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会历史第7讲 
罗马教皇的形成 







Pope 教皇：拉丁文PaPa (爸爸) 
 
本笃十六世 
1927：出生于巴伐利亚，原名 约瑟夫·拉青格 
1951：任神父 
1953：获慕尼黑大学神学博士学位 
1969：雷根斯堡大学任教（后任院长及副校长） 
1977：慕尼黑及弗赖辛大主教；慕尼黑红衣主教 
1981：任罗马教廷信理部部长 
2002：任红衣主教团团长 
2005：被选为教皇 
 
会八种语言 



教皇：1 
红衣主教：179 加拿大 3 
    台湾 1 
    法国 9 
    德国 6 
    香港 1 
    意大利 38 
    美国 16: 波士顿 洛杉矶 纽约 

      巴尔的摩 休斯顿 芝加哥 
      底特律 华盛顿 费城 (2) 
      共10 位红衣大主教 
      其他6 位在梵蒂冈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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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單國璽 



洛杉矶大主教： 洛杉矶市，洛杉矶县，圣芭芭拉县， 
(Roger Mahony) 凡吐拉县 (总共约五百万天主教徒) 
 
兼管：弗雷斯诺, 蒙特利, 橙县, 圣伯那地诺, 圣地亚哥 



教皇的完整头衔是： 
 

“罗马主教、耶稣基督代表、
宗徒长之继承人、普世教会最
高教长、意大利首席主教、罗
马教省总主教及都主教、梵蒂
冈城邦元首及天主众仆之仆” 

Pope 教皇的意义和来源 



      国教时期的五大教会中心城市： 耶路撒冷 
       安提阿 
       亚历山大 
       君士坦丁堡 
       罗马 
 
五大教会的政教关系和东西教会影响力之差别 
罗马主教长在西罗马皇朝灭亡时起的作用 
 
罗马教会特殊地位的理论根据：耶稣彼得 
保罗和彼得在罗马殉道也增强了其地位 





约翰.屈梭多模被流放并死于去乔治亚的路上(407) 
米兰主教安波罗修不让皇帝狄奥多西领圣餐(390)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St.Patrick's_Cathedral_NYC2.jpg


366-384: 达玛苏任罗马主教, 称其他主教为“孩子” 
 
384-399: 薛西利任罗马主教, 第一个使用“通谕” 
        的主教(类似行政命令)，首先使用教皇名 
 
401-417: 依诺森声称罗马主教有全国权威, 各省教会 
        所做事情在报告他之前不算定案, 罗马主教 
        的决定对全世界教会都有效 
 
445: 罗马皇帝命令军队强迫地方主教觐见罗马教皇 
 



440-461: 利奥一世教皇向匈奴王和汪达尔王求情, 
        强调彼得不仅是罗马教会的创建者, 而且 
        通过他的仆人教皇, 也是教会的管理者 
492-496: 格拉修一世教皇说-皇帝必须保护教会并 
        服从教皇指导, 教皇则受上帝和彼得指导 
590-604: 大贵格利教皇指挥全城防御并与敌方谈判 
 
  590-1050: 教皇兴起 
1050-1294: 教皇权威全盛时期 
1297-1517: 教皇权威衰退时期 
 
1073–1085：贵格利七世下令只有罗马主教 
      才能使用教皇名称 
 



最长任期的教皇 

保罗二世 

大利奥 



最短任期的教皇 

保罗一世 





大利奥 
400：出生在意大利 
440：任罗马主教 
445：高卢阿里斯主教希拉里不服从罗马教廷 
   皇帝下行政令  不服者为叛逆  省长押送 
445：与亚历山大主教争论礼拜形式(彼得马克) 
446：写 ”普世教会的管理应集中在彼得的座位上， 
        任何其他地方教会不可与其分离” 
451：迦克顿宣读了”Tome”(给君士坦丁堡主教信) 
452：劝退进犯意大利的匈奴兵 
455：汪达尔人劫掠罗马城时，与其首领该赛利
  协商将罗马城的伤害减到最小 
461：去世 





