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分辨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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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 

们。”（太24:4） 

“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林前16：13）   

 
  

（本培训材料大部分由OC冯欣长老
编写，冯长老八月底将到JCC做《福
音书概论》的培训。） 



•什么是正统？ 
•什么是异端？ 
•异端的特点 
•异端与极端、邪教和异教的区别 
•案例分析：摩门教、耶和华见证 
人会、东方闪电（全能神）、耶稣
青年会 

本次培训课程大纲 



     历代基督的教会中，都有一些自称
“基督教”的团体出现，其信仰与主
流基督信仰大相径庭，鱼目混珠，造
成混淆。 

 异端(heresy)和邪教(cult)、异教
和极端不同。 

 分辨异端非常重要，关乎教会的生
死存亡。  

 

什么是异端？ 



  《使徒信经》(The Apostles' Creed)： 

   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

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从圣灵成孕，由
童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下到阴
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
能的父上帝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
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
会；我信圣徒相通，罪得赦免；我信身体
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认定纯正的信仰 



对圣经真理的了解 
系统神学（神论，基督论，
圣经论，救恩论，教会论，末
世论，圣灵论。。。） 
释经学 
护教学 

建立纯正的信仰 



接受《使徒信经》 

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 – 圣父
、圣子、圣灵 

相信全本圣经为信仰的最高权威 

耶稣是弥赛亚, 唯一的救主, 最高
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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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标志 



接受基督的死、复活、再来 

得救只因相信并接受耶稣的救赎, 
“因信称义” 

承认其他教会… 

正统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标志 



 

希腊文“Heresis” 

“假先知，假师傅。” 

“异端”是任何扭曲圣经真理或
排斥历代教会信仰（如使徒信经
等）、又打着“基督教”旗号的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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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定义 



神学上的认知：异端是在神学
上有错误，离弃了广泛接受的
圣经真理的信条，因而产生教
会內部分裂的派別。 
“系统化的错谬”（以弗所
4:14”各样的异端”） 

异端的定义 



对耶穌位格的扭曲：否定耶穌的神性，
否定“道成肉身”。 

否定《圣经》整全的救恩观  

“新的真理”：常以其他经典（如“摩
门经”等）作为新真理的依据。 

对圣经的新解释：多经由神祕经验，获
得“新亮光”。 

以基督的再来为诉求（耶和华见证人，
全能神/东方闪电等）。 

 

异端的特点 



 

不是真正的信仰，却不遗余力以“正
统”面貌显露，试图挤进正統信仰的“
集体群体”之中。 

有隐秘性和欺骗性。猎取对象：刚信
主的和真理未扎根的弟兄姐妹。 

被正统教会所拒绝，并深恶痛绝。 

道德行为上的扭曲，独裁式的領导。 

 

异端的特点 



撒旦的诡计：“你们要谨慎，免得
有人迷惑你们。” （太24:4）  

各种偏离真理之道的错误：新约26
卷书都提到“假先知、假师傅。” 

 

 

为什么会出现异端？ 



主耶稣快再來的时候，异端错谬更是
猖狂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
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
魔的道理”。（提前4:1） 

人的因素 

教会的因素 

 

为什么会出现异端？ 



“极端”乃是一些基督教团体，他们虽在
基要信仰上沒有明显的偏差，但在组织
或信仰实践上，却有走极端的現象。 

  “极端”的特性： 

过于夸大某个人的教导或部份圣经经文
的含义，扭曲了圣经的教训和完备的真
理。 

过度地主张个別人或领导的言行，排斥
其他教会，“孤芳自赏”、“唯我独尊
”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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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不同于极端 



  

“极端”的特性： 

独裁式领导，强调团体内部的忠誠。 

有“靠行为得救”的律法主义倾向。 

在某些次要真理上，过分偏执于某种
见解。 

缺乏包容性，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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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不同于极端 



