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派教會及其他宗教 
Denominationalism 

 
1．問：宗派主義或宗派教會的意義是什麽? 
答：宗派主義是針對宗派的劃分而談的。宗派指的是將一個部分從整體中分離

出來，再冠以一個不同的名字，宗派教會這個詞是指今天世界上不同的宗派組

織，例如：浸信會，長老會，衛理公會等等。這樣的分黨結派是罪惡的，是與

聖經的教導不符的。（請參考約翰福音 17：20－23；哥林多前書 1：10－13；
3：1－4）。基督只建立了一個教會，那就是基督的教會。（請參考馬太福音

16：18；以弗所書 4：4；歌羅西書 1：18，24；羅馬書 16：16）。 
 
2．問：排斥宗派教會的作法是否正確？這是否有悖與馬太福音 7:1的教導? 
答：“排斥”的意思是：認識到它們是不同的，並且不接受。因爲這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事實，很明顯宗派教會是異樣的，不只是他們之間不同，而且他們與

聖經所描述的教會也不同。宗派教會與基督的教會之間人爲的差別就是他們被

稱爲宗派教會的主因。 
既然宗派教會是由人所造的，很明顯，他們就不屬於神，既然不屬於

神，那麽如果他們描述自己是“神所核准的基督教會”，那就是罪了。 既然他

們不按照聖經所描述的去做，那他們就不可能是神所喜悅的教會或基督徒。神

已在聖經裏很清晰地的描述出這種不同，所以我們也該認同這點：在宗派教會

取得會員資格的人並不是在神所設立的教會中，.既然他們沒有被遷入愛子的國

裏得蒙救贖（歌羅西書1：3）雖是宗派教會的會員。他們仍是屬世界的，“基

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爲我們的罪舍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加拉太

書1：4）這裏的我們是指基督的教會的聖徒們，而不是指宗派教會。排斥這世

界和屬世界的宗派教會, 以愛心(馬太19:19)和尊敬(彼得後書2:17)來對待衆人，

這才是與神的旨意相符的。憑著以上所給出的理由，基督徒有責任去反對宗派

主義。 
 馬太福音 7：1－5 時常被脫離上下文而錯誤的使用，說：“神禁止各種

的判斷，所以我們不能夠去反對任何人爲教義。”這樣做法既不符合聖經的教

導，也是不真實的。這段經文只是簡單的告訴我們不可以做任何不義的判斷。

實際上，第 15 至 20 節告訴我們：要防備假先知，並憑著他們的果子就能認出

他們。這樣的判斷是神所允許的！就如約翰福音 7：24 所吩咐基督徒應遵守

的：“不要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義斷定是非”。 
 
 
 
3．問：如果譴責宗派教會的名字是正確的，那麽譴責聖經中各卷書的不同書名

是否也應該是正確的呢？我們是否應該稱聖經中的書爲卷一，卷二，卷三等等

呢？ 
答：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爲什麽要用沒有任何意義的數位來代替聖經裏每本

書的名稱呢？這樣做不能區別出不同書的作者根據受聖靈曉諭而定的不同書的

名稱。宗派教會的名稱是受到基督及其真正追隨者的譴責的，因爲他們不是出

自聖經（他們搶奪了屬於基督的尊榮），舉例來說，路德教會，天主教會，新

使徒教會，浸信會教會，衛理公會教會，摩門教，就是他們加速了教會的分

裂。（約翰福音 17：20－23；哥林多前書 1：10－13；3：3－4）。 



 
 
