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蒂芬•吉布森博士

世界宗教与异端世界宗教与异端



版权所有· 2019 Shepherds Global Classroom

第二版

版权所有，翻录必究。 非环球牧者课室 (Shepherds Global Classroom, 简称SGC)书面

许可，任何人不得电子、机械复印、录音等形式复制或传送本书内容（试读页面除外）。您对

SGC正版课程的购买将帮助我们翻译课程，并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基督教领袖手中。如需联系

SGC，或有意捐款帮助我们实现这一伟大异象，请查阅网站www.shepherdsglobalclassroom.org。

若无特别注明，本书中圣经经文均取自新标点和合本圣经。

概念设计：Brandon Hilligoss 

封面设计：Shane Muir 



目录目录

课程总览 5课程总览 5

1. 1. 了解宗教冲突 9了解宗教冲突 9

2. 2. 福音要点 15福音要点 15

3. 3. 摩门教 19摩门教 19

4. 4. 耶和华见证人 27耶和华见证人 27

5. 5. 基督堂教会 31基督堂教会 31

6. 6. 东方闪电 35东方闪电 35

7. 7. 成功神学 39成功神学 39

8. 8. 末世论异端 43末世论异端 43

9. 9. 印度教 47印度教 47

10. 10. 佛教 51佛教 51

11. 11. 道教 57道教 57

12. 12. 伊斯兰教 61伊斯兰教 61

13. 13. 犹太教 67犹太教 67

14. 14. 新世纪宗教 71新世纪宗教 71

15. 15. 万物有灵论 75万物有灵论 75

16. 16. 巫毒 79巫毒 79

17. 17. 了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83了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83

18. 18. 了解罗马天主教 89了解罗马天主教 89

19. 19. 了解东正教 93了解东正教 93

20. 20. 解联合五旬节派 97解联合五旬节派 97

教义手册 101教义手册 101

问题回顾 107问题回顾 107

资源推荐 113资源推荐 113

作业记录 116作业记录 116



引用经文 117引用经文 117

索引 119索引 119



5

课程总览课程总览

课程描述课程描述

本课程讲解18种宗教和异端的基本信仰和历史，将它们与基督教对比，并透过圣经来评估

它们的教义和实践。该课程可以预备学生，知晓如何回应这些错误的宗教并保守基督徒不受欺

骗与蒙蔽。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 1. 帮助基督徒了解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异端和宗教的基本教义。

2. 2. 帮助基督徒了解为什么有些错误的教义是有害的。

3. 3. 装备牧师来保护他的会众，免受异端的影响。

4. 4. 训练基督徒知晓在异端的错谬上有符合圣经的答案。

5. 5. 针对如何向异端成员传福音，给出实际的操作方向。

课程带领指南课程带领指南

每堂课的一些带领指南会以斜体字表示。

当有经文列在括号里或是在主要叙述之中，全班应该先读完那些经文再继续。

关于宗教团体的课程（第3-20课）是根据下列模式来对其描述说明。首两堂课将是特别主

题。

宣称为基督教的异端宣称为基督教的异端 非基督宗教非基督宗教 从传统教会分流出去的派系从传统教会分流出去的派系

摩门教摩门教 印度教印度教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 佛教佛教 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

基督堂教会基督堂教会 道教道教 东正教东正教

东方闪电东方闪电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 联合五旬节派联合五旬节派

成功升学成功升学 犹太教犹太教

末世论异端末世论异端 新世纪宗教新世纪宗教

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

巫毒巫毒



6 世界宗教与异端 环球牧者课堂所有

这些指示描述班上如何以最高水平的品质被教导。课程带领者一定要保持这水平来帮助想

要获得由环球牧者课堂所颁发的证书的同学。至于另外一群无法符合需求的参与者，老师可以

根据他们的能力来判断是否符合需求，并给与不同的证书。

我们预计每一堂课将需要大约两个小时来教导。如果群体的时间较短。可以把课程分成两

次完成。

团体活动顺序团体活动顺序

1. 1. 福音谈话报告福音谈话报告（预计时间：20分钟，如果有好几个报告）

有完成前一堂课的谈话作业的同学应该要报告。他们应该简单说明他们的谈话故事。其他

同学可以就未来提出建议。不要允许学生对报告的人有过多的批评。

2. 2. 课堂复习时间课堂复习时间（预计时间：5-10分钟）

课程带领者应该询问关于上一堂课的复习题，而且是涵盖其他课程的一些复习题。这目的

是要建立学生的长期记忆和改正他们的误解。复习题帮助他们记得最重要的事实。指导员可以

透过复习题让课程非常有果效。复习题可见于此课程的结尾。

3. 3.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某人应该要读出以“初次接触”为标题的段落。这应该在没有过多留言或讨论的情况下完

成。这些故事大多数都是没有结论的，为了引起正在学习之组别的兴趣。在一些个案中，在课

程最后的见证部分是关于在第一次接触中的同一个人。

4. 4.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预计时间：15分钟）

一起大声地阅读被指定的经文。几位同学可以轮流阅读经文。然后让学生们静默几分钟来

写下一段摘要和一系列的陈述（在每堂课中会有更具体的指示）。写完之后，让一些学生分享

自己所写的来帮助彼此互相学习。

5. 5. 宗教团体研究 宗教团体研究 （预计时间：20分钟）

阅读关于所提供的关于宗教团体的资讯。带领者或是组内的另一个人可以为大家朗读并讲

解素材。可以有不同的学生来朗读和解释页边的引述。在这段研究的部分，并不需要去查找被

标注的经文。

课堂活动和议题讨论将以“”表示。课程带领者应以该题作为询问并让学生们有时间讨论出

答案。每一堂课里将会有好几个这样的讨论题目。（预计时间：10分钟）

6. 6. 阅读被标注的经文阅读被标注的经文 （预计时间：10分钟）

现在回到前面的材料去阅读每一个被标注的圣经事实和参考。所有学生都应该查找这些经

文并轮流在组里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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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使用教义手册 使用教义手册 （预计时间：20分钟）

教义手册是本课程的一部分素材，在课后印制。在每堂课的这个时候，看看教义手册中列

在这部分之下的主题。同学们应该一起阅读经文并确保他们明白该经文如何证明某个重点。每

位学生应该显示出自己能够从经文中证明该重点。有些重点会在几堂课中被反复使用。如果同

学们都学得很好，就不需要去重复练习同个重点。

8. 8. 传福音传福音（预计时间：10分钟）

这部分提供一些当跟某些特定宗教团体的成员谈话时可以被记下的实际东西。在一些课程

中这部分会与“使用教义手册”的部分结合在一起。

9. 9. 见证分享见证分享

指定一学生朗读“见证分享”的部分。这些见证全都是实际案例，虽然有时名字已经被更

改。

10. 10.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预计时间：20分钟）

在学习结束之前，再次阅读所指定的经文。等几分钟让每个同学写下一段讲解，用来跟他所

读到的宗教团体之成员解释该经文的信息。让几位同学跟大家分享他们所写的。

11. 11. 作业作业

每次都以提醒学生安排一个福音宣讲的机会来结束课程。学生应该尽可能跟所读到之宗教

团体的成员有一次福音会谈。他应该试着呈现出福音和其他基督真理。如果他没有办法找到特

定宗教团体的成员，他可以找其他有兴趣聆听这材料的人。他应该描述宗教的基本信仰，然后

按圣经给出回应。他应该预备好告诉全班关于他的会谈。

每一位同学都应该报告关于整个课程中10个不同宗教的会谈。每一个会谈的纸本报告应该

描述对一位宣教士而言该宗教的重要特征。在报告中，学生应该解释他在会谈中所呈现的以及

其他人的回应。每一个会谈报告应该有两页长。指导员应该在首几堂课里讲解这作业好几次。

学生所写出的优良报告应该作为例子跟大家分享。

十个会谈和书面作业是本课程的主要作业。在本书的最后将会提供指导员一份列表来记录

作业的完成。

12. 12. 资源推荐资源推荐

学生若想要学习更多关于任何宗教团体，他们应该去看本书后面的资源推荐里所列出的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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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第1课

了解宗教冲突了解宗教冲突

引言引言

 » 为什么会有宗教冲突？宗教冲突是必要的，还是可以避免的？

 » 在大概讨论这些问题之后，全班应该查找以下参考经文：提摩太前书3:15，犹大书3，提

摩太后书2:17，马太福音16:6和马太福音16:12，提多书1:9，以及彼得前书3:15。大概

地讨论这些经文如何指出宗教冲突。

耶稣对在井边的撒马利亚的妇人说撒马利亚人敬拜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拜谁（约翰

福音4:22）。一个人对神的认知概念，是他最重要的特征，也是他整个信仰的根基。没有什么

错误是比搞错神是怎么样的更为严重。

要在完全不相信神的情况下敬拜祂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对神有错误的概念，他就会尊

荣神所没有的特征，并在尊荣神所具备的特征上失败。敬拜者自己的品格也会以符合他心中神

的品格来改变。

一个人不能在对耶稣没有些许相信的情况下相信耶稣救赎了他。如果一个人把耶稣错误的描

述信以为真，他就会有不被福音支持的教义。他可能会相信不能拯救他的假福音。
教会有责任去确立真理。使徒保罗说，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1

要确立真理，教会就有责任去解释和捍卫它。使徒犹大告诉我们当人们在教导错误的教义，

我们就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2”

假教义就像是传染病传播一样3。教义就如同酵，能叫整个面团发起来。4

神呼召牧师成为捍卫真理上的领袖。保罗对提多说牧师应该“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

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5他也说因为说谎的人，整个家庭都被带离真道。

本课程并不是关于将基督教会分成各个宗派像是卫理公会、浸信会、或五旬宗的教义。这

些教会一般上都同意圣经中的基要真理，就列在本课程后面的教义手册。相反的，本课程着眼

于否认基督信仰根基之教义的宗教团体。

在本课中我们将研读预备基督徒去面对宗教冲突的7个重要部分。

得着救恩的个人经验得着救恩的个人经验

 » 为什么在一个人开始涉入宗教争辩之前他是否得救是重要的？

1 提摩太前书3:15

2 犹大书3

3 提摩太后书2:17

4 马太福音16:6

5 提多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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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还没亲自经历过神的恩典，他将（1）缺乏真理的属灵知识，（2）他将在他的

努力上没有圣灵的能力和智慧，以及（3）他将在宗教冲突上有错误的动机。

了解错谬的危险了解错谬的危险

我们已经要预备好去针对宗教错误来争辩。宗教错误有严重的结果。

宗教错误有严重的结果，因为：

1. 1. 不是每一个宗教都告诉你要信神并进入天堂。不是每一个宗教都告诉你要信神并进入天堂。

有些宗教并不相信有道成肉身的至高神（佛教）。数以万计的宗教人士并不相信他们可以

到天堂去，而是会继续以人的方式存在（佛教和大多数的印度教）。

2. 2. 一些宗教会导致不好的品格及邪恶的行为。一些宗教会导致不好的品格及邪恶的行为。

宗教有时会合理化人类最恶劣的行为，就像希特勒对数以万计犹太人的大屠杀。宗教也激

发了伊斯兰恐怖分子谋杀成千上万的人。

3. 3. 宗教观点与个人品味无关。宗教观点与个人品味无关。

一个人不应该选择他的宗教意见如选择他所喜欢的糖果一般。每个宗教都宣称要定义现

实。如果人是真实的，宇宙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那有些宗教就在他们所阐述的现实上是错

误的。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位审判世界的至高神，而敬拜众神和让众神掌控他们生命（万物有

灵论和巫毒）的人将没办法预备好接受审判。一个人应该不只是选择他所喜欢的宗教，而要选

择符合现实的宗教。

4. 4. 一个人如何描述神是重要的。一个人如何描述神是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在讲一些并非真实的东西，他怎么描述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但如果神是真的，

一些关于祂的想法是对的，而一些则是错的。就像有些关于你的描述可能是错误的，同样的一

些关于神的描述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祂是真实的。因为耶稣是神，并且应该被敬拜，单单把

祂视为人是个非常糟糕的错误，就像很多宗教一样。

5. 5. 只有真理才能决定人永恒的命定只有真理才能决定人永恒的命定

当人们为救恩的缘故相信一些并不真的能拯救他们的东西是，我们一定要试着在他们永远

失丧以前改变他们的想法。

复习宗教错误带来严重结果的五个理由。看看同学们能在不看书的情况下记得多少个理由。

有个富翁的家着火了。里面有许多贵重的物品是他想要挽救的。当人们来帮忙的时候，他们

都害怕进到着火的屋子里。屋主很快地给他们所有人塑料外套。他告诉他们这外套是特别设计的

可以保护他们不被火烧。出于对他的信任，他们进到屋子里试图抢救他所要的物件。有的人因为

那外套并没有保护他们而死了。他们的信并没有拯救他们，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些错误的东西。

神是真实的，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的。所有的罪人都会有最终的审判，而每一个人将永远地

去到天堂或是下到地狱。如果一个人的宗教信仰造成他相信错误的事物，他的结果将是糟糕和永

久的。他的宗教如果不是真的，就不能拯救他。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宗教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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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异端的成员了解异端的成员

了解异端成员的想法和感受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无视他们的需要，我们就无法以能取得他

们注意的方式跟他们传福音。

想一想你是如何第一次到教会去的。那可能不是因为有人在争论上胜过了你。因此，我们

不应该以为我们能仅仅通过在争论上驳倒一位异端成员，就能叫他改信。

理性作为证明真理的方法是重要的，但理性本身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委身。

以下部分提供一些曾经选择加入宗教异端的人的特征。这些特征并不一定能描述那些将宗

教视为自身文化一部分的人。

 » 你认不认识加入异端的人？他们一般有什么特征？

1. 1. 异端成员相信他的领袖们是真理的唯一源头。异端成员相信他的领袖们是真理的唯一源头。

他可能觉得他是在从创始人的教导及异端的经文来获得他的信仰，但他是根据领袖们告诉

他的方式来诠释它们。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无视异端典故和启示中的矛盾之处。

异端领袖教导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独特教义，是为了成为他们成员唯一的真理来源。他们提

供最终权威，不管是在文字上还是生活上，都是为了要在实践中取代圣经，虽然他们声称他们

相信圣经。

2. 2. 异端成员一般都不信任基督教会。异端成员一般都不信任基督教会。

异端成员被教导基督教会是背道者，没有真理，也没有神的祝福。异端领袖可能会持续地讥

讽基督教会。相比之下，真正的基督教会承认其他教会也有让人认识神并进入天堂的必要真理。

有些异端领袖不断告知其成员新启示，让其成员认为他们是真理的主要来源。

3. 3. 异端成员是对教会的历史和传统无知的。异端成员是对教会的历史和传统无知的。

异端成员对于教会过去如何面对问题所知甚少。他们不明白圣经是如何被保存的。他们不知

道有什么教义是福音的根基和基督信仰的本质。他们以为教会在其绝大多数的历史中都在最重要

的教义上犯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因为拒绝基要的教义，他们变成了新宗教的一份子。

4. 4. 异端成员对迫害和冲突感到期待。异端成员对迫害和冲突感到期待。

如果你跟一个异端成员争论，他会以为你被蒙骗、无知、有错误的动机、并且可能是被撒

旦操控的。

异端成员期待被其他宗教的人迫害。如果有人对他们无礼，这就使他们确信自己是对的。

5. 5. 异端成员所相信的信条自相矛盾。异端成员所相信的信条自相矛盾。

那就仿佛是异端成员用好几个隔间来存放他的信条。他没有从将这个隔间中的信条跟另一

个隔间里的做对比。当别人指出其中的矛盾他会大为惊讶，并且并不觉得有必要去解决他们。

6. 6. 异端成员更多是被主观经历说服，而不是道理所说服。异端成员更多是被主观经历说服，而不是道理所说服。

异端成员当他们在向外人呈现他们的教义的时候，看起来像是在用道理。然而，他们的道

理都是根据对异端的盲目相信。道理都是被捏造来支持他们所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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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受异端是因为他从其他成员身上感到被爱和被接纳，或是因为他在他们敬拜时所感受

到的，或由于个人的属灵经历。在他进入与异端的关系之后，他开始在没有评估的情况下接受

他们的教导。当外人质疑那些教义的时候，他觉得他们只是不明白他所经历的。他觉得如果他

可以帮助他们放下争论并一同体验，他们就一定会信服。

7. 7. 异端成员相信的是另一种福音。异端成员相信的是另一种福音。

要使人效忠，异端不能只是在小教义上有所不同；它一定要在一些本质上显得独特。这就是

为什么异端的独特教义都包括一种不同的福音。异端成员相信救恩只能透过该异端才能得着。

8. 8. 异端成员在灵里是不满足的。异端成员在灵里是不满足的。

因为他尚未得救，他没有被饶恕的确据；他没有胜过罪的能力；他没有从神的关系而来的

喜乐；而他跟他的其他异端成员也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团契。他需要听见福音。

了解假宗教的起源了解假宗教的起源

 » 假宗教从哪里来？

把假宗教视为单单来自牟利的动机、虚假的经验、或是出于魔鬼，都是对宗教的复杂程度的

误解。为了对假宗教做出反应，我们一定要明白与它们起源相关的一些内容。

1. 1. 人的理性人的理性

假宗教是由没有神启示和圣灵带领的聪明人，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归因和解释所发展出

来的（哥林多前书2:6-9）。

2. 2. 个人的盈利动机个人的盈利动机

并非所有的宗教老师都是真诚的。圣经教导我们错误的教义是由昧着良心、拒绝真理并假

冒为善的人所教导的（提摩太前书1:5-6，19；提摩太前书4:2）。有些宗教领袖已经用他们错

误的教导而致富（彼得后书2:1-3）。

3. 3. 属灵的瞎眼属灵的瞎眼

不在与神相交的关系中的人都是在灵里瞎眼的。不单是因为他们缺乏属灵知觉，而就连他

们的天生知觉也错的（哥林多后书4:3-4）。

4. 4. 拒绝真理拒绝真理

圣灵是信实的，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7-11）。拒绝福

音的人是出于自愿。因此，游说和讲解并不足以改变他的想法。圣经说一个持续在基本教义上犯

错的人就应该被教会拒绝，因为他是在犯罪（提多书3:10-11）。



13第1课 - 了解宗教冲突

5. 5. 属灵经历属灵经历

假宗教并非只是空洞的仪式。魔鬼会参与假宗教的敬拜。圣经告诉我们拜偶像的人就是在

敬拜魔鬼（哥林多前书10:20-21）。意思就是在假宗教里的人也有属灵经历。

6. 6. 虚假的启示虚假的启示

假宗教的教义并非全是出于人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些教义是出于魔鬼（提摩太前书4:1）。

再看完上述六点之后，看看学生们能在不看书的情况下说出几个点并作出讲解。

异端的普遍特征异端的普遍特征66

 · 群体表现出对他们的领袖人物火热和毫无疑问的委身，并将他的信仰体系和操练视为绝

对的真理。

 · 质疑、怀疑和持异议并不被鼓励或甚至会被处罚。

 · 群体使用改变思想的操练（像是默想、诵经和狂喜崇拜）。

 · 领袖们决定成员应该怎么想、怎么行动、和如何感受（举例来说。成员们一定要获得允

许才能约会、婚嫁或是换工作。领袖们规定要穿什么、住哪里、成员该不该有小孩，等

等）。

 · 群体宣称自己、自己的领袖和其中的成员享有特备和崇高的身份（举例来说，领袖被视

为特别的存在或是弥赛亚）。

 · 领袖不受任何权柄问责。

 · 领导层使用羞耻感和/或罪恶感来操控成员。

 · 顺服领袖或是群体，以至于成员需要与他们的亲友切断联系，并从根本上去改变他们的

个人目标。

 · 群体专注于吸纳新成员。

 · 群体专注于赚钱。

 · 成员被要求大量地奉献给群体或与群体相关的活动。

 · 成员被鼓励或被要求只跟其他的群体成员生活，并且/或者只跟他们来往。

福音分享福音分享

能学习异端的特征和学习如何驳斥谬误是好的。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福音的分享。

要获得分享福音的机会，不要浪费时间在争论细节。不要通过争论关于你所不能证实的，

关于异端成员其异端的历史事实，来冒犯他。专注在对福音而言至关重要的点上，并且不要让

他在没有答复的情况下避开这些点。

当对话结束后，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听到关于如何得救的信息。其他方面的争论并不会使

他们得救，就算你比他们更会争论。

6 改编自http://www.apologeti csindex.org/268-characteristi cs-of-cults. Accessed June 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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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跟异端成员交谈时，作为基督徒，能展示出诚实和对那人的关心是重要的。基督徒应该像

是在关心朋友的人。基督徒应该只以朋友生气的方式来对一个被伤害的人生气。如果异端成员把

你看成敌人，他就会拒绝被说服。如果讨论感觉像是在比赛，他会拒绝被打败。

基督徒一定要显示出爱、接纳、真诚的关怀、和对真理的敞开——说明他真心地想要了解。

彰显教会彰显教会

健康的当地教会是对于异端在社区中影响力的终极胜利。

向异端成员传福音不能够以个体说服个体的方式进行。一个人通常不会在没有考虑他将要离

开和进入的信仰社区下改变他的宗教。如果一个异端成员开始被某个基督徒的见证所吸引，他会

想要看到基督徒所表现的信仰社区会是怎么样。他会想要看到信仰是不是真的被活出来。他会假

设他所听到的信息已经创造出一个信仰社区，如果他改信之后就会直接进入。

这意味着当地教会的特质绝对重要。要吸引一位正在考虑从另一个信仰社区进行更换的人，

当地教会一定要有一些特质。

 » 教会有什么特征可以吸引人离开异端？

有吸引力的本地教会特征有吸引力的本地教会特征

 · 其中的成员表现出他们与神的关系是真实而且满足的。（异端成员没有与神建立关系。）

 · 教会呈现出描述现实和与神相交之关系的教义。（异端的教义是自相矛盾并无法把人带

到神的面前。）

 · 教会彰显出他们对敬拜神的享受。（异端敬拜的的人、属肉体的、和魔鬼。）

 · 教会成员表现出以永恒为观点的生命目的。（异端宣称以为永恒劳力为优先。教会一定

要展现出如何在今天以永恒的价值观为生。）

 · 教会显示出以事工优先而不是世俗的目标。（异端对事工也有委身呼召，可是他们的领

袖拥有的却是世俗的目标。）

 · 教会的信息满足灵里的深层需要。（异端没有能满足属灵需求的福音。）

 · 教会是爱护和关怀其成员的信心之家。（异端也会宣称对自己的成员有关怀，但不会有

真正的基督徒团契。）

 » 有什么具体行动是你会期待在具备上述特征的教会看到的？

倚靠圣灵倚靠圣灵

要时时记得，唯有圣灵能叫罪人知道自己的罪，明白真理，并渴慕神。除非传福音的人是

蒙圣灵所指引和膏抹，他就不会有果效。

 » 你会如何描述倚靠圣灵和没有倚靠圣灵的人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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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第2课

福音要点福音要点

福音要点福音要点

以下是福音的要点。一个人有可能在没有完全明白它们的情况下得救。然而否认下述任何

一个要点都会夺走福音的根基。否认下述任何一个要点的人或机构将倾向发展出另一种福音，

相信一种虚假的救恩模式。

当你跟某人分享福音，有些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已经相信了错误的教导。举例来说，

如果他相信救恩只能透过某个特定机构，他就会相信成为那机构的会员会是得救所必需的。他

需要知道，每个人能独自领受饶恕并进到与神直接相交的关系里。

1. 1. 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好叫人能与他建立关系（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好叫人能与他建立关系（创世记1:27，创世记1:27，使徒行传17:24-28）。使徒行传17:24-28）。

这真理显示出我们存在的意义和救恩的目标。这真理是与那些不相信神是有位格而且是爱所

有人的宗教相矛盾的。这真理显示出世界的真正问题；世人不在与神相交的关系里。

 » 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神爱他怎么办？

2. 2. 第一个人犯罪而变得与神隔绝（第一个人犯罪而变得与神隔绝（创世记3:3-6，创世记3:3-6，以赛亚书59:2）。以赛亚书59:2）。

这显示出罪的起源以及世人落在如此光景的原因。世人因着罪都在痛苦和悲伤之中。其中

因着神的设计还是有喜乐和意义，但世人并没有像神所计划的那样。

 » 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罪是世界上真正的问题怎么办？

3. 3. 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得罪了神（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得罪了神（罗马书3:10，23）。罗马书3:10，23）。

每一个都犯了罪，故意得罪神。没有一个人一直都做正确的事。

 » 如果一个人以为他可以凭他所做的事称义怎么办？

4. 4. 每一个没有获得饶恕的罪人都将被神审判并被定罪进入永远的刑罚（每一个没有获得饶恕的罪人都将被神审判并被定罪进入永远的刑罚（希伯来书9:27，希伯来书9:27，罗马书罗马书

14:12，14:12，启示录20:12）。启示录20:12）。

这显示出罪人需要救恩的严重性和急迫性。

 » 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有一位公义的神对他的罪感到愤怒怎么办？

5. 5. 人没有办法偿还他对神所犯下的罪（人没有办法偿还他对神所犯下的罪（罗马书3:20，罗马书3:20，以弗所书2:4-9）。以弗所书2:4-9）。

善行和奉献无法偿还罪孽，因为是对无限的神犯罪，而且万有本来也是属于他的。



 » 如果有一个人相信他一定要使自己配得饶恕怎么办？

6. 6. 饶恕一定有依据，因为罪是严重的，而且神是公义的（饶恕一定有依据，因为罪是严重的，而且神是公义的（罗马书3:25-26）。罗马书3:25-26）。

神想要饶恕，但如果他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饶恕，罪就会看起来是微不足道，而神看起来

也就不公义了。

 » 为什么基督的死是必要的？

7. 7. 耶稣是神的儿子，圣洁无暇却为我们而死，为叫我们得饶恕、得以在圣洁的神面前称义，并耶稣是神的儿子，圣洁无暇却为我们而死，为叫我们得饶恕、得以在圣洁的神面前称义，并

得到永生（得到永生（约翰福音3:16，约翰福音3:16，罗马书5:8-9）。罗马书5:8-9）。

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祂的牺牲有无限的价值并且为世上任何一个人的饶恕提供依据。如果

祂只是个人，祂的牺牲就只能是有限的价值。如果祂不是神，祂就没有办法完全地拯救我们，而

我们也一定要另觅得救的途径。

 » 为什么有的宗教教导人一定要凭行为来得救？

8. 8. 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祂就是神子的身份，并显明祂能赐下永生的能力（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祂就是神子的身份，并显明祂能赐下永生的能力（约翰福音11:25-26约翰福音11:25-26

，，约翰福音20:24-28，约翰福音20:24-28，罗马书1:4，罗马书1:4，启示录1:18）。启示录1:18）。

否认耶稣复活的异端，通常也会否认祂的神性以及祂为救恩所做出的牺牲的充分性并且发

明出一套其他的救恩之法。

 » 有什么是我们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得知的事？

9. 9. 耶稣的牺牲对救恩是充分的（耶稣的牺牲对救恩是充分的（以弗所书2:8-10，以弗所书2:8-10，约翰一书2:2）。约翰一书2:2）。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而不是出于行为。很多宗教教导说一个人

可以部分地赚取他的救恩。这使人落在告诉他们要怎么做才能得救的宗教团体的操控里。

 » 为什么有的人以为他们没有他们的宗教团体，就不能得救？

10. 10. 神拯救每一位承认自己是罪人，从他的罪上悔改，并相信福音的人（神拯救每一位承认自己是罪人，从他的罪上悔改，并相信福音的人（马可福音1:15，马可福音1:15，约翰约翰

一书1:9）。一书1:9）。

没有人所设立的机构有权力去增加救恩的需求，或是给出另一种得救的方式。

 » 什么样的人有权力相信自己已经得救？

11. 11. 悔改的意思是一个人为他的罪感到抱歉，并愿意脱离他的罪（悔改的意思是一个人为他的罪感到抱歉，并愿意脱离他的罪（以赛亚书55:7，以西结书以赛亚书55:7，以西结书

