肘界隔絕。當蟬馬 f并吞伊得撤，她將伊得

撒的教會截波斯的教會分割出來。

亞洲本身的增理環境是與外增幅緝的主要聽慰。相比之宇，

獻辨j只是一個半鳥多話接個半為是籠罩辦這片大陸豆豆伸出來的。

舉例說，由羅馬至偷軟只是一千哩路程，但在亞洲，在教會所

處的說斯時期中 (l是至 635 A.DJ '告時流基泰揖封輩輩忠多留

主教授盧前往中圈，要經總宜于想陡峭娃澀、艱險萬分的路程 o

當大教是:鍵鉤利在六 00年出羅馬去借給坎特伯雷的靈教主教，

他期待間音 o 當第… f立大家都認識的錯思多留iJ晨曦華實教士向

雄本於六三五年，擺擺中國的當都，於六四三年增世的主教長明

顯不知道他有一名當教士在中鶴。在聯獸的情題上，織使東方

教會在豆豆沙tl 有增枝，但籬，忠、多留誠的發展力盤薄弱雪加上土地

衰，使她無法成為凝諜力強的亞洲基督接群體 o

一個因素是歡自懸殊。在豆豆制，基督徒的人且也倒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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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最令歐粥。除去希臘蟬，馬地中海沿岸一帶(不在本講研究範

國之內) ，東方的招辦革督教從未在任何-{樹立豆沙N 聽家的文化

中，建立…個足位改聽亞洲歷史的基智籠群體，好像天主教租

來正教對歐洲產慌了決定性的影響那樣。

鵲查研得的基智能數目有議大的分歧，但在第三當紀末多

盤西方停止了迫害，呃，聽罵開始轉向基勢教，基督徒可能己的

聲餾借聞人口的百分之十二。 25 從那持起，基督徒的數且不斷

升。對了…-000竿，根據另一環路搓，在羅馬一度統治的

地域中，基督徒的人數可能己梅三千八苦萬。能在幼發拉成河

以件的亞洲，當日和現在都是人口最多的大攏，問一的調查指

南非至多只有一千二盲萬聶思多留派信菇 26 這伯數目荷能已

是過滿了。在那段時間內，革督麓的數字並沒有實質的鐘韓作

主主權。帶一月以肯定的 1妥當緝的數 R 正在下降，間非增長。

三個問輩就是波斯在第四世紀屠殺基督毯，在檔次屠殺

中死亡的人數和聲慕督教仇恨的程度，都起聽信奉揖教的羅馬

導致基君主三百年來在西方繞行的迫害。很多人認為

教在:亞斯央肢的原因(若境真是失敗的青首)。自教撞在七世

紀入佳後所施行的迫害並不如很多人想像般慘烈， f!:!東西方的

盤史中，墓張奇教數百年來差不多理所當然地換控著盤棋繳沙H大

陸的文化，實難與問教在那數百年中完全錯制聲中東的心臟和

東方教會的中心研造成的攤癱情說相比。教會可能還能擺受縛

住暴力 9 組激烈的迎客只有I折麟樹梢多雖然有人殉道，但那棵

輯結然住長。然隔永無止境的社會和破治迫害卻令根部缺乏耨

分，令播音工作無法進行，教會悶悶衰緝 o 造就是聽濟i教會在

發]教勢力 F的歷史。處至十五世兒初，結木兜以能害梅止所有

的控害，瞥髓亞洲大陸風雨署這桶。大規模的屠賴令僧獲得[殲

誡者 j 的稱號，亦令控辦的幕督教群體遭到最後的致命一擊。

第四倡導跛基督教教會草委展襲足不諧的原臨是其他頭莎H

教的說戰。當主主督教總入歐2斜，間方的異教信仰巴拉瓦解

然而在其發輝總亞洲，與敦信仰卻成為基管教發展的巨大障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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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寬教士迎頭碰上的是社界上部分有名的大宗教:披軒的

扶教、印度教、中國的佛教、 f指教並則控 f白的回教，這時宗教

群體對抗主義督教勢力租不奇，怪 O

蜍了儒教之外令所有的宗教都在不同的時候提到要組書基

督徒。但更嚴葷的是過些強大的餾家宗教信仰在社會、思想和

宗教上聽起了閻牆擺禦幕督教教會的發展。復一關始 p 萃，督教

宜教士的議厚外國色藤，及沒有政治實榷的楣膏，正是不利其

傳播的弊處所在 G

洲的歷史中，立在督教似乎數度看做令人感到意外的

就要架攝宗教和文化的障礙，為 i圈人所接納 9 產生感化作用。

伊得撒於三世紀末亦曾發生同類的情說書 27 位在印度‘波斯的

薩藥王朗和回教的教主轄地卻未聽聞。然間在蒙古統治下的和

樂時期，亞洲的聲史若能再一次轉換和改變 s 就如西方的且要史

在君士迫于的統治 F改變一樣，那厲聲地球上就會多了一個東方

她甚督教世界，足以和西方的基督教當界分庭抗禮。 

f旦亞洲從未出現礎君士組于 O 權是否就是亞洲和歐洲

教歷史的最主要分別?在亞謝非革督教的獨裁君主歸中，獨立

的政治三少數振中說未為現過君主了坦于。印度有京清葬，伊得撒

有阿布加爾八役，但他們工人都不像君士扭了開來調義地歸信

基督教。阿拉伯在自教化之前曾有一…名基督徒革后一一西路律

的馬域亞，據閱亦有一名壽星督誕皇惜一一來面拉赫米德人之地

赫擬的魯壘，然而征服中東的是倍奉姐教的財拈{自中部勢力。

接斯的首童提王朝有一往事基督徒王后祖琳，可惜真正鏡泊的主是她

的丈夫科斯耀竣斯二世。著:蒙古的嫂魯忽帖昆是勇于鬧非女子，

亞洲最終有1能會加現君士追了。雖然她是景教徒，但她三名兒

的蒙哥汗、波斯辛苦闊的鏡泊者 11旦到兀和中國的

忽必烈一-~]沒有步她的復蟬，歸能基瞥 O 在亞洲，宮室對華

麓的好;萃，每皮都只是變花一琨 O

但是亞洲教會在最初的…干五百年，大部分時間都要誠體

誠懇地伸承非基督徒統治者的 ，而統治者攝有他們于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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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報大攏。仗韻致治體農勢通常都會有攝宗教的完輕性，遠離情

ill，在百方的教會歷史中囑見不鮮。但從亞洲，出景教會極度倚

重政權，故此其所受的敵壤也極大。其中一摺影響就是這種破

壞蠶豆變更長。非古發聽文忱的中東華督殼的五世紀輯期被斯亞

室主德吉爾德一世執政組今至三十世紀哪國螢帝國的土耳其人戰

敗為止，除了祖輩吉繞始的百多年間鞘得喘息 3 一東都承受著

巖賤的宗教歧授。

除了蒙古早期的政權，亞洲青海闢不單不信舉蕃督教，而且

連常對其存辛苦敵意。程中東臨家中，宗教的少數群體，不管是

路督徒擺是猶太教徒，均由政府監管，這比合然的總書更能削

鸚蕃督糙的力量。;皮斯人最早接婚這種方法，後為戰勝的財稅

伯人借用。韓桑王朝的米勒制度和問教教主轄地內，受社會其

他群眾磁擾的宗教少數群體釀居盤，早在前面的篇章敘組 O 教

會遭社會轎離‘在政?命和盤擠上的權科受嚴叢剝奪、禮用闊的

化鄙視，試問她需如何能生脊，更權論發聽?然認錯思多 

i是倩徙卻能本身也;在才是勒制度下的波斯{會主黨說出瓣，遺址中盛;

而聶惡、多留派宣教士在回教教主轄髓的主主督徒釁躇區中，奉差

到中型的蒙吉部族中工作。

在豆豆酬，正如各處找誰方一樣，基管誰最大的敵人論常都是

基督徒。歸棍究棍，對所有基督被群體來說，藏棘手的緯礙

自外眾多乃出自內部。這是第七鵲療器，亦是最不能接榮的桶

端。舉例說，是自比斯學派的消亡並不能歸咎訣教傳教士，主

乃是建個基督教學深內部爭執研致。故此央和的主教的自負

和競爭，與信奉說軟的統治者弱的教的教主對略派的觀艘，

樣都是導致關家干聽教會的綱因。羈思多問派教士在幫掘和落

後的亞洲中部的生活和散漫的態度(縱使天主敦的堂教士可能

對他們的惡行作了甚為詩張的報導) ，本禁令蒙古的主公轉而

接少錯們初期暫童基督教的嚷道。每一個掌權的蒙古闢對不管給

予教會多少政治上的利益，始終保持中立，不背歸信蕃督教 O

有人亦偶爾提到豆豆沙N教會神學家的思辨能力及不上的方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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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道站起，如豆豆歷 ÚJ大的革賠免和特土攏，點不能和種期的偉大

教父，如加軸至多家和與吉斯了等飼日前指 c 樟未嘗沒有道理 c

東方的基督教世界確實從來沒有出現過如奧古斯丁般的人，可

是西方主義督教世界在最初的一千年亦只不過出現了一個能請樣

的奇才。樟樣指實52: 7}1~ 初期捨徒神是學知識不足，多少帶有四穹

的蹦兒。聽些偏見或許是謗、臨去世純令華督教世界發梨的派系

不和。自那峙的分幸運歪歪近代?聞方一叢指責羈思多窩蜂和基

督…-性攤位繞為異端，一無是攏。聞新教徒期批評早期來華的

波斯實教士竟無掛將新約聖經觀譯成黨文，導致唐代的教會沒

法以自己的語莒主黨立重要的華督教神學基礎。

然而近期的研究開始啟正權些輸調。說聶忍多留的台辦〈轉

拉克農特斯之聲:> '顯示出聶思多幫與攏完嫩的正統f剖QJ接近，

這是如。個世組以前的人不相梧的事 C 中翻琨存的唐代景教著作

的殲譽，不足以作為論斷八世紀在華基督教神學的華礎。但我

們可以肯定說，新的至少有某研部分早有獲諾擇本，海餘下的

大部分可能巳散失 2草琨存的大寮景教碑和景教文獻丟在做限度

包含了在代基督教浴室聾的漢文華本資格 o 然悶罐些文字顯示出

錯躊中關人的宗教用語確實會容嘉墮權宗教混合主誦的階阱。

但權可能是鸝譚上的隨難多於神學上的妥協，又戒波斯的教士

可能嘗試採周佛教和禮教的字句告傅建華督教師信仰，IV，剔除

文化的體礙。此舉辦然可器，但卻過於急逛。然而要將一{劉文

化的宗教概念以另一個文化或倩榕的語當衰建出來，談何容易。

將中間早期義督教的消失歸咎於聶思多留派神摯的缺陷，

在難以成

亞洲l基督能在聶思多關 iJ匠的中心區域美眾不建米亞為上帶

作見譚，其難度實在不及西安11富饒區對希臘哲學思想的挑戰。

波斯和柯拉伯早期對基督教的挑戰多基本上不是宗教便是收拾

芳醋，間非哲學方醋，故此事基督教的問應也靜績表聽得如 i比精

確和其學傭昧蟻。及後乎當阿拉伯哲摺鵲蛤能聶思多陸報信提

身上汲取希蠟的思想?宗教的歧棍也使轉一度著名的聶恩、多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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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長停止持學研究和標勤學術的討論 e 這套督教的萬美居罷不單是