4．問：你們與哪一間宗派教會有交往？ 
答：我們不與任何的宗派教會有交往，因著順服聖經中所用名稱的緣故，我們

成爲了聖經中所描述的教會的成員，也就是在聖經中羅馬書16：16中所提及的

“基督的教會”，聖經反對宗派性質的分門結黨。請閱讀約翰福音17：21；哥

林多前書1：10－13；以弗所書4：4－6；馬太福音7：13－14和21－27。 
 
 
5．問：聖經裏怎樣教導“教會被提”？ 
答：在聖經裏沒有關於“教會被提”的教導。“教會被提”是前千禧年論（ｎ

ｏ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的錯誤教義的其中一部份，它

教導基督將要來兩次，在這兩次之間，教會將去“ 某處”與基督一起渡過七年

的時光（也叫“教會被提”），而當時還存活在地上的人將會渡過一個大災難

時光。這一教義並不是來自神的話語，應當被忠實的基督徒所拒絕。 
 
 
6．問：我們是否應該相信那 “教會被提”？ 
答：不應該！毫無疑問，那些前千禧年主義的焦點似乎總是指向世界末日，實

際上，有許多關於前千禧年的錯誤的教導已流傳在今天的世界各處。基本上，

它們都圍繞著前千禧年主義而産生的一些錯誤教導，有如“教會被提”，“大

災難”，“兩或三次的復活”，“基督將在地上作王，統治千年”等等。這裏

沒有一個是根據聖經而做的解釋，無疑地是不可能對我們有幫助的！曾經有許

多的假預言者多次地嘗試預測基督再來的時間，但是他們全部已經失敗了，而

且以後這種預言也會失敗。因爲耶穌在馬太福音24：36中說：“那日子，那時

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獨父知道。”所以

在這些問題上勞心傷神去猜實在是愚蠢的。然而，我們做需要警醒的一個事實

是，有一天基督將會復活，並按正義審判這個世界（使徒行傳17：30－31）。

因此，馬太福音24：44告訴我們：“你們也要預備，因爲你們想不到的時候，

人子就來了”。“預備”的意思是，我們要做一個忠實的基督徒，從現在直到

他的到來。我們今生的焦點焦點應該放在怎樣虔誠的服侍主的教會，也就是基

督的教會！這樣我們就不會有關於“世界末日”的不適當的憂慮。 而且我們也

將盼望那快樂偉大的日子的到來。下面所列舉的是主再來時要發生的事： 
1. 所有死去的人（好人或壞人）都將會被復活（約翰福音5：28-29）。 
2. 全部人（好人或壞人）將會被審判（哥林多後書5：10）。 
3. 義人將要去天堂，不義的人將要去地獄 （馬太福音25：31-46）。 
4. 地球將會被火毀滅（彼得後書3：10）。虔誠的基督徒將不會害怕這些事

情！ 
 
 
7．問：我們應該相信“煉獄”嗎? 
答：“煉獄”不是出自聖經的教義！它是天主教的一種錯誤的教義。這種教義

教導那些好的不會去地獄，壞的不會去天堂的人群，讓他們有一個仲介點來存

留，爲要滌罪，從而進天國。但是聖經在希伯來書 9：27 中教導說：“按著定

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也就是沒有第二次的機會！路加福音



16：26 告訴我們死與生之間是有一個隔閡，沒有人可以在死後再去到另外一個

地方。 
 
 
8．問：聖經裏有提到牧師或修女不應該結婚嗎？ 
答：大家都知道，天主教的教義禁止他們的牧師或修女結婚。通過提摩太前書

4：1－3 我們可以知道這種教義是錯誤的，依此而行就是離棄真道。然而，一

個人可以自己決定不要結婚，只要他（她）能抵擋住單身人士所面對的試探

（哥林多前書 8：8－9）。使徒保羅就選擇了單身，但同時就是這個保羅在哥

林多前書 7：2 告訴我們：“爲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

當各有自己的丈夫”。因此，要不要結婚是每個人自己的選擇，只是在做選擇

之前要考慮清楚聖經的原則。任何宗教或組織禁止人結婚就是罪了，因爲他們

將神沒有定爲法律的事自己強制成法律。換句話說，他們在傳不同的福音，這

樣做是被咒詛的（加拉太書 1：6-9）！ 
 
 
9．問：聖經上說“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麽？ 
答：這段經文記載在以弗所書 2：8。它是指神爲人類所提供的救贖方法，這就

是對全人類的恩典（提多書 2：11），但是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並不是所有

的人都接受它（馬太福音 7：13－14）。然而, 當人們接受神的恩典通過聽從耶

穌基督的話而信靠服從了神的旨意（羅馬書 10：17），其結果就是救恩。（提

多書 3：5） 
 
 
10．問: 你怎樣理解前千禧年主義中的基督將在地球上作王1000年的理論？ 
答：這種錯誤的教義是沒有聖經根據的。雖然支援千禧年主義的人們嘗試從啓

示錄 20：4 中找到證據，“與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但是，這個經節只是

象徵性的描述，它並不代表基督將在人間執政一千年，也不是說基督耶穌將在

地球上作任何方式的執政。此經節中的“作王”的意思是：那些曾爲耶穌或神

的話語作見證而被殺害的人們的執政和掌權。就象今天，我們可能說約翰.島曾

與英國的國王共同執政十年，我們會理解這個“十年”是指約翰.島的執政期，

這並不是指英國的國王只能當政十年！啓示錄 20：4 也是同樣的道理。更值得

注意的是，我們的主已經當政二千年了！（提摩太前書 6：15－16）。 
 
 
 