18:30 ，以西结书33:9-16，马太18:30 ，以西结书33:9-16，马太福音3:8）。福音3:8）。

悔改并不是指一个人一定要使自己的生命在神会接纳他之前过得圣洁无暇。唯有神能叫罪

人从他罪孽的权势中得着释放。悔改的意思是一个人为他的罪感到十分抱歉，并且已经预备好

要转离恶行。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转离他的恶行，他就无法得救。

 » 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在没有悔改的情况下被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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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一个罪人悔改了，也相信了的罪人会在他呼求神救他的时候领受救恩（一个罪人悔改了，也相信了的罪人会在他呼求神救他的时候领受救恩（罗马书10:13，罗马书10:13，使徒使徒

行传2:21）。行传2:21）。

每个人都因着耶稣可以获得神的怜悯。并不需要什么机构或是代理人来领受神的饶恕。人

们都是各自领受救恩并开始与神有直接的关系。

 » 我们要如何知道某个人在某个时候可以成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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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第3课

摩门教摩门教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约翰第一次遇见他们是当他经过公园的回家路上。他们是两位穿着白衣黑裤的年轻人，都配

戴着写着姓名的名牌。他们否很友善并想要跟他谈谈他们的宗教。约翰听着并没有多做发问。他

们看起来就像是从一般教会来的，而且说的也跟他在教会里听到的一样。他们说他们是从耶稣基

督的后期圣徒教会来的，也被称为摩门教。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以赛亚书41。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关于

神的什么？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内容。

摩门教摩门教

起源和历史起源和历史

摩门教是由一位名叫约瑟夫•史密斯的人所创立。约瑟夫声称在1820年的某一天，他祷告求

神向他显明哪个教会是正确的。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异象。他看见有两位穿着白袍的人，也就

是耶稣和父神。神告诉他没有一个教会是对的，而他们的信仰也都是可憎之物。

 » 这异象里面有什么是不符合圣经的？

约瑟夫声称后来见着异象，指示他去到某处，挖到一些刻有文字的金牌。他透过一个有魔

力的眼镜来翻译这些文字，并将其编写成摩门经。自从天使把这些金牌和眼镜拿回天上保管，

就再没有人见过它们。

约瑟夫曾是共济会的成员之一，并从共济会中抄袭了一些秘密仪式作为摩门教的仪式，包

括血誓、密语和秘密手势。7

摩门教堂于1830年在纽约创立。1839年，他们首先搬迁到伊利诺州的诺伍，然后又搬到密

苏里州。史密斯说密苏里州就是摩门教的应许之地，而寺庙将建在密苏里州的独立城。这寺庙

从来没有被建成，而摩门教也再次搬迁。8史密斯发了很多从来没有应验的预言。9

7 摩门教有许多从共济会抄袭而来的秘密仪式。圣经告诉我们使徒们并没有秘密组织，但在他们所相信的事上

都坦荡。详以阅哥林多后书4:2、和提摩太后书2:2。

8 约瑟夫•史密斯，教义和圣约，第 57 节

9 圣经说如果一个人的预言没有应验，他就不能被视为先知。详者阅申命记18:22。



史密斯说：“我比任何人都更能夸口。我是自亚当的日子以来到现在唯一一位能守住整个教

会的人。有极大的会众因我而站立。无论是保罗、彼得还是耶稣都没有做到。我夸口从来没有

一个人做到我所做的事。耶稣的追随者从他身边跑开；但后期圣徒们还没有从我身边跑开。”10

约瑟夫曾经攻击和摧毁一家揭发他重婚罪的报馆。11当约瑟夫在牢里等候审讯的时候，有一

群暴徒攻击监狱，并杀死了约瑟夫和他的哥哥海伦。

史密斯已经立他的儿子作为他的继承人，但在史密斯死后该运动中的大多数人都追随杨百

翰并搬到了盐湖城，离开了他们所谓的“应许之地”。

摩门教相信真正的基督教在使徒们死了之后就结束了并不再存在于这世上，直到史密斯开

始摩门教。

 » 在摩门教会的一些早期事件中，有什么会让我们怀疑它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在世上的恢复？

现今的影响现今的影响

从约瑟夫一开始发起的运动中分裂出了许多不同的摩门教派系。它们有的规模很小。

摩门教最大的堂会将总部设在犹他州的盐湖城，并宣称全球的会员有114,700,000人。他们

出版共计177种不同语言的刊物。

他们有将近80,000的全职宣教士。12 这些宣教士一般都是志愿服务一年半或两年的年轻

人。他们可以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被差派到世上任何一个有摩门教事工的地方。他们的工作没

有任何的薪资。

摩门教教义的难题摩门教教义的难题

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制

约瑟夫•史密斯宣称一夫多妻制是神所命令的，作为让人在死后能变成神的方式。13每一位男

性摩门教徒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在永恒里有许多的妻子，这样他们才可以在新的世界繁衍人口，就

像是神在地上繁衍人口一般。14

史密斯娶了27位妻子。最年轻的才14岁。她们有一些是已经嫁给别人的，但史密斯说如果

之前的婚姻不是在摩门教里进行的就不算数。15 在史密斯之后的领袖，杨百翰，一共有57位妻

子和165位小孩。

史密斯说一夫多妻制是神永恒的约，而这也是在世界的根基立好之前就已经实施的。摩门

教后来的使徒们说一夫多妻制是达至 16 神性的唯一途径，并且将永不改变。

摩门教一直持续一夫多妻制。直到1890年，当美国政府扬言要因他们触犯法律而没收他们

的会堂土地时，才予以停止。那时候，摩门教的先知伍卓夫宣称领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说一

夫多妻制已经结束了。

10 约瑟夫•史密斯，教义和圣约，第 57 节

11 圣经说牧师不可任性和暴力。详课阅提多书1:7。

12 于2014年的报告

13 圣经说牧师只能有一个妻子。详者阅提多书1:6。

14 约瑟夫•史密斯，教义和圣约，第132节

15 圣经说一个人若是与离过婚的人结婚就是犯奸淫。详印阅马太福音5:32。

16 杨百翰，证道录，Volume 11,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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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多数摩门教徒现在并不奉行一夫多妻制。为什么他们一夫多妻制的历史依旧是他们可

信度的问题？

种族歧视种族歧视

根据摩门教教义，每个人在出世之前在天堂都是灵。在天堂有

一场战争，而那些没有为神尽全力打仗的都被咒诅皮肤变黑。那些

引述这段话的人全都是摩门教的主席，并依旧被摩门教教徒视为神

的先知。约瑟夫•史密斯说如果一个黑人相信摩门教教义并行善，他

们的肤色就会在往后几个世代越变越白。杨百翰说黑皮肤和扁鼻子

都是该隐的诅咒。他说有非洲血统的人永远无法担任祭司是神永恒

的原则。他也说黑人奴隶制是神圣的制度。约瑟夫•菲尔丁•史密斯

说黑人在这世上是咎由自取，这是因着他们的灵在出生前的所作所

为。大卫•麦凯说教会对黑人的歧视并非从人开始，而是从神开始。17

在摩门教里，每一个男性成员都应该要成为祭司。在他们绝大

部分的历史中，摩门教并不允许黑人成为祭司，也就是说他们并不

是真正的成员。1978年，摩门教宣称获得新的启示，并一改他们原

先对黑人的言论，并允许黑人成为祭司。18

 » 摩门教宣称以其他种族同等的方式接纳黑人。为什么他们种

族歧视的历史依旧是他们可信度的问题？

里衣里衣

所有摩门教成员都需要在他们的外衣下多穿一件特别的衣服。这特别的衣服是白色的并且

覆盖身体的绝大部分。这是为了提供他们灵里的保护。这代表他们对堂会忠心的承诺，他们应

该要日夜穿戴它。

摩门教教义的异端学说摩门教教义的异端学说

每一位摩门教成员一定相信约瑟夫•史密斯是

神的先知，而摩门经是基督的另见证分享，在权

威上与圣经同等。他们也有一本启示的书，叫做

教义和圣约，他们相信如同圣经一样，这些内容

也是被启示写出的。他们相信圣经并不足以建立

他们最重要的教义。

摩门教宣称他们的宗教是真正的基督信仰。

他们很多的教义都与支持福音的圣经上和历史上

的教义互相矛盾。要在与摩门教成员交谈时找出

异端邪说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不明白

他们先知的教导。

17 圣经说在基督里是不分种族和国籍的。详二阅加拉太书3:28。

18 Image by ErikaWittlieb from Pixabay, retrieved from https://pixabay.com/photos/moroni-angel-statue

-prophet-mormon-1467937/.

在每一座摩门教寺庙顶端
上的莫罗尼天使雕像。

“需要不断强调的是，旧约确“需要不断强调的是，旧约确

立了神的永恒性，没有起始或立了神的永恒性，没有起始或

终结，不受时间的限制。”终结，不受时间的限制。”

- W.T. Purkiser- W.T. Purkiser
（God, Man, and Salvation，151)（God, Man, and Salvatio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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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门教相信神曾经是如同我们一样的人，但后

来就成了现在的神。他们相信父神有肉身。19 他有

很多妻子。他的孩子一开始是生而为灵，然后被差

派到世上生而为人。

摩门教说他们相信耶稣是从处女所生，但摩

门教教导说父神是用他的肉体以自然的方式使马

利亚怀孕，而耶稣也就是与跟一般人相同的方式

出生。20

摩门教相信在耶稣出生在这世上之前也是个

灵，跟其他天使一样。他们相信祂不是神。21

摩门教相信圣灵和耶稣都是出于父神的独立

个体，而他们并不与父神同等。他们不相信三位

一体。

 » 简短地说出你会如何解释摩门教看待神的问题？

摩门教相信男性摩门教徒能变得像神一样。他们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办到了，所以有很多神。

使徒洛伦佐•斯诺说：“人是怎么样，神也曾怎么样；而神是怎么样，人也将变成怎么样。”

约瑟夫•史密斯说：“永生就是认识独一智慧和真神；而你也必须学习如何自己成为神，并

成为神的君王和祭司，就像所有的神在你之前所做的那样。”

摩门教相信只有少数人会去到永恒的地狱。22大多数人都会在死后被给予接受摩门教的机

会。忠心的摩门教教徒回去到天堂的最高层。

摩门教相信救恩是给一生忠心服事神的人的奖赏。23摩门教并不宣称有个人得救的确据。

摩门教相信所有其他教会都是撒旦的，而在摩门教之外也没有拯救。在摩门教教徒和基督

徒之间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合一。

 » 为什么基督徒和摩门教教徒之间没有合一的可能？试举出几个原因。

摩门教的策略摩门教的策略

摩门教请人祷告求神来向他们显明摩门经是不是真的，还有约瑟夫•史密斯是不是先知。很

多人声称他们在做了那祷告后心里会有火烧的感觉。他们以为那火烧得感觉就是证明摩门教是真

的。那感觉并没有向他们证明他们个人的得救。24

摩门教声称相信圣经，但圣经却与他们的教义冲突。他们说圣经有错误，因为抄录和翻译时

的出错。他们说因为圣经里的错误所以需要后来的启示25。对摩门教徒而言，约瑟夫•史密斯的启

示是最高权威。因为他们相信他是神的先知，他们接受一切与圣经相违的摩门教信仰。

19 约瑟夫•史密斯在教会的历史，Volume 6, 305

20 圣经说童女马利亚是圣灵感孕。详有阅路加福音1:35环和马太福音1:18。

21 圣经说耶稣是神的道，而他在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之前就是神。详。阅约翰福音1:1，14。

22 圣经说许多人将与魔鬼和邪灵一同下到地狱里去。详，阅马太福音25:41。 

23 圣经说救恩是神的恩慈，不是行为赢得的。详 阅以弗所书2:8-9。

24 圣经说我们就算是有天使传另一个福音我们也不该相信。详翻阅加拉太书1:8。

25 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但他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35）。他说神的话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

全（ 马太福音5:18）。彼得说神的话语是永存的（彼得前书1:25）。神期待我们信靠祂话语而不是去找新

的启

“真正的宗教基础是立于神的圣言之“真正的宗教基础是立于神的圣言之

上。它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之上，而耶上。它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之上，而耶

稣基督亲自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稣基督亲自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 约翰•卫斯理- 约翰•卫斯理
(“理性思考的案例”)(“理性思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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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门教会和基督徒使用同个词汇，但他们的

意思却是不同的。他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

们却不是指祂是神。他们说圣灵是全能神的第三

位成员，而他们并不相信三位一体。

他们说耶稣是由处女所生，但他们相信父神有

肉身并以此来以自然的方式让马利亚受孕。

他们说耶稣受难并死去是作为我们罪的赎罪

祭，而我们可以祷告求饶恕，但他们相信天堂是

作为忠心人的奖赏。

摩门教声称是真正的基督教。他们声称其他全

部的教会都是假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明白和相信摩

门教的所有教义，他就不相信圣经中的福音，而且

也不是基督徒。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摩门教这部分的所有标注。

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里诵读。

使用使用教义手册教义手册

一下都是被摩门教否认的教义。翻开教义手册

来逐一看看这些重要的教义及其证据。确保你明白

这些参考经文怎么证实该教义。

1. 1. 圣经的教义是充分的。

2. 2. 只有一位独一真神。

3. 3. 天父并不是人类。

4. 4. 神从来不改变。

5. 5. 耶稣是神。

7. 7. 圣灵是神。

8. 8. 神是三位一体的。

9. 9. 救恩只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来。

11. 11. 我们是因信得救。

12. 12. 我们可以有个人得救的确据。

13. 13. 没有得救的人将受永远的刑罚。

传福音传福音

似乎看起来要改变摩门教徒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每一年都有数千的摩门教徒离开

摩门教。

试着向摩门教徒展现他最重要的信仰是跟福音相违的。使用教义手册中所提供的证据。向

任何看起来对摩门教感兴趣的人提供这些证据。

不要同意祷告求神向你显明摩门教是否正确。若你已经知道真理，你就永远不该去求神显

明什么。那样的祷告将给撒旦有机会来让你经历一些会使你困惑的事。

“我们有圣言，至少在总“我们有圣言，至少在总

体和实质上，当它们被体和实质上，当它们被

释放给摩西和众先知，释放给摩西和众先知，

并透过耶稣释放给基督的并透过耶稣释放给基督的

教会，他的传教士和使教会，他的传教士和使

徒，在教义里从希伯来文徒，在教义里从希伯来文

抄本和希腊文抄本里没有抄本和希腊文抄本里没有

办法发现任何错误。”办法发现任何错误。”

- Adam Clarke- Adam Clarke
(Christian Theology, 51)(Christian Theology, 51)

 

“我信….耶稣基督，“我信….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上帝的独生子。祂祂

从圣灵感孕…”从圣灵感孕…”

- - 使徒信经使徒信经
（写于第一世纪，总结使徒的教义）（写于第一世纪，总结使徒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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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门教徒没有个人得救的确据。他们很多人都活在害怕神将不接受他们的生命之中。确保

你跟他们分享福音，并告诉他们他们能如何获得自己得救的确据。这比你可以告诉他们的任何

事情更为重要。

你可能不会看到你辩论的成果。摩门教徒可能不会在谈话的最后告诉你他改变想法了。然

而，你并不知道这次会谈的长期效果。圣灵将继续使用你所给出的真理。

见证见证

克莉丝在摩门教里长大，并且参与他们所做的一切。她被视为摩门教中女生的好榜样。当

她离开家到爱达荷大学的时候，她被邀请参加一个基督徒查经班。她去是希望她可以说服一些

人改信摩门教。在查经班中，她从圣经里学到关于神的事是她从不曾发现的。她也看见基督徒

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是她从不曾有的。她离开摩门教并为神而话，就算她的家人和她绝大部分的

摩门教朋友都拒绝她。神赐给她心地基督徒家庭和比之前更多的朋友。克莉丝说：“致那些离

开摩门教并想着要连神也一起放弃的人，千万不要….神在你的生命中仍旧有命定。”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以赛亚书41。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摩门教教徒进行

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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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在整个课程中你将会与你所读到的各个宗教和异端的追随者展开对话。你将需要与

至少10个不同宗教团体的成员进行对话。你应该展现出福音和其他基督教的真理。

如果你没办法找到你在特定一堂课中读到的宗教团体成员，你就该找其他有兴趣

聆听这些材料的人。

在你完成对话之后，你将给出两份报告。

1. 1. 你将写一份2页的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其中你应该描述该宗教团体

的基本信仰，一个符合圣经对该信仰的回应，你和非信徒的对话，以及他们

如何回应你所说的。

2. 2. 上课的时候你将告诉你的同学关于那次对话。

那10个对话和书面报告是本课程的主要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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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课第4课

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他们敲山姆的门并给他一本名叫“警醒”的刊物。这些访客是一位带着两个小孩的妇人。她

们都好好打扮而且为人友善。这本刊物的封面文章是关于如何帮助儿女在学校有更好的表现。

那妇女读了一节经文并对此发表评论，然后询问山姆是否有兴趣来参观一个查经班。山姆说他

要考虑看看。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希伯来书1。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关于

耶稣的什么？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

历史历史

查尔斯•罗素与1881年开始创办锡安的守望台书社，并开始发表他独特的教义。该机构在

1931年才改名为耶和华见证人。

罗素写了六卷圣经研讨。他说大家最好是在没有圣经的情况下读他的书而不是在没有他的

书的情况下读圣经。他说如果一个人停止读他的书而只读圣经，他就会在两年之内陷入黑暗，

但如果他只读他的书而不读圣经，他就会在光明之中。26

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义已经被改动过许多次。

耶和华见证人的领袖有许多预言没有应验。举例来说，第二任领袖卢瑟夫曾经预测亚伯拉

罕、以撒和雅各将在1925年复活并住在他为他们所预备的豪宅里。他们没有复活，但他却自己

住在那豪宅里。27

耶和华见证人相信所有其他教会都是属撒旦的，除了透过他们的机构，没有别的拯救。28

 » 你已经看到哪些事情表明耶和华见证人并不符合基督教的经文？

26 圣经说神的道就是指引我们的光（诗篇119:105）。就算没有人教训我们，圣灵也会教导我们（约翰一书2:27）

27 圣经说如果一个人的预言没有应验，他就不能被视为先知。详牧阅申命记18:22。

28 耶稣告诉门徒不是所有神的仆人都会在同一个机构（路加福音9:50）。 



28 世界宗教与异端 环球牧者课堂所有

现今的影响现今的影响

耶和华见证人宣称他们在239个国家里运作，并以595种语言发表。在近十年内他们已经印

刷了200亿的刊物。他们有111000会所，还有超过700万的活跃会员。29

耶和华见证人的总部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

耶和华见证人教义的难题耶和华见证人教义的难题

耶和华见证人不参与政治选举或担任任何政府职位，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与这世界的国度是

分开的。30

他们不服兵役，并且不相信战争会是对的。

他们并不庆祝任何假日，不管是国定假日、基督教假日、或是生日，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

庆祝活动都是跟随异教习俗。

他们不接受输血，就算是要拯救性命他们也不如此行。因为圣经说不可吃带血的物。

他们不给什一奉献，而他们的牧师也没有薪资。

耶和华见证人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因为信基督就立即得救。他们相信人一定要加入他们的组

织，学习他们的教义，并开始操练他们的条件。31 救恩是个过程，而一个人可以确定自己得救

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每个成员在每个月都需要呈上见证活动的报

告。没有交上报告的成员将从活跃成员的名单中

被除名，并且不被视为得救。32

 » 根据耶和华见证人，一个人要如何得救？

耶和华见证人不接受十字架作为基督徒的象

征，并相信耶稣在赌注中死了。

他们说三位一体的教义应该被拒绝，因为那

是不逻辑和无法明白的，仿佛在神的天性上不应

该有什么是超乎我们理解的。

耶和华见证人相信圣灵并不是神，而就只是从

神而来没有位格的能量，就像是电流一样。

他们声称相信耶稣的复活，但他们相信就只

有他的灵复活而已，而不是他的肉体。

 » 为什么这些教义被称为“困难的教义”?

耶和华见证人最严重的交易错误就是否认基

督的神性和圣灵。

29 于2014年的报告

30 像是尼希米、末底改和但以理那些服事神但也为异教国家工作的人（尼希米记2:7-8，以斯帖记2:21，但以

理书6:2）。

31 在新约里，人在他们悔改并信基督的那一刻就成为基督徒（使徒行传2:41，8:26-39）。能够这样是因为我

们得救乃是本乎恩而不是因为行为。

32 圣经说神生命册记载得救者的名字。这生命册并不属于这世上任何一个组织（路加福音10:20，启示录

21:27 ） 。

“我们信仰...一位主，“我们信仰...一位主，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由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由

父所独生，即，出自父的父所独生，即，出自父的

本质，出自神的神，出本质，出自神的神，出

自光的光，出自真神的自光的光，出自真神的

真神，受生而非受造，真神，受生而非受造，

与父本质为一...以及圣与父本质为一...以及圣

灵，主，生命的赐予者，灵，主，生命的赐予者，

出自父与子，和父和子出自父与子，和父和子

一起受敬拜和荣耀...”一起受敬拜和荣耀...”

- - 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
（由主后325年的教会所写）（由主后325年的教会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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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见证人声称是真正的基督教。他们声称其他全部的教会都是假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明耶和华见证人声称是真正的基督教。他们声称其他全部的教会都是假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明

白和相信耶和华见证人的所有教义，他就不相信圣经中的福音，而且也不是基督徒。白和相信耶和华见证人的所有教义，他就不相信圣经中的福音，而且也不是基督徒。

耶和华见证人的策略耶和华见证人的策略

有兴趣加入耶和华见证人者将进行为期数月的查经班。他需要在他的生活上做出改变来跟

从他所学到的。然后他会被洗礼成为“出版者”，并需要派发机构的刊物。

平均来说，耶和华见证人要花8,000小时做见证才能获得一位新成员。

每一位成员要购买机构的印刷刊物来派发。

他们不称他们的会众为教会。他们相信所有的教会都是撒旦的。他们称他们的建筑为“国

度聚会所”。33

他们尝试向那些相信圣经但认识却不多的人用

经文来证明他们的教义。他们已经出版他们自家版

本的圣经，叫新世界译本，里面有些支持他们教义

的改动。他们改动了很多指出基督神性的经文。此

版本并非由真正的圣经语言学者所制作。

他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和世界的救主，于是

他使救恩成为可能。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第一个

创造，但他不过就是个完美的人而不是神。

 » 在歌罗西书1:16-17，新世界译本加上了“其

他”这个词，所以那经文说耶稣创造其他万

有，是在其他万有之先，其他万有也靠祂而

立。你觉得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要加上那字？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耶和华见证人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

组里诵读。

使用使用教义手册教义手册

以下都是被耶和华见证人否认的教义。翻开教义手册来逐一看看这些重要的教义及其证据。

确保你明白这些参考经文怎么证实该教义。

5. 5. 耶稣是神。

6. 6. 耶稣从死里复活。

7. 7. 圣灵是神。

8. 8. 神是三位一体的。

9. 9. 救恩只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来。

11. 11. 我们是因信得救。

12. 12. 我们可以有个人得救的确据。

13. 13. 没有得救的人将受永远的刑罚。

33 新约是写给众教会的（启示录1:4，哥林多前书14:33）。

“复活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复活不论在过去还是现

在，都是耶稣的。 藉此在，都是耶稣的。 藉此

耶稣的身份和他使命的耶稣的身份和他使命的

真理得以永远确立。”真理得以永远确立。”

- Willard Taylor- Willard Taylor
（God, Man, and Salvation，361）（God, Man, and Salvation，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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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传福音

不要粗鲁地对待耶和华见证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真理受逼迫，他们也期待福音派

的基督徒恶劣地对待他们。相反地，应该向他们展现基督的爱和真诚的关怀。

不要在小事上争辩，例如节日的庆祝或是服兵役这些问题之上争论。谈论福音的基础和救

恩的确据是更为重要的。

分享福音是最优先的。耶和华见证人没有得救的确据和与神的个人关系。

见证见证

罗伯特从小在耶和华见证人里长大，他有很多亲戚还在这异端之中。成年后他脱离了组织，

但还相信他们是对的。他的太太成了基督徒，而他决定要向她证明耶和华见证人才是对的。在

他的研究中他发现他们做了假预言。他开始读圣经并明白耶稣是神，而不是像他之前被教导的

那样，是位天使。他读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那段经文，并明白他所

需要的并不只是宗教信仰，而是与耶稣的关系。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希伯来书第一章。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耶和华见证

人的信徒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分享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于你相关

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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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堂教会基督堂教会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西奥是位罗马天主教徒。曾经做过神父，但后来离职了。有一天，当他开始新的工作时，

有个人向他展示如何完成那工作。西奥发现他是基

督堂教会的成员。西奥说：“我单单仰望耶稣；祂

是我的神。”那人告诉他耶稣并不是神，而他的牧

师可以从圣经证明耶稣只是个中介。他们向西奥展

示很多经文，然后他就疑惑了，最后他们说服他耶

稣并不是神。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启示录第一章。让每一位同学根

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关于基

督的什么真理？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

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基督堂教会基督堂教会

起源和影响起源和影响

这机构的原名是翻译自基督的教会。也有其他机构使用和他们一样的名字。

基督堂教会是于1914年由菲利克斯•曼纳洛在菲律宾开始创立，他之前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的成员。在他死后，他的儿子成了领袖，后再由孙子接续他的工作。

基督堂教会在112个国家里有超过5000个会众。34大多数都在菲律宾。他们是除了罗马天主

教之外最大的自称为基督教的机构。他们的认证是由政治领袖所批准。

基督堂教会致力于社区的进步。此异端在政治中非常活跃，并告诉他的成员要在选举时投

票给谁。基督堂教会支持菲律宾里的马科斯政权。

基督堂教会是富有的机构。35 他们强调精致的教堂建筑。基督堂教会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室

内圆顶礼堂。虽然他们很多的成员都是贫穷的，但他们很多领袖都是医生或律师之类的专业人士。

基督堂教会有自己的广播电台。它也出版两份刊物：帕苏戈和神的信息。这些刊物持续地

攻击罗马天主教和福音派教会。

34 于2014年的报告

35 图片： Judgefloro的 “8651Iglesia Ni Cristo churches Malolos City 09，取自htt ps://commons.

wikimedia.org/wiki/File:8651Iglesia_Ni_Cristo_churches_Malolos_City_09.jpg.