极端不是异端，基要信仰上沒有明
显偏差 

界定要小心谨慎，个別对待 

不要全盘否定和攻击 

温柔劝勉 

如何对待极端 



 异教：不属于基督信仰的所有宗教的统称 

传统宗教，如佛教、道教、回教、巴哈
教(Baha’i)等，都有自己独特的教义、
经典和仪式、组织。 

一些异教有宗教混合主义的特质，因此
也会提到基督信仰的某些教义或使用一
些基督教术语，但是并不属于基督教信
仰。（例：“新纪元运动”。） 

为社会所容忍甚至是主流。 

 

异端不同于异教 



  邪教： 

 “利用宗教及其他文化形成反社会
的学说，并以此作为对他人精神控
制的手段，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极
端团体。”（维基百科） 

  

异端不同于邪教 



摩门教 

耶和华见证人会 

东方闪电（全能神） 

耶稣青年会 

  

案例分析 



   案例一：摩门教 

Joseph Smith 



全称：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简称 LDS 

特点：一个极其复杂的基督信仰异端 

借用大量的基督教经文、术语、词
汇等 

案例一：摩门教 



掺杂了各种复杂的宗教和哲
学 

- 神智论（Theosophy) 

- 通灵术（Spiritualism） 

-  等等 

事实上根本不应算是基督教 

 

案例一：摩门教 



创始人：约瑟∙史密斯 (Joseph Smith, 

1805-1844) 

从小在长老会聚会，14岁读雅各书1：5
而突发奇想 

1820年，自称圣父、圣子向他显现 

1823年，自称在寝室中看见天使摩罗尼
（Moroni）显现，启示“金叶片”的秘密
，“全备的救恩。” 

摩门教的背景和起源 



1827年，自称在一个山洞中找到金叶片，
用古埃及文写成的。 

1829年开始找寇德理（Oliver Cowdery）
一同把金叶片翻译成《摩门经》。自称翻译
完后，天使把金叶片收回到天上去了。 

1830年在纽约正式创立摩门教。 

起初有6个信徒，一个月后人数增至40人。 

因倡导一夫多妻而被迫害， 1844年被囚并
被暴徒所杀。 

杨百翰接手，迁移至犹他州。 



近年发展迅速 

 1,500万人，29,000间教会，177种语言
（2013） 

计划在中国每个省建立传教中心 

典型中央集权的独裁式领导 

权柄与圣职(Priesthood)的重要性。 

“祭司”阶级：“亚伦”及“麦基洗德
” 

 

摩门教的组织 



摩门教的传教方式与內容 

年轻的传教士：高中毕业后从18-21岁
左右，服两年半的“传教役”，然后
才回去读大学。 

传教的对象与方式：主要在基督徒中
发展 

由挨家“摸门”开始 





主要经典为摩门经 (认为圣经翻译不正确
，因此教会才败坏) 

 摩门经 (Book of Mormon)： 

 “我们同样相信《摩门经》为上帝的话
语….”摩门信条 8 

 内容混乱、荒唐，文字粗燥，迄今修改
3,000多处 
 

摩门教的信仰特征 



 

 重价珍珠（The Pearl of Great Price）
：摩门教自译自编的四个文献 

-“摩西之书” 

-“亚伯拉罕之书” (Book of Abraham)  

-史密斯的见证 

-其他信条 



信条：教义与圣约（Doctrine and 
Covenants）： 

1831年出版，其中包含许多摩门
教最主要的异端教义，如为死人施
洗及圣殿婚礼等。 



在圣经66卷正典外，乱加启示 

加拉太书1:8-9；启示录22:18-20  

“神论”出问题：否认三位一体，提倡多
神。 

三位三体 

人可以演变成上帝：“神本身也和我们
一样，只是一个升了天的人，坐在至高
的宝座上而已…..他曾是人像我们，神
是天父也曾在地上，像耶稣一样。” 

 

 

摩门教信仰的谬误（1） 



“这才是永生—去认识、去学习如何使
自己成为神，成为神的祭司，像神以前
所做的一样，从一个层面提升到另一个
层面。”（救恩的教义1：12) 

“神也曾经是（会死的）人；将来人会
变成（不会死的）神。” 
“As man is, God was; as God is, 
man may become” 

 

 



在“基督论”上出问题：否定耶稣的神
性 

耶稣是被造的。 

耶稣基督不是神的“独生子”，祂只是
神的众子之一，但祂是“首生的（
prototokos）”（歪曲歌罗西书1:15）
。 

 