11．問：如果聖靈是獨一的且是真理，爲什麽新教徒們全部相信他們都知道真

理呢? 
答：這個問題中也需要包括天主教徒們，因爲他們也聲稱他們知道真理。就象

問題所述，聖靈是不可分的，就是真理，這一教導是符合聖經的（哥林多前書

1：10；約翰福音16：13；17：17）。因此很明顯：因爲每個宗派教會的教導

與其他宗派教會的教導是不同的，所以他們教導的組合並不是真理，也不可能

是真理！既然每一個宗派都是不同的，那緊接著的問題是：誰是真理，或他們

沒有一個是真理。耶穌說：“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約



翰福音17：17）也就是那些用神的話語指導生活並敬拜的人們才是神的教會，

神的子民。 
許多假教師宣稱聖經助長宗派教會的形成，因爲按照宗派教會的說法，

今天的人們對聖經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們錯誤的論斷神給了我們一本我們無法

理解的書！保羅曾在以弗所書 3：3講述道當我們讀了基督的奧秘，我們就能理

解！耶穌也在約翰福音17：17說道：“神的話就是真理”，在約翰福音8：
32，他說道：“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由此可知：宗派

教會既不是出自神，也不是根據神的旨意的而來的（哥林多前書14：33）。實

際上，聖經在約翰福音17：20－23以及哥林多前書1：10－14中明確地譴責宗

派教會。 
 宗派教會通常起源於預先假定的教義和人所定義的命令，其結果將會是

徒然的敬拜（馬太福音15：3，6，9）。許多人經常將神的話扭曲成他們希望

的意思或他們小時候所被教導的知識。今天宗派領域有這麽多不同的教派以及

人們對神的話語的各種程度上的迷惑都是源自人的欲望和觀點：他個人的人生

指南，個人的信條及人爲的教會法規等等。例如：天主教的教義問答書；浸信

會手冊；衛理公會信徒訓練手冊；長老會信仰聲明；摩門教的書；教會規章制

度等等。 
今天只有一件事物能在宗教性的世界中除去不同和混亂，那就是拒絕人

的命令，並在同時謙卑地接受那唯一能救我們的靈魂的話語（雅各書1：21）；

也就是那完美的自由的律法（雅各書1：25）。耶穌在約翰12：48中告訴我們：

他的話將審判我們，而不是以上我所述的各種信條。而那些如上所述的人爲的

教導和跟隨那些教導的人們在審判日將無立足之地。 
 

 
12．問：你能告訴我有關英國聖公會的資訊嗎？ 
答：英國聖公會是在1539年從英國的教會發展出來的，英國聖公會的教徒們

早主要包括英國的的教會、加拿大的聖公會、英國聖公會和美國的聖公會！他

們不相信聖經是所有宗教事務的唯一的權威，而是很大程度上仰賴祈禱書、傳

統或所感受到的社會的需要，所以他們的教義是持久更新的，聖公會與天主教

只有在傳統和崇拜禮節方面稱稍微不同。主要的不同處是：天主教徒視羅馬教

皇爲他們的頭，英國聖公會視英國女皇爲他們的頭；坎特伯雷總教主爲 高精

神領袖。英國聖公會也許是今天 自由派的組織，甚至接受並任命同性戀者爲

他們的牧師！因爲英國聖公會只有一點點與新約聖經教導的教會有相似之處，

所以神的虔誠的兒女都要會小心地避免它的教導。 
 
13．問：基督的教會是否由不同的宗派教會拚湊而成的? 
答：不是的！以弗所書 4：4中說只有“一個身體”。根據以弗所書 1：22-23
及歌羅西書1：18，24，我們瞭解到“身體”是指教會，因此， 如果只有一個

身體，那麽就只有一個教會。這個教會就是聖經中的教會，就是神所建立的教

會。其他任何人所建立的教會 終都將滅亡（詩篇127：1；馬太福音15：
13），也不會有任何得救的希望（使徒行傳4：12）。 

不同的宗派教是不可能同工的（阿摩司3：3），因爲他們彼此不認同，

此外，神的子民應該是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哥林多前書1：10）。然而我們

可以清楚地知道和看到宗派教會之間也存在著很多的不同之處和意見分岐，他



們這種情況只會讓人産生基督的教會是由衆多教會所組成的錯誤的想法。所以

他們沒有一個共同的根基，因此不可能同工。 
在聖經裏，只提到一個可以得救的教會，那就是“基督的教會”（羅馬

書 16：16），就是基督曾應許要建立的教會（馬太福音 16：18）；並用他的

寶血買來的教會（使徒行傳 20：28）；就是在五旬節那天，那些受浸的人被加

入的教會（使徒行傳 2：47）；就是從世上被福音所召出來的信徒，就是那些

單單尋求神的話語來指導他們敬拜的操守和生活方式的人們。 
 
 
14．問：我們是不是一定要經過在馬太福音24：21中所描述的大災難？因爲在

馬太福音24：29－30中，耶穌說在他再來之前，災難一定會來。 
答：不是！這一個經節描述耶穌在西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毀時象徵性的來臨，請