“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就“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就

是宣告我们的主耶稣基是宣告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永生神的儿子，为我督，永生神的儿子，为我

们的救恩成了肉身。”们的救恩成了肉身。”

- Willard Taylor- Willard Taylor
（God, Man, and Salvation，341）（God, Man, and Salvation，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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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堂教会很多的改信者之前都是罗马天

主教徒，就是那些已经相信圣经是真的，但却

没有具备良好圣经知识的人。基督堂教会的成

员向他们展示圣经经文来说服他们放弃先前所

被教导之教义。

基督堂教会在全球各大城市都有会众。他

们大多数在菲律宾之外其他国家的改信者，都

是移民到他国的菲律宾人。

 » 为什么大部分改信基督堂教会的都是来

自罗马天主教？

基督堂教会的教义和赎罪基督堂教会的教义和赎罪

基督堂教会最重要的信条，是他们是真正的教会，为菲利克斯•曼纳洛所恢复。这教义如此

地被强调，以至于他们的福音看起来是由他们教会的教义和其起源所组成的。

基督堂教会的追随者相信菲利克斯•曼纳洛是神最后一位特别的信使。他们相信曼纳洛在

圣经预言里被特别提到好几次，像是以赛亚书41:9-10，43:5-7；46:11，还有启示录7:2-3。

以赛亚书41:9-10是关于神特别膏立的仆人。基督徒相信这指的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但

基督堂教会说那指的是菲利克斯•曼纳洛。他们说那节经文中的“地极”，意思是地球的末后时

代。他们相信曼纳洛应验了那预言，因为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同一天注册他的教会，也

就是他们所称的地球末后世代的开始。但圣经中“地极”这词启示指的是在地理上遥远的地方。

在以赛亚书46:11，神说祂将召鸷鸟从东方来，就是能成就祂筹算的。基督教学者一般都将

此理解成神会使用外邦势力来惩罚以色列，这也对应了鸷鸟的涵义。基督堂教会相信菲利克斯•

曼纳洛的事工就是该节经文所预言的。

基督堂教会的信徒相信基督教会在使徒们死了之后很快就判教了。他们相信所有的教会，除

了他们之外，都是判教的，而那位曼纳洛恢复了在使徒们死后就失落的真理。

 » 你会如何回答基督堂宣称曼纳洛应验了某个特定的圣经预言？看看他们所使用的经文并

思考他们的上下文。

基督堂教会有赎罪的独特教义。那是建立在旧约命令一个人不该为另一个人的罪而受罚。

他们说耶稣不能为其他人的罪而死，因为那会违背神的律法。可是，因为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

身体，如果一个人加入教会他就不是另一个人，而是基督的一部分。因此，耶稣当他死的时候

是为着那些教会里的人，并未没有为其他任何人死。这赎罪的教义使他们的教会成为得救绝对

的必要，因为他们自认是独一的真教会。

 » 解释基督堂如何声称耶稣只是为了他们的教会成员而死。

很多基督堂教会的诗歌都是关于教会。以下将一首名为“基督的真教会”作为例子：

荣美神圣的真理

唯有在基督的教会里

在你的心里拥抱福音

神的话语大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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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真教会的成员

噢，神所预言的教会

坚定不移地持守

我们所领受的教导

亲爱的弟兄不要放弃

为主所爱的真教会

放下你心中一切的疑虑

永远忠心

其他信条和操练其他信条和操练

基督堂教会的领袖对于使人改信他们的宗教非常火热。他们催促他们的人致力于传扬他们

基督堂的信息。

在聚会的时候男女是分开坐在会堂的两边。在开始的时候门是锁着的。

他们诗歌所强调的主题是教会、忍耐生活的苦难、还有为饶恕祷告。他们祷告神会帮助他

们持守诫命，并成为配得领受饶恕的。

基督堂教会的领袖声称圣经是他们信仰的来源。他们一般的教导方式，是用许多整本圣经中

看起来没有关联的经文。他们用各个版本的圣经并会在一场讲道中引述六个不同的版本。他们试

着用经文回答任何问题。他们很多的成员声称他们是被这异端的经文使用方式说服而加入的。

基督堂教会并不相信三位一体或是基督的神性或是圣灵。

基督堂教会的成员持续地在他们的刊物攻击基督神性的教义。他们教导说耶稣是为特别的

人，当并不是神。他们说如果一个人以为基督是神，他就没有真正认识基督，而且也没有得救。

他们相信在死的时候灵魂也会死亡，并不再继续存在，除非神复活和重新创造那人。他们

并不相信地狱。

他们并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在听了被传讲的福音

或是读了圣经而信基督就能得救他们相信救恩是一

个进程。根据基督堂教会，一个只有加入他们教会

并保持教会的要求才能够得救。然而，他们并不保

证一个人会因他们的会籍而得救。他们相信一个人

会失去他的救恩，如果他没有正确的生活。因为这

些教义，很多他们的成员都在自己还没有得救的恐

惧之中。

 » 为什么基督堂教会没有即刻给出的就的确

据？

基督堂教会声称是真正的基督教。他们声称其基督堂教会声称是真正的基督教。他们声称其

他全部的教会都是假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明白和相他全部的教会都是假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明白和相

信基督堂教会的所有教义，他就不相信圣经中的福信基督堂教会的所有教义，他就不相信圣经中的福

音，而且也不是基督徒。音，而且也不是基督徒。

使用使用教义手册教义手册

因为基督堂教会声称相信圣经，圣经可以用来回应他们的教义。使用下列出自教义手册的

各个教义来回应这异端。

“我等谨随，众圣教“我等谨随，众圣教

父，同心合意，导人宣父，同心合意，导人宣

信： 唯一圣子，耶稣信： 唯一圣子，耶稣

基督我等主，为神人二基督我等主，为神人二

性同臻完满者；其为性同臻完满者；其为

真神，亦为真人…” 真神，亦为真人…” 

- - 迦克墩信经迦克墩信经
（由主后451年的教会所写）（由主后451年的教会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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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耶稣是神。

7. 7. 圣灵是神。

8. 8. 神是三位一体的。

9. 9. 救恩只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来。

11. 11. 我们是因信得救。

12. 12. 我们可以有个人得救的确据。

13. 13. 没有得救的人将受永远的刑罚。

传福音传福音

你可能已经留意到基督堂教会的教义与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义非常相似。他们的成员都活在

自己还没有得救的恐惧之中。

强调福音的基本真理是重要的。记得你所谈话的对象信靠的是要在对的教会才能得救的教

义。强调教导得救的个人确据之经文。给他们看见，除非他们相信基督的救恩，他们就永远无

法知道自己是否得救。

见证见证

米格尔过去在基督堂教会里服事。当他结识了其中的许多牧师，他就对于他们没有活出他

们所传讲的圣洁生活而感到失望。他们向他们的人传讲说他们一定要活出纯洁和公义的生命。

在米格尔看来，一个讲员活得越糟糕，他就越强烈地传讲关于公义的生活。米格尔说有许多牧

师都想要离开这异端，但却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们怕被迫害。米格尔决定要离开基督堂并坚持

福音派教义。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启示录一章。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基督堂教会的追

随者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

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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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课第6课

东方闪电东方闪电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尚辉过去在中国是牧师。他开始听到人们离开教会加入全能神教会。就连他的父母也加入

他们。当他去见那些异端成员的时候，他们说“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但之后在世上就是耶稣。

神可以再做新事，会有另一位基督来到世上。“尚辉被他们的教导搞得混论。他在他的事工上

感到灰心，因为那异端发展得很迅速。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提摩太后书三章。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

关于假基督宗教的什么？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东方闪电东方闪电

源起和影响源起和影响

东方闪电这异端的官方名字是全能神教会。这宗教是于1989年在中国开始。他们的会员人

数预计介于100,000到1,000,000之间。

东方闪电相信神在旧约时期显明自己是耶和华，然后再作为耶稣来到这世上，如今则是以

女性的样式来到这世上，也就是自称为邓闪电的女子。她真正的名字是杨向彬。邓姓女子并不

公开露面，并且她的样貌和所在地也不为群众知晓。36这异端可见的领袖是赵维山，他也可能

是杨向彬的丈夫。

东方闪电声称圣经已经过时，而新的启示是必要的 37。这异端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包括

从东方来的闪电，也被称为是从神而来给女基督的启示。那书是给基督徒的，并且用详细的刑

法来威胁他们。

东方闪电教导说耶稣的名现在是过时的而且没有能力，而邓姓女子就是现在的基督。

他们预言世界末日会在2012年12月21日。

 » 有什么事是你已经看出这机构并不是基督教？

36 圣经说当有人说弥赛亚就在世上某个地方我们不应该相信（路加福音17:23）。

37 耶稣说他的话永不废去，并不需要新的弥赛亚（马可福音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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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策略活动和策略

东方闪电特别以基督徒教会为目标，甚至选择最刚强的基督徒。有故事讲述那些过去在基

督教事工里的人离开教会加入他们。此异端的成员会假装加入教会，然后以庞大的金额来吸引

基督徒牧者改教。他们对其他宗教或教派的人不怎么有兴趣。38

此异端的成员会使用妓女来吸引有潜质的改信者。那些加入的人会与他们的伴侣分开，并

且需要去从事性活动。39

东方闪电的成员在使用虐待、绑架、和谋杀来达成他们的目的上广为人知。40 他们会对基

督徒机构的领袖们进行肢体攻击。他们拒绝让改信者离开他们的会籍。

如果一个人看起来有兴趣加入，他们会送礼物，但如果一个人不改信他们会用暴力威胁。41 

此异端的成员会讲述别人因抵挡他们而从神那里得了致命的疾病。他们也会尝试让基督徒陷入

性犯罪，然后勒索他们。

此异端的成员宣称他们被诬赖使用暴力，但很多基督徒和在中国的宣教士都目睹了他们的

行为。

成员需要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这异端。他们被鼓励离开他们的家人，跟异端一切生活

并在信息的扩散上效力。

东方闪电已经开始在好几个别的国家扩张他们的机构。他们是透过在华人教会派发他们的

印刷素材来开始。

 » 对比东方闪电的行为，真正教会的行为是如何的？

信条信条

东方闪电的信徒知道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但并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在没有加入他们机构的

情况下被基督拯救。想要得救就一定要放弃自己对耶稣的信仰并且跟随邓氏女基督。他们否认

基督的复活和再来。

他们相信任何没有接受邓姓女子（女基督）的话就会被神给定罪。42

现在人的责任是去跟从女基督，而也只有在人舍弃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在大庭广众中撕

掉他的圣经，称自己为“魔鬼之子”，是完全被女基督所说的话给“占据”而降服，才

能成为“得胜的人”，并且他就能进入由女基督在这世上所建立的国度…43

 » 我们如何知道耶稣基督和神的话语依旧为基督徒所需要？

东方闪电自称是真正的基督教。他们声称全部其他的教会都是假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明白和东方闪电自称是真正的基督教。他们声称全部其他的教会都是假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明白和

相信东方闪电所有的教义，他就不会相信圣经中的福音，而且也不是基督徒。相信东方闪电所有的教义，他就不会相信圣经中的福音，而且也不是基督徒。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东方闪电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里

诵读。

38 圣经提到那些不爱良善的人（提摩太后书3:3）。

39 基督徒持守圣洁并保守婚姻的戒律（以弗所书5:3）。

40 圣经说基督徒要温柔，顺服律法，并且不暴力（提多书3:1-2）。

41 出于神的智慧是和平、满有怜悯、和纯洁的（雅各书3:17）。

42 圣经预言会有人拒绝真道并试图分裂教会（犹大书17-19）。

43 取自“中国为耶稣”有关于此异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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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教义手册教义手册

以下都是被东方闪电否认的教义。翻开教义手

册来逐一看看这些重要的教义及其证据。确保你明

白这些参考经文怎么证实该教义。

5. 5. 耶稣是神。

7. 7. 圣灵是神。

8. 8. 神是三位一体的。

9. 9. 救恩只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来。

11. 11. 我们是因信得救。

12. 12. 我们可以有个人得救的确据。

传福音传福音

虽然这异端暴力、奸淫和狡猾的策略让他们看

起来像是恐怖组织，但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追随者

并不知道他们领袖的活动。特别是在中国以外的国

家，那些被这异端所吸引的人可能不会相信对于他

们的指控。因此，作为一位能回应他们的教义的基督徒是重要的。

一个完全参与此异端并相信他们的教义的人不可能是基督徒。因此，他们都有无法被满足

的属灵饥渴。基督徒的优先事项应该是跟他们分享福音。

很多人是因为恐惧而加入东方闪电。我们一定要传讲忠于真理是比任何世上的处境更为重

要的。我们也知道神的国度必将得胜。

特别警告：不要离开基督教的历史。特别警告：不要离开基督教的历史。

基督教从古至今已经有好一些各式各样的信

条。然而，关于神的本性和基督的本性这些的基

要教义都被各个时代的教会所推行和捍卫。早期代

表全教会的议会写下了圣经教义的陈述，而所有传

讲福音的教会都视这些教义为必须。符合圣经的教

会彼此看起来很不一样，并且有很多互不同意的事

物，但他们都在特定基要真理上有共识。

一些异端说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所有的教会都在

基要教义上搞错了，并且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

不同意只是一小部分的教义，而是所有关于福音所

必需的教义。他们否认把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区分开来的事物。一个否认基督信仰的基础的异端是

另一个宗教，不应该称自己是基督徒。

当异端说所有别的教会确实都是错的，我们需要明白他们是在指什么。他们是在说古时代表

所有教会的议会都是错的。他们是在说生活在各个时代数以万计的基督徒都是错的。他们是在

说你所知道的，在基督里做榜样的敬虔之人都是错的。他们是在说所有在世界上爱神、祷告、

敬拜、为神的恩慈做见证、忍受逼迫、顺从圣经、以及分享福音的男女都是错的。这异端说全

都是错的，就连使人成为基督徒的基本真理也是错的。

“（圣经的）启示如今“（圣经的）启示如今

是完整的。神不会再加是完整的。神不会再加

上任何东西，因为它已上任何东西，因为它已

经包含了一切人所需要经包含了一切人所需要

的，无论是在这世上的还的，无论是在这世上的还

是将要发生的，而祂也是将要发生的，而祂也

谴责那些对其进行添加谴责那些对其进行添加

或删改的人并将对他们或删改的人并将对他们

做出最严厉的审判。”做出最严厉的审判。”

- 亚当.克拉克- 亚当.克拉克
（基督教神学， 50）（基督教神学， 50）

 

“他（耶稣）降在阴间；“他（耶稣）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

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

临，审判活人，死人。”临，审判活人，死人。”

- 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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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异端是对的，那就是神选择在这好几个世纪以来，都不指引祂的教会。如果这异端

是对的，那各个地方真诚、敬虔的人依旧拒绝他们

的教义就显得怪异。确实宗教团体可能会变得世

俗、大有能力、富有、并且不真的对真理感兴趣，

但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敬虔的属灵人会持守圣经的

基要真理。

见证见证

莉亚加入东方闪电异端，因为她以为他们都是

基督徒，但很快地发现他们并不相信圣经或耶稣。

她决定离开，但他们用铁棒打她的脚，让她不能走

路。他们说如果她离开他们会杀了她。之后她透过

一位基督徒的帮助而逃脱。她如今在一间教会里并寻求神的帮助。因在东方闪电所受的伤，她

的腿仍然是瘸的。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东方闪电

的信徒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这异端并不存在于你

学习这门课的国家。如果没有，就向其他人呈现这些材料并得到他们的回应。

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

的课程带领者。

“赎罪教导上的关键命题“赎罪教导上的关键命题

是基督的死带下救赎，促是基督的死带下救赎，促

成了救恩。基督的死使我成了救恩。基督的死使我

们的得救变为可能。”们的得救变为可能。”

- Thomas Oden- Thomas Oden
（The Word of Life，347-348）（The Word of Life，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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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课第7课

成功神学成功神学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威廉正观看电视上的辛班尼。辛班尼讲述他和另一位传道人如何举办了一场医治聚会。他

说有好多的人得着医治并且留下他们的轮椅，以致一路上都是空轮椅。威廉纳闷那样的神迹是

否真的发生，而它们是否是真正基督教的标志。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从这段经文中我

们看到基督徒的信心和假信心有什么对比？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成功神学成功神学

引言引言

那些信奉成功神学的人并不统一在一个机构里。此宗教也被称为“信心运动”，或是“信

心话语运动”。

建立在成功神学的事工通常都会从某个以别出心裁的教义和讲道才华而赢得关注的个体开

始。每一个事工都是建立在这位成为宗教名人的人之上。例子像是辛班尼、肯尼斯•寇普兰、莫

里斯•赛鲁罗、梅尔斯•芒罗、和肯尼斯•哈金。44

成功神学的教师会吸引人离开别的教会。很多人相信这些教师正在复兴教会进到另一个就

连初代教会也不鲜少经历的属灵权能层次。他们是灵恩派，但他们教导的新教义并不代表所有

的灵恩派和五旬节派基督徒。

 » 有什么成功神学的传道人是你知道的？

成功神学的教义成功神学的教义

教导成功神学的人强调新的启示，而他们许多的教义在圣经里都找不到。

他们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们对信心的教导，强调每一个人只要学会如何使用信心就可以拥

有健康和财富。他们应许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医治。他们也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成为富足是神的

旨意。45

他们宣称在他们的事工中有许多神迹奇事发生，但这些神迹大多数都没有好的证据。那些

变得富有的人，都是那些从他的追随者获得奉献的人。

44 其他还包括罗拔士、弗雷德里克•普萊斯、罗伯特•蒂尔顿、查尔斯·卡普斯和约翰•阿万齐尼。

45 圣经警告我们会有教师教导人想要听的（提摩太后书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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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神学的传道人教导说信心是宇宙中非位格的力量和物质。他们相信人也可以像神一样

地使用信心来创造和行神迹奇事。46他们觉得人可以在不倚靠神和没有试着明白神的旨意的情况

下使用它。辛班尼说：“不要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47哈金说：“我祷告是宣告我的权柄。”

他们关于信心的教义是建基在有别于基督信仰传统历史上关于神的教义。他们的教义并没

有形成一致的系统。举例来说，他们会宣称相信三位一体，但他们却会发表与之相违的言论。

他们教导说父神是有肉身的人。肯尼斯•寇普兰说亚当并不是与神相似，而是一摸一样的复制

品。他们强调因为人是神的复制品，他们就应该能行神所行的。哈金说任何一位有神话语知识的

信徒都可以如同耶稣所做的一样在地狱里击败撒旦。哈金也说人在堕落之前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

神的同在里，并且活的于神同等。寇普兰说人并不是受造成为神的仆人，而是作为神的合伙人。

成功神学的教师们说就像神说有就有一样，信徒们也可以命立就立。辛班尼说信徒并不需

要倚靠耶稣，因为信徒就跟耶稣的一切所是、曾是、或是将是都完全一样。肯尼斯•哈金说每一

位信徒就像是耶稣基督的转世。

成功神学的教师们说这世界并不为神所有，或

是神并不掌管这世界。48他们教导说神将这世上的

权柄给了人，而人却把权柄给了撒旦。他们声称除

非有人的允许，不然神无法在这世上做任何事49。

 » 教导成功神学的人对神有什么错误的看法？

他对信心有什么错误的看法？

此宗教在国际上的仿制此宗教在国际上的仿制

很多带有成功福音的新教会已经在好几个国家

开始。他们很多都模仿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国教

师。有的人会使用来自美国传道人的书籍和影片。

有时新的领袖会开始他们自己的新教派，并试

图在他们自己的个性上建立一个宗教王国。他们的

团体可能会成为类似宣称有新启示的异端，好让他

们可以提供其他教会所没有的东西。

教导成功神学的人声称所代表的是真正的基教导成功神学的人声称所代表的是真正的基

督信仰。可是如果一个人明白和相信成功神学的所有教义，对他而言相信圣经中的福音就会是督信仰。可是如果一个人明白和相信成功神学的所有教义，对他而言相信圣经中的福音就会是

前后矛盾的。前后矛盾的。

46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因着信心而信神，并寻求祂的赏赐（希伯来书11:6）

47 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要祷告求父的旨意成就（马太福音6:10）。

48 圣经说地上和其中所充满的一切都是属神的（诗篇24:1）。

49 圣经说神是审判全地，并采取行动的（撒母耳记上2:10）。

“在人心易犯的罪中，没“在人心易犯的罪中，没

有什么比拜偶像更为神所有什么比拜偶像更为神所

憎恶的，因为拜偶像归根憎恶的，因为拜偶像归根

结底来说就是对神品格的结底来说就是对神品格的

诽谤...... 一个在堕落之诽谤...... 一个在堕落之

人的心里的阴影中所诞生人的心里的阴影中所诞生

的神，自然不会与真神有的神，自然不会与真神有

半点相像。‘你想….’主半点相像。‘你想….’主

在诗篇里对恶人说，‘….在诗篇里对恶人说，‘….

我恰和你一样。’”我恰和你一样。’”

- 陶恕- 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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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起回去阅读成功神学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里

诵读。

对成功神学的回应对成功神学的回应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纠正他们对于基督徒生活的错误理解。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

4:8-13。他们很多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都很贫穷。他们以为因为他们成了神的儿女，凭着信心

和属灵恩赐，他们就可以在这世上有财富和地位。保罗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

你们作王了。”我们知道他是在说他们所宣称的，并不是事实，因为他接着说：“我愿意你们

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他继续说到就连作为教会领袖的使徒都在贫穷里受

苦，并且在世上地位卑微。虽然他们有极大的信心和属灵恩赐，他们有时还是又饥又渴、没有

一定的住处、而且亲手做工来自我供给。信心并不保证财富。

在另一个段落，保罗解释说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还在因罪的咒诅而受苦。来看罗马书8:22-23。一切的

受造之物都在受苦并挣扎求存。他说就连基督徒也还在肉体上受苦，并等候他们的身体被买赎的

时候。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救恩的结果还没有全部完成。我们还是会有疾病、老化、和死亡，直

到我们进到天堂。有时神会医治，但我们并不没有被保证我们可以活在生理上一切的问题之外。

希伯来书12记录了许多信心伟人的生命。他们因为相信神的应许并顺服神而成就大事。其

中一个他们信心的证据就是他们能够为着他们对神的忠心而忍受艰难的时刻。他们不单是忍受

世界的逼迫，他们也在需求上受苦。他们很多人都流离失所并且缺乏食物和衣物（希伯来书

11:37-38）。他们不是因为没有信心而在这些事上受苦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是

自愿为了他们与神的关系而撇弃世上的一切。

 » 有哪些符合圣经的证据，显示信心并不保证

财富？

圣经警告不可贪财。来看提摩太前书6:6-10。

企图要致富的人将落在属灵陷阱里，并导致更多的

愁烦。贪财会导致各种恶行。与其变得贪婪，我们

要满足于我们的所需。

成功神学透过诉诸世俗的目标来吸引罪人，而

不是呼召他们悔改。

成功神学并没有就人的苦难给出实际的基督徒

观点。

成功神学造成傲慢的心态，就是不尊重其他教

会、年长的基督徒，甚至是神。

成功神学承诺神并没有做的应许，导致失望和

丧失信心。

圣经中的福音是给知道自己有罪，并想要得着神的饶恕和平安的人的盼望的信息。与神的关

系是从悔改和放下我们的意念开始。基督徒每一天都顺服神、谦卑、并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

神邀请我们将一切所需都藉着祷告交托给祂，而我们一定要在一切的光景里都接受祂的旨意。

神应许祂在一切的时候上都掌权，并且祂也会叫万事都为我们效力，但祂并没有应许即刻将所

有苦难都挪去。

主耶稣的祷告就是基督徒心态的榜样。这与成功神学教导者为自己声称能力和尊荣的心态是

相违背的。来看马太福音6:9-13的主祷文，在这祷告里我们发现最优先的是神的国度和荣耀，

还有一切都降服在他的旨意里。

“凡借着灵说：‘给我“凡借着灵说：‘给我

钱’或别的东西的，钱’或别的东西的，

你们不要听他；但他你们不要听他；但他

若叫你们施舍别人，若叫你们施舍别人，

就不应论断他。” 就不应论断他。” 

- 十二使徒遗训- 十二使徒遗训
（出自西元1世纪的教会）（出自西元1世纪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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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基督徒对于医治和金钱的态度应该与教导成功神学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使用使用教义手册教义手册

成功神学得教导者声称他们相信独一的神，

而他们敬拜耶稣，作为完成我们救赎的神子。然

而，他们的领袖说人是神完全的复制品，并且可

以做神所做的。要强调神和耶稣的独特性，使用

教义手册中的部分：

2. 2. 只有一位神。

9. 9. 救恩只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来。

他们信心的教义是根据他们把神看为使用信

心的人。这让他们有理由来以为人也同样可以办

到。翻开教义手册去看

3. 3. 父神并不是人。

见证见证

当安妮开始到一间相信“信心运动”之教导的教会聚会时，她是瞎的。她们告诉她要藉着信

来支取完美的视力。她并没有得医治。他们告诉她,说她信心不够，也说她的生命中有些不对的

东西并且拦阻神的旨意行在她身上。她变得灰心、失去她的喜乐，甚至也停止了祷告。慢慢地她

发现那教会的人其实只是在维护他们的神学。他们想要她得医治，不是为了她，而是因为她不符

合他们的神学。她明白神并没有离开她，而她也立志要紧握她跟神关系中的喜乐。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哥林多后书11。根据这段经文的信息来向成功神学的追随者进行解释。让几

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抱持成功福音的教会有

好几个名称，但他们都是在本课程中提到的那些作者的跟随者。预备跟你的同学

分享关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信奉基督教的人竟然“信奉基督教的人竟然

以为拥有世俗的灵、世以为拥有世俗的灵、世

俗的的伙伴、以及他们俗的的伙伴、以及他们

受世俗标准所支配的生受世俗标准所支配的生

命，他们还可以蒙神喜命，他们还可以蒙神喜

悦或甚至能进天堂，悦或甚至能进天堂，

是多么奇怪啊！” 是多么奇怪啊！” 

- Adam Clarke- Adam Clarke
（Christian Theology，252）（Christian Theology，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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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论异端末世论异端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当皮耶尔在往教会去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巨大的看板上写着：“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之

日，这是有圣经保证的！”皮耶尔纳闷如果那信息是真的那他该怎么办。看起来已经没有理由

再送他的孩子们去学校，或是完成他屋子的建造，又或是还清他所借的钱。他纳闷他是不是应

该把他所有的钱都奉献来传扬这信息。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马可福音十三章。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警

告了什么？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末世论异端末世论异端

末世论异端的介绍末世论异端的介绍

有数以百计的末世论异端。他们都有各式各样，各个种类的名称。它们往往是从一位宣称

有关于未来的新启示的人所开始。它们有的只维持很短的时间，会员不多，而有的则变得很大

型。本课程在其他部分所涵盖的一些机构也有末世论异端的特征。打个比方，耶和华见证人就

有好几次发预言来激励他们的成员，但那些预言都没有成真。

为什么末世论异端会存在为什么末世论异端会存在

很多人都觉得世界已经来到一个危机的时代，

我们视为正常的一切都将被改变。这危机可能被

形容为金融上的、生态上的、战争、政治、或是

文化上的改变。

很多新的小说和电影描述虚构的末世，像是

因为全球性的瘟疫、或是核子战争、又或者是巨

大的陨石撞向地球。在这些故事里，世上大部分

的人都被杀，而存留下来的人也进入一个生活与

他们所知的全然不同的时代。

因为这份恐惧和期待，人们都在寻找关于如何

面对未来的答案。有的人是在找宗教上的解释。他

们变得对末世论异端产生兴趣。一个末世论异端是

藉由某个声称带有新的启示的先知开始。末世论异

端透过讲解这世界的状况和我们应该要如何预备来尝试满足人们的情感和属灵需要。

“撒旦喜欢把假冒为善“撒旦喜欢把假冒为善

和作恶之人引入宗教团和作恶之人引入宗教团

体，好来诋毁神的作为并体，好来诋毁神的作为并

高举他自己的计划。”高举他自己的计划。”

- Adam Clarke- Adam Clarke
（Christian Theology，345）（Christian Theology，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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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论异端存在于各个时代。有位自称为先知

的人名叫蒙他努。他生活在西元2世纪的教会，预

测神的国将要来临，而世界体系将要结束。在整个

教会历史中也都有人宣称知道基督什么时候会再回

来，并设立祂的国，审判恶者。数以万计的人都被

欺骗，感到失望。

 » 你曾经见过或听过什么末世论异端的例子？

末世论异端的领袖们不会以按照圣经的方式来

回应某个时代里的危机，虽然他们宣称是基督徒并

且使用圣经。以下是一些绝大部分的末世论异端所

具备的特征。

末世论异端的特征末世论异端的特征

1. 1. 他们为具体的预测设定日期。他们为具体的预测设定日期。

他们可能预测主的第二次再来，可能预测世界政权的结束。他们可能预测将毁灭世上恶人的

灾害，也可能就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给出具体的时间。当事情没有发生，他们就说他们的预测

指的是其他别的东西。他们可能会设立新的日期。50他们一般也做很多较小的，同样也没有成真

的预测。圣经说如果一个人的预言没有应验，他就不能被视为先知（申命记18:22）。

2. 2. 他们有新的圣经诠释他们有新的圣经诠释

他们会赋予某段圣经经节从来没有人想过的含义。该含义也是一些无法被经文自行证实的。

那自称为先知的宣称那诠释是透过启示来向他显明的，而这也使它称为新的启示而不是诠释。

这是圣经的误用，因为他们说圣经教导他们想法，但实际上他们是依靠本来不在圣经里，而是

被添加意思进去的新启示。那些相信该信息的人都是些已经决定要相信那所谓先知的人。他们

并不跟从圣经的权威，而是跟从异端领袖的权柄。51

3. 3. 他们需要非基督徒的行为。他们需要非基督徒的行为。

他们要他们的成员所行的从来就不是基督信仰的行为典范52。他们可能会需要与社会和一般

生活有所隔绝。他们对敌人抱持敌意，甚至可能鼓吹暴力。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成员和家人动用