一位杰出的行政家和讲员。在神学理念上
强烈反对基督一性说（此派认为耶稣的人
性为神性所吸收），为此还写了一份对基
督位格的教义声明，又称“大卷”，主张
基督具有完整人性与神性。本定于449年

呈送至以弗所会议宣读，但是被当时的狄
奥斯库若主教所拒绝，而没有宣读。利奥
称这个会议为强盗会议。直到两年后
（451年）召开的迦克敦会议上，他才有

机会再度宣读“大卷”的内容，成为订立
迦克敦信经的主要文件 



大贵格利教皇： 
出生富贵家庭，年轻时做过官，后辞官散财给穷人 
建立7个修道院，做一名普通修道士 
590年人民推举他做教皇(第一位修道士教皇) 
 
君士坦丁堡主教依靠皇帝势力自称是”普天下主教” 
大贵格利教皇不承认, 认为该称号只能教皇用 
 
自称是彼得的继承人，自称为“上帝仆人的仆人” 
 
组织才能：指挥全国救济工作(瘟疫) 
控制领导全国修道院,各地新主教上任前授白带一条 
 
 



593年伦巴第族侵犯罗马，最终由大贵格利教皇
出面劝说罗马才得以避免一次劫难 



贵格利聖歌 



约翰·保罗二世:  
 
1920年5月18日：生于波兰 
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皇 
1981年5月13日，被枪击 
2005年4月2日：去世 
 
第一个成为教皇的斯拉夫人 
自接任起共到其他国家进行教皇访问102次， 
是历史上出行最多的教皇。 



在位期间，约翰·保罗二世出访过比所有前

任教皇加起来还多的地方。他成为第一位
访问英国的教皇，并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即英国国教的最高管理者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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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约翰·保罗二世成为第一位访问波
多黎各的教皇。 
 
1999年，他访问了罗马尼亚，并与当地的
东正教主教会面，使他成为自从1054年东

西教会分裂之后，第一位拜访东正教国家
的教皇。 



2001年，保罗二世自1291以来，首位到访希腊的教皇。 
 

他在雅典与希腊东正教会的赫里斯托祖卢宗主教会面。
经过30分钟会议后，二人公开讲话。 
 

赫里斯托祖卢列举了东西教会分裂后，天主教对东正
教所犯的十三项罪行； 
 
包括十字军东征时劫掠君士坦丁堡，并从未表示忏悔。 
 
约翰·保罗二世即回应，表示“过去和现在，天主教会

的子女在行动和过失上，对东正教弟兄姊妹所犯下的
罪行，向天主请求宽恕”， 
 
获得赫里斯托祖卢的即时掌声。 





2001年，保罗二世重游圣保罗当年去过的地方，
在地中海进行朝圣之旅。 
 
他从希腊前往叙利亚，然后再前往马耳他。 
 
他是超过一千年来，首位到访希腊的教皇。 
 

他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探访相传是洗者若翰埋葬
所在的倭马亚清真寺；是历年来首位探访清真
寺的教皇。 





2005年3月31日，教皇出现“尿道感染引起

的高热”，但没有立即送院，显然是出于他
本人希望在梵蒂冈辞世的愿望 
 

“我曾到你们那里去，现在是你们到我这里
来。我谢谢你们。” 
 

教皇死前最后说的一个词是“亚孟”（即新
教的“阿门”），随后就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闭上了眼睛。时间为4月2日，享年84岁 



参加葬礼的世界政要包括： 





中国：龚品梅 

1901年8月2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厅唐墓桥 
  （上海浦东新区唐镇）天主教家庭 
在耶稣会创办的圣依纳爵公学读书（徐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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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9岁）进神学院 
1930年5月28日（29岁）成为神父 
 