注意這一章的34節中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

都要成就”。這一經節之前的每件事對耶穌那時代人們都被應驗了。接著耶穌

在第36節中開始講述他的第二次來臨，一直到第25章的第46節。 
 有時因爲第29節至31節用了象徵手法，所以有些人就自然而然地認爲這

段經節是指耶穌的第二次來臨。然而，以賽亞也曾用同樣的象徵法在以賽亞書

13：6－11描述巴比倫城被毀之日的到來。就如以賽亞用的寫作手法不是指耶穌

的第二次到來一樣。同樣的，在馬太福音24：29－33中，耶穌用象徵性的寫作

手法預示耶路撒冷城的被毀，就象以賽亞用這種方法預示巴比倫城被毀一樣。

第一世紀的猶太人，非常熟悉舊約的內容，所以能理解耶穌在這個經節中用到

的象徵性寫法。除了以上以賽亞書13章的描述之外，第17章、第18章、第19章
也用了同樣的手法預示了大馬士革、衣索比亞和埃及地的毀。 
 
 
15．問：什麽是那“大災難”？ 
答：所謂的災難時期是前千禧年主義的一則假教義，這一人爲的教訓教導：耶

穌在他第一次嘗試建立他的王國時失敗了，所以當他第二次再來時，他將會在

耶路撒冷爲王當政千年。他們這樣宣稱，在耶穌再來之前的七年期間，分爲兩

部分，前三年半叫“災難期”，後三年半叫“大災難期”，在這七年之前，耶

穌會將那些虔誠的基督徒接到天家，無論是活著的還是死的，這樣他們就不用

面對這七年的災難時期。七年過後，耶穌還會領著那些復活的人們再來統治世

界一千年，稱爲“白色王座審判”。 
 這一則教義是完全地錯誤的！是建立在基督第二次未能成功地建立他的

王國的前提之上的，如果我們從聖經中證明基督的國度已經建立的事實，那麽

這教訓的虛假性便不言識而喻了。 
 在聖經裏有許多建立王國的描述，在但以理書2：28－45，他預言到王

國會在第四國時代被建立，也就是羅馬帝國。在第44節，這國一旦建立，必存

到永遠。也就是在羅馬帝國統治時代，施浸約翰傳道：“天國近了，你們要悔

改（路加福音3：1；馬可福音1：14－15）；後來在馬太福音16：3－19中，

耶穌說：“我要建造我的教會（第18節），也就是天國（第19節）”。非常重

要的是：神的兒子說“我將要建”，而不是“我也許建或我可能建”。在馬可

福音9：1，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

必要看到神的國大有能力臨到。”在耶穌復活之後，被提回父神那裏時，他已



有權柄、榮耀和國度，所有的人、國家和語言都應該來服侍他，他的權柄是永

恒的，永不廢去，他的王國也必不敗亡。（但以理書7：13－14）。 
 在基督升天後第十天，彼得在五旬節（使徒行傳第2章）宣佈了耶穌已經

被升起坐在他的寶座上（第30節），在神的右邊（第33節），被立爲主，爲基

督（第36節）。這個王國降臨的預言和應許已完美地全部應驗了，並且在那一

天，彼得用了耶穌承諾彼得建立教會的鑰匙打開了國度的大門。彼得給出了進

入天國的條件，並第一次無論男女都可以進入這不能毀壞的國度， “主將得救

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使徒行傳2：47）。從那時起，聖經裏所描述的天國就

被證明開始存在了（請參考歌羅西書1：13；希伯來書12：28；啓示錄1：
9）。 
 在神的話語中沒有一處應許基督會第二次再來，爲要建立屬世的國度。

實際上，主從來就不想要建立屬世的國度，在約翰福音18：36，他告訴彼拉

多：“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法利賽人也相信屬世的國度，並質問耶穌何時這

一國度才能來，耶穌回應他們，並回應今天任何持此信念的人：“神的國的來

到不是眼所能看見的，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裏；看哪，在那裏；’因爲

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裏”（路加福音17：20－21）。猶太人想擁立耶穌成爲屬世

王國的國王，但是主卻離開他們（約翰福音6：15）。很清楚，耶穌來是建立

一個屬靈的國度，他沒有失敗！在約翰福音17：4；耶穌說：“你所託付我的

事，我已成全了”。 
 既然耶穌根沒有失敗！那麽神的國已在二千年前被建立了，前千禧年主

義和它的諸多理論明顯是完全錯誤的！那些仍然宣傳這種理論的人就是假教師

了，你們要留意並避免他們（羅馬書16：16－17）。 
 
 
 
16．問：路德教會的一些教義是什麽? 
答：(1) 們錯誤地教導人們單靠信心便可得救，不需要順服的行爲（雅各書2：
24）；(2) 通過領受主餐可使罪得赦；但是聖經教導領受主餐是紀念主的死〔哥

