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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離真道 
Departures from the Faith 

 

   按年代次序: 

 

 西元後 

 

      第二世紀 

 

     120 --  聖水變成一種非正式的儀式 (慣例); 是從異教徒的敬拜儀式中抄襲而來. 

 

     157 --  希臘人有爲死去的英雄烈士舉行祭典的風俗習慣，當時的基督徒受希臘人的 

感染，也承襲了這個習慣.  (當時的基督徒也抄襲了這種風俗習慣.)  由舉行祭

典的儀式演變爲 (發展成) 聖徒敬拜. 

 

     180 --   當 (一些) 地方教會只受一個長老 (或所謂的『主教』) 管轄時，這時以基 

督爲王的統轄形式就瓦解了.  這個主教，會延伸他的權勢到幾個不同的地方教

會去，最後形成了教宗制度 (羅馬教宗權). 

 

      第三世紀 

 

200 --  開始在烈士的祭典中，供著有祭物.  由此産生了聖徒祭日，跟著就有了爲死 

者祈禱的儀式. 

 

     240 --  開始有了『死去的聖徒爲活著的人代禱』的教訓. 

 

251 --  第一次舉行臨終洗禮.  (接受這個『臨終洗禮』的，是一個叫諾窪夫 

[Novation] 的病人). 

 

     257 --  神父的特制服，是沿用古希伯來的祭司服飾，尤其是神父所穿戴的. 

 

     260 --  因爲逼迫的緣故，修士們開始找尋一個隱密的地方作爲避難所，所以就有了 

『修道院制度』 (修道院生活). 

 

      第四世紀 

 

     320 --  這年開始在敬拜中用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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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  教會已經制定許多法規，這些法規都是基督沒有授權的.  (也就是他們所定的 

法規不是由神來的，而是人自定的) 這樣，在尼西會議中就寫下了一個信條叫 

『尼西西信條』 (Nicene Creed).  在教會歷史中雖曾陸續出現一些增添的教 

規、信條、但這些信條都是漸進的、且是不成文的.  到了西元後 325 年,終於 

寫下了一部完全背離神的話語的信條--『尼西西信條』 (尼西西信條是第一部 

寫下來的信條). 

 

     375 --  基督徒開始崇拜聖徒與天使 (當作偶像來崇拜). 

 

     394 --  聚會時採用『拉丁彌撒』的儀式 (全球性廣泛地採用『拉丁彌撒』是在西元後 

666 年). 

 

      第五世紀 

 

     432 --  開始崇拜耶穌的母親-- 馬利亞，之後人們把『馬利亞』當作是神與人之間的調 

停者、『人們以爲借著馬利亞』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與恩典. 

 

      第六世紀 

 

     500 --  神父們更廣泛地運用他們特殊的服飾來區分他們與一般信徒的不同. 

 

     588 --  人們開始接受『臨終塗油禮』這個教訓. 

 

     593 --  開始有了『煉獄』(滌罪) 的教訓，從此以後更利用這種教訓騙取無知者的錢財. 

 

      第七世紀 

 

     600 --  敬拜的時候，用『人不能懂的方言』敬拜. 

 

     606 --  出現世界上第一位教皇-- 波尼法修三世 (Boniface III); 波尼法修三世爲 

Phocas 所立. Phocas 是一個邪惡，嚴酷的陸軍上尉.  從此以後，這種『腐敗 

的教會管理制度』被合法化,正式化、國際化了.  過去人們一直妄想作教皇，

達兩世紀之久. 

 

     666 --  教皇麥他琳一世 (Pope Vitalian I) 正式引進樂器伴奏到敬拜中來 (雖然早在五 

世紀時、西班牙就使用了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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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世紀 

 

     709 --  開始有了『親教皇腳』的教訓. 

 

     725 --  『羅馬教皇的世俗權』歸屬於教會 (從此政教合一，教皇總攬大權). 

 

     788 --  敬拜的時候用聖徒的雕像或遺物來敬拜，已經相當普及. 

 

      第十世紀 

 

     933 --  教皇約翰十五世開始『贈予聖徒稱號』(或把死者加入聖徒之列) [全球性的『贈 

予聖徒稱號』，是在西元後 1160 年由教皇亞力山大三世 (Alexander III) 授權]. 

 

     965 --  當約翰十三世在羅馬爲聖約翰拉特蘭 (St. John Lateran) 的大鍾『施洗』時， 

就有了『鍾的洗禮』.  這鍾是獻給那些在神面前有影響力的死去聖徒; 這鐘聲 

可以用來趕逐惡魔. 

 

      第十一世紀 

 

    1015 --  化體 (Transubstantiation) [主餐中的葡萄汁和無酵餅，變成基督真正的身體和 

血] 成爲教會裏的一個教訓. 