武力。当他们因为他们的行为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就称之为逼迫。他们相信神会神迹式地介入

作为他们激进信仰的回应。有的末世论异端会以自杀结束。

50 耶稣说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马太福音24:36）。

51 圣经说没有经文是可随私意解说的神启发并掌管写作过程好叫它能表达出神想要说的话（彼得后书

1:20-21 ） 。

52 提多书3:1-5描述了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典范。

“未来看起来是我们越“未来看起来是我们越

接近，就越是糟糕。在接近，就越是糟糕。在

这样的威胁背后，我们这样的威胁背后，我们

看见在万事上掌权的神，看见在万事上掌权的神，

祂的旨意终将成就。”祂的旨意终将成就。”

- W.T. Purkiser- W.T. Purkiser
（God, Man, and Salvation，198）（God, Man, and Salvation，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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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他们将成员从其他关系中分开。他们将成员从其他关系中分开。

有的末世论异端会要他们的成员把他们的而一切都献给机构。成员们一起生活，并跟所有

不在异端里的亲友分开。他们可能被教导要是所有的教外人为敌。这些追随者最终都会失望，

因为那不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团契，而且也不会是基督徒的团契。53

 » 这问题带来下一个部分：末世论异端造成了什么伤害？

末世论异端的影响末世论异端的影响

末世论异端在好一些方面都有毁灭性。

1. 1. 他们吸引人离开基督教会进到错误的教义。

2. 2. 他们使他们的追随者失望并造成他们完全失去他们的信心。

3. 3. 他们声称是基督徒，当却有非基督徒的行为，破坏基督的名誉。

4. 4. 他们造成人们对与神的国度和基督的再来有关的经文产生疑惑。

基督徒对世界危机的回应基督徒对世界危机的回应

圣经有对如此的时代说话。像是但以理书和

启示录的经文都是写在局势不明朗的时代，在社

会里有混乱、国际战争，还有迫害。这些都是对

信靠神的人的信心试炼的时刻。看起来仿佛一切

都失去控制，而一切美好的都会被毁灭。

先知性经文的最大主题是神掌权，以及将逐

渐建立祂的国度并奖赏义人54。圣经明确指出日

子将变得艰难，而邪恶似乎将掌权一段时间。信

徒们被呼召要持守他们对神的信心，并不论世界

落在怎么样的光景都要忠心地生活。就像那些经

文在那时代被应用，它们也同样可以被应用在任

何信心都被同样试炼的时代。

帖撒罗尼迦后书是写给那些期待耶稣再来和神审判的日子速速来到的基督徒。他们听到有

人声称知道那些事情就快要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2:2）。他们对于自己应该怎么做感到困惑。

使徒保罗描述一些在基督再来之前会发生的事，包括“大罪人”，也就是“沉沦之子”的

上位（2:3）。

去看保罗在15-17节为信徒所总结的指引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他告诉他们要持守他们

所领受的教训，并在其中站立得稳。他们不能因为未来将要发生的任何事情离开基督徒生命的基

本原则。在17节他祷告神会一切善言善行上坚固他们。

53 耶稣祷告我们能如他一样在这世上却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7:14-16）。

54 但以理书2:44，但以理书4:34，但以理书6:26，但以理书7:27，启示录1:7，启示录6:15-17，启示录11:15

，启示录17:14，启示录19:11-21。

“祂【耶稣】将在荣耀“祂【耶稣】将在荣耀

中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中再来，审判活人和死

人，他的国没有穷尽。” 人，他的国没有穷尽。” 

-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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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世界末日近了，那也不是让我们离开基督徒原则的时候。那些一直以来都是最重要的

事物，就算到了最后也依旧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向失丧的人传福音，持守真正的教义，过圣洁

的生活，与信徒团契，为他人行善，并向所有人彰显爱。

 » 若我们生活在末世时代，有哪些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记得的？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末世论异端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

里诵读。

传福音传福音

跟末世论异端的成员谈话的时候，当务之急是确保他真的明白福音。你可能以为异端的成

员相信基督教的教义，而只是在增加了一些与众不同的预言，但是那异端可能在基要教义上其

实也是违背的。

接下来重要的是指出如何区分异端与基督教历史。指出这几个世纪以来教会里的敬虔者绝

对不会接受的行为和教导。

指出事实上马太福音24:36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间还没有显明。

指出他们对于先知性经文的诠释只是建立在他们对于领袖的信任，并不是根据一般的释经

原则。

指出申命记18:22告诉我们一个人的预言就算只有一个没有应验，他就不能被视为先知。

见证见证

辛蒂从小在耶和华见证人的家庭长大。小时候他相信国度聚会所里的教导是从神而来。有一

天晚上领袖们召集开特别会议。他们宣布世界末日将在1975年来临。那时还有7年时间。辛蒂那

晚为着世界末日来临时她家人将会如何而害怕并哭泣。下来的几年她的家人和其他人都努力为

那异端工作。他们相信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该异端的杂志印了许多儿童、成人和老人在世界

末日被毁灭的图片。在1975年的最后一天，很多人都在当晚带着终结将要来到的心情入睡。辛

蒂隔天一早醒来，惊讶地发现一切都还是如往常一般。她的父母没有再谈论那预言了。辛蒂慢

慢地也不再去那异端的聚会，但是她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寻找真理。几年之后辛蒂遇到了一个人

跟她讲解救恩，然后她就得救了。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马可福音13。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末世论异端的信

徒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

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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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印度教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阿米特从小在印度教的家庭长大，并且一切的宗教习俗他都有参与。他小时候就每天祈祷。

他是真诚的，但却也感到有种灵里的空虚。阿密特阅读印度教的书籍并尝试要更好地明白自己的

宗教。他被教导信仰是不所谓的，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寻求神的途径。他想要找到真正能把他带

向神的真理，但却不确定这样的真理是不是真的存在。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以赛亚书46。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神

和偶像之间有什么对比？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印度教印度教

印度教简介印度教简介

印度教在印度的起源比任何历史更早。印度

教没有单独的创办人和包含一切追随者的机构。

世界上有超过十亿的印度教徒，但他们却都有各

式各样的信仰。很多印度教徒只实践印度教的一

部分宗教习俗。

印度教徒相信他们的宗教源自于古印度的吠

陀经。吠陀经有数百卷著作。

并没有能代表所有印度教信仰中所信奉之神

明的教义叙述。很多印度教徒信奉很多有性格，

并且行善和作恶都有的诸神。印度教徒用很多的

偶像来代表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和灵体。55

有的印度教徒也敬拜一位至高的神。有的印度

教徒称至高神为湿婆；其他的印度教徒则对他们至

高神有别的称呼和描述。湿婆有一个妻子和儿女。

湿婆既行善也作恶。有的称湿婆为造物主，但他们的意思并非世界是在某个特定时间被创造来的。

就算当印度教徒在谈论关于一个超然的神，他们所指的也不是基督徒所说的神。基督徒相

信神是终极的现实，而且也是世界的创造主。印度教徒说他们相信独一的神，但那并不是个能

思考或沟通的神，除非是通过形形色色，已经取了形体的诸神。56

55 耶稣说我们当拜独一的真神（路加福音4:8）。

56 先知耶利米书说耶和华用祂话语的能力来创造，而一切的假神都将灭亡（耶利米书10:9-12）。

“关于神有无限智慧的“关于神有无限智慧的

观念是一切真理的根观念是一切真理的根

源。它是所有其他关源。它是所有其他关

于神信仰之健全性所于神信仰之健全性所

必需的信仰基准。”必需的信仰基准。”

- A.W. Tozer- A.W. Tozer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66）（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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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徒相信世界是源自于一个终极，非位格

的起源。有的印度教徒将这终极的现实称为梵天。

他们相信所有的一切存在都是梵天的一部分。他们

相信梵天就是众生里的魂魄或是自我的本质。57 他

们或许甚至会说他们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神，可是他

们的意思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作为一而存在，而那就

是神。

印度教徒相信任何造福人民的伟大领袖都可能

在以后会成为神祗。每个人都是梵天的彰显，但神

祗则是比其他人更多彰显梵天的人。58

 » 基督徒和印度教徒之间对神的概念有什么不同？

印度教徒宣称对所有宗教宽容。他们有句话说：“万法

归 一” 。他们说达成目标的方法有很多，就算不同的宗教在

一个人要怎么生活和要试着达到什么有不同的概念。他们“万法

归一”的意思并不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各种宗教中的所有真

理都是在理性上相互一致。他们的意思是所有的真理都是现实终

极的表达，是非笔墨和言辞所能尽述。59

基督徒相信就算神超乎我们的理解，祂也已经显明一些关于

祂自己的真实叙述。如果一个宗教与神所显明关于自己的真理有

所冲突，那宗教就是错的。

有的兴都徒相信耶稣是实践印度教原则的人，而且是位伟大

的老师，就跟其他曾来到这世上的人一样。他们并

不相信他是神的独生子。

兴都徒相信轮回，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而且没有什么会带来永久改变的事。

印度教徒相信轮回转世。他们相信那是一个人

的核心自我多次地以各种生命形态重生。60

印度教徒相信因果。根据因果的概念，一个人

可以因为他这一世的所作所为而在来世有的好报应

和坏的报应。因果是一种宇宙的自然律，并非以任

何神所设立的律法为基础，也不是任何神所监管

的。61

一个人如果做了一些伤害自己或伤害他人的事

就是有罪。他可以通过行善来抵偿他的恶行来获得

更好的报应。不过其中并没有饶恕。

印度教徒的终极目标就是找到脱离轮回并进入

一种叫涅槃的永恒状态。有的印度教徒将这状态定义为自我的永久存在，而其他则视之为被梵

57 圣经说神用命令创造天地万物。祂与祂所造的是不同的（创世记1:1）。

58 Image by Ganesh Chaturti from Unsplash, retrieved from htt ps://unsplash.com/photos/Mawa0oZ3YKs.

59 使徒保罗说牧师的首要责任就是教导教义。所有的宗教并不一样（提摩太前书1:3-6）。

60 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要受神的审判（希伯来书9:27）。

61 基督徒遵行神的律法，并且与神有个人的关系（诗篇119:1）。

“我信上帝，全能的“我信上帝，全能的

父，创造天地的主。”父，创造天地的主。”

- 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

 

“基督徒相信人、相信人“基督徒相信人、相信人

类个体的无限价值、以类个体的无限价值、以

及藉着神救赎的恩典而得及藉着神救赎的恩典而得

以实现的无价潜力。” 以实现的无价潜力。” 

- W.T. Purkiser- W.T. Purkiser
（Exploring Our Christian （Exploring Our Christian 
 Faith，204） Faith，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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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所吸纳，就像一滴水落在海里一样。62很多印度教徒相信当人被梵天所吸纳，他就不再以个

人的意识存在。

 » 印度教徒对于涅槃的概念与基督徒对天堂的概念有什么区别？

印度教生活方式印度教生活方式

那些完全出离世界的人并不生产、预备或储存食物。他们必须每天乞讨食物。有些则依赖

亲戚；有的则挨家挨户地乞讨。63

很多印度教徒都是素食者。在吃肉的印度教徒当中，绝大多数的人不吃牛肉，因为牛是被

崇敬的。往往在食物被享用之前都要先献给偶像，就算在家里也是。64

印度教具有非常精致的寺庙艺术和建筑、服饰和带有宗教意义的个人装饰品。

印度教徒相信他们应该要对众生有平等地对待。他们相信一个人应该如同关心他的儿子一

般来关心一只受苦的狗。他们相信任何关系都不应该让一个人对某人的需求产生感情。他们相

信因为关系而去关心某个人这动机是不对的。他们相信梵天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感情，既没有痛

苦也没有快乐。印度教徒应该要尝试达到这种境界。

当印度教徒在讲述关于对每个人平等地关怀，他们听起来很可能跟基督徒的想法一样。可

是实际上是不同的。基督徒相信他们应该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印度教徒则相信不管是自己

还是别人，你都不应该关心。

对印度教徒而言，冥想的意思是对自己的心思意念有完全地掌控，所以没有想法会在没有

你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他们的崇拜是设计来倒空心思意念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用重复性的声

音、文字和动作。冥想的目的都是为了放空什么也不想。瑜伽一开始也是在印度教系统里作为

清除心思意念的动作。

印度教徒用集中意念的方式来向神祗祈祷。如果一名印度教徒达到完全的专注，他就不再

需要神祗，也不再需要祈祷。他们并不直接向梵天祈祷。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印度教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里诵

读。

传福音传福音

因为印度教徒不相信圣经，使用文本证据来反驳他们的信仰并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取而

代之的，是以一种满足他们需要的方式来呈现圣经福音。基督徒与神关系的个人见证将有助于

感动印度教徒想要认识神的需要。

与印度教的梵天相反，神，世界的创造主和维持者，是一个会思考和说话的位格。

神是公义和慈爱，在祂的本性里没有一点邪恶。他总是信实，这与印度教里有自私的目的

和在品格上有矛盾的神祗们有强烈对比。

神爱世人，并以在关系里与他同住为目的而创造了我们。他对我们的生命有命定和计划来

使我们与他永远地在天堂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神当成我们个人的父。

每个人都与神隔绝因为他们都犯了罪违背祂的旨意。每个人都将为罪的缘故各自受神的审

判。这与印度教里作为自然法则运作的非人因果之概念不同。

62 基督徒的目标是要永远在与神的个人关系中于天国里活着（启示录22:3-4）。

63 印度教追随者最好的榜样并不工作来供给自己，但圣经说人不应该依靠别人而不工作（帖撒罗尼迦后书

3:10 ） 。

64 圣经说所有的肉都是可吃的（提摩太前书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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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道成肉身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能被饶恕。每个人都可以透过在耶稣

为我们牺牲的基础上寻求饶恕并与神建立关系。

因着饶恕我们于爱我们，并应许将我们视为其儿女的神，建立了个人的关系，而不是敬拜

那些遥远的，没有关爱，也没有应许我们什么的神。

见证见证

当阿米特第一次遇到基督徒，只有一条道路能到神那里的想法让他觉得被冒犯。当他读到圣

经里耶稣所说的比喻，他很惊讶这些要如何应用在他的生活上。在他研究圣经的准确性后，他

就相信圣经从它的原始著作中被良好地保存下来。有一天他看到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影片，

并决定要相信基督。阿米特说：“如果基督教只是世上众多的宗教之一，那我所作出的牺牲，

包括失去我家庭的平安，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对我的印度教信仰感到自在，并且享受积极的崇

拜生活；只是我慢慢地感到空虚，并顽固地抵抗神出自于教会的呼召。是神的真理和慈爱终究

迫使我接受基督做我的主。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以赛亚书46。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印度教徒进行讲

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

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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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课第10课

佛教佛教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小杨在菲律宾的一个佛教家庭长大。他记得有好几次到市场去是不安全的，因为穆斯林在

屠杀他们那一带的佛教徒。小杨有时会和他的妈妈一起到佛寺里去烧香。有一天他的妹妹生病

快要死了。有医生在那里但却束手无策。小杨的妈妈诚心诚意地求佛祖帮助她。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创世记3。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

关于神、人、罪和世界？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佛教佛教

佛教的起源佛教的起源

佛教是有悉达多•乔达摩所开创。悉达多乔达摩一生都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一直到他死后的

四百年才开始有著作出现。因此他详细的生平并不确定。

乔达摩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63年。他是印度某个小国的王子。年轻的时候他时常从看守他的

的人身边逃脱去看世界。他看到有的人在贫穷和疾病之中，并得出生命是悲伤和痛苦的。

乔达摩有一段经历，他说这让他了解了现实的本质。“佛”这个字的意思是“觉者”。乔

达摩时常被称为“佛陀”。65

现今的影响现今的影响

今天有很多不同的佛教宗派。他们并不团结在一个全球性的机构。

被佛教徒视为圣典的著作将占上千册。因此，每个宗派只专注于某一个，而不是试着把它

们全都读完。

 » 基督徒对圣经的看法与佛教徒对他们经文的看法有何不同？

世界上自称为佛教徒并跟从佛教教导的有至少3.5亿人。有超过十亿的人自称为佛教徒，因

为他们被教导过佛教，而他们也不忠心于另一个宗教。

很多人称自己为佛教徒，因为他们跟从一些佛教徒著作的劝告。他们可能并不明白佛教的

基要教义，也没有参与机构团体。

65 圣经告诉我们凡灵不认耶稣基督的就不要信。乔达摩所领悟的是错的（约翰一书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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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祇和时间的信仰关于神祇和时间的信仰

佛教徒并不相信具有位格的至高神。然而，

他们相信有一种终极的事实是一切存在之物的总

和。因此，佛教徒冥想，但他们并不祈祷，因为

他们并不相信有一位可以说话和聆听的神。佛教

徒有一些被成为祈祷的经书，但他们并不署名任

何人。66 在佛教里没有任何一种神祗是重要的。

佛教徒相信无止境的轮回，没有起点，也没有

终点，而且也没有什么事是会带来永久改变的。67

轮回和涅槃轮回和涅槃

乔达摩和他文化中大部分的人在他开创他的

新宗教之前就都已经相信轮回。轮回的意思是一

个人死后会投胎成为另一个人或另一种动物，或

者是昆虫。透过轮回，一个人会有好几世的生命。

佛教徒相信如果一个人的善行（好因果）多

过他的恶行（坏因果），他就可以在下一次轮回

有更好的生活。68

根据乔达摩，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并没有跟着投

胎。只有一些他的组成材料被用来做成新的生物。

意思就是死亡就是一个人格的真正完结。69

有的时候人们喜欢轮回的概念，可是因为生命

太痛苦了，乔达摩觉得活这么多世并不是件好事。

他相信一个人应该以脱离轮回作为目标。

认真的佛教徒会跟从佛教徒的生活方式来清除

他自己的一切欲望。如果他成功了，他就不会再有

欲望，或是享受任何东西，又或者跟任何人有关

系。70当他死后，他会进入涅槃，而不是再投胎转

世成别的生物。这就是虔诚佛教徒的最终目标。

有时人们以为涅槃就像是基督徒对天堂的概

念。可是涅槃的意思就是无，是自我的终结，就

像吹灭蜡烛一样。如果一个人抵达涅槃，他就不

再是有思想的存在。

 在原本的佛教里，一个人没有可能在他现世

的最后抵达涅槃的境界，除非他是位佛教和尚。

女性也没有可能抵达涅槃的境界，除非她投胎转

世成一个男性并出家当和尚。

66 基督徒能确信神听我们的祷告是种极大的特权（马太福音6:6-8，约翰一书5:14-15）。

67 圣经说是有关键事件的，而且时间不会一直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启示录10:6）。

68 圣经说我们所做的并没有赚取神的接纳或偿还我们的罪（罗马书3:20）。

69 耶稣赐永生给相信他的人（约翰福音10:28）。

70 对基督徒而言，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能带来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3:12）。

“在头一页，圣经就拒绝“在头一页，圣经就拒绝

了哲学上的泛神论（神和了哲学上的泛神论（神和

整个宇宙是相同的教导）整个宇宙是相同的教导）

和自然神论（神开始宇和自然神论（神开始宇

宙的运作并在之后将其留宙的运作并在之后将其留

给自己的非人格法则的给自己的非人格法则的

理论）。神并不非祂的理论）。神并不非祂的

宇宙。宇宙是祂手上的宇宙。宇宙是祂手上的

工。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工。另一方面，如果没有

神创造和维持的能力，神创造和维持的能力，

宇宙就不可能存在。”宇宙就不可能存在。”

- W.T. Purkiser- W.T. Purkiser
（God, Man, and Salvation，55）（God, Man, and Salvation，55）

 

“神确实就在那里。祂就“神确实就在那里。祂就

在那里，如同祂在这里和在那里，如同祂在这里和

每个地方，并不被一棵树每个地方，并不被一棵树

或石头给局限，而是自由或石头给局限，而是自由

地在这宇宙之中，与万物地在这宇宙之中，与万物

是靠近的，就在每个人身是靠近的，就在每个人身

边，并且也藉着耶稣基督边，并且也藉着耶稣基督

进到每一个爱心里。”进到每一个爱心里。”

- A.W. Tozer- A.W. Tozer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82）（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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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四圣谛佛教的四圣谛

乔达摩在悟道后所教导的信仰被概括为佛教的四圣谛。

1. 1. 生命是充满忧愁和痛苦的，没有真正的快乐。

2. 2. 痛苦是源自于欲望，因为我们所要的没有一样是长久的。

3. 3.  远离一切欲望是摆脱痛苦的方法。

4. 4. 佛家八戒使人远离一切欲望，走向涅槃。

 » 在四圣谛里有没有什么是基督徒可以同意的？

根据乔达摩，一切的苦都源自于欲望。如果一个人没有欲望，他就不会受苦。对虔诚的佛

教徒来说，一个人必须学会无欲无求。

有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名叫杉格马支的和尚。他离开他的家人出家当和尚，并用他一生的时

间流浪和冥想。有一次他的妻子找到他，就把他们的小孩放在他面前，并求他帮忙养育他们。

杉格马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直到她离开。乔达摩说这人已经达成佛教的目标，因为当他妻子

来的时候他没有快乐，妻子走了也没有痛苦。71

 » 佛教徒对于完美生命的概念与基督徒的概念有什么不同？

佛教徒的生活方式佛教徒的生活方式

佛教强调美德的生活。佛教徒相信如果一个行为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益处，并且没有伤害

任何人，就是美德。此人的意图被被视为比他行为

的实际结果更加重要。

佛教徒的精神和灵性的操练是设计来帮助一个

人脱离自我中心。佛教徒相信一切的焦虑都是来自

对自我的过于重视。他们要忘记自我并爱一切众生

（有思想的生物）。问题是没有跟神的关系，就不

会有无私和爱的基础。72

 » 为什么人没有办法在与神没有关系的情况下

真正地无私和爱？

很多自称为佛教徒的人都在佛教文化里长大，并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其他别的。在他们看

来，佛教的假设就是唯一的现实。仪式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一般上，一个从其他宗教改信佛教的人通常都是被这宗教的生命哲学所吸引。他们并不是

因为想要寻求涅槃而加入。他们加入是因为佛教看起来提供了一种没有焦虑和冲突的生命。很

多人觉得在佛教里他们从压力中找到自由，而且他们的生命也比之前更有次序。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佛教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里诵读。

71 基督徒委身于婚姻，作为带来喜乐的关系（以弗所书5:28）。

72 Image by Honey Kochphon Onshawee from Pixabay, retrieved from https://pixabay.com/photos/

buddhists-monks-meditate-thailand-45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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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传福音/使用教义手册/使用教义手册

因为佛教徒并不自称为基督徒，而且也不把

圣经视为最终权柄，只是向他们展示他们的信仰

与圣经并不一致是不够的。他们已经知道圣经支

持的是另一个跟自己不同的宗教。

分享福音还是很重要和有果效的。当你在跟佛

教徒交谈时，告诉他你想要解释你信仰的根基。简

单地分享福音。就算佛教都并不声称相信福音，神

的真理带有能力，因为圣灵的工作。

你应该也分享你的见证。告诉他福音如何把

你带进跟神的关系，给你带来饶恕和从罪中得释

放，并给你生命的意义。

在基本福音的展示和个人见证之外，你可以用

福音的真理针对佛教徒的特别需要来说话。佛教徒

努力解释生命的痛苦和忧伤，但却没办法解释美好

事物的真实性和快乐的存在。佛教的教导否认一切

在生命中看起来重要之事物的重要性，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宗教里并没有一位与其敬拜者

有关系的有位格之神。这宗教也不提供永恒的生命，或是具体的个人命定。

佛教徒相信受苦是没有意义和不真实的。这不是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佛教徒相信受苦是没有意义和不真实的。这不是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基督信仰解释了在世上受苦的原因。世界是神完美的创造，可是人犯了罪而把咒诅带到这世

上。这说明了为什么会友老化、疾病、和死亡。罪也在人持续的犯罪行为里显明。

佛教徒相信生命中没有真正的快乐，因此我们就该无欲无求。这跟人们所经历到，尤其特佛教徒相信生命中没有真正的快乐，因此我们就该无欲无求。这跟人们所经历到，尤其特

别是在个人的关系中，的愉快和喜乐互相矛盾，别是在个人的关系中，的愉快和喜乐互相矛盾，

神创造这世界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在生命里还有那么多的欢喜和快乐，就算这世界并非如

神一开始所设计的那样完美。

跟佛教徒一样，基督徒明白世上的一切都不是永久的。我们不应该活的好像我们会永远保留

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然而，基督徒可以享受生命，因为他知道他将永远跟神一起生活。虽然东西

都不长久，他们却都是真实的，而我们的选择会有永恒的结果。这赋予人的生命意义和重要性。

如果完全活出佛教的教导就会要一个人脱离一切关系，因为关系是被视为无意义的。可是如果完全活出佛教的教导就会要一个人脱离一切关系，因为关系是被视为无意义的。可是

人天生就对于对于委身的关系有深刻的需求。人天生就对于对于委身的关系有深刻的需求。

神是创造我们来与其他人建立关系。我们渴望为别人所重视。我们渴望对比人作出承诺。关

系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人都是被创造为具有永恒命定的永恒存在。

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可是我们每一位都有很深的渴望要认识神并敬拜祂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可是我们每一位都有很深的渴望要认识神并敬拜祂。
神设计我们来活在跟祂的关系里。一个人永远不会完整和满足，直到他与神有个人的关系。

与我们的造物主的关系是永恒的，而天堂就是我们会与神一起生活的地方。

佛教是没有赦免罪的概念的。没有人需要为做错的事负责，也没有什么可以弥补所犯下的佛教是没有赦免罪的概念的。没有人需要为做错的事负责，也没有什么可以弥补所犯下的

错。因为这样的关系，佛教徒都没有被饶恕的确据。错。因为这样的关系，佛教徒都没有被饶恕的确据。

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而且需要罪的赦免。因为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可以

确信我们可以被饶恕。使用下列出自教义手册的各个教义来跟佛教徒分享：

9.9.救恩只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来。

11.11.我们是因信得救。

12.12.我们可以有个人得救的确据。

“我们信...独一的主，耶“我们信...独一的主，耶

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

他受造。他为要拯救我们他受造。他为要拯救我们

世人，从天降临...成为人世人，从天降临...成为人

身，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身，在本丢彼拉多手下，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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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见证

姚的母亲拼命祷告，希望佛祖能医治她垂死的女儿，但似乎没有任何帮助。然后，她想起了

在附近传教的一位姓王的基督教宣教士。她让姚去带他来。当黄到达时，他说："不要向佛祖祈

祷，而是要向耶稣祈祷。"黄开始祈祷，那个女孩得到了治愈。姚的母亲在那天成为了基督徒，

而姚后来也信了主，成了基督徒。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读一遍创世记第3章。每个学生应该写一段话，解释这段经文对佛教徒会有怎样的帮

助。让几个学生分享他们所写的内容。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

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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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道教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詹姆士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道教家庭长大。他的家里有祭拜偶像和祖先的祭坛。詹姆士很怕那

些偶像，不过却向那些偶像献祭。因为害怕那些偶像会因为没献祭而责罚他。他有听过耶稣，但

只把耶稣当成是西方人的神罢了。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诗篇第16篇。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说神为他的子民

