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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第3课

摩门教摩门教

1. 摩门教对其他教会的看法是什么？

摩门教相信其他的教会都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会。

2. 摩门教对基督教历史的看法是什么？

摩门教相信真正的基督教在使徒之后就不复存在，一直到他们的教会产生，才重新开始。

3. 摩门教相信耶稣降生之前是什么样的？

摩门教相信耶稣是个灵，就跟其他天使一样，他不是神。

4. 摩门教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摩门教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死后变成神。

5. 对摩门教徒来说最高的权威是什么？

摩门教的最高权威是约瑟•斯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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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课第4课

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

1. 耶和华见证人对其他教会的看法是什么？

耶和华见证人相信其他所有的教会都是属撒旦的，而只有耶和华见证人会得救。

2. 耶和华见证人相信的圣灵是什么样的？

耶和华见证人相信圣灵并不是神，而只是一种出于神，没有位格的力量。

3. 有什么关于耶稣的错误信仰是耶和华见证人所教导的？

耶和华见证人教导说耶稣是神的第一个创造，而就只是个完美的人，并不是神。

4. 耶和华见证人相信一个人一定要怎么做才能得救？

耶和华见证人相信一个人要得救就一定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学习他们的教义并开始操练他

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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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课第5课

基督堂教会基督堂教会

1. 基督堂教会的译名是什么？

基督堂教会的原文是翻译自“基督的教会”。

2. 基督堂教会在教义上与哪个大异端类似？

基督堂教会的教义跟耶和华见证人的类似。

3. 基督堂教会最重要的信仰是什么？

基督堂教会最重要的信仰为他们是菲利克斯•曼纳洛所恢复的真教会。

4. 基督堂教会如何教导耶稣？

基督堂教会教导说耶稣是个特别的人，但并不是神。

5. 根据基督堂教会，一个人要得救一定要做哪两件事？

根据基督堂教会，一个人一定要加入他们的教会并持守里面的要求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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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课第6课

东方闪电东方闪电

1. 东方闪电这异端的正式名字是什么？

东方闪电被称为“全能神教会”。

2. 东方闪电如何教导耶稣？

东方闪电教导说耶稣的名已经过时而且没有能力了。现在邓氏才是基督。

3. 根据东方闪电，一个人要如何得救？

根据东方闪电，一个人一定要放弃他对耶稣的信仰，并且跟随邓氏女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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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课第7课

成功神学成功神学

1. 成功神学的传道人在他们的教导里如何强调信心？

成功神学的传道人强调每个人只要学会如何使用信心就可以拥有健康和财富。

2. 根据成功神学，信心是什么？

根据成功神学，信心是宇宙中没有位格的能力和物质。

3. 根据成功神学，神是谁？

根据成功神学，神是有肉身的人。

4. 根据成功神学，人是什么？

根据成功神学，人是神的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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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课第8课

末世论异端末世论异端

1. 末世论异端如何试着满足人的情感和属灵需求？

末世论异端尝试藉着解释世界的情况以及我们该要如何预备来试着满足人的情感和属灵需

求？

2. 末世论异端如何错误使用圣经？

末世论异端藉着新的启示来添加圣经的涵义来错误的使用圣经。

3. 圣经中启示性经文的大主题是什么？

启示性经文的大主题是神掌权，并将逐渐建立祂的国度及奖赏义人。

4. 末世论异端如何造成毁灭？

末世论异端使人脱离教会，参与非基督徒的行为，让他们的信徒失去信心，并造成人们怀

疑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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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99课课

印度教印度教

1. 根据印度教，梵天是什么？

印度教徒相信梵天是所有生物的灵魂和自我本质。

2. 印度教中神祗的品性和独一真神的品性有什么不同？

印度教的神祗会行善也会行恶。

3. 印度教徒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印度教徒的终极目标是要脱离轮回并达到一种称为涅槃的永恒状态。

4. 印度教徒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

有的印度教徒相信耶稣是奉行印度教的人，并且也是个伟大的老师，但并不是神的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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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课第10课

佛教佛教

1. 说出并说明佛教徒的终极目标。

佛教徒的终极目标是进入涅槃，也就是无，是自我的终结。

2. 佛教徒不信神而是信什么？

佛教徒相信一种终极的现实，也就是一切存在的总和。

3. 佛教徒如何解释生命中的苦难？

苦难都是由欲望所引起。

4. 佛教徒为什么进行心智和属灵的操练？

佛教徒进行心智和属灵的操练来帮助自己脱离自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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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课第11课

道教道教

1. 道教徒向谁祈祷？

道教向各种各样的神仙、灵体和祖先祈祷。

2. 道教中的至高神是谁？

道教徒相信玉皇大帝是众神祗的统管者，而他们相信原始天尊是那最对的神，当并不参与

这个世界。

3. 道教徒的目标是什么？

道教徒想要将自己带进和宇宙力量的合一，让他可以更健康并且更长寿。

4. 根据道教，耶稣是谁？

根据道教，耶稣是在灵性上极为先进的人，并向别人显示成为神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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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课第12课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

1. 说出伊斯兰教中的神、先知和圣典的名字。

 · 伊斯兰教的神是阿拉。

 · 默罕默德是阿拉的先知。

 · 伊斯兰教的圣典是可兰经。

2. 穆斯林对耶稣有什么错误的看法？

穆斯林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或是神的化身，他们也否认耶稣是世界的救主。

3. 穆斯林对于圣经的看法是什么？

穆斯林相信圣经是出于神，但在权威上逊于可兰经。

4. 穆斯林所相信的救恩是什么？

穆斯林相信救恩是通过满足伊斯兰教的要求（五功）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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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课第13课