 

 

摩门教信仰的谬误（2） 



基督与世人及诸灵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程序和次序上不同而已。 

耶稣是上帝与马利亚交合所生（《信条
》204页） 

关键问题：如何读经？ 

上下文，以经解经 

 
 

 



在“救恩论”上出了问题：否定因信称
义 

摩门教指控“因信称义”为“最可耻的
教义”。 

个人救赎是要靠行为的，遵行律法是得
救的惟一途径 

 

摩门教信仰的谬误（3） 



要严格遵守摩门教的规条 

 一个人必须在摩门教的圣殿中举行婚礼
，在“亚伦”祭司祝福下婚姻才可生效
，此婚姻才能在三重天里生儿育女。 

“亚当堕落，才有世人，成了世人，才
有快乐。” 

对已死亲人的尸体施浸，亦可得救。 



 在“末世论”上出了问题：“三重天堂” 
 

Celestial Kingdom：“高级（天上的）国度
”，只有遵守一切教规的摩门教徒才能进去
，他们将与父同在，并与妻子同居，继续不
断地生儿育女。 
 

Terrestrial Kingdom：“中级（地上的）国
度”，不冷不热的摩门教徒和非摩门教的“
好人”去的地方，他们将与子耶稣同在。  

摩门教信仰的谬误（4） 



Telestial Kingdom：“低级（远空）
的国度”，宇宙中的一个地方（可能是
一个行星），是不敬不虔的人要去的地
方，他们将只能与圣灵同在。 

 

 



多妻制： 

 史密斯及杨百翰都有多位妻子，摩门教
直到1890年才正式废止多妻制。但在犹
他州，迄今仍有两万多位摩门教徒实行
多妻制。他们曲解以赛亚书4:1节的经
文，以支持自己淫乱的作为。 

偏差的行为及特异的仪式 



种族歧视： 

 1978年之前，黑人是被排除在摩门教祭
司阶级之外的，理由是因为摩门教认为
黑人是挪亚之子“含”的后裔，乃是被
咒诅的（创9:24-27）。但摩门教自己宣
称，1978年，因摩门教总会长Kimball的
“恳求”，神才“改变心意”。 



为死人施洗： 

 摩门教以林前15:29为基础，实行
为死人施洗的仪式。他们甚至建立
了全世界最大的电脑数据库，以储
存家谱的资料，便于让人找到祖宗
八代来为他们“受洗”。 



总部在美国犹他州 

夏威夷旅游点“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
” Polynesian Culture Center 

注意“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简称 LDS）的招牌 

  

 

如何辨认？ 



  “两人一队”的特色： 

多数是男性，着装整齐。 

受过严格训练，拥有一套善辩技巧。 

遇到基督徒会谨慎应付，常喜欢和你一
起查圣经（使用似乎有理且不易察觉的
解释手法）。 

当你有可能被他们的热心所打动时，会
给你送许多阅读资料，常来探访，直到
你成为摩门教徒为止。 

 



  摩门教 正统基督信仰 

神 

论 

  

1.上帝有血肉之躯，否认

三位一体。 

2.主张多神论，上帝曾結

婚並且生儿育女。3. 亚当

是神 

1.上帝是灵。 

2.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独

一真神。 

3.亚当是被造的。 

基 

督 

论 

1.基督与人同是上帝属灵

的儿女（基督是首生的，

是神人交合而生的）。 

2.否认圣灵感孕。耶穌多

妻。 

1.基督是神。 

2.圣灵感孕。 

3.耶稣未婚。 

如何抵制：在圣经真理上扎根 



圣

灵

论 

1.是一位灵体的人物，貌似

父神。 

2）以人的形象出现。 

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与圣

父、圣子同质、同权、同

荣。 

救 

恩 

论 

1.人有前生，前生就是诸灵。 

2.亚当犯罪堕落，是人类顺

服的表現，是导致幸福的必

然途径。 

3.否定原罪。反对因信称义。 

1.上帝造人于地上。 

2.犯罪使人陷于困境。 

3.人有原罪。因信称义。 

  摩门教 正统基督信仰 



案例二：耶和华
见证人会 

Charles Taze 

Russell 



背景与起源 

耶和华见证人会（Jehovah 
Witnesses), 简称“耶证” 