林多前書11：24－26〕；(3) 因爲罪的遺傳，嬰兒需要受浸（以西結書18：
20）；受浸可用撒水或倒水的形式來代替聖經教導的浸水禮（使徒行傳8：35
－39；羅馬書6：4；歌羅西書2：12）。這個宗教組織無論在教義上還是名稱

上都沒有跟從聖經（使徒行傳11：26；羅馬書16：16），它是在16世紀由人建

立的，這個人就是馬丁路德。 
 
 
17．問：泛靈論的教義是什麽? 
答：泛靈論者們迷信每件事物都有或包含著一個靈魂，那個靈魂控制著每件事

的發展，當一個人死後，他（或她）的靈魂可能居住在一些沒生命的物體中、

在動物身上或者在其他人身上。但是聖經的教導正與些相反，聖經教導當一個

人死後，他的靈魂立即就離開他了（傳道書12：7；希伯來書 9：27；路加福音 
16：19-31）。  
 
 
18．問：加爾文教徒的一些信念是什麽? 



答：他們被錯誤地教導：(1) 所有的人都遺傳了亞當罪，他們呼之爲“完全敗

壞”或“完全墮落”（請參考以西結 18：20）。(2) 神已經完全預定好了誰或

者有多少人可以得救，這是不可以改變的；如果一個人已經被神預先定爲要拯

救的人，他或者她無論怎樣做都不可能墮落；如果一個人已經被神預先定爲是

墮落的人，他或者她無論怎樣做都不可能得救。（請參考使徒馬太對此論點的

反駁：馬太福音 11：28－30；啓示錄 22：17）。 
 
 
19．問：天主教義中關於獨身的教導是出於聖經嗎？ 
答：不是！“但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 . . .”（哥林多前書 7：
2）；“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 . .”（希伯來書 13：4）；那此禁止人們結婚的人

們是離棄真道（提摩太前書 4：1－4）。 
 
 
20．問：爲什麽很多人不尊敬馬利亞，我們在聖經裏可見神他自己都尊榮馬利

亞？ 
答：應當恭敬的，我們當然要恭敬他（羅馬書13：7）。因此馬利亞也是應被

恭敬的，就象其他的聖經人物，只是對她或者對其他人的恭敬都不能超出聖經

所述的範圍。在路加福音1：48，我們讀到：“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

福”。但是在路加福音11：27－28，我們瞭解到那些聽了神的話並且順從這話

的人得到的祝福比馬利亞更多！聖經沒有視馬利亞爲神，聖經也沒有教導任何

人應該向馬利亞禱告或者通過她來禱告。“因爲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

保，乃是降世爲人的耶穌基督。（提摩太前書2：5）。 
永爲童貞女的理論（馬太福音 1：24－25；13：55－56）及馬利亞是神與人之

間的中保，以及她的軀體已升天是傳統的羅馬天主教錯誤的教導。是沒有聖經

根據的，這樣如同添神的話語是有罪的（加拉太書 1：6－9；啓示錄 22：18－
19）。 
 
 
21．問：摩門教與浸信會以及天主教有相似之處嗎？ 
答：他們唯一的相似之處就是他們都是宗派教會，教導異端的教義。然而，他

們各自的教義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所有的錯誤神學理論中，摩門教無疑首屈一

指。這一個宗派是在 1830 年由史密斯約瑟創建，史密斯約瑟是一個惹麻煩的

人，也是一個古怪的貪財奴。摩門教教導到：如果誰變成了摩門教徒，誰就能

象神一樣， 後在宇宙的某處就運行他自己的行星。他們教導到：神是有許多

老婆的血肉之軀，他與這些老婆終日行淫且生下許多居住在各星球上的人們。

他們還教導屬世的婚姻仍關係將延續到天堂（請參考馬太福音22：30）。摩門

教有自己的“摩門經”，“摩門經”是一位名叫所羅門斯包丁的美國人虛構的

故事。這本被摩門教稱做“聖經”的書充滿了各種類型的錯誤。例如地理的、

歷史性的、科學的、和神學的錯誤。數年來，數以千計的錯誤已被修正了，但

是許多諸如此類的錯誤仍然存在。關於這一異端還有很多可以說的，不過以上

所提及的足以警示我們這一教派的危害性。 
 
 



22．問：一些食物或飲料對基督徒的生活有影響嗎？例如：茶、咖啡、豬肉、

及其他；這些東西會使基督徒們遠離天堂嗎？ 
答：今天有許多宗教組織對飲食有嚴格的限制。這些就是離棄真道的（提摩太

前書 4：1－3）；在同一章的第 4 節中說：“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

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也請注意歌羅西書 2：16：“所以，不拘在飲

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23．問：回教是由以實瑪利的家庭興起的嗎？ 
答：以實瑪利生活比在基督早大約 2000 年的時代裏，很多人認爲亞伯拉罕是