犹太教犹太教

1. 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共同的经文？

犹太教和基督教都相信旧约圣经。

2. 根据犹太教，耶稣是谁？

根据犹太教，耶稣是具争议性的教师，但并非弥赛亚和神。

3. 犹太教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

犹太教所期待的弥赛亚并不是神的化身，而是一位特别的受膏者，将给这世界带来和平。

4. 救恩在犹太教里的概念是什么？

犹太教把救恩视为从压制或是使他们无法持守对神应有事奉的负面情形中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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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课第14课

新世纪宗教新世纪宗教

1. 新世纪宗教如何待其他的宗教？

新世纪宗教包容任何一个宗教团体，除了那些宣称具有每个人都应该相信的真理之宗教。

2. 新世纪宗教对神的概念是什么？

新世纪宗教是对神的概念是泛神论。

3.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如何与超自然互动？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以各种形式的的魔法来跟超自然互动。

4.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相信耶稣是一个懂得使用特殊能力并尝试教导别人同样那么做的人。

5.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对罪的看法是什么？

新世纪宗教并不相信罪是真的，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个能设立标准和审判的神。

6.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对救恩的看法是什么？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拒绝圣经中的救恩概念，而是相信人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发展出属

灵的醒觉和属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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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课第15课

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

1. 万物有灵论是不是只局限在某个单一宗教？请说明。

不是。许多万物有灵论的信仰和操练都可以在世上其他主要宗教的崇拜者中看到，包括印

度教、佛教、巫毒和罗马天主教。

2. 万物有灵论者如何与灵体互动？

万物有灵论者会用特别的文字、物件或是动作来跟灵体互动。

3. 为什么万物有灵论者不向神祈祷？

万物有神论者并不向神祈祷，因为他们相信祂是无法触及的。

4. 什么是迷信？

迷信就是一个人因为有属灵能力的物件、行为或地方而必须跟从某种操练的想法。

5. 为什么基督徒不被迷信所辖制？

基督徒不会被迷信所辖制，因为他所信靠的是至高神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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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课第16课

巫毒巫毒

1. 巫毒教徒所崇拜的是谁？

巫毒教徒所崇拜的是撒旦和邪灵。

2. 崇拜者在巫毒崇拜仪式中的目标是什么？

巫毒崇拜者尝试要被灵体附身。

3. 巫毒教从哪个教会借用仪式、图像和圣人的名字？

巫毒教从罗马天主教借用仪式、图像和圣人的名字。

4. 在巫毒仪式中一些常用之物的例子有哪些？

答案应该要包括以下几项：

巫毒崇拜者用

 · 动物献祭

 · 舞蹈

 · 歌曲

 · 祈祷

 · 食物

 · 绘制的图表

 · 蛇

 · 白袍

 · 脸绘

在他们的崇拜仪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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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课第17课

了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了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1. 什么是区分复临会和其他教的主要教义？

复临会跟其他教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把星期六视为安息日。

2. 复临会对神的看法是什么？

复临会相信三位一体，以及基督和圣灵的神性。

3. 复临会对救恩的看法是什么？

复临会相信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而不是靠着善行。

4. 复临会相信人在复活的时候会怎么样？

复临会相信在复活的时候那些得救的人就会领受永恒的生命，而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就会被

审判，然后在火湖里被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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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课第18课

了解罗马天主教了解罗马天主教

1. 罗马天主教用他们的名称表明了什么？

罗马天主教宣称是完全地，普世的教会。

2. 为什么罗马天主教被指控在拜偶像？

罗马天主教被指控为拜偶像，因为他们向圣徒和马利亚的画像祈祷。

3. 关于神，罗马天主教所相信的是什么？

罗马天主教相信三位一体，以及基督的神性、受死、埋葬和肉身的复活，还有圣灵的神性。

4. 罗马天主教对救恩的看法是什么？

罗马天主教相信救恩并不单是靠基督的赎罪，还要为天主教的一份子，领受圣餐，并且行

善才能得着。

5.  罗马天主教的炼狱教义是什么？

罗马天主教的炼狱教义是指人死后在进入天国前一定要为罪受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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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课第19课

了解东正教了解东正教

1. 东正教的名称表明了什么？

“正”的意思是正确的敬拜，所以显示出他们东正教宣称自己才是正确敬拜神的教会。

2. 东正教对神的看法是什么？

东正教相信三位一体，以及基督和圣灵的神性。

3. 为什么东正教的信徒向圣徒祈祷？

许多东正教的信徒认为神，甚至耶稣，都是遥不可及而且不关心他们的，所以他们反而去

向圣徒祈祷。

4. 东正教对圣经的教导是什么？

东正教教导圣经就是他们教义的权威，但圣经一定要由教会来诠释。

5. 关于东正教的教导，什么是成神论？

根据东正教，成神论指的是信徒会慢慢地变成像神一样，拥有和祂一样圣洁完美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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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课第20课

了解联合五旬节派了解联合五旬节派

1. 联合五旬节派对也耶稣的看法是什么？

联合五旬节派相信耶稣和父神是同一位，所以他们相信基督的神性。

2. 根据联合五旬节派，一个人要得救一定要怎么样？

根据联合五旬节派，一个得救的人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奉耶稣（不是三位一体的

神）的名受洗。

3. 联合五旬节派所相信的基督徒生活是什么？

联合五旬节派相信基督徒会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出胜过罪的生命。

4. 关于圣经， 联合五旬节派所相信的是什么？

联合五旬节派相信圣经是最终的权威，而教会应该要效法使徒行传中教会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