名字取自《以賽亚书》43:10，12；44
：8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案例二：耶和华见证人会 



创办人：罗素 (Charles Russell，
1852 - 1916） 

1870年，对安息日“基督隐性复临”
的理论产生兴趣。在美国匹茲堡成立了
一个查经班，1879年创立了《锡安守望
台》杂志，因此耶证又称为“守望台
”(Watch Tower)。 

起初的组织叫“锡安守望台”。 

受亚流派的思想及灵意解经法的影响
，开始宣称耶稣基督是被造的，是比《
旧约》的耶和华低一等。 



罗素的继承人：约瑟•卢瑟福（Joseph 

Rutherford)  

 1931年改名为“耶和华见证人会”。 

宣称对圣经的解释是由耶和华直接而
来。 

不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理，说《旧约》
的耶和华才是真神，耶稣只是次等的
神。 

总部设于美国纽约州的布鲁克林伯特
利（Brooklyn Bethel， NY） 

 



第三任领导人诺尔，任期长达35年，
直到1977年过世 

人数由1942年的11万5千，增至1977
年的200万人 

1976年发行“新世界翻译本”圣经 

今天号称有900万信徒，多数在美国
以外地区，特別是天主教国家 



《守望台》（Watch tower) 双月刊杂志
：1879年每期印发6000本，1983年增长到
每期1500万本，106种語言。 

《觉醒》(Awake!) 双月刊杂志，每月印
刷1600万本。 

 

 

“耶证”出版物 



《引至永生的真理》（Knowledge That 
Leads to Everlasting Life) ，以115种
语言印制，成为全世界发行量第三的印刷
书。 

自译的圣经“新世界翻译本”（New 
World Translation) ，用70种语言出版
。 

 

“耶证”出版物 



热衷于逐家布道，喜欢把以上出版物送
给人。 

建立“家庭查经班”，查考《引至永生
的真理》 

以问答的方式介绍耶证的信仰。 

参加家庭查经班的人会被邀请到耶证的
教堂——“天国圣殿”(The Kingdom 
Hall)去参加崇拜聚会。 

 

 

 

“耶证”传播方式 



 耶证只承认他们自己是真正的教会，

或“神的组织” 

加入耶证六至九个月的信徒会被邀请
受洗 

接受洗礼班的培訓 

受洗后的信徒接受如何出去逐家传教
的训练 

 

 

 



自认为是旧约耶和华的见证人，在当今
世界作见证。 

自认为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太
24:45-47） 

基督论： 

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神 

认为基督是被造的，前生是天使长米迦
勒。 

 

“耶证”的信仰谬误 (1) 



“耶证”认为基督已在1914年第二次降临
了。 

 启示录12:6的1260天加上一载二载半载(另
外三年半/1260天)，共2520日。又根据《
以西结书》4:6所说“一日顶一年”，等于
2520年。耶证认为这2520年是外邦人日子
的完结（《路加福音》21:24),减去前607
年圣城被巴比伦王所灭，等于1914年。他
们认为人类历史只有六千年，从1975年起
千禧年已在地上开始了。只是基督的回來
是看不见的，他的国度也是看不見的。 

 
 



救恩论：不承认有永生或永死 

只有144,000人才能上天堂(乱用启示录
20:1-15)。 

这144,000人是特別从耶和华见证人中
拣选出来，其余的信徒只是住在地上永
远的国度。 

強调靠行为得救，因此要两人一组地去
传教。 

 

“耶证”的信仰谬误 (2) 



末世论 

人的身体死后，灵魂也消灭了，就如动物
的死亡一样。耶证不相信有审判，他们认
为地狱只是圣城的垃圾池，火湖只是象征
性说法，阴间只是坟墓的同义词。 

曾多次预言末日将临，计有1874、1914、
1925、1940及1975五次，除了造成恐慌之
外，也成为世人的笑柄。因此自1975年后
，他们就不再发表末日年代的预测了。 