神摯的封閉，直是就會上的

撤終，也許是這時撤居區的聲督徒君字體要內轍， i故此在很

多亞關民族和國家心目中，基督教鑄於異脹和異地的形象，椒

深抵面。典禮東格上仁，造，惜現在亞淵的西部和措部更明顯。但

在聽個亞洲觀，基督給了少數群體都變得弧立，揮間不獨是眾教，

亦與鸝家和民族因素有關 o 印度稱基督能為敘利亞人，他們在

南部變成一個強大但輔艦的社群，儼如告成…續階層(caste)。

?皮斯，義督教與關家的淵源比亞洲其他地方都要深蟻，基督

提議研zù'被稱為設和j立在人，恆他們以絨利軍文言學行宗教饑式。

當革督徒全都是說斯人，維護組們沒有犯錯，但鮑們的信仰(續

非他們的種接)令他們起初讀倍毒草;扶教的人民無理騙籬，掛

主義與蜀中的自教文先隔離。中麗的唐朝最初輯基督徒的宗教為

「敘利亞的宗教 J '鬧鐘又改為「波斯的宗教 J '教會的報導

層哇哇顯大部分仍由按期人出任，並無鑽入的分兒。在蒙古的大

草原上，基督教被視為波斯人或如克烈和在古部的部落宗教 o

而在忽 t發熱統治下的中圈，戰敗的嘆人將教會和征報能們的數

人聽黨在一起。

攝些亞訣i早期的離督徒群體雖然本身都是亞洲人，育語;主數

百年來都是由到掛j宣教士研建立，然商他們卻未能突破民主集

間殊真的藩籬，我其他亞洲說攘的社會結構中扎下根摹 c 千多

以來，當飽們遇上先進的文明或高贖拔的宗轍，的會教視為

異城的信仰。十六世統由商方來亞瀾的幕督提不經沒有耽聽這

清說，反問令其惡化 o

樟琨象進喘義事督教在亞洲發膜初期，錯不在於攝患多間

接攏了過麟新環壤浦作出太多或太少的改變，乃可能是在錯誤

的本土文先購買百上作出謂節。神學的先導要性主豈不妨礙教會在民

族和社會的轉關上作調聲。民放自尊是磁續民主喪生命的強大動

力多租它的本質是l.-:J.自我為中心，它隔紹了使外來的教會與其

他國家的文化，亦削弱了褔吉普工作的樂效。掌聲跟其他文化溝通， 

些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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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鄉隨搭閥然必須、但這亦可能引致宗教混合的情忱。

教會敵手害的原囡;是本身出了間擂，但尋找外在潔自去解釋

則較為容易和令告己更換接受。基督教在登機!瞥嵐光一時，但

最終令立萎靡不擬的，並不是帖木兒一人的現害(縱然鐘韓浩

劫{另有擺禍)。比任俺迫害更具摧毀力的，是教會本身一權

的決定，讓這灣至六世紀時波斯的米勒制膛，教會為了求存，

而放棄了轉輔音和宣教的重要任務。教會攜起去能生存下去，但

各p 已聽缺不

難過我們寞的要以這種游說的主式完結，沒完沒 f 的

事基督教在亞洲衰落的際間，不聽再過間為{可器督教在磁片廣里的

大躍上如此機被控場?I;).上任何一體原囡都不足以成為最終的

，就算是黨合所有審議租不足夠。它們所描述的慕督徒的

種種人性軟弱，總使同樣瞬顯導致教會人為錯:矢， 1旦人性軟弱

題及社拌 3 不獨眼於豆豆淵。

某些時候，歷史只供描述‘不能解釋。也許我們議好把亞

洲搖督教歷史潛作上帝的興勢，從棋督教的角控膏，祂的攝路，

並不主義我們的禮峙，吉言論的意念亦不會向我們先全敵露 o 然雨

同樣從祖督教的無度看，歷史的盡頭不是絕望，乃是希

因此讓授們以一位後聽到亞洲的宣教士的話結束措部分靂

，他在自己的前途故乎全無希盟的時候說 r前途一片光明，

就如上帝的應詐。 J 29 有雄敢於一主主 00年代，頭言在不足五

百年後，復興與現新的豆豆粉1站接能從蝴谷中捲主黨來，哥哥

教會增喪和普世宜教的工作土，間始再度超越西?

注釋
1.划撥主黨(玉是今的巨吉斯校)位 ff~ 主浮泛黃藍衛盡處的底給奧斯拉H.誰手 , 主義伊拉克、敘利豆豆和

土耳其絞壤的地方。 

2. 	 G. D. Malech 11J 也十凶約十1l世紀的務必多位i總主教名單單﹒超聲大心tIt (1318 A. D.) 、rt':

哈二世 (1328 1359A.D.l、屯哈三毯( 1359 - 1368 A.D.) ，盈門二三 i址( 1368 - 1375 

A.D.I 、豆豆悶沒( 1385 一泌的A.D.l、以投放斯問世(泌的 1433 A.D.) 、茵河只址 

( 1433 - 1472 A. D.) 、茁門豆豆 i毅( 1 尋72 一 1502 A. D.l 。參他的 History ofthe Syri.的 Nation 

and lhe Old Evangelícal Apostolic Church of the East (Mi nneapolís警 MN: privately prínt，仗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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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f. 0 

3 參本主書第十七穿一司豆豆 394 ' 


4 參;字寫第十側寄 o
 

5. 警善本至聲 2詩三及十之孽。 

亞. M. K. Kurìakose, HístOI)' oJ Christianity in lndía: Source Marerials (M必ras， India: Chris扭曲Lìtera個re 

Society, 1982)弓 10-12. {I做法玄學j 哥哥言車上的回難可哥!再1γ Jt中爾總皇島被仁的課文。這主是 2部分

直在錄教會做教會約土地會綴得保草藥。 J 教會耳芳草草的紋絲可獲賽在免繳稅。 

7 一人。六且是七年尊重總銅板的綠情、碧藍 C Buchanan,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ía, 2d ed. (泌的.1on:

紅mstron皂. 1811), 113賞。獲大多數人支持的評為主豈有關要1]文章兮不向日貼(E!這 230一774A.D 草 

8敝人跤，甚至三 1 到自O A.D.l '參 S. Neill, Histo門時fChristianity in ln約'a (Cambridge: Cambrì尋ge 

Univ. Press. 1984). 1: 1糾 2 辛辛則是Ji 388-90 ‘沒釘也的資料持建設單: Epigr海肘。 lndia.4:掰開 、 

&. lndian Antiqua門. vo1. 3 (1 924), reprìnted as Dissertations on the Copper Plates in the Possession 

oJ the St. Thomas Christians (Bombay, 1925) 。比較 C B. Firth、 lntroductìon to lndian Chu阿h 

History (Madras: Christian Lìterature Society. 196 1). 29符。有關印度讓督徒的分析?參 S.G 

Pothan , The Syri抑 Christians oJ Kerala {紋。mbay 湖泊 London: Leaders. 1963}. 32-鈣， 102-105 ' &. 
c. V. Che口y剖， A Histor:年• oJ Christianify in Kerala (Kottayalτdndia: C M. S. Press, 1973), 112紋。

不可將這恢緩緩與所謂的 f堂里尊重游泛的銅板~ (“交10mas of Cana p[ates行混淆。不少人 

'J I 府給些鍛級來講述的世紀機紋紋絲的敘利豆豆基督徒鮮嘻嘻的情況，線管確有了整整會第馬

的飯緩 J 追問發， {旦控們來已失傳了(參本設等多容十三轍，直至 285 。 

8. 	 參 Kurìako嗨， Christian的I in lndia • 9-10. , A. Minga凶，“τbe Early Spread of ChrisIÍ缸時 in India." 

Bu l/ctin oJrhe John Rylands Library 10, no. 2 (Ju!y 1926): 73-4; 日的• lntroduction‘ 33; F. E. Keay, A 

Hisrory oflhe 咚'rian Church in lndi仗， 2de址 (Kanpur， lndia: S.P.CK., 1 的1)， 27勵紋 。 

9. G. 悅耳哇。闊的• History oJ Christianity in lnd訟， vol. I(Bombay尸 M阻akta!齡， 1964), 78 

10 參本級第二十教啥滋 4囂。 -1 ' 

11. 嘆息 H. Yu蚣，“. H. Cordier, Cathay and the 悅y Thith肘，是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旬， 1913

16) ，有關這堂皇書寫給奴的依{唔，著學 3:再5屯的，有緣。doric ﹒參 2:141-2 。 

12. 	 A.M划 Mundad側， Hislory oJ Christianity in Jndi紹， vol. J. From thc Bc!!inning (Bangalore: Church 

E支持tory Associatìon of Indìa、 1984)明 126. 

13.	 拉開 Jord臨叫‘參 A. C. Mm巾，“鋒的ther Jor杜鵑 of Sévérac，'電 Journal oJ 11:阿 Royα1 Asiatic Society 

(Lon益。孔 1928): 349-76 ' 

14. 	 Yule (Cordier)奄 Carhay， 3:75ff 

15. 	 Yule (Cordier), Calhay. 2:119好， 126n; J. Fost.ez設軒丸， 

Reνi絃woJ可Ati~穹幻路穹幻悍彷e祕 'S宮ions (Apri沾i奄 1956): 204-208. 