先后出任多间天主教小学、中学校长。抗战后由 
震旦大学附属中学主任调任胶州路金科中学校长 
 
1949年8月9日,被教廷任命为天主教苏州教区主教 
 
1950年7月15日兼任上海、苏州及南京三教区主教 
主教座堂为上海四川南路的洋泾浜圣若瑟堂 



中国：龚品梅 

上海四川南路的洋泾浜圣若瑟堂 



中国：龚品梅 

1950年代梵蒂冈对中国教区的领导和联系断绝了 
中国政府成立了 中国天主教愛國會 
龚品梅抵制中国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改造和渗透 
1955: 龚品梅 30多名神父 300多名教徒在上海被捕 
1960:龚品梅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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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保祿二世秘密册封仍在狱中的龚为红衣主教 
 
1985: 被假释，由爱国会软禁看管 
1988: 因心脏病被获准前往美国接受治疗 
 
1989: 天主教輔仁大學頒贈龔品梅榮譽博士學位 
1991:保祿二世在罗马接见了龚品梅并授予红冠 
1998: 在办护照延期时, 纽约领馆把他的护照吊销 
 
2000: 因胃癌在美国康州去世，享年九十八周岁 





在狱中，龚主教面对非人的对待，仍至死不渝地坚守主道，
并随时做好殉道的准备。他把遭受的苦难当作神对他的考
验，他心中一直有与神同在的平安。 
 

据知情人回忆：“政府队长派了一个医务犯同住照顾他，
他向队长报告， 
 

上下午两次小组犯人学毛选朗诵毛语录背最高指示，他却
背圣经； 
 
犯人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他却求上帝保佑大家； 
 
我们早请示晚汇报，他却早晚两次祈祷； 
 
我们唱 ”北京有个金太阳”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他却
哼 “赞美主耶稣”, “感恩主” 



七十多岁的主教由犯人押着弯腰低着头，脸上没有愤怒也
没有恐惧，听凭犯人对他‘反动思想’的发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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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市监管教干部亲自主持批斗会问：‘你承认不承认是
罪人？’他回答：‘我是罪人，在坐所有人都是罪人，但
我也是主的儿子’。 
 

队长又问他：‘你为什么每天要祈祷？上帝能救你吗？’
主教说：‘我在代祈祷，替大家求主宽恕。’ 
 



七十多岁的主教由犯人押着弯腰低着头，脸上没有愤怒也
没有恐惧，听凭犯人对他‘反动思想’的发言批判。 
 

那次市监管教干部亲自主持批斗会问：‘你承认不承认是
罪人？’他回答：‘我是罪人，在坐所有人都是罪人，但
我也是主的儿子’。 
 

队长又问他：‘你为什么每天要祈祷？上帝能救你吗？’
主教说：‘我在代祈祷，替大家求主宽恕。’ 
 

管教队长下结论：龚品梅是市监狱所有犯人中最顽固不化
的一个，浑身上下里外都是毒素，只有把他当麻疯病人隔
离起来。”  
 

“宁肯死，也不会讲一句背叛天主的话。”这话是龚主教
在狱中的对主的誓言。 



中国1992年普通高校高考·政治试题第20题（多选题）： 
 
1991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导，中国天主教“一团两

会”联名发表声明，批评罗马教廷最近公布委任龚品梅为
红衣主教的决定。龚品梅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因破坏政
府法令、政策的实施，犯反革命叛国罪而被判刑的。罗马
教廷在龚品梅服刑期间秘密委任他为红衣主教，事隔12年
又公布这一决定。罗马教廷的决定是对—— 
 
A.中国内政的干涉； 
 
B.我国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和自主办教原则的破坏； 
 
C. 中国天主教事务的干涉； 
 
D.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破坏。 



考试! 



福布斯最近刊登的 
世界上最有权威的 
人是谁？ 



本笃十六世排在第几位？ 



教皇名字的意义是什么？ 



天主教职位等级 
主要有哪些？ 



美国现在有几位红衣主教？ 



谁是第一位教皇？ 



大利奥参加了哪一次 
大公会议？ 



教皇权威真正 
从哪一位开始兴起？ 



哪一位教皇出行最多？ 



龚品梅是什么地方人？ 



感恩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