 

 



曲解圣经 

《新世界译本圣经》按耶证的神学思想
来翻译，多处为配合他們的教义而故意
修改或翻译成原文没有的意思。 

例一：约翰福音1:1“太初有道, 道与神
同在,道就是神”，译成道是一个“小神
”（小写的god）。 

例二：约翰福音10：30“我与父原为一
”，旁边加上注解说：“与父为一乃是
与父相合的意思。” 

“耶证”的信仰谬误 (3) 



 

耶证的解经法：“跳跃式解经”，他
们认为《圣经》就像一个平面，可以自
由的运用和解释，如果上下文不能吻合
，就跳到其他层面去解释。这种随心所
欲的胡乱解释和利用《圣经》的做法，
使他們走入异端的不归路。 



拒绝输血、器官移植、服用血小板成成
药物、服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会直接进
入血管），当然也反对信徒吃血。 

禁止庆祝生日、包括禁止庆祝圣诞节。 

拒绝当兵，不向任何国旗或偶像敬礼。 

禁止信徒参与社会，禁止世俗性的娱乐
，也禁止信徒小孩到外玩耍。 

“耶证”生活方面的极端教条 



“耶证”的辨认 

耶证的布道方法 

常在各乡各镇走动，逐家布道，二人一
对，一人较强及老练，另一人较弱（学
习者）。多数曾受训练，拥有数套对辩
技巧。 

穿著朴素整齐，开口必自称是“基督徒
”，但不会说从哪一间教会派来，有时
说“就在附近”。 



遇到基督徒必定谨慎应付。特別喜欢与
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一起读圣经并
加上解释。 

如果遇到你是一位熟悉圣经的人，辩论
不下，就会约定下次再来研究圣经，而
下次会请“高手”来和你辩论。 

手上拿着許多印刷资料，就算你不想与
他们谈话或是请他們离开，在离开前也
会送給你一些阅读资料，或是叫你买书
本或小冊子。 



裝备自己，依靠圣灵 

必須对基要信仰有深入的认识。 

对神学和教派有一定的认识。 

了解圣经知识和正确的解经方法。  

认清耶证的误导 

脱离纠缠，爱心挽回 

如何抵制“耶证”？ 



中国本土的异端 

全称：全能神教会、实际神或东方闪电 

取名自太24:27：“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宣布主耶稣已再度降临于中国，而且降
临的是一位女基督，名叫“闪电”。 

案例三：全能神（东方闪电） 



  极其神秘的领导人 

教主“全能神” 女子杨向彬自称为道成
肉身的最后一位基督，将在中国称王（
实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真正创始人:黑龙江阿城永源镇木匠赵维
山。 

 2001年赵维山携杨向彬前往美国寻求政
治避难。 

少有人见过。经费充足，印制的经典数
量大，印刷精美，很可能背后有操纵力
量。 



主要材料：《话在肉身显现》,《东方发
出的闪电》,《全能神你真好》,《基督的
发表》（又称《羔羊展开的书卷》）,《
那灵的作工》,《国度的赞美》。 

目标：家庭教会的平信徒和传道人，重
点是妇女。 

 

主要材料、目标和手段 



主要手段：卧底 

“闪电使者”。 

伪装成 “慕道友”；热心参加教会事工
；探访、关怀等 

对被渗透的教会采取挑拨利诱、分化离
间等手段。 

会有逾越道德底线之事，包括言语恐吓
、色诱、囚禁、暴力伤害、杀害等。 

近年向向海外发展。港澳台、东南亚、
北美。。。 



反对三位一体的神论，认为是父变子、
子变灵。 

“神六千年经营计划”分为“三个时代
”完成。 

“律法时代”：神名叫“耶和华”，
神的标准是许多诫命，目的是带领人
认造物主。 

主要错谬：神论与时代论 



“恩典时代”：神名叫“耶稣”，主要工
作是“救赎”。“救赎”即耶稣借著十字
架成为罪身的形像，交给那恶者，目的是
结束律法时代，将人类全部救赎出来。 

“国度时代”：神名叫“全能者”（又称
“老天爷”），主要工作是审判（“全能
者”用口中的话语征服人类）。目的是结
束恩典时代,带入国度时代。或将人被撒
但败坏的性情完全脱去, 成为“得胜者
”; 或淘汰拒绝接受“话语”的人，使之
永远灭亡。 