做了什么？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道教道教

道教简介道教简介

一般人相信，道教是从一位大约生于主前350年名叫老子

的华人，透过一本名为《道德经》的著作所开始的。我们并不

能确定老子是此书的唯一作者，还是以收录几个作者的写作所

编成。另一位名为庄子的人所写的著作也给这宗教带来了相当

的影响。

道教又称为道门。

道教的丛书超过1000本，而道藏是道教经籍的总集。

道教的操练和概念也深受孔子和华人民间宗教及文化所影

响。道教的操练在各个地方都有不同。73

要预估道教徒的人数是困难的，因为很多人都各自进行操

练，而且也与好一些的宗教融合在一起。在中国预计有4亿的道

教徒。道教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之中，例如新加坡和台湾。

在越南和韩国也有很多道教徒。

道教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和寺院，并不统一在一个机构之中。道教徒操练那些意图影响神明

和灵体的仪式。许多道观都要求其中的道士吃素。他们的仪式包括献猪、献鸭、或是献果。有

时也会烧一些特制的图纸，并以为图中之物会在灵界成为实体，创造出些东西供灵体使用。74

 » 基督徒应该如何参与属灵世界？

73 Image by Julian Tong from Unsplash, retrieved from htt ps://unsplash.com/photos/ng7f_jtgbCc.

74 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使用其他宗教的物品来干涉灵界。神是有位格的，而且祂也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对祂说

话（马太福音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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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独一上帝， 全“我们信独一上帝， 全

能的圣父， 是创造能的圣父， 是创造

天地， 并一切有形天地， 并一切有形

无形万物的主。”无形万物的主。”

- 尼西亚信经- 尼西亚信经

 

“正是这位独一的神与创“正是这位独一的神与创

造有密切的关系，这位造有密切的关系，这位

无限的神在各个有限的层无限的神在各个有限的层

面上都资助和培育，这位面上都资助和培育，这位

浩瀚的神关心整个宇宙浩瀚的神关心整个宇宙

和那最小的麻雀，这位和那最小的麻雀，这位

永恒的神给予时间和时间永恒的神给予时间和时间

的流动并予以维持。”的流动并予以维持。”

- Thomas Oden- Thomas Oden
（The Living God，53）（The Living God，53）

 

不同派系的道教徒相信不同的神仙。他们会跟

神明、仙灵和祖先祈祷和互动。75他们操练算命等

各种类型的占扑。有的人相信凭依附体，就是透过

一个人来与灵界沟通。在中国和其它地方有很多道

教徒，他们每一年有好几次游行。参与者们会打扮

成代表各个神明或仙灵。那些参与者被视为由他们

所代表的神明或仙灵所附身76。

按照道教的说法，统管世界的神叫做玉皇大

帝。根据传说他出生在帝王之家，长大之后成为

他现在所是的神仙。他掌管其他神仙和仙灵。虽

然玉皇大帝统治万神，在他之上还有其他不涉及

这世界的尊神。元始天尊是道教崇拜的最高神灵，

一般相信他既无始也无终，存在于万有之先。他

也被视为是自有永有、无限、永不改变、无形、

拥有一切美德、无处不在、是一切真理的源头。

 » 道教对神的概念缺少了什么？

道是道教对于现实中一切所包含的一切存在及维

持这些存在的用词。道这个词也被翻译成“道路”，因

为这也代表事物得以维持和重塑的方式。77

道教徒相信道是无法被解释或明白的。他们

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78

 » 基督神学关于道的叙述和道教有什么不

同？我们是否能够理解明白神？

道教徒相信所有的对立都是幻觉，或只是现实

各个方面的补充79。道教徒的目标就是把自己带进

宇宙能量的合一之中。其目的是增进自己的健康并

获得长寿。道教徒相信一个人如果完美地融入宇宙

能量之中就可以长生不死。道教徒相信有的人已经达成这点，并且应该被当成神仙来拜80。道教

徒相信耶稣是有高等灵根的人，并且向世人指明修仙成神之法门。

跟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一样，道教徒相信时间的无限循环，既没有始，也没有终，也没有什

么事能带来永久的改变。而与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不同，道教徒并不相信轮回，也不相信因果报

应和涅槃。

现在一起重新阅读道教整个部分的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里诵读。

75 圣经说那些跟随别神的人将得到的是愁苦而不是他们所要的事物（诗篇16:4）。

76 有的宗教把被灵体附身视为好事，但圣经说一个被灵使用的人就是奴隶，需要被释放（使徒行传16:16-18）

。

77 圣经说耶稣是创造万有并维持万有的那一位（歌罗西书1:16-17）。

78 我们不能明白神的全部，因为祂是无限的，可是祂已经将祂自己的真理显明，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神是

怎么样的（约翰福音1:18，约翰福音14:6-9）。

79 Image: “Traditi onal yin and yang with dots”, by Klem, retrieved from htt ps://commons.

wikimedia.org/wiki/File:Traditi onal_yin_and_yang_with_dots.png.

80 圣经告诉我们死后有更高形态的人不该被崇拜（启示录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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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传福音

因为道教徒并不相信圣经，所以用经文来反驳他们的信仰并不能改变

他们的想法。反而应该以能指明他们需要的方式来呈现圣经里的福音。基

督徒与神个人关系上的见证也能帮助触动道教徒来认识神。

我们可以同意道教的一些伦理观。他们教导人应该要相亲相爱、温柔、

放下自我、避免论断别人、还有不要追随财富。

他们相信道生万物，而且万物皆有道。我们则相信神是万有的造物主，

并且无所不在。其中的差异在于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有意识和目的的存在，

而我们可以和他建立关系。

他们相信道法自然。我们相信神参与祂的创造，并且看顾之，而他这

么做是有意识的，作为爱我们的天父。

道教徒相信一定有一位无所不知，无处不在，具备一切美德的独一真神。这就与基督徒所

信仰的神产生对应，而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祂就是那位按着自己形象创造人，为要建立关系的

神。跟他们讲解我们所触及不到的神已经藉着我们在基督里的重生而能到达了。跟他们解释我

们是因为罪而与神隔绝，但因为耶稣，我们已经可以回到与神的关系了。

基督徒相信永恒的独一真神已经说话，并且提供圣经作为祂给人的书面信息。与道教徒分

享福音，让他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相信那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信息。

以下是一篇特别的注释（“令人困惑的多样性”），与才刚读到的三个宗教有关。应该要有

人来阅读并讲解这篇注释，然后让班级成员说一说这些宗教有哪些派系是他们听过的。

令人困惑的多样性令人困惑的多样性

印度教、佛教和道教都有很多不同名字的派系。举例来说，法轮功是以上述三种宗教，特

别是佛教，为基础所建立的。跟法轮功一样，一个宗教运动可以因为某个教主做了一些更动然

后教导他自己在该宗教的实践方式。这都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些宗教并没有清楚地陈明他们的

基要信仰。

东方宗教各个派系的信众有许多共同点，并且并不把自己的派系视为唯一正宗的宗教。他

们从其他宗教团体借用细节。

有的派系强调身体上的健康，或是应对生活压力的方法。很多人都是为了实际利益来进行

这些心智或是身体的操练，而没有太多宗教信仰上的思考。他们可能甚至会觉得他们所做的并

不是宗教。然而，这些操练都是建立在与圣经真理相违背的神学观和宇宙观之上。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诗篇第16篇。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道教徒进行讲解

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

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太极“阴阳”图说
明了道家的观念，
即善恶等所有对立
面实际上只是现
实的不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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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课第12课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丹尼是重量级拳击冠军。在一次到土耳其的探访中，他听到伊斯兰教召唤礼拜的叫拜，而

这大大的引起他的兴趣。他开始研究伊斯兰教，并觉得这对他来说是正确的宗教。他宣称自己

之前是基督徒，但如今改信，是因为圣经中有错误。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约翰一书第1章。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说了些什

么关于信徒与神的关系？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源起伊斯兰教的源起

伊斯兰是世界第二大宗教，有15亿的信徒。所有伊斯兰教的国家都按其宗教原则来进行统

治。伊斯兰这词的原意是“服从”，代表对阿拉的服从。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称自己为穆斯林，

意思是服从者。穆斯林称自己为信徒，而他们称非穆斯林者为“异教徒”（非信徒）。

默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生于公元570-632。

默罕默德声称他是领受启示的人。很多人记下他的启示，而这些也在他死后被收集起来编

成可兰经。可兰经是以被成为“苏拉”的章节所划分。

可兰经的起源跟圣经的起源有什么不同？

默罕默德的宗教与他周遭的大多数宗教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是一神论，并且反对偶像崇

拜。他知道犹太教和基督教，但却拒绝他们。

穆罕穆德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但却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在她死后，他另外娶了超过12位

的妻子，包括在使他的养子离婚之后，另娶了其的妻子。根据可兰经，男性只可以娶四位妻子。

当默罕默德累积了足够的追随者，他就夺取了麦地那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就位于如今的沙

地阿拉伯。在几次的战役之后，他控制了整个麦加，并搬到那里。他和他的追随者攻击并占领

他们的周边地区。他们渐渐地占领好几个国家，并强迫其中的人成为穆斯林。

今天大多数的穆斯林并不暴力，他们尝试与非穆斯林的邻居和平共处。然而，在可兰经里

的确有指使暴力的命令。可兰经命令穆斯林要攻击和杀害拜偶像的人81。可兰经说抵挡伊斯兰

教的人应该被杀死，或是剁下他们的双手和双脚。82 穆罕穆德毁灭犹太村落，屠杀村民并将他

们的家人卖为奴隶。

81 苏拉9:5

82 苏拉5:33



62 世界宗教与异端 环球牧者课堂所有

 » 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基督教的传播有什么不同？

伊斯兰教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信仰

伊斯兰信仰中最常重复的就是清真言，也就

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

者。”

穆斯林相信阿拉是独一的神，是世界的创造

主。他们相信就是他给予圣经中的人物，像是挪

亚、亚伯拉罕和摩西启示的

穆斯林并不相信三位一体，或是神会有任何的

化身。

 » 穆斯林对默罕默德的看法与基督徒对基督

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穆斯林相信耶稣是神的先知，能行神迹，是弥赛亚，也是无罪的。他们并不相信他死在十

字架上，而是在犹太人尝试杀他的时候为阿拉所

接去。83他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或是神的化身
84。他们不相信他是世界的救主。

穆斯林相信圣经是出于神的，不过他们相信如

果圣经与可兰经之间有所冲突，那就会以他们的圣

典可兰经为准，因为可兰经是最后的启示。他们相

信后来的启示是可以跟之前的启示有所冲突的。85

穆斯林相信救恩是通过满足某些叫做伊斯兰五

功的义务来获得。这伊斯兰五功分别是：

1. 1. 清真言：真诚地背诵穆斯林的信仰声明。

2. 2. 萨拉特：每天进行五次的祈祷仪式。

3. 3. 天课：赈济穷人。

4. 4. 斋戒：在拉马丹月里禁食。

5. 5. 朝觐：一生要去麦加朝觐一次。

83 苏拉4:157-158

84 苏拉9:30-31, 18:4-5

85 苏拉2:106, 13:39。圣经说神的话语将永不废去，而是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8，彼得前书1:25）。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

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

们的主；因着圣灵成孕，们的主；因着圣灵成孕，

从童女马利亚所生…”从童女马利亚所生…”

- 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

 

“我今天完全相信圣经是“我今天完全相信圣经是

出于神的，就像阳光普照出于神的，就像阳光普照

一样。 而这种信念（就一样。 而这种信念（就

如每一样美好的恩赐一如每一样美好的恩赐一

般）皆出自众光之父.”般）皆出自众光之父.”

- 约翰•卫斯理 - 约翰•卫斯理 
（1747年的书信）（1747年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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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神通过基“好消息是，神通过基

督做了律法所做不到的督做了律法所做不到的

事：差派他的独生子作事：差派他的独生子作

为赎罪祭。 基督以他自为赎罪祭。 基督以他自

己的牺牲来赎罪。”己的牺牲来赎罪。”

- Thomas Oden- Thomas Oden
（The Word of Life，350）（The Word of Life，350）

 

伊斯兰教义的难题伊斯兰教义的难题

要想知道穆斯林所相信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看看那些被回教法所操控的国

家。回教法又称为沙里亚法规。很多阿拉伯国家

都在某程度上奉行回教法。回教法不允许言论自

由、宗教自由、自由聚会、或报导自由。86

在伊斯兰国家里，一个人可能会因为改信基

督教或尝试向别人传福音而被处死。

根据回教法，男性可以用任何理由来即刻与他的

妻子离婚。女性则不能在没有丈夫的同意下离婚。根

据可兰经，男性被允许殴打他们的妻子87。一名男性

也可以娶四位妻子。88 一名女性可以被她的亲属

杀害，如果她没有遵守伊斯兰教的要求。在一些

国家里，女性不被允许驾驶、上学、或在没有蒙

脸的情况下出现在大庭广众89。女性如果触犯规条

可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殴打。

穆斯林相信对错唯有出于阿拉的意志。阿拉可

以改变对的事，只要他这么选择，因为他的意志才

是重要的，而不是永不改变的特质。90

可兰经并没有说人是按阿拉的形象所造的。

阿拉被视为是超然的、不可知的、而且是完全不

同的。91

穆斯林并不期待与阿拉有个人的关系。阿拉被

称为“全爱的”，可是在可兰经里却从来没有关于

他爱世人的叙述。可兰经更常描述阿拉为对那些

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是宽宏大量和仁慈的。人们要

带着希望阿拉是慈悲的来悔改并请求免于审判，

可是却没有任何得救的经历或是被饶恕的确据。92

 » 基督徒与神的关系跟穆斯林与阿拉的关系

有什么不同？

伊斯兰教的福利大多是惠及男性，而可兰经更是以男性的立场来诠释每一个事情。女性就只

是男性的所有物。伊斯兰教死后的乐园是给男性的，里面讲提供女性来取悦他们。93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伊斯兰教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里

诵读。

86 Image by Juan Camilo Guarin P from Unsplash, retrieved from htt ps://unsplash.com/photos/

njEXjDmYn8w

87 苏拉4:34

88 苏拉4:3

89 基督徒被告知要温柔对待自己的妻子（彼得前书3:7）。人应当爱他的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以弗所书

5:28-29 ） 。

90 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良善的，而祂也是一切良善的源头。神永不改变（雅各书1:17）。

91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因此我们可以对神的性情有所了解，并能与祂建立关系。（创世记1:27）。

92 圣经应许我们神会饶恕认罪和相信的人（约翰一书1:9）。

93 苏拉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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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传福音

单单从圣经中证明基督徒的教义是不够的，因为穆斯林相信可兰经取代了圣经成为最高的

权威。

我们同意某些重要的伊斯兰信仰。基督徒同意只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基督徒同意末

后会有审判，而每一个人都将要被送进天堂或是下地狱。

其他重要的真理应该在圣经里被举出。穆斯林相信圣经是出于神的，但却被可兰经给取代。

然而，你可以指出有些真理是很基本的，他们不可以改变。同时，历史事实也是不可改变的。

神是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创世记1:27）。他爱他们，并要与他们建立关系。

基督徒同意伊斯兰教视耶稣为弥赛亚，并且是全然无罪的。展示出他应许赐所有相信他的

人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10:28），他应许要藉着他的声音叫死人复活（约翰福音5:28-29），

并说若不藉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从经文展现出他不单单只是个无罪之人；翻阅教义手册

5. 5. 耶稣是神。

除非耶稣指着自己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要不然他不可能是个好人，也不可能是神的先知。

伊斯兰教导说耶稣是神的先知，但他唯有如他所自称的，并且能赐人永生，要不然就只是个奸

险的人或是自我蒙蔽的人，让大家对他信以为真。

耶稣来为要显明神的爱。他显明了神爱世上每一个人，包括妇人和其他低贱的人。人并非因

为他们的性别或是社会地位而与神隔绝。人唯有因为罪才会与神隔绝，而神已经给予饶恕了。神

邀请罪人获得饶恕，并进入和祂的个人关系之中。

见证见证

贾勒尔住在沙地阿拉伯。小时候他是对伊斯兰信仰极为虔诚的男孩。他背了很多可兰经的

经文，，并且在回教堂里帮忙。当他16岁的时候，他想要参与圣战为伊斯兰教斗争，可是他的

父母说他还太年幼。之后他找到一份工作，并且变得忙碌而开始忽略宗教。他遇到问题并想要

为得到帮助而祈祷，但又害怕阿拉因为他忽略宗教而向他怀怒。他向耶稣祷告寻求帮助，而那

问题在两天之后就顺利解决了。他做过看到耶稣向世人指明到天堂之路的异梦。他信了基督并

得着救恩。贾勒尔说：“我在心里感受到爱，而我也很高兴可以认识耶稣。当我是穆斯林的时

候，我根本无法想象基督徒是对的。后来，我发现神有多爱我，而我就成了基督徒。是的，祂

爱我，祂爱你，祂也爱这世上的每一个人。耶稣基督爱我们，祂如今也是这样。而且不要忘记

在末日里没有人可以拯救我们，除了耶稣基督。”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约翰一书第1章。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伊斯兰教的信

徒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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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

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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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选是神爱的本质。 它“拣选是神爱的本质。 它

拣选并不是为了排斥别拣选并不是为了排斥别

人，而是为了提供一个桥人，而是为了提供一个桥

头堡，让世人可以知道神头堡，让世人可以知道神

对所有人的爱。 神的爱对所有人的爱。 神的爱

特别向以色列显明，以特别向以色列显明，以

便能向所有人显明。”便能向所有人显明。”

- W.T. Purkiser- W.T. Purkiser
（God, Man, and S4alvation，158）（God, Man, and S4alvation，158）

 

第13课第13课

犹太教犹太教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汉斯是位搬到美国居住的德国人。在学院里他认识了犹太裔的朋友。他开始对犹太人的历

史变得熟悉，而且认识到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在德国为希特勒所杀。他为他德国人的身份感到

羞愧，并在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加入犹太教来当作为自己国家过去所作所为的补偿。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以赛亚书52:13-53:12。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如果你并不认

识耶稣，那你会从这段经文所说的“仆人”中看到什么？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

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犹太教犹太教

犹太教简介犹太教简介

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比起其他并不宣称为

基督教的宗教来得密切。犹太教声称敬拜古代以

色列的神，就是旧约里的神，而基督教所敬拜的

也是同一位神。犹太教的经文就是基督教圣经中

的旧约全书。94

现代犹太教是出自旧约中所描述之古代以色列

的宗教和历史。几个世纪以来，其中的操练和信仰

已经有所调整，并与原本的有所不同。

塔木德经是古代犹太拉比的著作总集。以书面

形式印刷的话有超过6,000页。犹太教将塔木德经

视为他们传统和实践的权威。

犹太教有大约1400万的信徒。他们有将近一

般的人住在以色列国。

犹太教是以色列国的主要宗教，而大多数犹

太教徒都是犹太裔，不管他们是住在以色列还是

其他国家。要说某人是犹太人一般是根据他的宗

教和种族来识别，而有的时候则是根据他的国籍。

然而，这些定义都各有难题。犹太教大部分的信徒都是犹太裔，可是也有其他种族的人改

信犹太教。犹太教是国家的宗教，可是以色列国中有25%的人口并非犹太人，无论是在宗教上

94 犹太教的信徒相信旧约，当他们并不明白旧约里有关于弥赛亚最重要的真理（约翰福音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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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种族上。很多犹太人也不住在以色列，而有些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并没有认真操练任何

宗教。一名犹太人，不管是居住在以色列国还是别的其他地方，都有可能改信别的宗教，或甚

至成为无神论者。

 » 解释一下什么是犹太人，先从种族来定义，然后以宗教来定义。

以色列国基本上都拒绝视耶稣为弥赛亚。相信

耶稣的犹太人就是基督教会的初始成员，然后福音

的广传，也将外邦人带入教会。95

犹太教是那些试着持守旧约里的宗教，而同时

又拒绝耶稣就是实现旧约所盼望之人的犹太人的宗

教。今天有一些组织，例如犹太人归耶稣运动，就

是试图在成为基督徒的同时保留犹太人的传统。他

们被称为弥赛亚犹太人，因为他们接受耶稣就是弥

赛亚，同时也继续保有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他们并

不是犹太教的一部分。

好几个世纪以来，犹太教一直都在持续地发展

它的传统，同时也保留了许多古时的许多传统。很

多犹太人遵守衣着的传统来使他们可以被辨识出是

犹太人。他们也遵守旧约中关于饮食的限制，例如不可吃猪肉。96

在犹太教里，救恩并不以个体转变的经历来发生。犹太人相信他们可以透过遵行神的诫命

来活在神所赐福和立约的关系里。救恩指的是从压迫的环境，或使他们无法按应有的事奉来服

事神的条件中解放出来。救恩更多是指一个国家或群体，而不是个人的事。

 » 犹太教里的救恩是什么概念？

根据基督教圣经，救恩指的是个人从罪中被

拯救。任何人得救都是本乎恩因着信，不管他是

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每个人都犯了罪，需要被饶

恕。救恩并不是透过守完旧约里的一切律法来达

成，而是借着信，找到恩典而得以成就.97

基督教是旧约中所显示的以色列宗教之延续

和实现98。以色列的先知预言了耶稣的降生。旧约

信仰的本质，也是与神的关系，通过神的饶恕和

恩典而成为可能。因此基督徒将旧约全书视为他

们的属灵遗产99。基督徒效法自人类起源以来，与

神保持正确关系之人的榜样。100

95 神希望所有犹太人都得救（罗马书10:1，罗马书11:1)。

96 基督徒并不需要守旧约中的节期和饮食，因为那些都是基督的喻表，而如今祂也已经实现它们了（歌罗西书

2:16-17）。

97 没有人能靠律法称义，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干犯了律法（罗马书3:20-23）。

98 神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神，对所有人都有同一个救赎的计划（罗马书3:29-30）。

99 Image by nellyaltenburger from Pixabay, retrieved from htt ps://pixabay.com/photos/

torah-scroll-israel-jewish-4299038/.

100 也就是说，真正的犹太人就是在他的心里领受神恩典的作为的人（罗马书2:28-29）。亚伯拉罕的祝福也临

到了外邦人（加拉太书3:14）。

“（耶稣）为我们钉在“（耶稣）为我们钉在

十字架上，被害，受十字架上，被害，受

死，埋葬。应验了圣经死，埋葬。应验了圣经

的话，第三天复活，升的话，第三天复活，升

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天，坐在圣父的右边。”

- 尼西亚信经- 尼西亚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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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保罗在罗马书9:3-4在罗马书9:3-4

实际在说‘基督虽实际在说‘基督虽

然是犹太人，但实际然是犹太人，但实际

上就是神。’”上就是神。’”

- Willard Taylor- Willard Taylor
（God, Man, and Salvation，343）（God, Man, and Salvation，343）

 

 » 为什么“基督教并不是新宗教”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犹太教的信徒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机构，没有他们所持守之信仰的单一陈述，也没有被大家

公认的最终权威教义。他们的一些组织是非常保守的，高度重视经文的权威性，并试图持守古

代的传统和信仰。有更多的自由派犹太人组织已经调整了他们的信仰和操练，来使他们适应现

代文化，从传统和经文中选出他们想要保留的。

犹太教徒并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或是曾有过道成肉身。101他们相信耶稣是具争议性的拉

比，并不是弥赛亚，也不是神。

期待弥赛亚的到来是犹太教的中心。他们不相信弥赛亚已经来到。他们相信弥赛亚不会是

神的化身，而是个特别的受膏者，将给世界带来和平。

保守的犹太人相信弥赛亚将会是字面上的人。自由派的犹太人更倾向把弥赛亚视为带来和

平的形象表达，也就是说可能是某些群体或是机构。

 » 描述一下犹太教中弥赛亚的概念。

圣经告诉我们等时候满足，以色列全家都要

信耶稣基督。使徒保罗说现在福音在外邦人之中

广传，而犹太人大多数则对福音是眼瞎的。可是

他接着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并不是指

每一位犹太人都会得救，而是他们作为一个国家已经

拒绝了耶稣，而他们也将同样的作为一个国家而悔改，

并接受耶稣（详阅罗马书11:23-26）。就连现在也有许

多犹太人改信基督教。

现在一起重读阅读犹太教这部分的所有标注。

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里诵读。

传福音传福音

有的犹太人对基督教有偏见，因为犹太人过去曾数次被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所迫害。我们可以

试着帮助他们明白一些关于迫害的真理。首先，耶稣从来没有鼓励逼迫，而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却

憎恨人，并没有效法耶稣的榜样。逼迫是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并且都是以跟基督教原则相反的目

的作为动机。基督徒彰显出基督的爱，就是说服犹太人关于基督徒并非他们敌人的最好方式。

犹太人的宗教与他的家族、生活方式和历史遗传密切相关。犹太人可能会觉得，如果他改

信别的宗教就会失去他所重视的一切。基督徒应该告诉他们，耶稣就是犹太教的全然应验。他

就是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他带来旧约中所描述的救恩。

事实上耶稣就是弥赛亚，并且实现了旧约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例如弥赛亚将在伯利恒降

生的预言（弥迦书5:2）以及他将出自犹大支派的预言（创世记49:10）。而更重要的是以赛亚

书52:13-53:12中所显示的，就是他会以弥赛亚的身份成就救恩。耶稣还没有实现是世界和平

的弥赛亚预言，但对罪人的救赎一定要先临到是合理的，因为争战首先出自人满了罪恶的心。

分享福音以及强调得救的人可以跟神建立起个人的关系是重要的。犹太人相信神，但并没

有和神建立起个人的关系。

单单用旧约来解释福音是可能的。世人都向神犯了罪（诗篇142:2-3）。罪使人与神隔绝（以赛亚书

59:2）。弥赛亚为我们受难并作为赎罪祭而死（以赛亚书53:5）。神应许向悔改并相信的人赐下饶恕和

洁净（以赛亚书1:16-18）。

101 旧约预言弥赛亚就是全能神（以赛亚书9:6）。



70 世界宗教与异端 环球牧者课堂所有

诗篇51是悔改和信心的祷告。大卫祷告求赦免和洁净。那是被神的灵所启发的祷告，告诉

了我们神是这样来给予饶恕的。如果一个人相信神已经将耶稣作为赎罪祭，他就可以凭信心这

么祷告，并领受神的恩典。

见证见证

哈利来自德国的犹太家庭。他的祖父母们都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他说，犹太人觉得他们是

被基督徒们杀害，因为是德国和全世界的教会让这事情发生。他的父母告诉他千万不要看十字

架，因为那代表着死亡。每一天他的校车都会经过一间有十字架的教会，而他就会尝试不去看

它。有一天，有位犹太裔的朋友试着给他一本新约全书，但他拒绝了，说那不是给犹太人的。

之后另一个朋友给他看了旧约里的经文，还有他从来没看过的新约中的经文。哈利有很多关于

这世界为何如此的问题，而他开始从圣经里寻找答案。他最后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以赛亚书52:13-53:12。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犹太教

的信徒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

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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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宗教新世纪宗教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艾略特从小在罗马天主教里长大，但在他成年之后他就离开了教堂。他好几年来都活在享

乐之中，但开始觉得他迫切地需要找到生命的意义。有位朋友使他开始使用药物，而艾略特觉

得他对全宇宙和自己有了新的看法。他也开始听见有声音来指引他方向。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诗篇第19篇。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关于

神真的真理会有什么果效？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新世纪宗教新世纪宗教

新世纪宗教简介新世纪宗教简介

新世纪宗教有各式各样的群体、组织、

和个体。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并不团结在某个

名称或信仰宣言之下。有的看起来非常的宗

教化，而有的则看起来更为科学性而不是宗

教性。他们不会全部都说他们是新世纪宗教

的一份子，但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102。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相信人有能解决一切

问题的潜能。他们相信一个人可以发展，能

成为具备超级能力的存在。他们相信一切的

解答就在我们里面。103他们相信教育的目的

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而是要让我

们知道如何开启自己的潜能。

 » 有哪些关于人的基督教教义是新世纪宗教所无视的？

为了解锁人类的潜能，新世纪宗教在异教和神秘操练中寻找古老的智慧。他们操练占星术、

招魂、还有各式各样的占卜。新世纪宗教的信徒使用一切形式的魔术来跟超自然互动。他们试

102 Image by Dyana Wing So from Unsplash, retrieved from htt ps://unsplash.com/photos/NxvP54MX4no

103 除非被神改变，人的心是比万物都诡诈而且坏到极处的。一个人无法从内在找到生命的答案，因为问题就在

我们里面（耶利米书17:9）。

巨石阵，位于英格兰的一座古老的石
碑，是各种宗教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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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与灵体和以前的人沟通。他们操练通灵，让某