“為關紛紛的福份If手 參本含章在三十這支穹及 482-3 ' 

17. 	 Yule. Carhay. 3:76 統J Neill, Hístoη， 73 ' ~這eìll 懷疑他紛跑紋的蓮香怨、多 w 喜愛信徒家庭成錢，

可能 B;夸 綴長時終沒有教史學生瓷、亦因此何能主幸存'.言論，f[f，多留安裝信徒興u-: 主教徒的分

男J] , 

18. 	 Yule (Cor益ier)， Carhay九 3:78-80. 

19. 	 Firth, Jntroductü嗨.38-4 1. 

20.	 其中…絨線難令人接受的傳說正是在十w:紀菜紋絲筒，似現了 4傲氣 fp 浸于公室建立主主史事主督

攸關玄( ViIliarvattam 且是 Bellìarte) 承認約基營救續著哀。 這羊毛義勇于是激發 3年 2塢的後人

他在校於交織 (Cochi糾紛紋的首紡織安砰J <D誼mperl 、代表藉口審校校辛苦所布的 2義務餒。

法治安全給傳說令室主皇尤金利必要再問 l址 (Eug叫ius IV) 淤 問:三九年末的請， (主內線愛 

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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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了'$馬‘ f~沒人心 tl'l'絞傑 IJ\的大泣 次會j-且聽到傳閱、絲絲露室的殿 F 投資國 

~fr fJ的 f !;l':.是談結皇宮廷發役。|參 Morae裕， Hi.，1O門， 1:的ff 0 若當時在機佼佼判\11;的有這

樣一份紋絲在藍領離i ‘他很有 líJ 終將三產主毒忍多留派的神敝人鼠、主主主或會受己辰、主已成是重

要的是憲章若從 1獵人。 

2 1. E. Tisse路鈍，正:泣"tern Chríslianity;n Ind;a (Westminst前， MO， 1957)、 17心 他傾 ipJ 追溯 ep淡綠忠、

婆豆豆豆派信徒群憾的野黨~7f五被紀末" 1當時絲、生學文已拜 (497 502/3 A.O. I B 言哥爾巴拉~女

教會主最可重申聶忠多敏章章是學的華哥哥信條，故錄音怒哀草綠慕泰問封主紋的綴于是t創立-是為「幣 

1紛來Ji J 的主教訣。海大學是2學位指正III主， IIi IZY 1L 七你的教會台議卻沒H志是毅(參1. B. Chabot, 

Synodicon Orientale on Recueil de Synodes Nestoriens lPari為: Klincksieck, 190泊， 310- J7l ω 向參 

Mundad紹，您認l.~迦拿多為的傳緩緩緩 j度和普役中每 {Sapor and P且tI i主附 1\L2災荒豆豆豆兄

弟的傳言楚;淺的lJ童泌的流苓泰荷:H尊轉掌聲的絞湖、( History 日fChri.'tianity, 90缸， 10灰心 。 iiJ 是

這鱗鱗後翔的(總有亞 J';綴f牽來的吾吾鈞汗的織曾尊敬濾後方流傳手來 c 

22 	 拳拳拳書第十三章 'ff 2紗，喜 Q 精通蓋章，lÆ、$~對當設法繞的是害者 Ibn at悶Tayyìb (字於 1043A.D，)

品率為印度的都主敘事事綴得以成立、實有車員主義交談航海亞一一街口I 自主趁耳語言等妥之 tlt (650 

…的o A.O.)' JIt事事全身tW. G. Young (Handbook ofSource Materials for Studenls ofChurch Hístorr 

[Madras、 Christian Lì terature Socìety, 1 絲釘，幻， 319) ，似米械等聖 i “Early Sp閃ad in India," 64) 

卻認為幼發鱗鱗於部寄:史:世婦立學 643 A.O.) 。 

23. 	 K. P. K斜ai抖 A. C. Pe盯r肘va Menon ，(j在，
 

i切洽祕泌dla 卸缸組主迫叫缸m， 1972) ， 7 的序言
紅‘ P悶kasa G 

24, 	J, S, Assemanì, Bibliothe互溝。rientalis Clementino- Vaticana , vol. 3, p, 590, trans, A. Mìngana, "Ear/y 

Spread of Christiani， 36-42 這份長萬件( Vat. 在vr. 2041 的共 cl" …份我巴黎的于面有η ;n India, " 

(Syr. 2糾紛注目足的計姆拉- t( 0 V連年，這子長勇于生的岫七一八三星一七久，你 Sl 5ií洲運至IJ 梵

蒂!刮 a 參 Tisserant， Eastern ChristianitJ九 24-5 <1' <j i 坡的semanì vol. 2a, 590-99 。 

25 	 參 K. S. Latourette, A Histo門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制的?八 :10器。這大部分是希臘單位驗，為

檢察下的亞洲地位証多前HI'豆豆朔的 i室主鞋就成 i餒。 

2忌，治空空畫畫刊 (不能令紋絲{的楚這也 Barrett， Wor/d Chrislian El肘'clopediα(New York, Oxfo的: Oxford 

Unìv. Press, 1980), 3，泌的統計數字。這些年統計違章之r: \l~ 不包括曾一進絨線綴統治的倒敘和J

位的、洶地綴。 

27 	 有毒草的主丘吉話，十字:家來証﹒伊得綴得獲成為基督徒重要寫( 109臨 行將 A.D) , fU'Ë H~是←

字軍早期.l{'+' f隨短暫的活動地方豈是盡切依傍十字軍的{議獲 豆豆後遠在軍事上從為實單位

的問教勢力繼泌的管你也 

28、參 P. Pelliot. 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Asie Cenlrale et d'Eλtrême-Orie肘， vol. 2, 1 (Paris: La 

Fondatíon Singer-Poli皇位ac墊 1983).19 " 

29.	 耳F>~車緩 ( Adoniram Judson) 在釗緬甸的豆豆華史上 \1813 一 1850A.O.lo 

http:1850A.O.lo
http:1983).19






附錶

大奏景教流行中國體的神學引介


色 

我在碑文以外加上了括號內的 '是將文中的罐車毒攻序

顯示出來，亦以中宋體將文中可肯尼借用中國主義教思想的觀:金獎

現出來:

(上帝) í 蹲著、當然真妝，先先再無元，官然蠶豆籃;後後

隔較有，總玄懶制造化，秒雕塑以元荐者事其唯我去一動身?

無元真主制難調 l 與主!

(創橙) í 判十字 2 以定國方激元風而放之策 4 日音

攜夫總闕，日月禮帽晝夜作。缸成萬物，然立初入一

(人) í別賜良和，令鎮化梅。揮主孟之三娃，虛而不盡;蒙蕩

之心，本無希嚕。

(捍) I 靖乎娑彈施妾，報費每純鞘;開平大於純是之中、隙

冥持對彼非之內 G 

f 是以三 H六十五種全府嘴結轍，競織法羅。 J

「或指物以說宗，或當至有以論三，戒禱記k')'攝構，或伐著

以驚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手去然無得，煎過轉燒;積昧t

途、久違休復。 J

(犧成 i勾身) I於是我一 ，景尊 3爾總詞，戰勝

時人出代。手中入黨慶， ;吾吾大 宿告祥，波斯睹耀 

以來貢。 i
t
f
i

Z
I
F
E
L
T
-
e
f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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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恩、) r 菌廿間聖。有說之舊法 p 理劉家法大歡設三

掙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信。制八境 9 之壤，鍊釀成真;

敢正當之門，的聞生激死。懋景話 11 以被暗府，魔若是於是乎悉

雄;樟蘇雛 12 以登明宮，含量監於是乎既擠。 13 能事斯畢，亭午

真。


(盤錄) r 經餾廿七郁。 M


(意典之控與信能生活) r 張泊 ft J，j，發靈蠅。


[、洗禮] r 法浴水眠，藤澤華聞報廢白。

[傳楊福背] r 在[J持十字，勵自照以合無拘?。

[毒草工] r擊木震 15 仁惡之音，東禮融榮之路。特

錯所以有好待，自IL車所以無內惰。

[品格] r 不蓄賊鐘，均實聽於人;不腎、貨真亨，茄醬

禮於我。

[敬拜禁食、禱告和單餐] r攪以伏識而戚，或以

靜慎為閣。七持續瀾，大 j斑存玄之;七日一聽 3 、洗心反竅。 j 

(r 道 j 的名宇) r 真常之道 16 妙時難名;功用昭彰，強

稱景教。」

注釋

1.遭殺吉敘利豆豆文;上手背 j 的辦 2單 s 它直接淆了佛教「阿盟塵器黨 J 一誨。君主正統的佛教中，約

單單漢搔蓋章 J鼓樂境界約人，主監通俗的佛教，乃才當擁有神秘力量的天釐 a 

2 	 鱗您多種哥?這徒通常以「十 j 這續費~1似十架的草草字指 3露營喜愛的卜1"架。 

3.	 綠盤上閥方的觀念在中灣的標點此←中皇島海塗耍，做學經中的卡真是毅然飄僚，很它的含

意 f單終不限於聲色信色彩。 J. Foster (The Church ofthe T'ang Dynasty [London: SPD且 .1939]. 

135) 絡為這互接參照了想巴西首先輩子寮十一泌的解釋他必向刻感繁立大旗…﹒又在是主義

的 v日方艱苦起分散的 f擴大人。 j 

4. 趟家的?像紛 J 初中留儒家的宇宙撿 e
 

5 錢 也許是被告 i 了邀請~ r 空 d 的概念作為文紛議永恆的法則 3
 

6.	 根據某些金投比的傳統事二十劉望去是梅舊約的作者。 

7.	 佛家的重要為銬，見《機記》的 f大學黨專 J

章，這家的理論，否在1哥華全亦有結似的說法 o 

9.	 佛教總話，考証某種白質上，我們好說這主義才智八指令 

10. 1險、望和曾是 P 

11. J紀 F吾吾吾鱗官幫會為佛家所謂，很更大得自但是指釘十真是一終身參 Moule， Chr括tians in Chi，帥. 37n.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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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比較阿菊花嘻嘻‘引嫁人絞梅樂淨土;或機毅、她是菩薩寶玉之令終身立之稱。 

13. 	 J. Legge (T，的 Nesto丹抑 Monument 01 H仲伽 Fuí丹Shen-hsi ILondon: Trubner, 188剖， 7) 趕著淚支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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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拜 216孔 254， 258 ， 271
記海 241 

巴索馬 201之 2掰開9 及尼間比

斯學漲 212-7 ;沒阿海穆教
會會議 211-2 ;與思布悔的

們爭 207-9 

思得撒尼 仰，刮去， 68-73, 148, 

201 ;亦多諾斯雇主接;宗教
混合主義;華捨擺努

巴斯科卡斯 2棍-5

自義也 I銘

記者會巴特明 1紹， 149 

巴爾諾布萊 207 , 268 , 420，再斜， 

430，尋51-3 ， 455-6

白爾街連 259, 261-2 ljJ\參基督0 

J陸論

扎一卡里 211 

扎吉亞 “1 
文化罐車:基督教 533-4 ;自得讓

尼 72-3 ;佛教 17-8 ;猶太教 

54-5 ;應尼教 115-6 ;在中餾 

324-33 ;在印度 285-8

方濟會 4日， 524 ;對蒙古人的宣

教活動 424-35 ， 47是 -5 ， 480-1 

14 

五攤

主教長轄矗:基督一性論者 271 , 

393, 399 ;雖思、多留漲 219, 

259 ， 271-4， 379 ， 511♂， 521 輛2 ， 

526 

主教織務 62-4, 74-5, 99, 105, 122

7, 160-1 , 163, 209, 212, 251 
以弗軒的的錯 260, 262 

以弗所會議。參第三吹大合會議

以餌姑且§

以利主Þ 215 

以利亞 251 

以法繼 115, 148, 201 
以聽 161-4 ;與以讓教會會議 

161 翩4

以聽會議 122, 157輪船， 169 ;跟尼

自盟會議的麟樣 162刁、 179

她提安 59 ， 76-81 ， 148， 1妙。亦參
樂戒主義

也雅努 7, 142 

加華U iJ夜 142, 144 

加拉肯定 404-5 

北魏 309, 310 

卡瓦穗 217 , 220-2 

卡瓦罐三三世 270 

卡伊忠、 271 

卡最古拉 9 

卡拉杜悉 221 

卡林頓 80 

卡接斯 12, 31 

斯卡的阿賺棒 238-缸， 251 0 

ï/F參修院制度

卡斯卡的海爾阿拍 258 

卡爾蒂 113.116刁
古盟亞 i拉

美亞 188 

宙萬寶鑽 342, 352 ;與基督教 

3尋6-50 0 亦參閱教;穆罕獸

司馬的心5， 457心

史特提 4-6, 32 

《個誦會合發〉 沛， 79, 134, 148 

f目前比斯的貴鋒利 253 , 255 , 258 

還比斯拉雅各 128-31 , 162 

挖間能肅的會姆斯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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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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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信接) 205 , 208 , 217,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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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調 351-2, 365-6 ;因教