反对圣经的权威 

认为圣经是摩西及其他作者想像出来的
，不是圣灵的启示，已经过时了。要人
不要相信圣经。相反的，他们要人相信
他们自己的经典《东方发出的闪电》。 

常以神的第一人称，攻击所有的基要信
仰。 

打着圣经旗号反圣经。 

主要错谬：反对圣经 



  所谓的经典，言语粗俗，充满污辱、攻
击和谩骂: 

“臭货，我一脚把你揣出去”！ 

“狼爹狼娘狼子狼孙，狼心狗肺的人！
你们这些衣冠禽兽、人面兽心的畜生，
我不会为你们受苦的！愚昧无知的穷酸
样，畜生给我滚出去”， 

“把这世界废灭了才解我心头之恨！” 



“女基督”称呼的由来--曲解圣经： 

创世记1:27，认为神的形像既像男也像
女，胡说神第一次道成肉身是男性，起
名是耶稣；第二次道成肉身是女性。 

耶利米书31：22：“…耶和华在地上造
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曲
解为“女基督来是护卫男基督的”。 

 

主要错谬：“女基督”再临！ 



 

以赛亚书41：2节：“谁从东方兴起一
人……”， 

马太福音24：27节：“闪电从东方发出
，直到西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自称“全能神”）启3：12节：
“……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说神有“新名”。 



发表“话语”，成全一批得胜者 

“末世的基督带来了生命，带来的是长
久的永远的真理的道。这真理就是人得
著生命的途径，是人认神被神称许的唯
一途径。”（请对比约翰福音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主要错谬：“女基督”的工作 



 

“他不为人医病，也不为人钉十字架（理
由：神不做重复的工作），而是只在肉身
上说话，在肉身中征服人 

在地上成全一批得胜者，如“启示录”所
记的十四万四千人，所以她要求跟从她的
人唱所谓的“新歌”（不过是用民间小调
唱出的歌曲）。这群人将被带进国度和她
一同掌权。而“那些因著不能领受重返肉
身的‘耶稣’所说的话定规是地狱之子孙
，定规是天使长的后裔，定规是永灭亡的
种类”。 



将人分为五个等级: 

“众长子”是最高级的，其实他们都是
神，是神在创世以前就生的，他们都有
审判、咒诅和刑罚权。 

“众子”则是顺服女基督，并且为女基
督奉献一切财物与精力的信徒。 

  

 

主要错谬：人的等级 



 

“子民”则是透过神的发声，达到标准
的信徒。 

“效力的”则是指一般只信耶稣，但是
不信女基督的人，他们死后将轮回再度
做人，为神效力。 

最低等级——“灭亡的”，乃是不信女
基督，又抵挡到底的人。他们要在永火
中受刑。 

 



专门针对热心爱主却天真无知的弟兄姊
妹下手 

隐藏身份、姓名和地址，不惜以说谎为
手段欺哄人。 

潜伏卧底，假冒虔诚，取得信任。 

利用金钱、女色来诱惑人，也用暴力逼
人就范。 

 

传教手法 



以串通手法假装赶鬼，迷惑人。 

 有选择性的传教——列为禁忌的

对象包括三自教会的人、异教徒、
不信主的人、挂名的基督徒、异端
邪教徒等。 



 

异
端
也
用
新
媒
体 



骗术之一：利用曲解圣经来迷惑人。 

例：他们引用启示录19：10“……预言
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的”。认为
解释预言要用灵意，说：耶稣要驾著白
云降临。其“白云”就是指“他的灵，
他的话，他的全部性情与所是”。我们
相信教会被提在空中与基督相遇,他们
解释“空中”就是“地上”,因为地球
本来就悬在空中。 