个古代之人的灵魂暂时掌控活人的身体和声音。104

他们不相信有任何宗教掌握全部的真理。他们

相信所有的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不同

的，能带来帮助的信仰和操练。就算有的信仰互相

抵触，他们也都会不理性地觉得两者都可能是对

的。他们拒绝任何宣称为绝对正确的教义。他们

并不相信有任何使与自己抵触就是错的教义会是

对的。新世纪宗教会包容任何一个宗教，除了那

些宣称有每个人都应该相信之真理的宗教。他们

厌恶基督教，因为它宣称自己是对的，而其它的

宗教都是错的。105

 » 新世纪宗教还会不喜欢其他哪些宗教？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在没有任何辨别善恶的原则

下，接纳一切的超自然力量。他们倾向于相信一切

的灵都是好的。106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并不把自己跟其他的宗教做

区分。他们觉得有的宗教跟他们有共同的信仰、特别是东方的宗教，如佛教、印度教和道教。他

们也喜欢与自然界中的灵体互动的万物有灵教（万物有灵论将在第15课提到）。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否认死亡的真实。他们觉得死亡就只是人进到另一种存在的层次。有的人

说死后的生命几乎就和普通的生命一样。他们很多人相信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的原则，就像印度

教里的一样。相较于印度教和佛教把轮回视为坏事，新世纪宗教则觉得能活好几次是好的。他们

有的人觉得他们知道自己的前世是谁。

新世纪宗教对神的观点属于泛神论。意思是他们相信现实中的一切都有共同的本质，而一

切也都是神。每个物体和每个人都是神的一部分。他们并不相信神是有位格能思想和说话的，

他们也否认神是造物主。

 »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会祈祷吗？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相信耶稣是个懂得如何使用特别能力并试着教导别人一起如此行的人。

他们相信耶稣并不在乎道德标准，而且也不论断任何人的过犯。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并不相信罪的真实，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立下标准和实行审判的神。他们

相信世上的邪恶只是需要有知识和调整来使一切达成和谐。新世纪宗教为一切的罪恶的形态变

化作辩护107。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拒绝圣经中救恩的概念。他们并不相信罪是真实的，而是相信人类问题

的解决方法就是发展出对灵界的醒觉意识和灵界的力量。

104 人拒绝神，并且寻求其他来自超自然的帮助是因为他们不想从罪中悔改。一个需要指引和能力的人应该寻求

神（以赛亚书8:19）。

105 圣经宣告将对那些没有分别善恶，并拒绝是非标准的人进行审判（以赛亚书5:20）。

106 在这世上有邪灵，而它们也已经被定罪要受永远的刑罚。那些追随它们的人将与它们一同受罚（马太福音

25:41 ） 。

107 神邀请人寻求真正被饶恕和洁净的办法（以赛亚书1:18）。

“有时会有人争辩说，“有时会有人争辩说，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

下，现在的对错已经下，现在的对错已经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

变……在人类变化的喧变……在人类变化的喧

嚣中，神的话语就是一嚣中，神的话语就是一

块永恒真理的磐石，其块永恒真理的磐石，其

标准是不会改变的。”标准是不会改变的。”

- Leslie Wilcox- Leslie Wilcox
（Profiles in Wesleyan  （Profiles in Wesleyan  
 Theology, 第3册， 282） Theology, 第3册，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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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要让你们自我崇“魔鬼要让你们自我崇

拜； 使你在自己的眼中把拜； 使你在自己的眼中把

自己看得比神本身和神的自己看得比神本身和神的

话语更为聪明。 为了做话语更为聪明。 为了做

到这一点，它不能以自己到这一点，它不能以自己

的形象出现。 那会使它的形象出现。 那会使它

的计划失败。 相反地，的计划失败。 相反地，

它用它所有的技巧来让你它用它所有的技巧来让你

否认它的存在，直到它确否认它的存在，直到它确

保你在它自己的地方。”保你在它自己的地方。”

- 约翰•卫斯理- 约翰•卫斯理
（“对偏执的警告”）（“对偏执的警告”）

 

新世纪宗教的追随者相信人类正进入一个特别

的时代，而明白新世纪原则的人将会改变整个社

会。他们相信那将给每个人带来平安和经济上的稳

定。108

 » 比起圣经中救恩的概念，新世纪宗教的信徒

相信的是什么？

认出新世纪宗教的代表认出新世纪宗教的代表

有很多方法可以辨别一个群体、机构、或是作

者是否属于新世纪宗教。有的例子像是：

 · 为了宗教上或哲学上的因素而吃素的人

 · 奉行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养生法

 · 对因果律的引用

 · 使用与自然或宇宙合一之类的术语

 · 把冥想作为不理性理解的手段

 · 使用人有无限潜能之类的术语

 · 奇异的心理学学说或神秘的能量和力量

 · 与死人或灵体沟通

 · 用各种东西来占卜

 · 占星术

 · 邪术和巫术

 · 跟自然界有关的宗教

 · 对金字塔和水晶感兴趣

 · 对不明飞行物体和不在地球上的生物感兴趣

 · 相信灵界的指引和更高的存在

 · 以及源自于东方宗教的概念及操练

 » 你曾见过或听过哪些操练新世纪宗教的例子？

基督徒的回应基督徒的回应

新世纪宗教并不新奇。以赛亚书47:10-14已

经指明某些国家行使各种各样的法术，而那其实

就跟新世纪宗教一样。这些人寻求特别的智慧来

行恶。他们试着成为神。他们发明出很多制造灵

界能力的方法。

圣经禁止任何的魔术和法术，不是因为那些

并不真实，而是因为那些都是邪恶的，并且与神

的大能对立（利未记19:26，31，利未记20:6，申

命记18:9-12）。神命令以色列国要除灭行邪术的

女人（出埃及记22:18，利未记20:27）。时至今

108 圣经警告我们不要在不顺服神的社会里期待平安和安全感（帖撒罗尼迦前书5:3）。

“我们承认为赦罪而设“我们承认为赦罪而设

的独一洗礼。我们盼的独一洗礼。我们盼

望死人的复活，并来望死人的复活，并来

世的永生。阿们。”世的永生。阿们。”

- 尼西亚信经- 尼西亚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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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基督徒不再有责任去除灭任何人，但那命令却显示出神对罪的绝对审判。在新约里，当人

们信了基督之后他们便焚毁他们一切的魔法书（使徒行传19:19）。

人们拒绝神，但却寻求灵界的力量。神的能力更大，而祂为那些信靠祂的人使用祂的权能，

不过祂却不将祂的权能置于人的控制之下。一个人通过魔法方式来尝试寻求力量和智慧就是在拒

绝神。与灵体得互动以及对力量的追求会使人落入更深的邪恶。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新世纪宗教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

里诵读。

传福音传福音

向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分享福音是最为优先的。不要落入争辩之中，以至于你无法分享福音。

他可能觉得他对教会很熟悉，而他已经拒绝教会，但是他可能并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福音。

耶稣彰显出大能大力来医治、发预言、以及辨别真理。他比任何一位新世纪领袖都大。他

并不是某个为自己谋划并使用大自然属灵力量的例子。耶稣降服于父，并相信绝对的真理。他

与那些否认神权柄的真理、罪和审判的人是有冲突的。

基督徒相信新的时代就是神国的到来。这将给一切的苦难划上句点，并将带来和平及丰盛。

唯有与神有正确关系的人才能进入新世纪。

见证见证

艾略特试着跟随他所听到的声音。他们告诉他说他是基督，神的儿子，但他拒绝了那幻象。

有时他感觉到超自然的力量和智慧。他的一些朋友告诉他在信耶稣和信佛或是一些别的之间并

不冲突。他开始觉得给他力量的某些东西在试着附在他的身上。他遇到一群基督徒，后来成了

他的朋友。他开始明白他不应该相信他所听见的所有声音。有时是神在对他说话，但有的时候

是邪灵在试着把他引到错误的方向。他学会用稳固的真理来测试想法。他发现和基督真实的关

系，比起一切他曾经经历过的都更能让他感到满足。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诗篇第19篇。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新世纪宗教的信

徒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

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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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课第15课

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米利是一位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某个村落的小孩。他有几个玩具，但有时却会把玩他祖

父的骷髅。那骷髅是收在家中当作是对他们祖先的敬重，并且可以驱邪。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诗篇第147篇。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关于神在创造上的参与？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

万物有灵论简介万物有灵论简介

万物有灵论是一种宗教信仰体系或世界观，是一种典型的原始文化，并且是大多数原始社

会的基础宗教。许多万物有灵论的信仰和操练也可以在世界上其他主要宗教的崇拜者当中被看

见，包括印度教、佛教、巫毒和罗马天主教。很多新世纪宗教的信徒也研究万物有灵论的操练

来找出与超自然互动的方法。

万物有灵论者可能不会把他们的信仰当作宗教。万物有灵论对他们而言是事实。

万物有灵论基本上都没有权威性的典籍和成

文的教义。

万物有灵论者相信在他们周遭的一切自然元素

都有灵魂。这里面包括动物、树木、高山、还有

河流。它们相信他们一定要认识这些灵体并跟它

们互动来获得食物、建造家园、以及保持健康。109

万物有灵论者也相信灵体并不一定需要附在

某个实际物体或地点。他们还相信他们祖先的灵

魂都参与在这世界和他们的生活之中。

 » 在万物有灵论和其他你已经读过的宗教之

间看到什么相似之处？

 万物有灵论者并不把人视为世上独特的存

在，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特别地位。110

109 万物有灵论者相信灵体会停留在特定的地方，但神却有能力无处不在（列王记上20:28）。

110 神赋予人特别的价值，并对他们有特别的照顾（马太福音10:31）。

“神并非是被造的、“神并非是被造的、

而是必然的、独一而是必然的、独一

的、无限的、浩大的、无限的、浩大

的、永恒的存在，是的、永恒的存在，是

所有生命的生命。”所有生命的生命。”

- Thomas Oden- Thomas Oden
（The Living God，53）（The Living Go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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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灵论者会用独特文字、物品、或是动作

的习俗来跟灵体互动。这些习俗在不同的社会都有

所不同。这些习俗是用来帮助他们避免与灵体对

抗，也可能是要获得它们好的回应。一个人可能

会随身带着某个被视为具有力量的物件。往往万

物有灵论者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进行一些习俗111。

万物有灵论者相信一个人有办法从某个物件或

别的人获得力量。他们相信人一定要小心不要被出

自某些物件或地方的有害力量所影响。112

大多数被称为迷信的做法都来自万物有灵论的

概念。迷信就是指人一定要遵循某种做法的想法，

因为某些物体、或是动作、或是地点有灵力。基督

徒并不迷信，就算他们知道邪恶的超自然力量是真

的，因为他们信靠至高神的大能。

 » 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不要用跟迷信有关的东西？

万物有灵论者相信世界上充满危险的灵体，而他们一定要小心不

能冒犯到自然界中的灵体，或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生活被持续的恐

惧所引导113。有时人们觉得在宣教士带着组织化的宗教到来之前，原始

的社会是快乐无忧的，但那并不是真的。没有福音的原始人活在对灵

体恐惧的奴役之下。福音作为美好的拯救信息来到。他们学习到他们

可以事奉那爱他们的神，并且不再害怕灵体。

万物有灵论的团体可能有位专业的“巫医”，被视为处理灵界事

物的专家。

万物有灵论者可能相信有一位创造万物的至高神，但他们并不觉得

有联系到祂的可能。他们觉得在他们身边的灵体才是一定要处理的，

为了要在生活中取得成绩。

企图与灵体互动，常把万物有灵论者带进与魔鬼的互动之中。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万物有灵论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

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里诵读。

传福音传福音

很多万物有灵论者已经相信有一位至高神，

但并不相信他们可以与祂联系，或是祂对他们感

兴趣。福音告诉他们神对他们的爱，并透过差派

耶稣来显明他的爱。

很多万物有灵论者以为自己冒犯了神。福音解

释说，神已经预备好赦免我们的罪，而我们也可以

与他建立关系。

111 神要我们除掉一切用来从灵体获得帮助的物件。如果我们有哪些物品，我们就不是完全地信靠神（使徒行传

19:19）。

112 Image by Bruce Warrington from Unsplash, retrieved from htt ps://unsplash.com/photos/8Or5Z9-sH0Q.

113 圣经多次地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可以信靠神（以赛亚书41:10）。

“是神的大能使祂所预“是神的大能使祂所预

定的和神迹奇事能在定的和神迹奇事能在

圣经中的世界完全应圣经中的世界完全应

验。神永远不能被排除验。神永远不能被排除

在他的创造之外。”在他的创造之外。”

- W.T. Purkiser- W.T. Purkiser
（God, Man, and Salvation，154)（God, Man, and Salvation，154)

 

“我们信圣灵，是“我们信圣灵，是

主、是赐生命者，从主、是赐生命者，从

圣父、圣子所出…”圣父、圣子所出…”

- 尼西亚信经- 尼西亚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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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灵论者活在对灵体的恐惧之中。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来认识神，他们就

会蒙神的保守，并且能与神交通，而不是跟灵体交通。

见证见证

哈托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某个部落的酋长。他一直都活在对灵体和祖先的惧怕之中。村子之

间时常彼此开战。有位宣教士来到他的部落里生活。哈托看见那宣教士在某次他儿子们处于危

机之中是如何信靠神。哈托决定要服事神而不是灵体。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诗篇第147篇。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万物有灵论的信

徒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

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79

““衪衪（耶稣）升到天上，（耶稣）升到天上，

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

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将来要从那里降临，

来审判活人和死人。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当当祂祂降临时，所有的人降临时，所有的人

必然会从肉身中复活。必然会从肉身中复活。

所有的人必要供认他所有的人必要供认他

们自己所做过的事。们自己所做过的事。

那些行善的人必要进那些行善的人必要进

入永生，为恶的人必入永生，为恶的人必

要进入永火中。”要进入永火中。”

- - 亚他那修信经亚他那修信经

 

第16课第16课

巫毒巫毒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切尔西到一间巫毒商店去询问。那里的人说巫毒跟天主教并不冲突，而且一个人可以是天主

教徒的同时也行巫术。他说那些灵帮助人，但人应该通过允许那些灵附在他们身上作为回报。

经文阅读–第1部分经文阅读–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诗篇第145篇。让每一位同学根

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

关于神的大能和良善？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

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巫毒巫毒

巫毒简介巫毒简介

巫毒源自于非洲的部落宗教，但已经跟很多

别的进行了融合。许多现代从业者更喜欢伏都教

这个词。

据巫毒来说，是有一位神，但人们无法向祂

寻求帮助。反而人们是可以跟涉及这世界的灵体

互动。114

 » 这听起来像是别的哪些宗教？

行巫术的人其实就是在崇拜撒旦和邪灵。他

们当中很多人也知道自己在事奉撒旦。

巫毒的操练并不总是被外人认可，因为它经常使用罗马天主教的仪式、图像和圣徒的名字。

巫毒崇拜者用十字架和其他基督教象征物。巫毒的统计是难以找到的，因为很多巫毒参与者也参

与其他的宗教，包括基督教。115

有时称自己为基督徒但没有真正改信的人并不觉得巫毒和基督教之间有什么冲突。一个到

教会去的人也可能会去找巫医来帮忙处理一些问题。一名商人可能会寻求让他可以卖更多商品

的魔法。父母也可能会为生病的孩子寻求帮助。

 » 为什么巫毒敬拜者不可能同时是真正的基督徒。

114 圣经告诉我们神与我们每个人亲近，我们可以寻见祂（使徒行传17:27）。

115 事奉神的同时又事奉别的灵是不可能的（哥林多前书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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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毒崇拜者透过使用祭坛、献祭、舞蹈、和仪

式来跟灵体互动。他们也向祖先祈祷。

这些灵体（罗瓦）被分为五个国家，并有众

多的同姓家族。某些灵体或是家族的灵体会与生

活中的某些层面有关，像是农作物、军队、或是

爱情这就类似于罗马天主教徒将圣徒分配到生活

的各个层面的方式。

在宗教里带领崇拜活动的祭司和女祭司可以被

聘请来施法或是保护免于被施法，他们可能有一群

会众，是他们时常带领崇拜并提供其他灵界服务

的。有另一些被成为巫师的法师，可能是也可能

不是祭司，而且也跟邪恶的法术更有联系。举例

来说，巫师可以被雇用来对某人下咒。116

巫毒教并没有一个中央机构或是权威。每个男

祭司或是女祭司都有各自的操练。每一位巫毒崇拜

者都是在一个巫毒家族里。117

巫毒仪式一般会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一

场巫毒仪式会包括诵读为纪念与家族有关的各种

灵体之经文、许多歌曲和祈祷。崇拜者用鼓、铃

鼓、和笛子。他们的仪式可以长达整个晚上。在巫毒仪式中，灵体会附在好几个敬拜者身上，

透过他们说话和行动。被灵体附身是巫毒崇拜中一个重要的目标。一般相信以这种方式被附身

的人会给家族带来特殊的好处。有时灵体会给予劝

告或咒诅。118

 » 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寻求灵体的帮助？

在一些特殊的仪式上会有献鸡或献猪，以及喝酒

和歃血。女祭司可能会咬鸡的头。崇拜者可能会围着

火或是一棵树来跳舞。他们唱歌和祈祷灵体能进入他

们。他们会摆出食物来供奉那些灵体。他们会在地上

画图来控制灵界势力。他们在仪式中用蛇。有时他们

穿白衣。有时他们会用各种颜色涂脸，特别是白色。

有时超自然力量会被显示出来。有的声称已经被

灵体所医治。他们试着驱赶带来疾病的灵体。有的可

以咬烧着的木头并在他们的嘴里含着烧红的木炭。

有时一些小布偶会被用来代表某个被咒诅的人。可能会有别针或是刀子插着那布偶。人会

因咒诅而死，但真正的基督徒已经测试出巫毒咒诅不能伤害他们。

在崇拜者的家里，他可能会有一个供奉灵体和祖先的祭坛。那祭坛可能会有图象和灵体的雕

像，还有一些供奉之物像是鲜花、蜡烛、香、或食物。最简单的供奉之物是白蜡烛和一杯水。

116 有个名叫西门的人是个大有能力的术士，但神的能力更大（使徒行传8:9-13）。

117 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属灵的家人，有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生命，并在实际的需要上给予帮助（雅各书2:15-

16 ，加拉太书6:10）。

118 圣灵在教会里给予指引，并且是可以被信靠的，因为祂就是神（使徒行传13:2，使徒行传15:28，加拉太书

3:5 ） 。

“我们应该记住，正如神“我们应该记住，正如神

在光明之子中居住和运行在光明之子中居住和运行

一样，魔鬼也在黑暗之子一样，魔鬼也在黑暗之子

中居住和运行。 正如圣中居住和运行。 正如圣

灵拥有好人的灵魂一样，灵拥有好人的灵魂一样，

邪灵也拥有恶人的灵魂。 邪灵也拥有恶人的灵魂。 

因此，使徒称他为‘这世因此，使徒称他为‘这世

界的神’； 来自他对世界的神’； 来自他对世

俗人不受控制的力量。”俗人不受控制的力量。”

- 约翰•卫斯理- 约翰•卫斯理
（“对偏执的警告”）（“对偏执的警告”）

 

巫医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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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巫毒崇拜者的穿戴是帮助他们避免有害的灵体。他们也会把它们戴在他们的小孩和婴

孩身上。

他们相信灵魂死后会栖息在自然界的某处，例如一棵树。

有的巫毒崇拜者一直以来都被恶魔附身和占据。有的变得精神错乱、暴力、和有自毁倾向。119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巫毒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里诵读。

传福音传福音

巫毒崇拜者没有和神的关系，也没有得救的确据。意思是他们有可以被福音指出的属灵需

要。基督徒可以在谈话中分享福音和他自己的见证，以及对他而言活在与神的关系之中是什么

意思。

巫毒崇拜者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所事奉的并非爱他们的神。他们知道那些灵会带来好事和坏

事。他们必须就每一次为他们所施的法付费给巫毒祭司。在一些国家里的人都被巫毒祭司给奴役。

一个人之所以会选择敬拜灵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需要他们的帮助和保护。结果就跟其他罪的追

求一样；那人所想要得到的好事都都会逝去，而罪会破坏他生命中一切的好事，包括家庭的关系。

一个拒绝福音，想要继续留在罪中并自己做主而不是让神做主的人。然而，一个跟邪灵有

关系的人会失去自己的控制力并落在奴役之中。

福音是从邪恶势力得释放的信息，是给予饶恕的信息。福音也让我们能与爱我们和关心我

们的神建立关系。

见证见证

雅克过去是海地的巫毒巫医。他用咒诅杀了很多人。他跟好几个女性一起生活。一天，有

位宣教士告诉他他所服事的灵将来必会毁灭他。后来雅克请宣教士来为他祷告。雅克悔改了并

毁灭他的一切巫毒配备。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诗篇第145篇。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巫毒的信众进行

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个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来向他呈现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

于你所进行了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119 被魔鬼附身的人会有恐惧和精神错乱，并且会伤害自己（马可福音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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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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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琳达看到她邻里很多人每个星期六都去教会觉得很奇怪。她就此事询问她的邻居，而他们

就告诉她星期六才是安息和敬拜的正确日子。他们解释说每逢星期六他们就不做生意、或是购

物、或是过多的娱乐。琳达觉得他们一定是跟其他教会有很大不同的宗教，但他们看起来也相

信同一位神和一样的救恩。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提摩太前书第1章。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提到什么

关于教导的教义？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起源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起源

在1830年代，威廉•米勒120，一位浸信会的传道人，开始传讲耶稣

很快就要再来了。他的追随者好几年来都被称为再临宗。1844年，再

临宗预计基督会于1844年10月22日再来。成千上万的人都相信了。很

多再临宗随着耶稣并没有出现而离开这运动。希兰•爱德生声称领受

启示说在那一天耶稣天上的圣所开始了一个新的事工。那些留在运动

之中的后来就成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还有一些别的教会也强调星期六才是基督徒礼拜的正确日子。过

去在这机构之前也有其他人教导那教义，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最大

型，并且最有影响力的。

现今的影响现今的影响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宣称有7.1 万间教会和 一千七百万的成员。他们遍及209个国家，并以

921种语言服事。他们有173间医院和7800所学校。121

120 Image: “William Miller”, by J. H. Bufford Lithography Company, retrieved from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https://npg.si.edu/object/npg_NPG.80.107, public 

domain (CC0).

121 于2014年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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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义

复临会相信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像是三位一体的神、基督和圣灵的神性。他们也相信圣经

是最终的权柄、还有救恩是靠着恩典因着信。

复临会的信徒说他们相信一个人并不是靠着善行而得救，但真正的基督徒会在信主之后过顺

服神的生活。他们相信神的律法让基督徒知道要怎么生活，而基督徒应该活出胜过罪的生命。他

们相信如果持续不为神而活，他将失去他的救恩122

复临会的主要机构并不相信救恩是出于行为。然而，有些复临会的独立人士和群体会非常

强调律法以至于他们似乎就是在把守律法视为得救的方法。如果一个人以为他可以靠自己的行

为来被神接纳，那他就没有相信基督所提供的恩典。

 » 什么是对行为的正确看法？我们要如何解释我们得救是藉着恩典，尽管顺服神也是必要

的？123

复临会相信人并非天生不朽。死亡的时候，人会进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直到他们被复活。

在复活的时候，那些得救的人就会领受永生。那些没有得救的将被复活来受审判，并在火湖里被

毁灭。他们相信撒旦和其他魔鬼也都会被全然地毁灭。并没有永恒的刑罚。124

复临会相信基督徒应该遵守旧约在饮食上的一些规矩。125他们相信饮食的规矩是为了健康的

缘故。他们声称复临会信徒活的比其他人更为长寿。

复临会最著名的就是他们关于安息日的教义。他们相信星期六才是一星期的第七天，也是基

督徒休息和敬拜的正确日子。他们相信在星期天做礼拜的教会都遵循了异教习俗。

对其他教会的态度对其他教会的态度

复临会相信他们是忠心的“余民”，就是

那些在基督教已经妥协了的世界中依然持守神

的诫命的人。他们相信圣经预言中的巴比伦指

的就是那些背道的宗教组织和他们在世界体系

中的盟友。

他们相信在各个基督教教派中都有真正的基

督徒在他们所理解的范围内顺服神，但不明白他

所该做的一切。在末后主再来的日子之前，每个

人都会面临一个危机，并要领受光照和行在当

中，或是被神的审判所毁灭。在星期天崇拜而

不接受真理的人将会渐渐接受“兽的印记”。

复临会认为过去教会历史中的许多人都是为

神所使用的真基督徒，就像归正派的领袖们。他

们也阅读并引用不是复临会信徒的神学家和圣经

学者的论述。

122 复临会的信徒认为罪会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耶稣说我们是通过遵行祂的诫命来与祂保持在爱的关

系里（约翰福音15:10）。

123 我们顺服神来保持与神的关系，但我们所做的并不能让我们赚取救恩或是让我们配得救恩。我们被饶恕是因

为耶稣为我们受死。如果有人不顺服，他就会离开他和神的关系，还有祂的救恩。

124 耶稣说会有永远的刑罚（马太福音25:46）。

125 根版据提摩太前书4:4，基督徒可以吃一切的肉类。

“一般来说，热忱（狂“一般来说，热忱（狂

热）可以这样定义：由于热）可以这样定义：由于

某种对神错误想象的影某种对神错误想象的影

响或启发而产生的宗教疯响或启发而产生的宗教疯

狂； 至少，不要期望从狂； 至少，不要期望从

神那里得到一些不应该从神那里得到一些不应该从

他那里得到的东西。”他那里得到的东西。”

- 约翰•卫斯理- 约翰•卫斯理
（“热忱的本质”）（“热忱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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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会如何描述复临会信徒对其他教会的态度。

预言的重要性预言的重要性

复临会相信预言是给教会的恩慈，需要持续的指导。他们最重要的先知是怀爱伦。她在1844

年开始发预言。她写了超过2000个异象。她的异象和其他作品被编成80本书。复临会鼓励他们的

成员要常常阅读她的作品。

复临会相信圣经是最高权威，而所有的预言都要被经文测试。怀爱伦自己也说她名为见证

的书，只要人们足够密切地遵守圣经就也可以是不需要的。他说她的作品都并非试图揭晓任何

圣经中所没有暗示的事情。126

复临会还在出版和派发怀爱伦的书籍，作为他们教义最好的解释。他们时常在他们的刊物

中引用她的话。他们并不把她的作品视为与圣经同等的权威。

怀爱伦的很多著作都表达出圣经里所没有的看法，并提倡圣经的解释应该要靠新的启示而

不是一般的解释。复临会让别的著作而不是圣经有更多的权威，并且不把圣经视为最高权威是

危险的。

 » 牧师和教师著作的正确用途是什么？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对于末世的预言的重视就显示在他们的教会名字里，指的就是主的再来。

他们强调圣经末世预言的详细解释，包括很多晦涩难懂的经文。复临会信徒在他们的现代事工中

强调异象所扮演的角色和神迹。

安息日会的问题安息日会的问题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跟犹太人一样，以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视为他们的安息日。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相信在星期天而不是星期六进行崇拜就是启示录中所描述之“兽的印记”。127

他们相信到时候全世界都会试着要求在星期天进行礼拜，而且会逼迫那些试着维持守星期六为

安息日的人。他们相信现在还有真正的基督徒是在于星期天进行崇拜的教会之中，但将来过多

一些时候他们就都会需要把星期六才是安息日作为真理，要不然就会因为拒绝真理而失去他们

的灵魂。他们相信当危机临到，所有的真基督徒都会忠心持守星期六才是安息日，就算那意味

着死亡，而任何持守星期日是主日的人都不是真基督徒。

在启示录里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一星期中的某一天是问题。恰恰相反，问题是敬拜的对象