鴻下基督教的地位 343, 353

5 ， 355刁， 358-66， 375-7 ， 506 ; 

凶教治下猶太教的地位 345
6, 506 ;個教治下校教的地位
 

353-4 。赤參十字軍;古蘭


懿;穆罕默蟹，迫害


《地主事) (托勒密) 34 

《總理誌) (史特保) 4 


多米自 7 


〈三喜馬之歌) 35 


《多馬行傳〉 詣， 27-錯，位， 77 ，
 

287 ;書中有體京蓋章葬與多態

的關聯妞-2 。亦參塑多層

多馬信徒 26-41 , 284-8 ;在中
紀 522-7 ;支持恤們存在的
語據 522-6 ;跟聶忠、多問教
會之關係 522刁


《多馬福音} 65-7, 77 

夸堯碼 149 

安世高 17 

安提阿:轉歸基督一位鑰 203-4 

安護照的島事會 189 


安樣也之觀 318-9, 332 

是文吉思汗 395. 尋訪，尋泊，將6 ;擬

中潛能對抗 423 ;聽話教興

家的聲說 423-4 
托馬爾薩 149 

扭扭兀 426，再泣，“辱，4<:詔-7， 449，
 

444枷5


朱蘊尼 449 

米多伊俄 29 

米獎撞德一做 12 

米興建傳二世 20 


米觀勒七世 407 

米格傘，A. 5仰， 526
 

498 ; 


米格象 105, 288 


米勒 235 , 246, 263, 272.362, 531 

「米蘭敕令J 159 

艾比悶。學阿裴拉


艾爾 295 

〈商瓦爾編年史} 105, 216‘ 256-7, 


294, 342 

116 


219 

522 


向記禽薩 126. 127. 145-6 

謊摹泰興封的 ~riJ 迦修 207, 


209 ;何迦f學會議 209-12 

商i東華泰百封學院 231 ， 257，第8


筒澆黨會議 125, 127 

間隨古一世 17-8 

問琉古王朝 11 


間琳 253 , 254-6, 263 , 268 , 269 

閉路士 269 


t畫

輛轎 374 


佛祖斯 401 

佛教 311之 313-4 ， 3 時， 322-3 , 


331 , 421 ; 與，~&:、亨見 475嚇和


自本轉教 321 0 亦參中國;


儒家思想;道教


佐f蚊子吾吾 326, 484 

佐治 253, 264 

往治王 474-5, 481 

《佐治的生平} 264 

伯沙建學院 251 

余多蹺亞 189θ0 


克烈部 420必， 432


《克萊門廷識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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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援 362， 373孔 406


《序聽能詩斯(輯)經} 326忌，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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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聽山大學 t辰 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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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憲典~ 285 


《使徒擅範~ 34, 98-101 , 103 


佩魯買的安德魯 482 


佩羅斯 206 


《咒逐書~ 205 


《命運對談錄》。參《國家法律》


坡旅甲 218 


坦拿的多馬 221 


孟德高維奴 428 , 480-3 , 495-6, 


498, 524-5 

宗教自由法 142 


宗教混會主義 325 ， 329-刃， 432 ; 


與巴得撒尼 71-2 ;與唐朝
 

320-1 , 332, 459 

《宗教與帝國~ 380 


屈出律 423 


屈極多模 181 , 250 


居魯士二世 11 , 110 


帖木見 420, 444, 504, 507-12 

帖木見﹒烏拉齊臺 495 


帕目 的;有關帕呂傳說的問題
 

64 。亦參伊得撒;奧斯尼內


帕提亞人 12 


忽必烈 426，判4， 448 ， 466 ;與宇


羅家族 468-71 ; r忽必烈教


士 J 453-8; 宗教歧策 475

80 


《所羅門頌歌~ 54-8 

拉本拿 198-202 


拉博 241 


拉圖烈 495 


拔都 425 , 428, 430 


拖雷 422 ， 424-5 ， 430 ， 466


明朝 497, 509, 512 

東方教會。參聶思多留教會

《東方諸聖生平~ 262 


東漢 309 

東漢明帝的


武后(武星) 313-4, 318 


波斯:與大迫害 141-51 ;基督


教、摩尼教與扶教在波斯的


衝突 109-18 ;波斯的衰落
 

245-78 ;薩桑王朝的沒落
 

268-70 ;前薩桑時期 95

151 ;後薩桑時期 155-278 ; 


因教的征戰 342 ;基督一性


論的散佈 259-63 2J)\參迫
0 

害;薩桑王朝

波斯人的翰 105 


波斯教會:與蒙古人 443-63 ;轉


歸聶思多留信仰 205-20 ;主


教長職權之崩潰 257-9 ;四


世紀的大事紀要 123-5 ;尼


西比斯學院的瓦解 249-57 ; 


由國家控制 163-4, 209, 214

5, 229-42, 249-50, 257-8, 266

7 ， 455-6 ， 466-7，日0; 主教長
制度之解體 257-9 ;擴展至

中亞 220-2 ;三世紀之生活

面貌 98-101 ;其宣教工作之

拓展 104-6 ;移向國家 

121-39 ;童，祖 155-75 ;主教

長職權之恢復 271-4 ;分裂 

230 2J)\參禁慾主義;聖的見0 

女; fl學院制度


波斯學院 200-2 ;其關閉 212 


法令磯 169 


法蒂密 351 , 352, 401 


法蒂密朝 400-3, 404 2J)\參法蒂
0 

密，回教;穆罕默德


法爾 12, 156 

的黎波里戚廉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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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農 526 

阿八啥的。


問加尤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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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可知連斯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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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尋 Q 海參鬧鐘; 1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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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布加者每八股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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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哈 298-9 


附弗拉哈特 126, 129, 130-5, 143 


阿米定義的附蝴修 165, 167-8, 170, 


201 ‘ 204-5 , 207 ;擺出教會
 

205 


時也 402


間科學 1 日，只2

《時吠陀>> 111 


興梅毒48


手可望 351品， 357‘ 358


阿拉的:與慕督教 291-303 ;在


法寞時的統戰 316 ;擊毀亞萃 

353-4 ;阿拉 

296 ;基督教

地的曾改室主教活動 

293 ;當地的獨太教 296 ; 


大敗醉品腹 352-3 ;基督教


在當地的拓展 292-3 , 354

與中胸露教工作的關係
 

316心。亦參個教;韓罕默
 

F可按其吾事是置教教三支 3紹， 367刁7;

瓦解 396-8 ; 

444-8 

阿搜尋IJ拿最 190 


阿哈 165 


阿奎那 361 

阿迦f學會議訂)9腳 12 ; 


論的譴賞 210 


阿迪閱本教會 59, 74刪84 教會之


繼位丸-5α


《阿禮閱本教會史>> 74砂土 83 ， 125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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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過索 29尋
 

IlüI書卡 18 


詩基米是人 11 


F可連站，倪志 105 ; 


教工作的鼻祖 50岫有輯其

傳說的階騁的4 。亦參院扭

爾;伊得離;


阿達抄一世 110, 111-2 


阿達沙二三世 149 


阿達1少為單 201 


《間建論>> 51 輛2，例， 62-3


阿裴技 73輛84， 502-3


《闊裴拉繃主宇:虎》。參《阿攝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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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可魯譯是56-8


阿羅本 311-2, 313.326,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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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勒第斯的世 ? 


九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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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漢書} 15 


tìIl布 110 444-7 


「級教者j 尤里瓷的2， 14小8


哈比令 142-3 0 亦婆婆媳H賞{說


殉道者哈比 N


哈申 299-300 


啥金 402, 407 


清f會賴話:惠 375-6，的?


哈愚 294 


《宣元草率蠶豆 325 


宣教 328-9 ， 372，尋00， 469, 480
6 的教的道教活豔 398 , 


404-5 


施布勒 506， 5仰， 511


施辦拇琳 411


柯模督 7 


查去了一tlt 259 


查士 r JE. 259 ， 310; 譴糞提隔多


的聶J思玄學留{玄綽 232， 2是9


查蠶-為特 317 


查理學 3紹，毒的


查辭其fd去慰知


玉堂聽威克 55 


柏兢嘉賓 426-9 


柏特的巨變純利 258 


柏基特 52, 69 


421 , 432 


科嶄馬斯 286-7 


科斯黨黨繞真lT三二tlt 252值3.262， 268.
 

2紛刁0.300 ;洗去台安提持26惡" 

9;;支鑽黯立紗帽70

科斯難燒斯大辛苦 220, 233-8, 246

7, 262 :與瑪幫阿信 233-8 ; 


1先站安提阿 233 

科躇特教會 264 ;建立 2的。

亦參雅各比派;基督一性論

的瑟 2是 7-8


的錯二十二世特5， 506


耶夫 300 


耶柔米 38, 39, 40 

耶書亞吐 248 , 251 


耶書亞二 1世 249, 270 , 272-4 , 


356 ;與異端 273 ;與印度

教會 273-4.288 


草書豆豆三世 2錯， 357


累;第侮 269 


胡拔娟的2， 2口， 213


苦海大師 321 


210-2 , 250, 259 


185, 198, 200, 203-4, 

2的;東方歡會對信僚的承認 

232 


284δ ， 294 


200 


: 528 ;科斯羅埃斯二三世
 

26兮兮; I到亨文J走 363-5 ， 37是-7.
 