阿拉伯語族人的祖先。在大約 2570 年之後，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阿拉伯

人，，在西元 600 年左右創建了回教。 
 
 
24．問：可蘭經中的安拉是與聖經中的神有所不同的嗎？ 
答：是的！只有“一”位神；關於神的描述，請參考以下的經節：以賽亞書 
43：10-11；44：6；45：21；以弗所書4：6。當我們把神所默示的聖經與安

拉的可蘭經作比較時，就可輕易看出神與安拉的不同。 
(1)  聖經教導神有三個位格：父、子和聖靈（馬太福音28：19-20）。可蘭經教

導安拉是神，穆罕默德是他的預言者。 
(2)  聖經教導得救本乎恩，也因著信（以弗所書2：8-10；雅各書2：24）。可

蘭經教導救恩是完全被過個人的努力而得。 
(3)  聖經是真理（約翰福音17：17）。可蘭經教導它包含全部的真理和 後的

真理，這種說法本身就很矛盾！ 
(4)  聖經說神不試探人（雅各書1：13）。可蘭經教導安拉帶領人們走入迷途。 
(5)  聖經教導耶穌父神的唯一兒子（約翰福音3：16）。可蘭經不認爲耶穌是神

的唯一兒子。 
(6)  聖經教導基督沒有犯罪（彼得前書2：22）。而安拉的先知（穆哈默得）卻

公開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7)  聖經教導基督爲我們的罪被釘十字架（使徒行傳2：23；腓立比書2：8）。

可蘭經教導耶穌沒被釘十字架。 
我們可以注意到還有其他的不同，但是以上這些應該可以充分證明安拉不是聖

經中所記載的神! 在安拉那裏也找不到救恩。被聖靈感動的彼得在使徒行傳中

4：12中說到：“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爲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25．問：當耶穌再來時，回教徒會有什麽結果呢? 
答：當耶穌再來時，只有那些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唯一兒子，並且又虔誠侍主

至終的人們才可以得救！其他的人則將永遠沈淪。請參考約翰福音 8：24；
12：48。 
 
 
 



26．問：非洲男巫依照什麽奧秘實行妖術？ 
答：這些人和他們的隨從者所施行的是罪惡的行徑。按照神的話語，這些行爲

應當被避免。被這些 “男巫”所稱謂的魔術在聖經裏是被憎恨的（申命記 
18:10-12）。那些繼續效法此行而不接受神的人們將不會繼承神的國（加拉太

書 5：19－21），而將在永遠的喪失在地獄裏（啓示錄 21：8）。 
 
 
 
27．問：“耶和華見證人會”的一些教義是什麽? 
答：這一個組織，以前有許多名字，它是在1800年由羅賽爾創辦的，羅賽爾曾

錯誤的預言耶穌將於1914年再來，過後在1916年他過世。羅賽富成爲該組織的

領導人，他也隨即預言耶穌將於1925年再來（馬太福音24：36）。經過一段時

期發展健全他們的教義，包括許多假的教導及預言（這些預言已變成了他們的

商標），他們於30年代早期，採用了“耶和華見證會”這個名字。這一個組織

盲目地拒絕神的“三位一體”神性，（使徒行傳17：29；羅馬書1：20），他

們也拒絕承認基督是神（約翰福音1：1－3），而認爲基督只是一個被造物

（彌迦書5：2）。他們也錯誤地教導基督的王國已在1914年被建立了（馬可福

音9：1）；一個人沒有靈或魂（馬太福音10：28；帖撒羅尼迦前書5：23），

他們也不認爲有地獄（馬太福音25：41；46），而且當基督再來時，地球也不

會被毀滅，但是將會被更新成爲“耶和華見證會”！不夠好的人將不會被選中

在那特先的144000人之中，也就不能承受天堂的家園。 
他們還有許多其他錯誤的教導，但是以上這些也足夠表明，他們是人所建立的

教會而不是神所建立的教會。 
 
 
 
28．問：根據馬太福音5：5，“耶和華見證會”教導：我們將會在地球上永

存，這是正確的嗎? 
答：不正確！馬太福音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承受地土。”這個