 

    1022 --  沃木斯的會議 (Council of Worms) 中引進了 "懺悔" 的教訓.  沃木斯的布查 

主教 (Bishop Buchard) 寫下了 "有錢人可以用錢贖自己的罪" 這樣的句子. 

 

    1054 --  天主教分裂爲二:  (1)  羅馬天主教  (2)  希臘正教.  造成分裂的原因是『神 

職人員』間不能彼此合一. 希臘正教反對羅馬教宗過高的主權，反對『煉獄』 

的教訓，反對敬拜的時候用樂器伴奏及設立聖徒的雕像，主張受浸時必須浸入 

水中. 

 

    1070 --  『煉獄』成爲離棄真道的教會中，非常普及的教訓.  (尤其是那些神父們更是 

巴望著人們相信這個教訓，他們好從中騙取錢財.) 

 

    1073 --  這時候所有的主教們都被稱爲『教宗』，貴勾利十二世 (Gregory VII) 宣告只 

有羅馬主教可以有這個稱號.  從此羅馬主教開始被稱爲『教皇』. 

 

    1074 --  『神職人員不能結婚』成爲一種教規.  這樣作是爲了擔保神職人員更忠心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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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這引起了教會中一些傑出的主教們的反對，他們以爲這會帶來道德上的敗 

壞與淫亂.  事實的確如此. 

 

      第十二世紀 

 

    1130 --  七秘迹 (洗禮，堅信，聖餐，懺悔，臨終塗油禮，聖職，婚姻等) 被列爲目錄 

並加以採用. 

 

    1190 --  『免罪符的出售』普遍起來.  1515-17 年間，教皇利歐十世 (Pope Leo X) 更無 

理地擴大了這個『賺錢』的計劃，這就燃起了改革運動的火花. 

 

      第十三世紀 

 

    1215 --  『秘密懺悔』在教會中設立.  這種作法是由希臘神父借用巴比倫神父的習慣而 

來.  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洗腦』(Crossroads/Boston/Multiple Ministries  

Movement 也用類似的方法--Prayer Partners/Discipleship Partners.) 使你成爲 

精神上的俘虜. 

 

    1229 --  一般信徒不可以有聖經.  土魯斯 (Council of Toulouse) 公告裏的一部分這樣 

寫著:  『我們禁止俗人擁有新舊約聖經...』. 

 

    1245 --  樞機主教的紅帽 -- 由里昂會議 (Lyons Council) 訂定.  (這意思是:  必要時 

他們將會用自己的血爲教會作最大的犧牲. 

 

      第十四世紀 

 

    1311 --  灑水、倒水、第一次得到教皇的許可，成爲『洗禮』的一種形式.  (雖然灑水 

倒水已經用了好幾世紀，從第十二世紀以來更常被用.) 

 

      第十五世紀 

 

    1414 --  康士坦思會議 (Council of Constance) 正式宣稱『俗人』不能喝主餐中的葡萄 

汁. 

 

      第十六世紀 

 

    1517 --  馬丁路德要與教皇辯論.  教皇計劃在路德前往羅馬的途中，將他殺害.  但是 

路德卻在朋友的幫助下免去這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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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 --  路德斷絕與羅馬天主教的關係，但是他還是保留了天主教多半的道理.  他並沒 

有把教會復興到原本的樣式，他不過是改革了天主教的道理. 

 

    1530 --  奧斯堡信條 (The Augsburg Confession) 被寫下並採用.  路德會的每一信徒都 

是按這個標準來衡量.  對『早期教會樣式』的探討再度停頓下來，並且聖經也 

再度成爲一本『沒有人看的書』. 最後，連對聖經的研究也沒有了.  這信條 

一寫成，教會的改革運動就停止了.  因此，所有的宗教團體都採用了人爲的信 

條而不是聖經. 

 

    1545 --  人們開始接受『僞經』，天主教也不例外.  『僞經』的意思是『鷹造的，無根 

據的、傳說的』. 

 

    1564 --  『母教會』(羅馬天主教) 是唯一能給與聖經正確解釋的地方.  世界上所有的教 

會都接受這個觀念.  這樣一來，人們就必須完全依賴教會， 完全聽從教會的 

『引導』了. 

 

      第十九世紀 

 

    1870 --  教皇枇烏九世 (Pope Pius IX) 宣告『教皇無謬論』. 這是教會有史以來最荒謬 

的宣稱! 我們常常看，上一任教皇所訂定的新條律，讓下一任的新教皇給廢了.   

『教皇無謬論』這個宣稱，簡直讓人無法相信! 

 

      第二十世紀 

 

    1950 --  宣告『聖母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