399，是0志3，尋49， 499-501 ， 504 ，
 

50忌， 507心結木兒 509倆


口;大迫，吉 127, 14卜51 ，
 

284, 294 ;在阿拉伯 296嘲8 ，
 

374-6, 376-8 ;在中國 313-4, 


322-3 ;在波斯 116一7 在波


斯總書減弱 149 ;在波斯革


遭迫害 116-7. 14)-剖，
 

166-8, 168-9, 399, 403 , 529 ; 

i到教徒建迫害 423, 509-10 ; 


猶太信援建迫害弘10‘ 146‘
 

298 


38-9‘ 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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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奇 i

十畫

韋7的 1峙， 160， 235 ， 258‘ 264

扶教 11 0-1 , 247 , 312, 318 。在波
其吾與華督盤及摩尼教的衝寞

的9個 18 ;與摩尼教的比 

113-5 ;宇宙觀 111 ;一 

111 ;韓督能研瓷的驢撞

的 2; 階層架構 111 ;在波

斯梅扶教 142, 217‘ 316 ; 

去信心 220心;波斯重歸扶

教 110刁;波斯基督徒受燒

審時校教糙的角色 1特刁 0

1);麥基督教:摩尼教 

f學院制度 426 ;苦 f學者 80-1 , 

101-4 ;是研比顫的雅各及f學

院組度 127-30 ;卡斯卡悶鑼

樣的復興 238-41 ;瑪爾歸伯

的復興 232 0 茹參禁?也主

義;他提豈是

矮烏亞自教教主 358締約， 396-8

備已底的安瑟偷給7

唐太宗 312-3 

譜玄宗 314-8 

唐武宗 322-3 

323-4 

唐高宗 313-4 

唐商懿 310-1 亦參中國;唐朝

崩朝 310-33, 498 

唐降 110, 113 

哥特人持拉力 的后， 158 

晚魯恕帖尼 422，是25峙， 430心， 

501 ;對蒙古大汗之影響 

466幽8

埃及的學安東培 80 

埃和修 219 
吾
吾
吾
議
書
德
育
蓋 

551 

壞;塔伊特(誰古舊穹) 6 

《埃特倫誨的氣盟普斯) 32-3 ， 35哺 

6 
拿起 201 與尼西比斯學院 

212刁

難非難 293 

《書冊} (利奧一耐世) 190, 205 

朗拿 202 

朗機米的安德魯 427 

3嘉德恩斜哼， 4是 6

格尼鮑爾 295 

唱道 142刁

《梅道者行轉} 116, 146-7 

《恭喜E約翰一生) 260 

海達 507 

烏拉齊牽 501-2 

烏爾班二世 4帥，尋08 

178 

特提研成 293 

特里頓 363耐4， 37。

班輯 15而

《神學東方教會盤史) 399 

付申學大全} 361 

秦站皇 13-4 

秦朝 13-4 

熱間 144, 148 

納西斯 219 

酸苦 32 1, 331 

馬了路龍 186 

士縷 218，泣。


為德站接:禮科斯羅按其詩 ~t世


處決 23莓， 246

可李躍 36, 468-74, 478-80 

馬可真熱流 7 

吉安 64-5, 67 , 148 
r
z
a
e馬空白 f也 357 

b
g
"
J
t
l 



552 亞洲華普普教.t

馬如瘖 271 

.馬克喀二世 4衍， 44鼠， 449

馬豆豆 377, 379, 403 

里行傳} 74 

里 295

烏拉瑪 357 

馬法華主教馬如他 159佩。 1

馬若墨、誠 410 

馬 f支簿 522 

，鳴禱 201 

〈展較之歌) 35 

罵域亞 293-4 

為揭慈 446

馬赫攝 368-咒， 373 , 375 , 403 

為黎諾里 428, 496 

馬鬱魯克人 447 

萬仙芝 317 

聶哥特。

接陀畫畫笈多 17心

十一蠹

勒華新 296刪$

受丹涉 255, 269 

曼 i魯特 18 

〈壘南特的聞聽} 19 

曼蘇爾 367 

〈國家法律} 61-2， 70欄 1 ，的
基督一體論:與{Jt得權 200-2 ; 

在壞及 203輔仁非洲|轉歸基

一性論復對其他教會的影

響 202-3 ;在披斯的擴展 

259-63, 271-2 ;在閣載的鏡泊 

356翩8， 359 0 亦發科普特

教會;巴爾阿達;雅各也

線，背熱誼{學院

基督一性論教會 i沛， 188 ;與聶

思三吾爾信徒的離對 188“ 91 

4際論 187 。亦參慕督斗性

論;聶忠多留{訓部;聶思多

觀

基督教 422 ;與想必芳~~ 477忌， 

479 ;作為波斯大姐害的語間 

142 ;在阿報信與猶太教的衝

突 296-7 ;在被斯與技教和
康定教的嚮突 109啥時;在波

斯的哀亡 459-的。;在帖*兒

繞治下的衰亡 5縛-11 ;在亞

洲的式教 519-36 ;聽建館教

掌權 393-“ 5 首故到阿拉
的的宣教活動 293 ;當吹來

的宣教活動 273-4 ， 307編 

39 ;首故對印度的軍教活動 

25-45 ;在波斯買賣劉的迫害、

裝的成國 529 ;在需拉伯

的晶。鸝 292-3 ;在亞割的統 

395, 528-9 ;在問拔斯國

教教主的統治下 367-77 ;在

法蒂嚮軒說;台下 400-3 ;在

接i教四大自教教主統治下 

350-8 ;在蒙古人統治下 

419-40 ;在樓馬凹教教主統

治下 358心6
《幕督教她誌} 2師刁

督擒 210， 2時， 264-7 , 325-8, 

361 , 368-70 ;與穆罕默種 

369-70 ;與畫意思多流爭論 

179治5 ;巴得撒尼的基督論 

69刁2; {研器門頌歌}中

基督鋪路刁

基爾庫3巨大躍華史 168-9 

張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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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

「強盜會主建 J 190倫 1 ， 200♂

推羅的娘醋的。

教壘:黨錯科十世 469 


敢蒙著黨錦華U 9 


207 


200-2 


鼓搗 12 


曹辛 507 


搏器制哥 285 


理吉紐 142 


玉皇雅各 324, 328, 330 


第一吹(法國)卡字車來社 40。
 

12 

第一吹大合會議 171 ;該會議被


教會的情況 178 


第九屆教會會議的 l


第三吹大公會議 171 , 183 

第二故以弗所大合會議 191 


第十屆教會會議 254 


第三次大公會議 184-5, 191-2, 


201 


第五屆教會會議 216刁， 379


第六屆聶思多問大會 236 


第四次大公會議 1叫， 191-2 ;誰


會議接教會的講棍 打發 

444.445, 449 


貧窮人 28-9，泣，勢.101 ， 1將收 

198-9.327 


享豆子最 319 0 建立參景淨;


聶惡多留教會


都需色色貴錯利 36 


都默斯 189 


麥基振教會(拜占庭正統) 356, 


359 

麥撒憐主義 101 


553 


+二畫

《最早期的暴督教中的正錢與異 

64 

最證 321 


7. 12 


1導伊爾 503 


轉丹訥其詩 524-5 


譯音璽內的摩問 148 


譯音投 201 


脅論 358 


《毒草總) 320， 324石， 326， 331


攤夭諾斯 16 


攤比餾 9 


攏 10


總阿多 180-2, 200, 208 ;與尼西


比斯學院 213, 249-57 ;被斥


為與糊 232-3 ;對聖經之詮


釋 199-201 ;對尼西亞信經


的詮釋 232 ;其彈觀 181-2 


機倒多蛇:揖數華督一性論者的

角 260


擺闊多修工骰 ]59, 166, 167, 182, 


189 


觀照5名勒 ]45.148, 167, 190, 233 


擺闊芬成 2紗， 309


擺闊非鸝 373 


擺康大﹒繞魯勒斯(鎮子提摩太}
 

202-再

提摩汰;一位 315峙， 368刁3， 379


樣摩太之世 503 


斯威朗會 156 


斯鸝鑽恩 190-1 


發拔 212


灣總組斯 202 


靜茲織革在 190-1 


t 
t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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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科!lli尼斯 298 


景教蹲到心9， 311 ， 313 ， 315 ， 317 ，
 

329-蹄， 532 ;與伊斯 319 ; 


對其的神學引介 549-41 ;在


神學上的建漏 331 。亦參轟


思$路教會;最思多留爭

論;聶思多留異端

景 j學 319-21 ， 331 。亦參郭
儀;伊斯;最忠多罷教會

替說特攝一點 9 


森{色 269


猶太教:典禮罕默僅 345珊6 ;何


裴拉玉埃藤歸結猶太教
 

74 ;在阿拉松的6; 在中國
 

308 


猶太戰爭 9-10 


《黨貞論) 103, 104 


《錯事告臘人的話) 78θ 


輯特烈二機 412 


聽聽資 296 


華倫攘努 69-70 。亦參記得撒


是;諾斯雇主義

華倫斯 293 


華頓 448-9 


萊實 284 

菲利克斯三世立的

菲j各聲納斯 218輛9; 與基督論 

218今


菲攏期 268 


付手赫車薪) 114 


贊賞可 449 


貴崗位喜嘲9， 420， 466


覽鶴稍一世 249 


那敏無 1 日， 112-3 


惰輯 310 


亞洲鑫實教史

十三三黨

種各比漲 259 ;拓展期間平告說

傳權者的角色 262-3 。亦參
科普特教會;基臂一性論

稚的拉睛一話 165 


雅{射的含芝世(馬1ïJ)是54-8 ， 474，
 

500-3 
韓伯拉精會議 165-9 


)11援民 355 ， 360， 362-5 ， 373 ， 378輛80
 

Z民主說拉(希韋拉) 345 


輛子說 187 


鑫奇 -itt 268 


塞苦奮牲人 是05， 408


塞維魯 218， 259懦的


塔爾 19 


奧古其好了:其罪觀 181 


奧吉斯都 7-8, 9, 156 


鹿三暴力克 拉8， 482-3 ， 524刁


臭杜維加 156 


農其rr尼!拉 48δ。


奧瑪 -t些 346, 348, 351 , 352翩3 ，
 

363 。亦多奧瑪的章


輿王寄了，前 365 


轟鳴約章 343, 353-4, 355, 363 ; 


收緊 367 


鶴捕， J. 331 


搗格， W. G. 272 

錯戒主義 79帥的。亦參地提安


禁隸主義 81 -4, 101-4, 114-5 ; 

蚵弗拉哈特 130輛與自拜
 

258今;與丘吉西能斯的穿藍各 

127-30 ;與他提安 76柵9 ;與

提閱讀~ 181; 有i鶴的堂教活

動 1翩翩6; 蘇菲諜的禁憨

義 404-5 。亦參禁戒主義



蒙哥|	 555 

169 

群體 295 


6， 12，詣，是9-50 ;印度的 

25-45 ;多馬傳說 

30忌。亦參《多馬 

123 


115 ， 131 ， 1 峙， 238 ;與
 

101-是
 

5悉， 67 ， 76-8 ， 99， 199, 201 , 


213δ ， 320 


411 


403 , 407 , 420 


56, 71 , 121 , 320, 326, 330 

簡簡芳的難偷斯 427 


路葉先托夫斯基 422 


221 甸2 

i蔓輯會毒犯，尋26， 427， 5倍， 524


蘊教 3日 0$參聽教;中國;儒
 

16弘沛， 241 亦參建迪韋 

149, 169-71 , 248 ;其
 

169-70 

168 


142 


露骨艾艷梅約聽 221 


十間擻 

424-5 

教的寬容 144, 159峭的，
 

235 , 246-7, 252-4, 312-3, 317

9, 342-3, 353-4, 366, 368, 399, 


402-3，尋24司6，是27-30，尋尋3δ0 ， 

456-7 ， 467-8 ， 475翩8 ， 480， 494-

5, 498-9, 506 


、陳洗者彼得 203-4, 218 

澳武帝 14 


鐵羅亞斯德 110-1 


嗎辦的多馬 239, 378 


瑪幫幫fB 229-42; 與科鎮，囉績顯

:大清 233-8 ;任內 

23。也3
瑪爾問f自會議 230-3 


瑪爾雅各 143 


瑪爾輿古 128-9 


碼爾撒母耳 112 


工作銬， 75，駝， 10尋-5 ， 214糊 

7, 221 , 328-9, 330, 381 ; 