經節並沒有牽涉到地球將會存在多久這個問題，它只是談到那些“溫柔”（也

就是謙卑自己、願意接受基督的教導的人）可以得到很大的祝福。“地土”這

個詞的應翻譯成“土地”更恰當些，也就是“…因爲他們必繼承土地”。既然

對猶太人來說，“繼承土地”是 好的祝福之一，所以馬太福音5：5這個經節

是指這種祝福可能不久就可以得到的。 
“耶和華見證會”誤解此經節爲“新天新地”，他們解釋說這一經節告

訴我們：地球將會被再建造，而且我們將會永遠地住在這裏。但是在彼得後書

3：10，神的教導卻與之相反：“…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

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在第13節又說，基督徒們不應忘記神對

“新天新地”的應許。 
人類是不可以在沒有大氣層的狀態下生存，也不可以在沒有地球所提供的食物

的前提下生活，兩者缺一不可。因此，在這章節中，彼得告訴我們，耶穌應許

我們將給我們一個新的地方，我們將永遠的生活在那裏，舊的東西全部銷化

了，象徵性地，與舊的一切相比，他稱新的爲“新天新地”。就象約翰福音

14：1－3 耶穌所應許的一樣：“我去爲你們預備地方”，這個地方就是“新天

新地”。這是虔誠基督徒們面對 後的審判後的 後居所。 



 
 
29．問：我的弟弟是“耶和華見證會”的信徒，他說馬可福音12:25所提到的

內容只適用於當時在那裏的人，這是正確的嗎? 
答：不正確！你的弟弟正在嘗試回避真理而跟從人爲的無信仰理性的人爲的教

導。他其實是在斥責神是偏待人的神，但是使徒行傳10：34告訴我們：“神是

不偏待人的”。他們認爲神將禁一些人在天堂裏娶嫁，卻允許“耶和華見證

會”的信徒們可以在天堂裏娶嫁。這是荒謬的! 在馬可福音12：23及28、29節，

耶穌談到當他再來時，所有人都會死而復活，而關於婚姻，所有復活的人都將

如天使一般“不再嫁娶”。 
 
 
30．問：啓示錄21:1-2中的“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的有何重大意義？ 
答：首先，此經節並沒有說“新耶路撒冷”將從天而降到這個地球上。 我們不

要誤解。請記得約翰是在寫啓示（啓示錄 1：1）或是象徵性語言。啓示錄

21：1－2 是簡單地教導 “新耶路撒冷”的起源是源自天國的，而不是教導

“新天新地”將會座落在地球上！這種教導是錯誤的！ 
 
 
31．問：誰會入選爲144,000人當中? 聖經不是教導：天堂裏將會有“許多的

人”與神在一起，地球將會被更新嗎？ 
答：這個問題第一個部份的答案在啓示錄14：4，那144000 人是指屬靈上的聖

潔的人，是並被贖回的，作爲神及那羔羊的初生的果子。同樣的話語也被應用

在啓示錄第7章，例如：他們身穿白衣（屬靈上的純潔），被用羔羊的血洗白了

（第9至14節），這兩組人合成一群人，就是被基督的血贖回的所有人，也包

括在前約之下贖回的人（希伯來書9：15）。 
 關於問題的第二個部份，聖經沒有教導地球將會被更新。彼得後書 3：
10－12 清楚地告訴我們，到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熔

化。原文希臘文“銷化”的意思是“完全地燒掉”。這裏並沒有重做地球或更

新地球的提示。所以“地球將會被更新”的想法是由那些背教者憑空想象出來

的。聖經清楚的教導那 144000 和“許多的人”都將會居住在天堂裏（事實上

144000 是“許多的人”中的一個部份）。請留意：在啓示錄 14：3 中所提到

的 144000 是在寶座前，在第 5 節，我們發現有同樣的一組人在寶座前。在啓

示錄 7：9，這“許多的人”也是在寶座前，這兩組人都在寶座前，在同樣的地

方！然而，寶座在哪里呢? 是在地球上嗎? 不是！在啓示錄 7：15 中，我們瞭

解寶座是在他的殿中，在啓示錄 11：19，我們知道殿是在天堂裏！啓示錄 4：
2 也說那寶座是在天堂裏！唯一的結論就是：那兩組人（144000 和“許多的

人”）是在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是，兩者的都是在寶座前，這個寶座是在殿

中，這個殿是在天堂裏。所以，“耶和華見證會”的斷言：地球將會因那“許

多的人”被更新是被神的話語清楚的否定並打回原形！ 
 
 
 
32．問：可否明確指出，啓示錄中的144000指的是誰？這是確切的數位還是象

徵性的數位？ 



答：使徒約翰在神的啓示下以象徵性手法寫了這本書（啓示錄1：1），受聖靈

感動寫信給亞細亞的七個教會，警告他們（在那七個地方的基督徒們）會受到

羅馬帝國的迫害， 然而，書的要點是鼓勵並保證這些基督徒們，只要他們能夠

克服這些苦難，至死忠心（啓示錄2：10），) 而且他們將會得到基督所賜的生

命的冠冕。 
 有些人認爲那144,000 象徵著生活在舊約之下基督之前的猶太人，那個

時代的忠實猶太人也曾被基督的血所潔淨，這是無可否認的（希伯來書9：
15）。然而，在多數章節中，約翰明確地指出啓示錄是寫給那些散佈在國外的

十二個支派的猶太人中的基督徒（雅各書1：1）。就象保羅寫給“希伯來人”