错误，敬拜的不是神。

思考一下复临会信徒信仰的含义。如果他们是对的，那几乎所有的基督徒教会从一世纪开始就已经

弄错了。数以万计敬虔、属灵的基督徒中几乎没有一位在有生之年意识到他们是在遵守“兽的印记”，而

且显然神从来没有向他们显明这事。这并非一个失落的小教义，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据复临会所

说，在末后的日子如果一个人错了他就会失去自己的灵魂。

星期天在每个国家中都是基督徒进行崇拜的日子。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聚集敬拜神，

以及聆听祂的话语。他们见证祂的慈爱和恩惠，并定意来事奉祂。他们当中有数以万计的人因他

们对神的为神而遭受严重的迫害。我们真的可以相信他们是在遵守撒旦的教义和旨意，而如果他

们没有相信星期六才是安息日就会有一天失去他们的灵魂吗？

126 怀爱伦，见证，Volume 5, 664-665

127 在启示录中“兽的印记”看起来并不像是指在特定的日子进行崇拜（启示录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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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一想所有给你生命带来祝福的敬虔榜样。有可能去相信说他们全都会失丧，除非他们

在这课题上改变他们的想法吗？

复临会信徒声称星期日崇拜是始于公元325年的尼西亚议会。事实上议会的决策并没有创造

出任何新的教义。他们是在确立他们所相信是出自使徒们的教义。

基督徒开始把星期天守为主日是很久远的事以

致我们无法确定是什么时候开始。十二使徒遗训完

成于靠近公元一世纪末。它是使徒们教导的摘要。

它也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被使用。十二使徒遗训说

基督徒应该在主日聚会和守圣餐。这写作并非试图

教导一些新的东西，而是检视已经建立的教义，也

就是说这做法早已是普遍的，而大多数的基督徒已

经知道是使徒们的教义。

巴拿巴的书信是在近公元一世纪末的时候写

成。它并不是圣经，但在教会中会被当作灵修素

材来使用。它称星期天为“第八天”，就是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它说基督徒庆祝第八天。

我们从圣经中找不到有任何关于安息日是被换

成星期日的解释。反而我们找到的是关于人不可在

守安息日的事上被论断（歌罗西书2:16-17，罗马书14:5-6）。我们也找到新约的基督徒是在星

期日给奉献（哥林多前书16:1-2），他们在星期日聚会（使徒行传20:7），以及他们称星期日

为主日（启示录1:10）。

犹太安息日并不是对基督徒恶要求，但安息日的原则是一直以来的创世原则。因此基督徒

应该避免在星期日工作或做生意。

安息日会的问题摘要安息日会的问题摘要

1. 1. 在启示录中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兽的印记”指的是应该在每星期的哪一天进行崇拜这

件事。

2. 2. 认为各个时代中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基督徒都把教义弄错，而造成他们失去他们的灵魂是

不实际的。

3. 3. 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在关于守安息日的事上论断别人。

4. 4. 在星期日进行崇拜是在公元一世纪根据使徒们的教义所建立。

5. 5. 新约的基督徒在星期日聚集，并将之称为主日。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

流在组里诵读。

“在主的日子，你们要“在主的日子，你们要

聚在一起擘饼，谢恩，聚在一起擘饼，谢恩，

但要先认罪，这样你们但要先认罪，这样你们

的祭物才能纯洁。”的祭物才能纯洁。”

- 十二使徒遗训- 十二使徒遗训
（出自第1世纪的教会）（出自第1世纪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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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使用传福音/使用教义手册教义手册

我们不应该说一个人不是基督徒，就因为他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一个相信复临会

所有教义的人有可能是已经得救的。与一些复临会信徒交通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拒绝他们，而

是他们拒绝我们。

我们跟复临会一样同意基督徒应该顺服神。我们不同意那些教导说因为我们靠着恩典得救

所以活出胜过罪恶的生命并不重要的教会。

有的复临会信徒似乎相信一个人是靠着行为而不是恩典来得救。有的似乎相信如果一个人

无法遵守旧约的要求他就不能得救，就算他是真心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遵从圣经。那些复临会信

徒并不明白福音的经文。对这类复临会信徒，使用下列出自教义手册的要点：

  9.   9. 救恩只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来。

11. 11. 我们是因信得救。

12. 12. 我们可以有个人得救的确据。

你可以用本课程中关于“第七天的问题”的部分来回应关于安息日的问题。

如果一名复临会信徒真的相信圣经不需要别的启示就有救恩充足的教导，那很好。如果一

名复临会信徒看起来觉得别的启示，像是那些出自怀爱伦的，是必要的，你就应该逐一地向他

展示教义手册中的参考经文。

1. 1. 圣经在教义上是充足的。

见证见证

伊凡作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成员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他研究他们的教义，以及阅读怀爱

伦的著作。他最关心的，是人如何得救以及成圣。他说复临会的教义教导说，我们是靠守诫命

而得救。他读了加拉太书5:4，里面说如果我们试着靠律法称义，那我们就没有基督。他说复

临会似乎也说福音会在末后的日子改变，而没有守对安息日的人将不能得救，就算之前虔诚的

人在不守安息日的情况下得救。伊凡还是相信我们一定要顺服神，但他离开了复临会因为他相

信他们有的是行为的福音。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提摩太前书第1章。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基督复临安

息日会的信徒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分享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于你相关

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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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使徒性的，“教会是使徒性的，

仍然由使徒著作中的仍然由使徒著作中的

使徒权柄所治理，该使徒权柄所治理，该

权柄就是是标准。”权柄就是是标准。”

- William Pope- William Pope
（Compendium of Christian （Compendium of Christian 
 Theology，III, 285） Theology，III, 285）

 

第18课第18课

了解罗马天主教了解罗马天主教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在安娜的童年时期，她祷告求神带领她到一个能让她感受到被接纳的教会。年轻的时候她

参观了天主教堂的弥撒。很多罗马天主教的习俗对她来说相当怪异。不过她倒是挺喜欢他们在

全球各地都实行同样的崇拜习俗。她开始觉得弥撒每一次都成了耶稣的身体和宝血是个美好的

神迹，好叫人们可以跟耶稣交通。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提多书第2章。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段经文提到关于基督

徒生活的什么？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内容。

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的起源罗马天主教的起源

罗马天主教全球性的领袖称为教宗。他们的

总部是在罗马。

“天主”这词的意思是“普世的”或“完全

的”。罗马天主教宣称是神完全的教会，而其他

的教会都是假的。

天主教宣称是基督所建立的原初教会。他们

声称彼得是第一任教宗，而之后在天主教教会里

就都会有教宗作为彼得的继任者。他们相信他们

称为“ 红衣主教”的小组领袖是使徒的继承者，

并且跟原初的使徒有同样的权柄。相反的，大多

数的福音派教会相信使徒就在初代的教会里，而

他们的权威如今是来自他们在圣经里的著作。

罗马天主教在信仰和宗教仪式上与东正教类

似。

影响影响

罗马天主教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有超过十亿的天主教徒。很多国家的人口中大多数都是天

主教徒。在那些国家里，天主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有数以万计的人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但

都只是偶尔参与宗教活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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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堂是是非常富有和有政治权力的。在较早的几个世纪，教会曾多次都用军队来迫使

列国屈服于教会。在被天主教所控制的国家之中，很多人因为反对天主教教义而被折磨和杀害。

 » 本题将介绍下个部分。 你对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习俗有什么看法？

罗马天主教的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信仰

天主教的崇拜方式是很正式的。天主教在全

世界有许多的大教堂，同时他们伟大的建筑也广

为人知。大教堂会以历史中的圣徒画像或雕像来

装饰。祭司时常会有特别的长袍。崇拜活动几乎

都会由祭司完成，会众很少会参与其中。

来自各个文化的人成了天主教徒之后依旧保

留他们先前宗教的仪式。偶像会以天主教圣徒的

名字来命名。天主教的仪式混杂了偶像崇拜或万

物有灵论的宗教仪式。

天主教相信一般的基督徒教义，像是三位一

体还有基督的神性、死亡、埋葬、和从死里复

活，以及圣灵的神性。

天主教声称教堂有权柄解释圣经的涵义，就

算天主教的诠释看起来可能跟圣经所说的不太一

样。天主教也把一些的著作纳入他们的圣经（作

为经文） ， 是其他教会所没有纳入的。

 » 关于圣经里教会权柄的正确观点是什么？

天主教相信教宗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他们相信当他在宗教上做出正式决策，他就不会有

错。这权柄是出自他们的传统而不是出于圣经。过去有很多教宗都是恶人、犯罪甚至杀人。

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都会选出一些历史上的人物视为圣人。很多圣人在教堂里都有头衔地

位，像是神一样。人们会向他们祷告祈求帮助。有的圣徒会被认为是特别对生命中的某些特定

领域感兴趣，或是在一些特定职业像是水手、农夫和教师中有特别的圣徒，被称为主保圣人，

他们也是向他们祷告。在一些地方，圣徒会取代异教中的神祗。128人们把神，或就连耶稣都被

视为与他们距离遥远和对他们漠不关心，因此他们反而会向圣徒祷告。教堂里会提供圣徒的画

像和雕像来供人祈祷。129

那些被称为“圣髑”的物件是圣人曾用过的东西，被教会保管来尊荣。有时一些身体部位像

是牙齿或骨头也会被收藏在教会。人们会来在这些代表着圣人的骸骨前跪下和祈祷。

罗马天主教的祭司不被允许结婚。

马利亚（耶稣的母亲）是特别被尊崇的。圣母无染原罪论无染原罪论教导说马利亚生来是没有罪性，

也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很多天主教徒向马利亚祷告多过向神祷告。他们觉得耶稣会听马利亚的

话并被她影响。马利亚已经成了信徒和基督之间的中保。130

128 神邀请我们在祷告中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希伯来书4:16）。我们没有什么可自夸的，乃是靠着耶稣基督作

为我们的赎罪祭而得以进入神的同在。

129  圣经禁止偶像崇拜（出埃及记20:4-5）。用图像来祷告和敬拜就是拜偶像。当罪人悔改并回到与神的关系

里，他就弃绝偶像（帖撒罗尼迦前书1:9）。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应该向神之外的任何人祷告，或是使用

图像来敬拜。

130 耶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提摩太前书2:5）。耶稣满有一切的慈爱，我们并不需要任何人来影响他来

关心我们（约翰福音11:35）。

“基督代替我们受苦，“基督代替我们受苦，

是为了满足神圣洁的基是为了满足神圣洁的基

本要求，以消除有罪之本要求，以消除有罪之

人在获到赦免与和好的人在获到赦免与和好的

障碍。神的圣洁所要障碍。神的圣洁所要

求的，都藉由神的爱求的，都藉由神的爱

在十字架上提供。”在十字架上提供。”

- Thomas Oden- Thomas Oden
（The Word of Life，349）（The Word of Life，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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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相信神的新教“一个真正相信神的新教

徒，对祂的仁慈有充足的徒，对祂的仁慈有充足的

信心，以儿子的敬仰来敬信心，以儿子的敬仰来敬

畏祂，并且全心全意地爱畏祂，并且全心全意地爱

祂。 他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祂。 他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神，凡事感谢祂；无论何神，凡事感谢祂；无论何

时何地都用他的心和他的时何地都用他的心和他的

唇呼求祂；尊崇祂的圣名唇呼求祂；尊崇祂的圣名

和祂的话，终生真诚地事和祂的话，终生真诚地事

奉祂。”  奉祂。”  

“我否认所有一般的发誓“我否认所有一般的发誓

者、违反安息日的人、者、违反安息日的人、

酒鬼；所有妓女、撒谎酒鬼；所有妓女、撒谎

者、欺骗者、敲诈勒索者、欺骗者、敲诈勒索

者；简而言之，所有公者；简而言之，所有公

开活在罪中的人。这些开活在罪中的人。这些

都不是新教徒；他们也都不是新教徒；他们也

根本不是基督徒。”根本不是基督徒。”

- 约翰•卫斯理- 约翰•卫斯理
（“致罗马天主教的一封信”）（“致罗马天主教的一封信”）

 

 » 什么是基督徒对马利亚的正确看法？

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教导圣餐变体论圣餐变体论，相信在圣餐的时候，饼和杯都如字面上所说，转变成

耶稣的身体和血，这样信徒们才可以领受他们的救恩。因此，他们相信饼和杯也应该被崇拜。

罗马天主教相信救恩不但是靠着基督的救赎，

也需要靠着成为天主教的一份子，领受圣餐，并且

行善。

天主教并不传讲罪人可以从他的罪中悔改，信基

督，并领受立即的救恩确据之福音信息。反而一个人

一定要忠心跟从祭司的指引，并且对得救保持盼望。

在数以万计的天主教徒当中，大多数依旧活在罪

中。131他们期待他们到死都能继续当天主教徒，然后

在炼狱里过一阵子，再上天堂。

炼狱和大赦炼狱和大赦

罗马天主教相信大多数人死后都是去炼狱。在炼

狱里人会为罪受刑罚，好叫他之后能上天堂。他们相

信最一定要被惩罚，就算已经被饶恕了132。因此，就

算是忠心的天主教徒死后也会在炼狱里为着他所犯下

的罪待上好一阵子，然后才被允许到天堂去。他们相

信炼狱里的火会带来痛苦，而且是有生以来从未体验

过的痛苦。

他们相信基督徒应该为死人祷告和为了他们向

教会奉献，好叫神能更快饶恕他们的罪，并让他们

离开炼狱133。

天主教徒相信教会拥有来自基督和圣徒的额外

功劳之宝藏134。教宗可以把这些功劳赐给人来帮助

他们得到饶恕。那功劳可以被赐予活人或是在炼狱

中的死人。

 » 炼狱的教义如何在相信它的人的生活方式上

带来影响？

天主教独特的教义不出于圣经。他们的教义大多

数都是根据教会的习俗。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罗马天主教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

里诵读。

131 圣经说一个人作为基督徒的拯救就是他过义人的生活（约翰一书3:7）。

132 耶稣受难是为了叫我们不必为罪受刑罚（以赛亚书53:5）。天主教徒否认基督的牺牲是足够让我们能被赦

免，不用为罪受刑罚。

133 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为死人祷告。相反地，它却提到没有什么是未得救而死的罪人可以做的（路加福

音16:23-26）。

134 在高举基督拯救罪人的教义中添加高举圣徒的概念是非常糟糕的。人的作为并不能为饶恕带来任何的帮助

（以弗所书2:8-9）。信徒被饶恕是全然基于恩典，而并非藉着任何人的行为（罗马书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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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使用传福音/使用教义手册教义手册

罗马天主教相信三位一体、基督和圣灵的神性这些基督徒基要的真理。

有的天主教徒相信基督的救恩，但福音的信息在天主教中并不清楚。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没

有经历过悔改、饶恕和救恩的确据，也没有活在与神的关系里。因此，基督徒跟他们分享福音是

重要的。那些被天主教徒所忽视的福音要点可以用教义手册中以下的部分来证明：

9. 9. 救恩只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来。

10. 10. 唯有神配得敬拜。

11. 11. 我们是因信得救。

12. 12. 我们可以有个人得救的确据。

因为罗马天主教已经添加了他们觉得对基督教大为重要的习俗，作为基督徒应该向他们展

示教义手册在该部分中所引用的经文。

1. 1. 圣经的教义是充分的。

见证见证

巴多罗买经过几年的研读后成了罗马天主教的祭司。他在加利福尼亚担任本堂神父，之后

又在海军里担任特遣神父。他的妈妈成了福音派基督徒。他看到他妈妈美好的转变，并跟她有

好几次关于她改信的对话。她说服他将圣经作为他信仰的最终权威。他开始发现天主教中有许

多重要的教义是违背圣经的。他离开罗马天主教。他渐渐地明白救恩是通过基督的作为，而不

是藉由教堂中圣礼的功劳。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提多书第2章。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罗马天主教的信

徒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分享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于你相关

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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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课第19课

了解东正教了解东正教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约拿单对东正教变得熟悉，他很惊讶他们在许多国家之中是如何忍耐穆斯林和共产党的迫

害。他们的英雄并不是大教会的牧师或音乐领袖。他们的英雄是殉道者。约拿单觉得如果每个

地方的迫害变得严重，东正教的信徒会是可以忍耐的那些人。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这些成为基督徒

的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内容。

东正教东正教

东正教简介东正教简介

正教这一词是来自希腊文里的“正确的崇拜”。东正教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教会，有正确

敬拜神的教义和实践。

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正式在公元1054年分道扬镳。各自都宣称是耶稣和使徒所创立的原初

教会。各自都宣称是神在这世上唯一有真正教义的教会，是根据早期基督徒的传统。他们相信

许多相同的教义。他们的崇拜对一些不熟悉他们的人看起来是很相似的。

东正教有十五个自主的教会组织。它们在地理上是分开的。在一些国家里教会会使用国家

的名字来给教会命名，像是俄罗斯正教会或塞尔维亚正教会。其他十五个还包括安提阿希腊正

教会、罗马尼亚正教会和赛普勒斯教会。

每一个教会组织都隶属于一位牧首或大主教。君士坦丁堡牧首被认为是十五位领袖中的最

高职位。古代的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并没有权柄统管

其他的教会组织，但他们都尊荣他为最高领导。

据估计，东正教的信徒人数大约在2.25亿到3亿之间。它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基督徒组织，

仅次于罗马天主教。

在很多的东欧国家，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自己为东正教，而也有为数庞大的东正教信徒在中

东的好几个国家里。

 » 有什么东正教教会是你熟悉的？

东正教的信仰东正教的信仰

东正教相信一般的基督教教义，像是三位一体、还有基督和圣灵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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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耶稣基督的教会是“现在耶稣基督的教会是

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上，耶稣基督作为房角上，耶稣基督作为房角

石，基督徒教会必须在圣石，基督徒教会必须在圣

经中寻找这个教义。”经中寻找这个教义。”

- Adam Clarke- Adam Clarke
（Christian Theology，250）（Christian Theology，250）

 

东正教极度依赖教会的传统。要证明一个教

义，他们的领袖很有可能会引用早期教会领袖的

话，如同引用圣经的话一样。他们会教导说圣经就

是他们教义的权威，但圣经一定要由教会来诠释。

东正教根据传统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信仰体

系和操练。东正教宣称教会有权柄来教导什么对

救恩是必要的，就算那些是超出圣经里所教导的

东西。东正教的信徒相信他们的传统与圣经并无

抵触。

东正教的敬拜方式是很正式的。他们的大教

堂在全世界有很多广为人知的伟大建筑。大教堂

会以历史中的圣徒画像或雕像来装饰。祭司时常

会有特别的长袍。崇拜活动几乎都会由祭司完成，

会众很少会参与其中。

来自很多文化的人都在成为东正教徒的同

时依然保留他们先前的宗教习俗。偶像会被给

予基督教圣徒的名字。教会的仪式混杂着偶像

崇拜和万物有灵论的宗教仪式，或甚至巫术。

很多东正教的信徒觉得神和耶稣都跟他们

很有距离，也不关心他们，于是他们反而去向

圣徒祷告。教会里会提供圣徒的图像和雕像来

让人们向他们祈祷。135那些称为“圣髑”的东

西就是圣人曾用过的物件，会被教会保管来尊

荣。有时一些身体部位像是牙齿或骨头也会被

收藏在教会。人们会来在这些代表着圣人的骸

骨前跪下和祈祷。136

 » 拜偶像的定义是什么？东正教的一些操练算不算拜偶像？

马利亚是特别受尊荣的。很多东正教的信徒向马利亚祷告多过向神祷告。137他们觉得耶稣会

听马利亚的话并且受她的影响。马利亚已经变成信徒和基督之间的一个中保。跟天主教不同，东

正教并不相信马利亚在人性上有别于他人，并且一直都是无罪的。

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教导圣餐变体论圣餐变体论，相信在圣餐的时候，饼和杯都如字面上所说，转变成

耶稣的身体和血，这样信徒们才可以领受他们的救恩。138

不同于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并不相信炼狱。他们也不相信教宗在这世上有基督的权柄。他

们拒绝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并且他们自己也没有一名具有类似权柄的领袖。

东正教祭司可以结婚，但只有未婚的祭司可以成为主教。

135 圣灵帮助我们以神悦纳的方式来祷告（罗马书8:26-27）。我们应该对神会听见和回应我们的祷告有信心。

祷告的人一定要相信神会回应道高，要不然那人就是没有讨神喜悦的信（希伯来书11:6）。

136 Image by Freddy Torres from Pixabay, retrieved from https://pixabay.com/photos/architecture 

-church-kiev-religion-2166264/.

137 向耶稣祷告是世上所有基督徒的标记（哥林多前书1:2）。基督徒也向父神祷告（彼得前书1:17）。圣经也提

到关于和圣灵的相交（哥林多后书13:14）。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向马利亚或神之外的任何人祷告。

138 当耶稣向门徒们展示如何守圣餐时，他是在未受死前向他们展示的（哥林多前书11:23-25）。因此，他说“

这是我的身体”，他所指的是把那饼当成是他身体的喻表。今天，圣餐礼也应该与耶稣所教导的视为相同。



95第19课 - 了解东正教

东正教教导名为成神论成神论的教义作为得救的过

程。在成神论成神论里一个人会逐渐被转变得像神一样，

跟神有同一种圣洁完美的天性。这是透过圣灵的恩

典和作为所完成。这过程在死之前都不会完成。139

有的东正教徒说在领受了这圣洁完美之后我们会

变成神，但他们所指的并不是像神一样没有穷尽。

他们相信基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罪，但每一位

基督徒一定要领受圣灵的能力来延续他在罪和不洁

上的个人得胜。这神学是好的，可是他们却没有教

导神可以通过圣灵顷刻的行动来洁净信徒的心。

东正教教导说基督徒是在基督里称义的，也就

是说信徒所犯过的罪已经被赦免，并且已经在他的

生活中称义。这并不表示一个人在持续犯罪的时候

会被视为无辜，而且也不表示如果一个人回到他的

罪里依然被称为义。信徒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每一天

都活出公义。如果一个人记得神接纳他是因为耶稣而不是因为他的善行也是个好的神学。

东正教的信徒是有可能相信福音并经历到神的恩典的，就算他们还在持续跟随东正教。然

而，教会并没有清楚地传讲罪人一定要为他的罪悔改和相信基督来领受救恩即刻的确据这方面

的福音信息。因此，数以万计的东正教成员，大多数人都继续地活在公开的罪里，同时有又继

续操练他们的宗教习俗。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要如何得救。

 » 东正教的神学有哪些是好的？

现在一起回去阅读东正教这部分的所有标注。全体同学应该查找参考经文并轮流在组里诵

读。

传福音/使用传福音/使用教义手册教义手册

东正教相信三位一体、基督和圣灵的神性这些基督徒基要的真理。

有的东正教信徒相信基督的救恩，但福音的信息在东正教的教导中并不清楚。他们大多数都

没有经历过悔改、饶恕和救恩的确据，也没有活在与神的关系里。因此，基督徒跟他们分享福音

是重要的。那些被东正教所忽视的福音要点可以用教义手册中以下的部分来证明：

9. 9. 救恩只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来。

10. 10. 唯有神配得敬拜。

11. 11. 我们是因信得救。

12. 12. 我们可以有个人得救的确据。

因为东正教已经添加了他们觉得对基督教大为重要的习俗，作为基督徒应该向他们展示教

义手册在该部分中所引用的经文。

1. 1. 圣经的教义是充分的。

139 圣经说所有信徒都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1:3-4）。我们并不用等到死后才有祂的性情。

“那赎罪包括所有的“那赎罪包括所有的

罪，无论是原初的还是罪，无论是原初的还是

即时的，过去的和未来即时的，过去的和未来

的，大的还是小的，的，大的还是小的，

当下还是永恒的。”当下还是永恒的。”

- Thomas Oden- Thomas Oden
（The Word of Life，389）（The Word of Life，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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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见证

约翰在罗马尼亚的东正教家庭里长大。他的祖父母都是教会里的领袖。他也在教会里受洗和

结婚，但并不常出席聚会。祭司从来没有跟他谈论关于他的罪。约翰一本圣经也没有，而祭司也

从来没有告诉他应该要读圣经。年轻的时候他加入了共产党。他被共产党派去观察浸信会的崇拜

聚会。他本来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他们是浸信会而不是东正教。在聚会当中，他发现他从来没有为

自己的罪悔改。他决定要悔改并成为耶稣真正的追随者。他被他的家庭施加压力，并且共产党

也要他放弃他的新信仰。他被鼓励花时间来读圣经。在他的家人看见他生命的改变之后，他们

很多人也成了基督徒。约翰说东正教和福音派基督教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福音派强调新生命。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东正教

的信徒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阅读补充：阅读补充：东方正统教会东方正统教会

东方正统教会和东正教是不同的。

东方正统教会有六个教会组织：科普特正教会、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厄立特里

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玛兰卡正统叙利亚教会、安提阿叙利亚正教会和全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

宗徒教会。每个教会组织都各自独立治理。科普特教会的牧首是所有东方正统教会的教宗，当

并没有统管别人的权柄，除了带领其他六个组织的代表会议。

在亚美尼亚、埃塞尔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东方正统教会是最大的宗教团体。在一些基督徒人

口百分比很小的穆斯林国家，像是埃及、苏丹、叙利亚和黎巴嫩之中，东方正统教会的基督徒占

基督徒人口数很高的百分比。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都在穆斯林国家被严重地迫害。

东方正统教会与其他基督徒教会区分出来，是因为公元451年的一次教义上的分歧。

他们是因为在基督天性的神学上分歧而分开。当时有一个主要代表基督教的教会组织。那教

会还没有分裂成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那时候有一些教会也离开了主要教会。

迦克墩公会议意图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决定说相信基督有两种天性，就是人性和神性是对

的。有的教会拒绝这决定因为那看起来像是在说基督是两人一体。他们相信他的天性是来自人

和神的天性，但就只有一种天性。他们相信他们所保留的是基督教的原初信仰。其他问题也涉

入在当中，包括政治问题，但神学问题是最重要的。

在会议之后的数年里，不同意会议决定的主教被赶出教会。东方正统教会就是在那时形成

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分享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于你相关

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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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魔鬼]拥护神，世界“它[魔鬼]拥护神，世界

的全能创造者的联盟，的全能创造者的联盟，

只是为了使这联盟成为异只是为了使这联盟成为异

端。 他说父自己降生进入端。 他说父自己降生进入

童女之中，自己由童女所童女之中，自己由童女所

生，自己受苦； 事实上，生，自己受苦； 事实上，

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

 - 特土良 - 特土良
（反对普拉克修斯）（反对普拉克修斯）

 

第20课第20课

了解联合五旬节派了解联合五旬节派

初次接触初次接触

史蒂夫在罗马天主教长大，并且从小每星期都去弥撒。青少年时期，他开始离开那些宗教

操练，并开始涉入世俗之事。他在中学的时候遇到一位女生邀请他到她的教会去。那里的敬拜

方式包括大声的音乐、舞蹈、讲方言，和呼喊，这些都让他很惊讶，因为跟天主教的敬拜方式

大相径庭。她开始对这充满活力的讲道和音乐感兴趣。

经文阅读 – 第1部分经文阅读 – 第1部分

一起开声阅读约翰福音14章。让每一位同学根据这段经文写下摘要。我们看到三位一体之间

是如何互动的？让每一位同学写出一份叙述列表。并以小组的方式讨论各自所写的内容。

联合五旬节派联合五旬节派

联合五旬节派的简介联合五旬节派的简介

联合五旬节派教会声称在203个国家里有36,000

所教会，并有3,000,000的会友。140这组织成立于

1945年，藉着两个五旬节教派的融合。他们的教义

源自于在1901年开始的五旬节复兴运动。

联合五旬节教会跟其他相信三位一体或不行洗

礼的五旬节教会是有区别的。他们跟“信心运动”