接播音工作者 221去， 263，
 

294-6 

42是-5 ， 427， 466


雄古謊斯 232-3 


織斯	lþ白先 7 , 10 


人 419-40 ;與波斯教會
 

443翩翩;察合畫 504-12 ;內


戰 467-8 ; !繼位之乎尋46-
7 ;蒙古帝盟 424-6 ;方聽會


到蒙古之宣教活動 426-35 ; 


對著督接之寵幸起 505 ; 


和接奮進阿援顯著 4尋4-8


的和平詩期 417個536 

426, 430-1 , 433-4, 444 

稜鑼斯多哲思 285 


《赫的兜里特斯之書(或市集))
 

186-7, 532 

通牽控克留 268-9 


31 


352， 365 ， 397、 398-9，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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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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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美關脂粉l

十五聶

璧米特庫尼斯 38-9 

德魯茲攘的3

摩尼日子7， 148


摩尼教 113-7, 312, 319, 322-3 , 

421 ;摩尼數中之禁慾主義
 

115 ;在波斯與基督教及扶敬


之駕突 109-18 ;典故教之比


較 113-5 ;雖尼教中之二元


論 114-5 。車參基督教;


惡多留教會

摩樣族的2


蓋章母，耳 271 


廠和難 180, 198, 205, 212 ;與在


也克殼的要協 204-5 ;與主義


督一性論告提 189 ;被提出


教會 185 ;遭罷兔 184 ; 


對聶學多醋的攻擊 183-4 


歐爐奇 190, 205 


歡葉青變 3是6， 348 ， 351 ， 352


播毒草諾斯 38-41 


《誤為檻者哈比~ ~ 1的


〈論思索馬與聶d您多躍派系) 219 


《論證;} 130，曰:位， 133, 142 


魯益斯， B. 397, 412 

魯說醋， C. S. 112 


魯蠱 295 


魯鐘之世 295 


十六，使

傳家思想 312, 476-7 0 亦參佛


教;中關;這室，教

〈戰爭論) 142 


亞洲鑫費醫教.t

《歷史話;} 499-5仗l， 512


澤洛 2的情4， 259 0 這三參《合~.{吉

樣》

禪蘊f昆主義 112 。亦參扶教

?獨立橋音J 199 


獨身 209， 2蹈-1 ， 239


穆罕默標 342， 350心;與異教倍


仰 344δ; 脫離猶太教 

345-6 ;聽器督教的欄標 

343-50 
體拓雛會 374-5, 377 


穆阿緯亞 358, 359 


禮過亞三世 295, 298 


褲帶籠 299國詣。


體爾 445 


髏爾太齊賴瓣 375 


諾士鸝 130 


諾斯底主義的忌， 69刁2 。這豆，黎巴


得攤尼;華翰提努


輯斯祖亞 317 


軍士特 320, 326 

鑫密無特三世 144 


霍密斯特自世 252 


蠶握完特 4鈍， 503


飽麗芳 64 


十t濃

儷嚮比J為斯 3辱， 39，的， 49剖，的-

2, 105 

彌勒繞到4


《懇、督醬) 269 


《講道集;} 213 


十八，

聶忠多留 182-5, 205 ;與打擊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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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557 

龍主義的運動 182-3 ;歐利

練對其異端位撥號 183-4 ; 

體攤兔 184 ;對其管學之考

查 185-8 ;逐出教 

184 0 亦參希巴;寫爾何伯;

拿商;聶息、多留爭論;聶思

留教會;聶肆L多留異議;

景教縛 i 尼西比斯學院;控

辦學說

聶惡多留爭論 177θ5; 嘉定其弱點

的攻擊 219忍。;在教會會議

的重要挂 216 ;幸的主辦倡議

播 197-226 0 亦發聶聽多留
教會;爾忠多留異議;景教

碑

議恩多留教會 179 ;聶思多留教

會的擴張 483爛的;與天主教 

497-8 ;其數憨主義 

127-30 ;其基督論 210 ， 2時， 

263汀， 325-9 ;在串串木兒泊下

的瓦解	 509喘口;在回教讓境

的式教 377翩 81 ;在中東的

式擴 521-2 ;在中鍾的消失 

321 峭 33 巴串串的主教職位 

125-8 ;中近記詩期的拓腿 

473 ;在說黃豆大組害後的增長 

272 ;在中闢 309句話， 314-6， 

319 ;在蒙古 419-40，是 72翩 

3 ，在波斯 342, 399-400 ;在
役。-1 波斯教會轉

向聶恩多留信仰 205丑。;嗔

導的問題 246θ; 復興

將4-8 ;其拉9::t蟬堂教活動的

擴膜 316 ;空空流聽會議 

125-7 ;其持學，及世提何學

派 180 ;其三位一體的教義 

210 ;在自教的統治下 357, 

359 ~年參卡字軍;回教;講0 

患多留爭論;聶患三客觀

端;景教碑;宗教混合主義

聶單多關異端 206冷。亦參聶思

三字闇爭論;聶思多問教會;

景教磚

攏多黨	 147 

412 
薩槳:王朝的沒落 26忌 -70 ;早期 

95刪 151 ;復期 1鈣-278 ; 
跟難誨的關係 96-8 ; 

95-107 。亦多幸被顯 

404 

薩辦教 420-4 

醫療室主教 160， 254， 374，蹄。

離蟑 255 

十丸畫

龐培 12 

羅伯魯殺7， 430-5

羅林森 300 
難罵，遭洗品的。

，絲馬泊下的和平時期 7 

《蟬馬帝體衰亡史}> 453 

贊馬士 221 

工十矗

蘇非故 404-5 

辦絡技處 160, 181 

草草案文 146, 148, 149輛紹， 293

蘇聾的體爾斯 125 

《釋經學}>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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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矗或以上

屬性相犧 188 

攝摩勝 17 
鐵木真。參成吉思汗



條自英中對照表
 

Abaka ~可 Anft 

'Abbasid caliphate ~再接黨報討教 

Abd al-Muttalib 

Abdisho 阿緝毒毛 

Abgar II 阿布晶體三世 

AbgarVIII 阿布加爾八世 

Abr給誰阿布哈 

Abraham ofBeÎt Rabban 會拉琨
的同羅轉 

AbrahamofK泌kar 卡斯卡的阿樣 

J駱 

Abu Bakr ~iiJ布白克 

Abu-Karib As可 ad 豆豆沙德 

Acacius ofAmida 阿米遠的時聽

修 

Acacius of Selecuia明Ctesiphon 悶

或書畫。舉間封的南海穆 

Acculturation 文化爐應 

Achaemenids 阿革米尼人 

Acts 01 Sharbi (沙比爾行傳〉 

Acts 01 St. Mari (馬里行傳》 

Acts 01 the Marty月 〈喝道者行傳》 

Acts 01 η10m剖， The {多為好傳〉 

Addai ~可達 

Address to the Greeks (給希臘人
的話》 

Adiabene 阿迪阿;李教會 

adoptionism 網子說 

Aenid (Virg胎換?是伊特(維

爾) 

Agapìt 阿加庇 

A部齡協阿加尤斯 

A紹ai 照加爾 

Agricultural mi叫你農業宣教 

Ahriman ~育和 

Akha 阿啥

滋孔ziz 悶色士 

al打akim 暗金

叫“ Mundir扭轉站盟三世 

al小-ìuman 

al-Numan III 魯曼三世 

A]arÌ'C the Goth 哥特人阿拉力 

Alexander the Great 亞盤山大大 

Alexandria 接聽 IIJ大學派 

'Ali 阿毀 

Alopen 阿雄本 

'Amr 艾爾 
e
e
i
a
tAn Lu拾anrεbellion 究隸 (IJ之截 

559
曹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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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 單決l車直督教且已 

An Shih去品。 安股高 

Ana泌的us 豆豆拿斯大體 

Anathemas {咒i鑫讚〉 

Andrew of Longumeau 朗格米的

安樁魯 

AndrewofPεrugia 鼎魯冀的安種

魯 

Annals of the Former Han {前漢 

Anselm of Lombardy 倫巴造的安
瑟偷 

Antioch 安提餌 

Antony of Egypt, St. 搜及梅要安
東思 

Aphrahat 阿弗拉哈特 

Apol1inarius 悶波利拿單 

Apostolic Constitutions {使徙憲

典》 

Arabia 阿拉{自 

Arabian Nights {天方夜譚主 

Arbe!a 阿裴拉 

Arcadius ~可加過斯 

Ardashir 1 ~可達沙叫世 

Ardashir II 時建沙二世

人rghun 椅魯渾 
Arianism 亞流主義 

Arius 直沒 

Ashoka 悶響卡拉 

Asia 亞斯 

Athanasius 斑她那體 

Atiya 亞通社 

Attila the Hun 匈奴人呵揖拉 

Augustine 奧吉斯丁 

Augustus 奧古期都 

Avesta {悶吠陀》 

Babai E拜 

Babay 巴比亞 

Babhai 巴海 

Babowai 白布偉 

Babu 巴布

BarHεbraeus E爾希布萊 

Barbashmin 巴爾自ft明 

Bardaisan 巳得搬尼 

Barsamya 巳森也 
Barsa削減自索馬 

Barthold ô托帶 

Bartholomew 目多釋買 

Basil II 思菌謊三世 

Basiliscus 巴斯科卡努i 
Bati 拔都 

Battle of the Elephant 大象之戰 

Bauer, W. 鮑爾 

Bektutmish 耳目士也態失 

Benedict 本篤 

Bíble 聖經 

Bishop 主教職務 

"Bishop Alopen doωments" 悶罐

本主教文獻j 

“Bishop Cyriacus documents" 及

烈柔軟文獻J 

Book (or Bazωr)of Heracleides 
《赫拉克盟特斯之書(或市 

n 
BookofG仇!ernors {憩餐露》 

Book of Prasie (Book of the 

Honoured One) {導經》 

Book ofRelìgion and Empire 
教與帝罷》 

Book ofthe Himyarites, The {諾。米 

Book ofthe Laws ofCountries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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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律》 

Book on the Union {含一之審》 

Boyle, J. j丸， 博伊爾 

Brock, S. P. 布羅克 

Browne, E. G. 布朗， E.G. 