一樣。當然，不排活在舊約之下的猶太人也被含在這一個數位之下，但是實際

上不止這些！在第7章1－8節，約翰分配均等數目12000（ 表現神的公正性）

給十二個支派的每一支派。在第9節，他看到了由“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

的人們”構成了許多的人。 毫無疑問，這個經節中的“各國、各族、各民、各

方”也包括那些在144000中的“猶太人”。他們身穿白衣，從大患難中出來，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了（啓示錄7：9-17）。在啓示錄14：7，我們瞭解到

這些人（144000）“無論羔羊到哪里，他們都必跟隨”，他們被贖回，按神的

旨意做了萬物初熟的果子（雅各書1：18）。通過以上經節可以很清楚瞭解

到，那144000是指跟隨基督，並曾被基督的血所潔淨的基督們，還包括在摩西

律法之下的人們。 
 所以通過上下文可知144000只是象徵性的數位。舉例來說：沒有人會辯

駁“四位天使、地的四角、地上四方的風、海、樹、永生神的印”（啓示錄7：
1－3）指的是現實意義上的物。也不會有任何人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堅持144000 
是童男或處女（啓示錄14：4）。爲什麽卻會有人堅持144000應按照字面上的

意思理解呢？除非是要支援錯誤的教義！ 所以，所有這些章節都應被視爲象徵

性的寫法，包括那144000！ 
 
 
 
33．問：五旬節教派（靈恩派）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它是否就象有些人所說的

起源於美國？ 
答：今天的五旬節教派是由一位名叫查爾斯.非尼的人在 1800 年代早期在美國

建立的。它的建立要比基督所建立的教會（使徒行傳第 2 章）晚 1800 年左

右，從這點就可知（1）它不是聖經所述的教會；（2）在這個教派被建立之

前，人們已經可以得救，所以根本沒必要去跟從這個教派；（3）既然只有在聖

經所描述的教會才能找到救恩，所以在此教派中是找不到救恩的！再者，關於

“聖靈的浸”在如今依然存在的假教訓是完全沒有聖根據的，這一切足以證明

這一教派的虛假性！  
 
 
34．問：聖經裏哪一章節教導基督也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答：在以賽亞書 9：6。 
 
 
35．問：聖經裏哪一章節教導在肉身中的基督也是神? 
答：約翰福音 1：1；1：14；腓立比書 2：5－8。 



 
 
36．問：約翰福音1：1-3的意思是指基督是獨一的神還是諸神之人？“道就是

神”這個經節是誤譯嗎？ 
答：這個經節就是教導基督就是神！耶和華見證會在“新世界版本“中錯誤地

翻譯爲基督是一個神。沒有任何學者或者學術譯本象耶和華見證會那樣翻譯。

他們按自己的意願曲解了聖經將自取滅亡（彼得後書3：16）。實際上，“新

世界版本”的的翻譯委員會只有五位成員，其中只有一位成員有在俄亥俄州的

辛辛那提的大學學習二年，獲得文憑。更甚者，五人當中沒有人能讀懂希伯來

文或希臘文，其中一人（R.W. 弗朗茨）在1954年11月24日在蘇格蘭在面對他

人的質問時也承認這點。很清楚，這些人不具備翻譯聖經的資格，難怪他們的

譯本充滿了從頭至尾充滿了各樣的錯誤，實在是毫無價值的! 
 
 
 
37．問：聖經裏是否有稱呼撒但爲神？ 
答：在哥林多後書 4：4，撒但被稱爲“世界的神”。 
 
38．問：哈米吉多頓（世界末日善惡決戰的戰場）之戰是什麽? 
答：在啓示錄 16：16 節中提到哈米吉多頓，就象啓示錄中所提到的大多數的

事物一樣，這個名詞只是一個象徵性描述，並不象前千禧年主義所述的那樣錯

誤地認爲基督的軍隊和撒旦的軍隊將有一場戰爭，哈米吉多頓指的是美厲多

（以色列北部一古鎮），以色列的後裔曾在那裏的一個大山谷發生過許多歷史

性的戰爭。因爲這些戰爭，“哈米吉多頓”這一詞就産生了，就象我們也時常

用“滑鐵盧”這一詞代表戰爭失敗，或生命中的失敗等。同樣的，“哈米吉多

頓”這一詞代表不同類型的爭戰。在啓示錄 16：16，這詞則表示那時的基督徒

與他們所面對的邪惡的屬靈的爭戰，間接地，它也適用於今天的基督徒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