主要的骗术 



例:胡乱咬文嚼字. 如路17:25:“只是
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
。他们抓住“又”字，曲解基督重返肉
身并且第二次被世人弃绝。其实经文的
意思清楚地说明:道成肉身的基督不但
受苦，还要被杀，根本没有第二次被弃
绝的意思。 

例：启1：8“主说：……我是昔在、今
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曲解为：“昔
在神”叫耶和华；“今在神”叫耶稣；
“永在神”叫全能者。 



骗术之二：运用谎言、诡诈、威吓、利
诱等手段传教 

例1：这些传假道的人用假姓名（他们
解释说是“新名”）和假地址。 

例2：这些假师傅初次和他人接触的时
候，常以“寻求”的方式，“学习”的
态度，先派人探听哪些地方有教会，并
参加聚会，和当地弟兄姐妹建立友好关
系，然后假师傅出现，跟人谈“道”，
最后破坏教会（家庭教会）。 

 



 

例3：常常先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如：他们问：“是神大？还是圣经大
？”你若问他们问题，他们从不做正面
回答，甚至反过来问你。如：你问他们
：“你们重生、得救的经历是什么”？
他们反过来问你：“什么是得救？”“
什么是生命？” 



给个人的信仰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 

似是而非的道理大大动摇了圣经在个
人信仰和生活中的权威。他们又引诱
人注重圣经以外的“真理”。 

对受迷惑者的家庭也带来极大的危害。 

倾家荡产，离家出走。 

 

危害 



“为你那污鬼爹娘奔波忙碌到现在, 你
竟然不知道坑害你的, 竟是生你养你的
污鬼爹娘；你更不知道你的污秽竟然是
他供应给你的…”。“所以说得背叛肉
体，不能体贴它，什么丈夫、妻子、儿
女、前途、婚姻、家庭这些都没有！” 

给教会带来了混乱和分裂。他们就是贼
，是披著羊皮的狼。他们不传福音，专门
到别人的羊圈中偷羊。 



熟读圣经，并且知道如何正确解释。 

熟悉基要真理，特别是基督论与末世论
。  

注意陌生的巡回布道者，注意他们的信
仰与生活。  

多多祷告，因为所有的异端都有邪灵的
帮助。 

 

防范对策 



案例四：耶稣青年会 

 简称“耶青”。创办人为韩国人张在亨
，又名张大卫 (David Jang)，由此人在
全球范围内创立的异端机构统称为“张大
卫共同体”。 

 在中国内地多处迅速发展及在多间大学
建立据点，有组织、系统及策略地传教，
采取权威式的管理方式。  

 财力极其雄厚，在美国等地办大学、媒
体，在中国操纵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媒体。 



教义的错谬 

 耶青在中国内地提倡类似统一教的教义
，包括： 

 (1)耶稣第一次降世是失败的； 

 (2)他们的领袖张大卫（韩语称之为
Muksanim，简称为Msn）是“再来的基督
”（基督The Second Coming Christ）  



教义的错谬 

 否定正统的基督论，把张大卫当成“再
来的基督” 

 用张大卫的教训来取代圣经的启示 

 否定圣灵是神 

 否定其它正统宗派，认为只有跟随耶青
的人才得救 



耶青在背后操纵的媒体 

基督日报（针对海外华人教会） 

基督邮报（针对中国家庭教会。英文版
Christian Post ） 

福音时报（针对中国三自教会，英文版
Gospel Herald） 

基督徒微教会微信公众平台 

 ( vjiaohui )  