Brow帥， L. E. 布朗， L. E. 

Buddhism 佛教 

Burki跤， F.c. 穿白基特 

Buyid (Buwayhid) period 布瓦若

據王朝 

Caesar, Julius 凱撒大帝 

Ca1 igula 卡堅古拉 

Carringto泣， P. 卡林頓 

celib詰.cy 獨身 

Ch'in dyr臨ty 秦朝 

Ch'in Shih Huang-ti 裝蛤臭 

Chadwick.‘紅查魯威克 

Chagatai 察合臺 

Chandragupta 藤跎羅笈多 

Chang Ch'ien 張響 

Charlemange 查理曼 

Charlesworth, J. 日， 查爾革時訣 j皂、 

China 中關 

Ching-ching (Adam) 

Chosroes II 科斯羅埃斯三世 

Chosroes the Great 科斯維現斯大
辛苦 

Chrísitan Topography {基督教地

誌》 

Christianity 暴警教 

Christology 基督論 

Chronícle ofArbela {時裝拉編年

史〉 

Chronicle ofEdessa {伊得撒籲年

史》 

Chronicle ofSeert {菌瓦幫搧年
史》 

Chronography (鹿史誌》 

Chrysaphius 斯薩費思 

Chrysostom, John 屈梭多模 

Church of Holy Sepulchre 題基堂 

Church of the East 東11教會 

Chwolson, D. A. 曹司已 

Claudius :;'李老丟 

Clement 丟在科兔 

Clementine Recognítions {克萊門
起識到》 

Commodus 軒轅督 

communicatio idiomatum 屬性相
過 

Confucíanism 龍家思想 

Constantine 君主:攬了 

Constantius 君士坦丟 

Coptíc church 科普特教會 

Cosmas Indicopleu泌的科斯馬斯 

Council of Chalcedon 邁克散會議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岩土扭

了學會議 

Councìl of Ephesus 以弗研會議 

Council of Nicaea 恩西盟會議 

“Council of Robbers" I 強盜會議 J 

Covenant of 'Umar 輿瑪約章 

Crassus 卡述斯 

Creed of Chalcedon 聽克增飽經 

Creed ofAphrahat I亞弗拉哈特信

經J 

Crusades 十字軍 

Cyril (如 ra) 歐科擇 

Cyrillona 漸成鵑拿 

Cyrus 11 居魯士三世



562 E草草基督教員已 

Dadyeshu (Dadh'Isho) 連連索 

Decline and the F all 01 the Roman 

Empire <羅馬情盛衰亡史》 

Demetrius 種米特點回厄斯 

Demonstrations <議證〉 

Dengyo 最控告 

Denha 1 屯啥… -tlt 

Dhannaratna 竺該離 

dhimmi JI農民 

dhu判awas 鞍華斯 

Dialogue on Fate {命還對談錄》 

Diatessaron {四福背合參〉 

Didascalia Apostolorum <1!竟誰遺

範〉 

Diodore 追持多 

Dioscurus 丟斯庫若 

Doctrine 01Addai {賄、建議〉 

Doctrine 01 the Apostles (< {制定數

義〉 

Dokuz 說吉思、 

Dominic, 81. 章是道明 

Dominicans 董明會 

Domitian 多米間 

Domnus 都默無 

Druze 體魯茲派 

Duke KuoTzl叫郭于儀 

Dyophysitism 基督之唯論 

Edessa 伊得聽 

Edict of Toleration 宗教自由法 

“Edit of說ilan" r米蘭敕令」 

Elias 以利亞 

Elísa 以平'J沙 

Elisaeus 埃軒修 

Encratism 禁成主義 

Ephrem the Syrian 以法鐘 

Eranistes {伊軍尼斯梅〉

記rbil 艾比會 

Eudocia 余多城東
 

Euphemia 尤菲米妞
 

Eusebius 儷筒注烏觀
 

Eutychus 蠍迪奇
 

Evagrius 故弗格盟斯
 

evangelism 福音工作
 

Ezekiel 以商蹦
 

Farbokt 法|、磯
 

Fatima ~去蒂密
 

Fatimid dynasty 法蒂密朝
 

Felix 自菲利克斯三世
 

Fiey, 1.主1.
 

Fifth General Synod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第五屆教會會議

的hrist {募轉里斯》 

First (French) Crusade 第…故
{法盟)十字軍東桂 

First Ecumenical Councì1第 -rx
大合會議 

Foster, J. 霍士特 

F ount 01Knowledge <知識之泉》 

Fourth Ecumenical Council 第四
技大合會議 

Francis, 81. 書畫法草曾問斯 

Francìscans 方濟會 

Frederick II 韓特烈三世 

Frye, R. N. 

Gabriel of Si紹ar 及烈 

Galerius 加科謊 

Gen鑫his Khan 成吉思汗 

Geography (Ptolemy) {蠟理> (托

勒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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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Strabo) (地理誌〉
(史特龍) 

George 喬治 

George of the Ongut草，對1flce 能治

王 

Gh說.zan 

Gibbon 吉本 

Giwergis (George) 健泊 

Gnosticism 諾斯晦主義 

Gospel ofThomas (多為福音》 

Great Monastery 大修磁院 

Great Schism 大分裂 

Gregory 1 貴銷稍一世 

Gregory of Nisibis 月2西比斯的實
鉛科 

Gregory of Prat 柏轄的實鉤利 

Gregory of Tours 都爾的實銷和 

Gregory the IlI uminator 敢黨者實
鉤利 

Gregory X , Pope 教欒貴鉤利十世 

Grillmeier 訪美亞 

Gundaphar 
Guria 古里亞 

Habib 哈比← 

Harun al-Rashid 啥擒﹒賴世傳 

Hashim 哇啦 

Haydar 海建 

Hayyan 哈恩 

hegira (hijrah) 黨或指(希建校} 

H單位韋拉磊 

Henoticon (合一信條〉 

Heracli財 產率控克留 

Hermeneutics (鵬總學》 

Herod 椅律 

Herzfe泣，日. 鄰友菲爾德 

t 

Hiba 希巴 

Higgir蚣， M.J. 特至全斯 

Himyarites 希米單單特人 

Hind, Queen 希特王后 

History ofthe Church ofAdiabene 
《阿迪阿本教會史》 

History ofthe Holy Eastern Church 
《幸存體東方教會歷史》 

Hitti啥 P. 1豆， 希提 

Holy Spirit 

Homilies <.攝權集〉 

Hormizd II 霍嚮斯特三段 

HormizdlV 霍嚮莫奇特由世 

Howorth，跤，且霍i撥兒特 

Hsiuan-tsung 庸宣宗 

Hs踹削盼必盼卜-耐-回!uan1-

H扭叫呵拉u i退旦懿兀Iul 尪1I址le

Hunayn ibn刁shaq 字黨爾 

Huns 匈奴 

“Ibadi" 門尹巴姐 J 

Ibaka翩 beki 亦也給 

Ibn Arabshah 伊;;$:阿拉沙 

ibn-Ishaq 伊本伊騰 

Ibrahim 伊目謙 

Ignatius of Antioch 依納酹 

India 印度 

Innocent IV 依諾森您盡 

Isaac 以轍 

Islam 區教 

Issu 伊斯 

Jacob Bar-' Adai B爾阿建 

Jacob of制的 sa f尹拇麓的難各 

Jacob of Nisibis 是擇也斯的雅各 

Jacobites 種各比派

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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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of Nisib必 是喜若能黨的詹姆

斯 

Jerome 草案米 

“ Jesus-Messiah Sutra" <序聽途詩
所(詞)總》 

Jewish War 猶太戰爭 

Jochi 朮赤 

John of Antioch 安提闊的的輯 

John of Damascus 大馬士革的輪 

3。她 ofEphesus ~弗軒的約翰 

John of MarignoHi 駕黎語里 

John ofMonteωrvino 孟棒高娃娃 

John of Plano Carpini 柏朝嘉賓 

John of Resh-aina 當什艾勒的的
翰 

John the Persian 波斯人的翰 

JohnXXII 的輯:二十二世 

Jord翻us 蓮香丹訥斯 

Joseph 的瑟 

JudaÌsm 猶太教 

Julian "the Apostate" r接教者j尤 

Justin 1 

Justinian 查士T尼 

Juvaini 朱蘊 

Kobo Daishi (Kukai) 苦海大報 

Ka紋-yi時甘英 

KaoH泌的心hih 真能芝 

Kao-tsu 露真組 

Kao-tsung f.蓋高宗 

Karad恥的卡拉杜悉 

Karakhanid 加拉肯尼 

Kartir 卡爾蒂 

Kasyapa Matanga 攝摩騰 

Kavad 卡瓦種 

Kavad lI 卡瓦醬、二世 
Ked品結晶禪布第 

Keraits 寬慰部 

Kirkuk 讓爾摩克 

Koran 古蘭經 

Kotai 

Kublai Khan 忽必烈 

Kuchlug 路出律 

Kuyuk Khan 賞自 

Labou役， J. 拉搏

Later Han dynasty 東漢 

Latour，怯怯， K. S. 拉窩頭 

Lawrence of Portugal 葡萄牙的難
倫斯 

Lay missionari郎平倍極富教 

Leg阱， J. 理難各 

Leo 1 和奧一世
 

Lewis, B. 魯益耘， B.
 

Lew怨， C.S. 魯益鱉， C.S.
 

Libanius 利巴證
 

Licir泌的理吉紐
 

"Life of Giwergi" {佐泊的全平》
 

"Life of John of Tella" {泰;會約翰


一生〉 

Lives of the Eastern Saints {東方
諸聖生平〉 

Loban軒-Rostovsky 路斯托夫斯
基 

Luther 寫了路籠 

Maes Titianus 擺天諾斯 

Mahdi 馬赫鵲 

Mahmud of Ghazna 馬茂德 

Maitreya Buddha 爛勒佛 

M旅ika 1I 馬克喀二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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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elukes 馬穆魯克人 

Mana 

Mani 

M在nichaeanism 摩尼教 

Mansur 曼黨轉 

M揖nsur ibn-Sarjun 伊本黨奇 

Maqrizi 馬樹慈 

MarAba 碼事實阿怕 

Mar Aba of Kaskar 卡斯卡的瑪爾

判f白 

MarAugin 瑪慚奧吉 

Mar Jacob 碼事需雅各 

MarSamuel 鑄事實碧藍母耳 

Mar Yaballaha III (Mark) 韓伯拉
自合三世(馬有J) 

Marama 馬拉磷

結arcion 馬 

Marcus Aurelius 馬可輿熱淚 

“Margam Kali Pattu" <烏根之歌〉 

Mari 

Mari of Ardashir 掰違章þ馬 

Mariyah 馬 

Maronites 篇著恩振 

Martel, Charles 查玉皇﹒搞特 

martyrdom 殉道 

Marun of Dilaita 1.哥倫 

Maruta 焉知樣 

Marutha 馬如他 

Marutha of Maipherqat 罵法基主

教態如他 

Mawiyya 為域亞

話azdak 馬士縛 

Mazdiakians 麟士種信徒 

Medical missio紋 醫療質教 

Medlycott, A. E. 梅體利哥 

melet 米勒 

Melkite church 麥基派教會 

Menander 曼吾吾特

說的冊， K. 門聽

說erd益的ah 蠱丹抄 

Merkits 療樣族 

Messalianism 麥擻，憐三位難 

Michael the Syrian 設和亞人米高 

Michael VII 米翻勒仁世 

Miles of Susa 黨蟬的邁爾斯 

Ming dynasty 明輯

結ing-ti 東漢明帝 

Mingana 米格拿 

Mingana, A. 米格拿， A. 