并没有联系（在第7课也有提及）。

基要教义基要教义

本组织基本和基要的教义，应该就是圣经完

全救恩的标准，即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被赦免罪孽，而圣灵的洗，最初的记号

就是说方言作为灵所发出话语 141。

联合五旬节派相信圣经就是最终权威，并也相信教会应该效法使徒行传中教会的榜样。他

们强调“使徒性”，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就如使徒一样教导同样的教义。

140 于2014年的报告。

141 取自联合五旬节教会的“信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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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教义 [撒伯流“他们的教义 [撒伯流

异端] 是父、子和圣灵异端] 是父、子和圣灵

是同一存在，即三个名是同一存在，即三个名

字附在一个实体上。”字附在一个实体上。”

- 爱比法 - 爱比法 
（公元 375 年的主教，（公元 375 年的主教，
反对异端）反对异端）

 

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他们相信父、子和圣灵

是神的三种彰显。142他们相信在旧约时期神是灵、

然后转世为人。他们不相信父和子是两个位格。143

他们相信神是灵，就是耶稣的父，但他们都是同个

位格。

他们对基督和圣灵的看法跟大部分否认三位一

体的异端不同。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就是父神，他们

相信基督的神性。他们相信圣灵在圣经中以位格被

提到的地方，他就是神在行动。

他们宣称相信救恩的福音是因着恩，凭着信，

因基督的牺牲而得以完全地赐下。这与其他发展

出另一种福音的异端不同，因为他们不相信基督

的神性。

 » 耶和华见证人和联合五旬节派在他们否认三位一体之教义中有什么不同？

他们相信一个人没有得救，直到他有经历到圣灵的充满。他们相信圣灵的充满总是以说方言

的恩赐为证据。如果一个人已经悔改，并相信基督，他还没有得救直到他被圣灵充满和说方言。

他们教导说人一定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而不是奉父、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声明。他们相信

奉耶稣的名受洗是救恩所必需的。如果一个人在奉三位一体的声明受洗后加入他们，那他就一

定要再次受洗。

 » 根据联合五旬节派，一个人得救需要具备怎样的要求？

与基督徒生活有关的信仰与基督徒生活有关的信仰

他们相信基督徒应该活出胜过罪的生命，并且强调圣灵的能力能带来得胜的生命。他们不

相信一个人如果回到他有罪的生活就还能继续是基督徒。

联合五旬节派相信身体的医治是从赎罪而来，而他们也强调为病人祷告，可是他们明白并

非每一次神的旨意都是行医治。

他们相信保守的生活方式。他们不相信珠宝或化妆。他们反对不洁的娱乐，并且不要他们

的成员有电视机。女性不能穿裤，也不能剪头发。

他们不相信对暴力的自我防卫或在军队里担任任何可能会要战斗的角色。

他们会行洗脚之礼因为耶稣命令门徒们互相洗脚（约翰福音13:14-15）。

传福音/使用传福音/使用教义手册教义手册

我们不应该说一个人没有得救就因为他相信联合五旬节派的教义。可能他也相信福音，并

且已经为他的罪悔改和相信了基督。

教义手册在三位一体的章节里提供圣经证据。

142 圣经说每一位信徒都有圣灵（罗马书8:9）。没有圣灵的帮助人就不会真正的悔改并且相信基督。就算一个

人还没经历过圣灵特别的充满他也一样有圣灵。

143 圣经提到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说方言（哥林多前书12:30）。经在哥林多前书12:29-30中所有的问题所获得

的都是否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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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神是三位一体的

联合五旬节派最基本的错误就是他们否认三位一体，虽然这并不如异端否认基督神性那般

地藐视福音。

联合五旬节派团契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相信其他受洗归入耶稣名下但不讲方言的人也是基督

徒。

圣经说每一位信徒都有圣灵（罗马书8:9）。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圣灵的帮助下真正的悔改

和相信基督。就算一个人还有没有经历圣灵特别的充满，他也有圣灵。

见证见证

史蒂夫离开天主教并加入联合五旬节派。他继续喝酒和抽烟，没有活得像是个基督徒的生

活。在一些点上他有经验，当他相信他领受圣灵，而其他人告诉他他说的是方言。他知道他其

实并没有说方言，但他想要被接纳所以他假装那是真的。但他继续活在罪中也没有生命的改变。 

后来他得救了，经历到生命的转变，但也并没有说方言他成了老师和他教会中的传道人，但是依

旧对教义有疑问。他慢慢地离开教会，并去到相信三位一体但不讲方言的教会。

经文阅读 – 第2部分经文阅读 – 第2部分

现在再次阅读约翰福音14。每一位同学都要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一段用来向联合五旬节派的

信徒进行讲解的信息。让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所写的。

每堂课的作业每堂课的作业

记得找机会跟这个宗教团体的某个人分享福音。预备跟你的同学分享关于你相关

的对话。写出你的两页书面报告并交给你的课程带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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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手册教义手册

这本手册为一些经常被假宗教否定的教义提供了圣经经文的支持。此手册并非用来涵盖所

有基督教教义，这里也没有涵盖所有重要的教义。

1. 1. 圣经的教义是充分的。圣经的教义是充分的。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一些自称是基督教的宗教依靠新的启示来实现其最重要的教义。他们声称圣经并不包含所必

需的一切教义。但圣经说它的信息是充足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完全遵循它，他就得救。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 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路加福音）一点就是笔的一划。这节经

文说明了神的话语是永存的。

“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常存的道。因为…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道。”（彼得前书1:23-25）神的话语永不失败，而这也带来了福音。因此，福音将不会

在圣经之外被找到，或与圣经相违。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可福音13:31）耶稣说他的话将不会失落。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

书3:15）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

17 ）圣经里有足够使人成为神要他所成为的。

2. 2. 只有一位独一真神。只有一位独一真神。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作为造物主和父，神是配得敬拜的。祂要求我们给予祂不被任何其他存在所分散的忠心。 

祂说祂是忌邪的神（出埃及记 34:14，申命记4:24, 申命记5:9, 申命记6:15）。神会生气，当

别人得到唯有祂应得的敬拜（申命记32:16, 21）。 当一种宗教教导说神不止一个，或是人可

以成为神时，结果就是从神那里夺走一些只属于祂的荣耀。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以赛亚书43:10）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以赛亚书44:6）

“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以赛亚书44:8）

也去看以赛亚书45:5，6节，14节，21-22，和以赛亚书46:9，都是没有别神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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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19:1）。“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

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篇

8:3）神不单是这世上的神，也是全宇宙的创造主。

3. 3. 天父并不是人类。天父并不是人类。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有些宗教之所以说神是人，是为了高举人与神相等。这剥夺了神的荣耀。 请参阅上面“只

有一位独一真神”里有关神是忌邪的神之经文。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民数记23:19）

“因我是神，并非世人”（何西阿书11:9）。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罗

马书1:23）把神塑造成人的形象就是在拜偶像。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

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16:17）据耶稣所说，父并非属血肉的。

“神是个灵”（约翰福音4:24）。

4. 4. 神从来不改变。神从来不改变。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错误的宗教都有不同的理由说神会改变。 他们可能想说的是神像我们人一样，这也就是将

人提升到神的等级。他们可能想说善恶都在神里面，或者说神会犯错误。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玛拉基书3:6）。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诗篇90:2）。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1:17）。

5. 5. 耶稣是神。耶稣是神。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1. 1. 因为耶稣是神，祂牺牲而死就有无限的价值——足够为世人的罪获得饶恕。

2. 2. 因为祂是神，祂有能力拯救我们；祂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3. 3. 因为祂是神，我们应该敬拜祂如同我们敬拜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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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宗教说耶稣是神所造的，或者说祂是人而不是神，他们就会夺去祂应得的崇拜。 

他们相信的也会是不同的福音，而不是完全地相信耶稣的救恩。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8:58）。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约翰福音5:23）。

耶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歌罗西书1:17）。

耶稣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1:3）。

耶稣就是那“起初的和末后的”，神也是如此称呼自己（启示录1:8，11章，17-18章，以

赛亚书44:6）

以下为耶稣被称为神的其他参考：约翰福音1:1，1:14，使徒行传20:28，提多书2:13，以

赛亚书9:6，提摩太前书3:16，和约翰福音14:9。

显示耶稣有神的属性的经文如下：马太福音18:20，马太福音28:20，腓立比书3:21，希伯

来书13:8，约翰福音2:24-25，和弥迦书5:2。

经文显示出耶稣是如父一般被敬拜：希伯来书1:6，哥林多前书1:2，腓立比书2:9-11（就像

以赛亚书45:22-23），启示录1:6，启示录5:12-13，和约翰福音17:5（以赛亚书42:8，以赛亚

书48:11）。

4. 4. 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自教会的最初的那些日子开始，复活就是福音的必要部分。使徒们传讲的就证明了耶稣是神

的儿子和世界的救主。祂的复活证明祂的福音可以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生。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耶稣预言过祂的复活：“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

为殿。”（约翰福音2:19-21）

耶稣在祂复活之后告诉祂的门徒们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

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路加福音24:39）

耶稣告诉多马，“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

总要信！”（约翰福音20:27）

哥林多前书15:20-23告诉我们基督徒将与耶稣复活一样的方式被复活。整个章节显示出基

督的复活在基督信仰中的必要性。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的复活就没有盼望，而我们的福

音也就是虚空（15:17）。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就也不会复活，而我们就会活在没有永

恒盼望的痛苦之中（15:19）。

使徒把复活作为福音的基要部分来传讲（使徒行传2:31-32，使徒行传3:15，使徒行传4:10，使徒行

传10:40-41，使徒行传13:30-37，使徒行传17:31，和使徒行传2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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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圣灵是神。圣灵是神。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否认圣灵神性的宗教通常也会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一个不相信圣灵是神的人不会

敬拜他，也不会给予他应得的尊重。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圣灵也被称为神（使徒行传5:4和哥林多后书3:17）。

圣灵有的是唯有神有的知识：他完全明白神（哥林多前书2:10-11）而祂在古时也发预言（彼得前书

1:10-11，彼得后书1:21）。

圣灵无处不在（诗篇139:7）。

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并且是给每一位信徒的礼物（罗马书8:9）。

圣灵做了有神可以做的事（路加福音24:49，约翰福音16:8-11，以弗所书3:16，加拉太书

5:22-23）。

圣灵会被亵渎（路加福音12:10）。

6. 6. 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三位一体的。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否认三位一体的人一般也否认耶稣和圣灵是神，并且不拜祂们。 一个人可能犯的最严重错误

就是拜一个不是神的人，或是不拜就是神的那一位。否认耶稣是神的宗教将会发展出新的福音。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三位一体的教义出自三个事实。

1. 1. 圣经说只有一位神。

2. 2. 圣经说父、子、圣灵都是神。

3. 3. 父、子、和圣灵能彼此以位格来活动。

除了前两个事实的圣经证据，也可看此手册中标题为“神只有一位”、“耶稣是神”、以

及“圣灵是神”的部分。

要证明圣父、圣子和圣灵能彼此互动，并且作为位格与信徒互动，可翻阅约翰福音14-16

章。在约翰福音14章，请看10-13节、16节、21节、23节、24节、26节、28节和31节。在约翰

福音15章，请看1-2节、9节、10节、15节、23-24节和26节。在约翰福音16章，请看第7节、10

节、13-16节、26-28节和32节。

7. 7. 救恩只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来。救恩只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来。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错误的宗教给人在寻求神的怜悯上有错误的方向。得救的方法只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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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12）。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1:7）。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2:8）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罗马书5:1）。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马书3:24）。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罗马书5:9）。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8. 8. 唯有神配得敬拜。唯有神配得敬拜。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敬拜除神以外的东西，他就是神的仇敌，在撒但的权势之下。拜神又拜其他的是

不可能的。 崇拜人类领袖、圣人或马利亚是错的。向灵祈祷并服从它们也是错的。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神告诉他的百姓任何像都不可拜（出埃及记20:4-5）。因此我们知道拜任何物件都不能拜。

撒旦引诱耶稣来拜它，但耶稣说经上写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马太福音

4:10）因此我们知道拜撒旦是错的。

使徒保罗说拜魔鬼是惹神的怒气和愤恨（哥林多前书10:20-22）。因此我们知道敬拜别的

灵是敌对神的。

使徒保罗说人去拜天使是因着被欺骗（歌罗西书2:18）。因此我们知道拜天使是错的。

使徒彼得告诉哥尼流不要拜他，因为他也是个人（使徒行传10:25-26）。因此我们知道拜

人也是错的。

9. 9. 我们是因信得救。我们是因信得救。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因为救恩完全是由基督的赎罪所提供的，所以人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来获取他们的救恩，就连

部分也不能。 没有任何人类组织可以通过设立别的要求来拦阻一个人获得救赎。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罗马书3:20）。

“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3:28）。

“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罗马书4:16）。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罗马书5:1）。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2:21）。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以弗所书2:8-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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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他就应当被咒诅”（加拉太书1:9）。

10. 10. 我们可以有个人得救的确据。我们可以有个人得救的确据。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因为救恩是神白白的恩赐，凭信心领受，一个人可以知道他得救了。 如果一个人向神认自

己的罪，并相信神应许在基督赎罪的基础上饶恕，那人就可以相信他得救了。神也用祂的圣灵同

证我们得救。 错误的宗教一般只会使人感到恐惧。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13）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约翰一书4:17）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

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8:15-16）

11. 11. 没有得救的人将受永远的刑罚。没有得救的人将受永远的刑罚。

该教义重要的原因该教义重要的原因

如果有宗教否认永恒刑罚这一事实，那就会降低人类选择的重要性，并且降低对神律法的

尊重。耶稣多次谈到地狱，显示了此教义的重要性。

圣经证据圣经证据

耶稣说了一个财主死后落在火湖里的事（路加福音16:24）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它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

宁。”（启示录14:11）

“受永火的刑罚…”（犹大书7）

“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马太福音25:41）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马太福音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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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适用于涵盖宗教团体之课程的问题。

在每堂课的一开始，老师应该用其中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复习。 每个问题都可以用一句话来

回答。 这些问题将帮助学生记得每个宗教团体最重要的细节。

第第33课课 -  - 摩门教摩门教

1. 1. 摩门教对其他教会的看法是什么？

2. 2. 摩门教对基督教历史的看法是什么？

3. 3. 摩门教相信耶稣降生之前是什么样的？

4. 4. 摩门教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5. 5. 对摩门教徒来说最高的权威是什么？

第第44课课 -  - 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

1. 1. 耶和华见证人对其他教会的看法是什么？

2. 2. 耶和华见证人相信的圣灵是什么样的？

3. 3. 有什么关于耶稣的错误信仰是耶和华见证人所教导的？

4. 4. 耶和华见证人相信一个人一定要怎么做才能得救？

第第55课课 -  - 基督堂教会基督堂教会

1. 1. 基督堂教会的译名是什么？

2. 2. 基督堂教会在教义上与哪个大异端类似？

3. 3. 基督堂教会最重要的信仰是什么？

4. 4. 基督堂教会如何教导耶稣？

5. 5. 根据基督堂教会，一个人要得救一定要做哪两件事？

第第66课课 -  - 东方闪电东方闪电

1. 1. 东方闪电这异端的正式名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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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东方闪电如何教导耶稣？

3. 3. 根据东方闪电，一个人要如何得救？

第第77课课 -  - 成功神学成功神学

1. 1. 成功神学的传道人在他们的教导里如何强调信心？

2. 2. 根据成功神学，信心是什么？

3. 3. 根据成功神学，神是谁？

4. 4. 根据成功神学，人是什么？

第第88课课 -  - 末世论异端末世论异端

1. 1. 末世论异端如何试着满足人的情感和属灵需求？

2. 2. 末世论异端如何错误使用圣经？

3. 3. 圣经中启示性经文的大主题是什么？

4. 4. 末世论异端如何造成毁灭？

第第99课课 -  - 印度教印度教

1. 1. 根据印度教，梵天是什么？

2. 2. 印度教中神祗的品性和独一真神的品性有什么不同？

3. 3. 印度教徒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4. 4. 印度教徒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

第第1010课课 -  - 佛教佛教

1. 1. 说出并说明佛教徒的终极目标。

2. 2. 佛教徒不信神而是信什么？

3. 3. 佛教徒如何解释生命中的苦难？

4. 4. 佛教徒为什么进行心智和属灵的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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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111课课 -  - 道教道教

1. 1. 道教徒向谁祈祷？

2. 2. 道教中的至高神是谁？

3. 3. 道教徒的目标是什么？

4. 4. 根据道教，耶稣是谁？

第第1212课课 –  –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

1. 1. 说出伊斯兰教中的神、先知和圣典的名字。

2. 2. 穆斯林对耶稣有什么错误的看法？

3. 3. 穆斯林对于圣经的看法是什么？

4. 4. 穆斯林所相信的救恩是什么？

第第1313课课 –  – 犹太教犹太教

1. 1. 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共同的经文？

2. 2. 根据犹太教，耶稣是谁？

3. 3. 犹太教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

4. 4. 救恩在犹太教里的概念是什么？

第第1414课课 –  – 新世纪宗教新世纪宗教

1. 1. 新世纪宗教如何待其他的宗教？

2. 2. 新世纪宗教对神的概念是什么？

3. 3.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如何与超自然互动？

4. 4.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

5. 5.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对罪的看法是什么？

6. 6. 新世纪宗教的信徒对救恩的看法是什么？



110 世界宗教与异端 环球牧者课堂所有

第第1515课课————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

1. 1. 万物有灵论是不是只局限在某个单一宗教？请说明。

2. 2. 万物有灵论者如何与灵体互动？

3. 3. 为什么万物有灵论者不向神祈祷？

4. 4. 什么是迷信？

5. 5. 为什么基督徒不被迷信所辖制？

第第1616课课 –  – 巫毒巫毒

1. 1. 巫毒教徒所崇拜的是谁？

2. 2. 崇拜者在巫毒崇拜仪式中的目标是什么？

3. 3. 巫毒教从哪个教会借用仪式、图像和圣人的名字？

4. 4. 在巫毒仪式中一些常用之物的例子有哪些？

第第1717课课 –  –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1. 1. 什么是区分复临会和其他教的主要教义？

2. 2. 复临会对神的看法是什么？

3. 3. 复临会对救恩的看法是什么？

4. 4. 复临会相信人在复活的时候会怎么样？

第第1818课课 –  – 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

1. 1. 罗马天主教用他们的名称表明了什么？

2. 2. 为什么罗马天主教被指控在拜偶像？

3. 3. 关于神，罗马天主教所相信的是什么？

4. 4. 罗马天主教对救恩的看法是什么？

5. 5. 罗马天主教的炼狱教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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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919课课 –  – 东正教东正教

1. 1. 东正教的名称表明了什么？

2. 2. 东正教对神的看法是什么？

3. 3. 为什么东正教的信徒向圣徒祈祷？

4. 4. 东正教对圣经的教导是什么？

5. 5. 关于东正教的教导，什么是成神论？

第第2020课课 –  – 联合五旬节派联合五旬节派

1. 1. 联合五旬节派对也耶稣的看法是什么？

2. 2. 根据联合五旬节派，一个人要得救一定要怎么样？

3. 3. 联合五旬节派所相信的基督徒生活是什么？

4. 4. 关于圣经， 联合五旬节派所相信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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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推荐资源推荐

欲进一步了解本文中讨论的主题，请查阅以下资源。

传福音传福音

Coleman, Robert. 传福音的总体规划。 Ada: Revell, 2010.

Comfort, Ray. 地狱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New Kensington: Whitaker House, 2004.

Little, Paul. 如何分享你的信仰。Downers Grove: IVP Books, 2019.

摩门教摩门教

Martin, Walter and Ravi Zacharias. 异端之国。 Bloomington: Bethany House Publishers, 

2003.

Geisler, Norman and William Nix. 从神到我们的修订和扩展：我们如何获得我们的圣

经。 Chicago: Moody Publishers, 2012.

在耶和华见证人、基督堂教会和东方闪电的课文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

Strobel, Lee. 重审基督：一位记者对耶稣证据的个人调查。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6.

Carlson, Ron and Ed Decker. 错误教导之速览。 Eugene: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2003.

在摩门教、基督堂教会和东方闪电的课文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基督堂教会基督堂教会

Strobel, Lee. 重审耶稣复活：一名记者对耶稣复活之证据的调查。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8.

McDowell, Josh and Bob Hostetler. 跨越信仰进入信念。 Carol Stream: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2002

在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和东方闪电的课文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东方闪电东方闪电

Strobel, Lee. 重审真实的耶稣：一名记者对目前攻击基督之身份的调查。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9.

Hattaway, Paul. 中国的基督教殉道者。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2007.

在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和基督堂教会的课文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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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神学成功神学

Hanegraaff, Hank. 基督信仰的危机。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12.

Gibson, Stephen. 成功神学的先知。Salem: Allegheny Publications, 2006.

Sider, Ronald. 福音派良知的丑闻。 Ada: Baker Books, 2005.

末世论异端末世论异端

Bird, Mark, Allan Brown, Philip Brown, Ben Durr, Stephen Gibson, Daniel Glick, 

Richard Miles, and Larry Smith. 我相信：基督信仰的根基。 Cincinnati: Revivalist 

Press, 2006.

Ladd, Eldon. 蒙福的盼望。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印度教印度教

Strobel, Lee. 重审信仰：一名记者针对基督教最严厉的反对意见之调查。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4.

Zacharias, Ravi. 从东方到西方。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0.

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课文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佛教佛教

Strobel, Lee. 重审造物主：一名记者针对指向神的科学证据之调查。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4.

Zacharias, Ravi. 莲花与十架：耶稣与佛陀的对话。 Colorado Springs: Multnomah, 2010.

在印度教、道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课文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道教道教

Zacharias, Ravi. 耶稣与别神：基督教信息的绝对主张。 New York: W Publishing Group, 

2002.

Geisler, Norman. 基督教护教学. Ada: Baker Academic, 2013.

在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课文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

Zacharias, Ravi. 圣战阴影下的光明。 Colorado Springs: Multnomah, 2002.

Rhodes, Ron. 与穆斯林一起从圣经中推理。 Eugene: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2002.

在印度教、佛教、道教和犹太教的课文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犹太教犹太教

McDowell, Josh. 并非木匠而已。 Carol Stream: Tyndale Momentum, 2009.

Kaiser, Walter C. 旧约中的弥赛亚。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5.

在耶和华见证人和基督堂教会的课文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115问题回顾

例如犹太人归耶稣的网站提供了基督教的证据和反对意见的答案，是特别给犹太人的，就

在JewsforJesus.org。

另一个提供文章和资讯的事工是选民事工差会，就在chosenpeople.com。

新世纪宗教新世纪宗教

Geisler, Norman and Ronald M. Brooks. 当怀疑论者提问：基督教证据手册。 Ada: Baker 

Books, 1990.

Chesterton, G.K. 永恒者。 Brooklyn: Angelico Press, 2013.

Lewis, C. S. 人的废除。San Francisco: HarperOne, 2015.

在耶和华见证人、基督堂教会和东方闪电的课文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

Richardson, Don. 和平之子。 Bloomington: Bethany House Publishers, 2005.

Richardson, Don. 在他们心中的永恒。 Bloomington: Bethany House Publishers, 2006.

巫毒巫毒

Spurgeon, Charles and Robert Hall. 信徒生活中的属灵争战。 Edmonds: YWAM Publishing, 

1993.

Middleton, David. 胜过黑暗权势。 Salem: Allegheny Publications, 2010.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Carson, D. A. 从安息日到主日：一场关于圣经、历史和神学的调查。 Eugene: Wipf and 

Stock, 2000.

天主教天主教

Noll, Mark. 转折点：基督教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 Ada: Baker Academic, 2012.

在东正教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东正教东正教

Gonzalez, Justo. 基督教思想史，第 1 卷：从起源到迦克墩公会议。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87.

在罗马天主教中所推荐的书籍也适用于本课。

联合五旬节派

Taylor, Richard. 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Boston: Beacon Hill Press, 2011.

Wesley, John. 21世纪的约翰•卫斯理。 Edited by Stephen Gibson. Salem: Allegheny 

Publication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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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记录作业记录

学生姓名学生姓名

在下列表格中，每当交上一份作业就进行记录。一定要完成所有作业，从才能获得有环球

牧者课堂所颁发的证书。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www.shepherdsglobal.org来申请环球牧者课堂所颁发的结业证书。证书

将从由SGC 主席以电子档的方式传送给代学生完成申请的指导员或协助者。

交谈日期交谈日期 所讨论的宗教团体所讨论的宗教团体 所提交之书面报告所提交之书面报告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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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牧者课室各门课简介环球牧者课室各门课简介

核心教义课程核心教义课程

基督徒信什么基督徒信什么

这是一门系统神学课，描述了有关圣经、上帝、人、罪、基督、救恩、圣灵、教会和末世

的基督教教义。

罗马书释义罗马书释义

这门课教导的是罗马书所阐释的救恩神学和宣教神学，同时讨论了在教会中颇有争议的几

个问题。

末世论末世论

这门课讲授了但以理书、启示录、以及先知书的部分章节，强调了诸如基督的再临、末后

的审判和上帝的永恒国度等基本教义。

圣洁生活的教义与实践圣洁生活的教义与实践

本课程给出了圣经对圣洁生活的描述，这是上帝对基督徒的期待，上帝会赐给基督徒力量

来过圣洁生活。

教会教义与实践教会教义与实践

这门课解释了上帝对教会的设计与计划，以及诸如教会会员、浸礼、圣餐礼、十一奉献、

和属灵领导力这些主题。

圣经探索课程圣经探索课程

探索旧约探索旧约

这门课讲授的是旧约39卷书的基本内容和教导。 

探索新约探索新约

这门课讲授的是新约27卷书的基本内容和教导。



释经原则释经原则

这门课讲授了正确解释圣经的原则和方法，以期从圣经中获得指导我们生活并与上帝建立

关系的教导。

宣讲福音和带领门徒课程宣讲福音和带领门徒课程

护教学导论护教学导论

这门课要讲的是基督教世界观的科学、历史和哲学基础，并且阐述了基督信仰何以是符合

理性与现实的。

世界宗教与异端世界宗教与异端

这门课旨在让福音派信徒理解十八家宗教群体的教导，并且知道如何对它们做出恰当回应。

符合圣经的宣教与门徒训练符合圣经的宣教与门徒训练

这门课呈现了引导基督徒宣教工作的圣经原则，描述了宣教的各种形式，提供了带领刚归

信之人作门徒的课程。

灵命塑造灵命塑造

在这门课中，学生学习如何以耶稣的心为心，以耶稣与天父相交的方式与上帝相交，像耶

稣那样谦卑自己，在属灵生命和个人生命上操练耶稣的教导，像耶稣那样忍受痛苦，参与耶稣

所塑造的基督徒社群（教会）生活。

实践基督徒生活实践基督徒生活

这门课把圣经上的原则用到了诸如用钱、人际关系、环境、与政府的关系、人权等一些基

督徒在实际生活中要面对的领域。

基督徒婚姻与家庭基督徒婚姻与家庭

该课程教导基督教对人生各阶段发展的看法，并将圣经原则应用于家庭角色和关系。

基督徒领导力课程基督徒领导力课程

事工领导学事工领导学

这门课教导了基督徒领导者如何通过发现价值、认出目的、分享愿景、设定目标、谋划策

略、采取行动、经历成就这一系列过程来带领组织前行，同时自始至终强调了基督徒的品格。



耶稣的生平与事工耶稣的生平与事工

我们在这门课中把耶稣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事工与领导力的范例来学习他的生平。

交流的原则交流的原则

这门课教导了交流理论、有效说话的方法、以及预备符合圣经的讲章和讲道的方法。

基督徒敬拜生活导论基督徒敬拜生活导论

这门课解释了敬拜如何影响到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针对个人和会众敬拜实践给出了指

导性原则。

教会历史课程教会历史课程

教会历史纵览第一部分教会历史纵览第一部分

这门课描述了从教会肇始到改教运动期间教会是如何履行其使命并持守其重要教义的。

教会历史纵览第二部分教会历史纵览第二部分

这门课描述了从改教运动到现代这段期间教会是如何拓展并面对各类挑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