Christian Times 



耶青在背后操纵的媒体 

Christian Today（今日基督徒） 

Crossmap网站（福音网） 

《天梯》月刊 

基督教人才网、基督教交友网、祷告吧 

美国Newsweek（新闻周刊） 

其它机构：使徒校园传道会、福音派长
老会、圣路加传教会。。。 



传教手段 

以校园学生和年轻人为主要目标。主要 

在各大高校开展传教活动。 

极其隐蔽，初信者不传“高级”教义。 

强调服从权威，对信徒精神控制，掌控信
徒私人生活。使用诅咒、恐吓等手段。 

用“宗派之争”向信徒解释异端质疑。使
信徒相信耶青被指为异端是不公正。（“
我是靠信耶稣得救的，不知道你说的异端
问题是什么意思”。） 



传教手段 

利用媒体进入公共平台。抢占基督教媒 

体的主导权。 

其媒体表面上看不出有异端问题。 

与教会领袖和基督徒“名人”搞好关系 

（采访、邀请担任顾问）。 

抄袭、剽窃正统基督教媒体的内容。 

注重婚姻家庭事工、有培训学校。 

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极大。 



香港“新兴宗教关注小组”于2008年正
式出版《拨开迷雾见真相——基督日报
与耶青事件探讨 》，由牧长组成的独
立调查团确认了耶青媒体、伟仁（
Olivet）大学与耶青之间的联系，证实
张大卫曾经与统一教有关系。 

多名逃离耶青组织的前成员亲身证实其
高级课程中有把张大卫当作“再临的基
督”等异端教义，并有内部文件为证。
另有大量耶青对信徒精神控制的证据。 

 

异端曝光 



抵制所有耶青媒体。不参与、不转发
、不推荐、不评论、不订阅。 

公开揭露耶青的异端实质及其混淆黑
白、迷惑众人的做法。 

发现被其蒙蔽的基督徒，应该指出、
提醒、劝诫。 

支持信仰端正的主内媒体。 

 

抵制耶青 



其它异端 

美国：基督信仰科学会（山达基，
Scientology) 

韩国：统一教（Unification Church）、
马可楼（以马内利教会）、救赎派（朴
玉珠、寻找迷失羊、好消息宣教会）、
韩城圣乐教会、棚屋房传道运动、伊利
亚福音宣教院。。。 

中国：被立王、、主神教、三班仆人、灵
灵教、使徒信心会。。。 



不是指基督信仰以外不同的宗教如佛教、
印度教、道教等。 

亦非与基督信仰渊源相近，却门户分明的
信仰宗教如犹太教、伊斯兰教等。 

亦非指同属基督信仰，却在敬拜礼仪或行
政形式上略有分别的不同宗派，如浸信会
、卫理公会、长老会、宣道会等。 

 

课程回顾：异端的定义 



乃指声称在基督信仰名义之下，却不合乎
或违反圣经真理的教会、团体、信条和学
说。 

 
教义上有根
本性的錯誤 

过份强调某
方面的观点 

极端  =/= 异
端 

课程回顾：异端的定义 

“已经在教会里面兴起的一切异端，都
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羞辱神和奉
承人”。——司布真  



有活动力强的领袖，并独裁权威的组织 

宣称拥有新启示，否认圣经为唯一权威 
(启 22:18-19) 

相信自己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强烈排
除异己的态度 

强调“末世”观念，密集教义灌输 

 

课程回顾：异端的几个特征 



靠行为称义，否认耶稣的救恩是完全的 
(2:8-9, 加3章) 

贬低耶稣基督的地位，否认祂为救主，
为神的儿子，为复活的主 (参彼后2:1, 
约壹4:3) 

否认三位一体真神 

 
(取自《面对异端》, 赖瑞仁著) 

课程回顾：异端的几个特征 



 

接受《使徒信经》 

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神 – 圣父、圣
子、圣灵 

相信全本圣经为信仰的最高权威 

耶稣是弥赛亚, 唯一的救主, 最高的主
宰 

 

课程回顾：正统基督信仰 



 

接受基督的死、复活、再来 

得救只因相信并接受耶稣的救赎, “因
信称义” 

承认其它教会… 

课程回顾：正统基督信仰 



1. 异端与极端、异端与邪教有什么区别？ 

2. 什么是分辨异端和极端的关键？ 

3. 什么是系统神学？为什么它对辨别异端
和极端有帮助？ 

4. 请分享你亲身经历的异端和极端。 

5. 异端传播的特点是什么？ 

 

思考与讨论 



6。摩门教主要错在什么地方？ 

7。如何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批驳摩门教？ 

8。试举二例说明耶证是如何曲解、乱解圣
经的。 

9。耶证主要有哪些出版物？ 

10。全能神的“女基督”论是如何扭曲圣
经的解释的？ 

11。耶青控制的媒体主要有哪些？ 

 

 

 

思考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