Misdaeus 米多伊棧 

Mission 宣教 

Mithridates 1 米契達德一世 

Mithridates II 米冀丟棄撥之啦" 

Monastery of Kenneshre 肯訥西修

院 

monasticism 會說緝度 

Monophysìte church 聲督一位講
教會 

Monophysìtism 講餐一姓論 

Moses of Chorene 喬里內能賺摺 

Mu 'tazilites 穆爾太齊輯派 

Mu'awiya 機阿偉亞 

Muhammad (Mohammed) 穆罕默
館 

Muir 種爾 

Mutawakkli 勝拓d雄奇 

Naimans 乃變 

Narsai 

Nar銘h 納西 a
z
z

摯
，
辦
但
&
拉
步
步
修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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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ses 納西拉斯 

Nea峙， J.M. 忠實可

?這約旦， S. 萊爾 

Nero 尼祿 
Nestorian church 是善惡多關教會 

Nestorian éontroversy 聶思多曾率
論 

Nestorian heresy 聶思多留異端 

Nestorian monument 學教碑 

Nestorius 羈忠、多幫 

Neusn哎， J. 諾土豆肉 

Nicene Creed 尼間亞信錯 

Nicephorus 纜鰱斯 

Ninth General Synod 第九屆教會
會議 

Nona 朗發 

Northern Wei dynasty ::It麓 

Odes ofSolomon {所雄?可贊歌》 

Odoric of Pordenone 奧多力克 

Odovacar 輿杜維加 

Ogetai 竊聽聾 

Oljeitu 

“On Barsauma and the Sect of the 

Nestorians" <論巴掌馬與聶

患多單技系〉 

"On Persecution" <遍現論〉
 

On Vìrginiη 《盤貞論〉
 

“On War" <戰爭論〉
 

Oration on Habíb the Martyr {說


期道者哈比抖

。rganon {工具論》 

Origen 龍科根 

Ormuzd 那轍斯 

Orthodoxy and Heresy in Earliest 

Christíanitv {最早期的基智

教中的正娥與異議》 

Osrhoene 奧斯尼內 

Pachomiu旱， St. 聽帕爾米為 

Palut 帕自 

Pamphilos 旁非，總 

Pan 凹'ao 讀罷 

Pantaenus 播舉諾斯 

Papa bar-Aggai 思!怕巴爾陶該 

Parthians 帕提軍人 

Patriarchate 主教長轄 

Paul of Beit L句的 貝爾剎伯的保 

Paul, St. 難保羅 

pax Mongolica 戴一古治下姆和
時期 

paxRomana 擺厲指下的靶子時

期 

Perìplus of the Eηthaean Sea , The 
《埃特龍海的佩里普斯〉 

Peroz 械雄斯 

persecuhon 

Persia 披斯 

Persian church 波斯教會 

Peshitta 闊摺大譯本 

Peter the Fuller 眾說著彼得

到lemion 髒賽是安 

Phil仰的rgíus 發羅斯多哲思 

Philoxenus 嘉浩贊納斯 

Phocas the U surper 葬觀斯 

Phraates IV 菲勒第斯閻健 

Polo hrothers 孝羅兄弟 

Polo, Marco 路可~鱗 

Polycarp 壞旅甲 

Pompey 朧培 

Pontius Pilate 本丟被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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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dessa 伊得機學院 E
J
P

、

Prajna 般若

Probus 普故土

ProcopÎUS 普羅科匹1豆葉詩

Proterius 苦，擺鈕斯

PulcherÎa 普革域誼 

Qamlshu 卡伊思 

Qayuma 

Question 0/Milinda 《曼南特的問

Quìiore 喬拉 

Rabbula 校本拿 

Rashid al棚 Din 阿甸 

Rawlinson. G. 綠林裘 

Reischauer, E. O. 賴斯祖亞 

Robber Council 強誼會議 

Rome 

Sabaryeshu 1 、沙尼耶喜一世 

Sadhost 薩多難 

Saeki，紋 X 佐伯好郎 

Saladin 轉 tv:T 

SaIiarus 沙服豆豆魯士 

Samanids 

Samuel 聽母耳 

Sassanid 藤桑王朝 

Sauma 吋 

Saunders 

Sayf 寧夫 

Schism 分裂 

Schmidlin 施密種琳 

School of Bet Sadhe 伯拉þ連學說 

School of Gundeshapur 京體沙珀 、

School of Nisibis 尼閱昆主持學說 

School of Seleucia-Ctesiphon 間
說慧芳草摸封學院 

問
削多

School of the Annenians 
學院 

School of the Persians 議期學院 

School of the Syrians 敘利亞學院 

Second Council of Ephesus 第二故
以弗斯大公會議 

Second Ecumenical Council 
吹大公會議 

Seleucids l'要境古巴朝 

Seleucus 1 商琉古 

Seljuks 塞爾牲人 

“Separate Gospels" r獨立福音 

Sergius 1 塞寄一社 

Severu器。f Antioch 

Shaklupa 說þ盧帕 

shamanism 蟻海教 

Shamona tþ罐訥 

Shamta 轟他 

ShapurI 沙普爾一黨 

Shapur II 抄誓事實三世 

Shapur III ï步吾爾三世 

Sharbil 記þ丘爾 

Shi'ites 什葉派 

Shimon V 西門去做 

Sails 

Simeon of Beit Arsham 貝爾詞森
西丹 

Simon Bar-Sabbae 西門巴爾攝巴 

Sirin 佰琳 

Siroes 讓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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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rates 蘇格拉底 

Sons and Daughters of Covenant 
聖的兒女 

Sorkaktani-beki 竣魯忽帖尼 

Sozo泌的蘇索文 

Spuler 薩布動 

Strabo 史特保 

Sufis 毒草非銀 

Sui dynasty 嬉朝 

Summa Theologica <:神學大企》 

Sung dynasty 宋朝 

Sunnites 遲遲尼派 

Suren 紐倫 

“Sutra of Mysterious Re8t and Joy" 
《法;豆豆安樂報》 

“Sutra on the Origin of Origins" 
《宣元旦在本經〉 

syncretism 宗教混會主義 

Synod of Acacius 闊部{學會議 

Synod of Dadyeshu 建迫黨會議 

Synod oflsaac 以撒會議 

Synod of Mar Aba 瑪爾阿伯會議 

Synod of Seleucia 閻龍華會議 

Synod ofYaballaha 牙拉伯拉啥會議 

Tai部unε 唐太玄宗 

T ang dynasty 唐朝 

Tamasgerd 連馬齊吉 

Tamerlane 帖木琵 

Tansar 盧薩

志。ism 道教 

Tar刃，嘿嘿塔爾 

Tatian the Assyrian 他提安 

Temujin 鐵木真 

Tenth Gen信ral Synod 第十屆教會

Theodora 提何多拉 

Theodore of Mopsuestía 提阿多 

Theodoret 蜓阿多勒 

Theodosius II 提阿三多修二世 

Theophanes 提粥芬尼 

Theophilus 提附非羅 

Theophilus "the Indian" ~~度人j
提阿非擺

布ird Ecumenical Council 第三坎
大合會議 

Thomas Aquinas ~哥奎那 

Thomas Christians 多罵錯接 

Thomas of Cana 迦摯的多馬

背lOmas of Marga 瑪船的多馬 

Thomas Rabban Pattu (多惡之歌〉 

Thomas the Tanner 坦拿的多罵 

τhomas. S1. 

“Three (Nestorian) Doctors, the" 

「三大(聶思多關)學者j 

"Three Chapters" r 三章 J 
Tiberius 提比關 

Timothy Aelurus (Timothy the Cat) 

提摩太﹒糗魯聶斯(貓于提

摩文) 

Timothy 1 提摩太一世 

Timothy II 提摩大三世 
Timur Oljeitu 帖木兒，烏拉齊臺 

Ti圳ates I 替銳特連一般 

Titus 揖多 

Togh在n Timur 妥都;中古木完 

Toluì 論當 

τomar純托馬爾藤 

Tome <:書冊》 

tonsure 能斃儀式

丁玲a泣 的雅努 

T討mingha紋，1. S. 特呈現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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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ritton， A. S. 特里頓 

Tubana 柱本立 

Turks 

Uìghurs 畏吾兒 

ul懿鈴烏裴11i. 

'Umar I 奧碼…吐 

'Umar II 輿瑪三世 

Umayyad caliphate 使馬車回敦敦

主 

umma 群體 

Urban 11 烏爾班二世 

'Uthman 歐斯曼 

Valens 華倫斯 

Valentìnus 華偷提努 

Varahan II 瓦拉幫三世 

Varahan V 瓦拉蘭五世 

Vartan 蒙頓 

Vespasìan 維斯轅先 
Vìgilius 緣盲流斯 

Vine, A.R. z,[. 

von Grunebaum, G. E. 格是轍幫 

Voobus, A. 輯按期 

WangMang 

Warmington, E. 況， 法晚頓 

Watt, W.M. 說特 

WhìteHuns 自留奴 

Wìgr紋豆， W. A. 韋i函 

William ofl支ubruck 擇伯擲 

WiJliarn of Tripol泌的黎波里威，釀 

Williarn of Tyre 推羅的處黨 

Wu Huo (Wu Chao) 

Wu-ti 漢武帝 

Wu幅ung 唐武宗 

YabaUaha I 朧的拉哈…世 

Yaballaha III 雅伯校培三設 

yasa 也、沙 

Yaxdegerdl 亞茲盤古轉轉一世 

Yazdegerd II 亞茲盤古瓣醬二設 

Y位de鑫erd III 豆豆茲德吉爾德五世 

Yazdin 塔斯甸 

Year of the Elephant 大象之年 
Yeshuyab 1 耶書豆豆一世 

Yeshuyab II 

Yeshuyab III 耶脅亞三世 

Young,J. 楊槍， J. 

Young, w. G. 楊格要w. G. 

Yuan dynasty 元朝 

Yuhanna 尤漢那 

Zachary 

Zacour, N. P. 扎古草 

Zamasp 贊馬士 

Zeno 澤洛 

Zimisces 齊美西斯 

Zoroaster 璜羈亞斯總 

Zoroa在trianìsm 校教 

Zurvanism 灘蘊尼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