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遇见 

耶和华见证人？ 
剖析<来自上帝的好消息> 

 

 

 

 

 

 

 

张逸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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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您好！ 

 

耶和华见证人对传教非常热诚，他们通常到处派发

小册子，邀请别人和他们一同读圣经。 

 

也许你也收到一份《来自上帝的好消息》或者其他

类似的传单，引起了你的兴趣。 

 

但是在你答应和他们一同研读圣经之前，请让我根

据《来自上帝的好消息》，为你分析他们的错误，

希望你能明白这不是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 

 

愿神祝福你。 

 

 

 

 

 

 

 

 

 

 

 

 

 

 

注： 

 

 下面是按照《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的分章，引用他们的话，逐一进行剖析。剖析的内容左

边有一条彩色侧栏以示区别。 

 

 因为耶和华见证人的《新世界》是一本不诚实的圣经翻译本，有很多地方是为了迁就自己

教义而篡改的。所以除非有特别需要，本书引用基督徒通用的《和合本》圣经。 

 

 鸣谢：吴海燕姐妹的编辑；小约弟兄的建议；pixlr.com下载的封面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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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甚么好消息？          6 

——痛苦的源头是罪恶 

——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 

 

2．谁是上帝？           8 

——「耶和华」不是上帝的名字 

——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3．好消息真的来自上帝吗？        10 

——地球变乐园？新天新地？ 

——耶和华见证人引用圣经，不顾上下文 

 

4．谁是耶稣基督？         12 

——耶和华见证人对耶稣的认识错误 

——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新世界》不诚实 

 

5．上帝对地球有什么旨意？        15 

——耶和华见证人不明白救恩 

——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6．死去的人有什么希望？        17 

——灵魂死后仍存 

——复活、永生、永死 

 

7．上帝的王国指什么？        20 

——14万 4000观念的错误 

——“上帝的王国”是什么意思？ 

——守望台的预言失败 

 

8．为什么上帝让世上有罪恶和苦难？      23 

——禁止参政和从军 

——禁止输血 

 

9．你的家庭怎样才能快乐？        25 

 

10．怎样认出正确的宗教？        26 

——耶和华见证人和儿童性丑闻 

——真基督徒五个特点的反省 

 

11．按照圣经的话去做有什么好处？       28 

——圣经讲些什么？ 

 

12．怎样才能跟上帝做朋友？        30 

——怎样才能做上帝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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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宗教最后会怎样？        31 

——耶和华见证人岂非错误宗教？ 

 

14．为什么上帝要人组织起来崇拜他？      32 

——守望台是一个控制人的组织 

——耶和华见证人的「爱心炸弹」 

 

15．你为什么应该继续学习圣经？       34 

——介绍正确的基督教信仰 

 

 

注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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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甚么好消息？ 

——痛苦的源头是罪恶 

——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 第 1 课「甚么好消息？」说： 

 

「好消息就是，上帝要人在地上快乐地生活。」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天地」（创世记 1：1），而且上帝认为「一切所造的都

甚好」（创世记 1：31）。但是，他不仅让人在地上快乐地生活，他有更高的旨意。 

 

「上帝很快就会除去坏人，不再让人受苦了。」 

 

 圣经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有痛苦，原因是人犯了罪。可能是自己所犯的罪，也可能

是别人的。例如，丈夫或妻子不贞，有婚外情，结果夫妇二人，无论是犯奸淫的还是

另一方，都会受苦，甚至孩子也受苦。 

 

如此说来，上帝是不是只要除去坏人，事情就解决了呢？让我们先想一想：谁是坏人

呢？恐怕人人都指著别人的鼻子说：「就是你」，但却忘记了自己也是罪人。 

 

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3：23）。我们每一个人，都够不上上帝

的标准。罪恶的结果，不仅引起痛苦，圣经还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

书 6：23）。换言之，人类犯罪的结果是审判和刑罚。 

 

就是因为这样，上帝（耶稣）亲自来到世界，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他们。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提摩太前书 1∶15）「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

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这个好消息是真正我们所急需知道的！ 

 

「世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除去暴力、疾病和死亡。但圣经的好消息说，上帝已经设立了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很快就会取代世上的所有政府，统治地球了。到时，地上的居民会有平安和健康。」 

 

 以上论调看起来很对，世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除去暴力、疾病和死亡。但是，圣经告

诉我们，有一天，地球将会过去，上帝会创造一个新的天地：「我们照他的应许，盼

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得后书 3：13）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新天新地」比我们今天这个被污染被破坏的地球美好得多，但最

重要的是，在那里有「正义」，换言之，在那里没有罪恶！如果痛苦源自罪恶，罪恶

没有了，痛苦也就没有了。 

 

上帝不仅仅要人在地上快乐地生活，他还希望我们因著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和他一

同活在天堂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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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一同坐在天上。」（以

弗所书 2：4-6） 

 

我们怎样才能得著这个救恩呢？圣经继续解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以弗所书 2：8）。原来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只要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便可得著救

恩。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见证人所传讲的好消息，不可能是真正的好消

息，因为： 

 

（1）耶和华见证人不明白，痛苦来自罪恶，而且解决之道不是一个良好的政府；

（2）他们所认识的最终境界，是活在改进了的地球。 

 

「我们应该学习圣经去认识上帝。……圣经让我们知道今天怎样过更好的生活。……」 

 

 当然，基督徒十分赞成人学习圣经。但请留意，耶和华见证人的《新世界》是一本不

诚实的圣经，有很多地方是他们为了迁就自己的教义而篡改过的，而且当他们引用的

时候，常常不顾上下文，断章取义。这方面的讨论容后再谈。 

 

 

延伸阅读 
「好消息」 

http://www.dbs.org/libraries/chinese/Books/GotQuestions/b5/zho_Seekr_GotQuestions_001_Gospel.html#what-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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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谁是上帝？ 

——「耶和华」不是上帝的名字 

——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2课「谁是上帝？」有如此讲话： 

 

「上帝是创造万物的真神。……上帝给我们生命，所以我们只应该崇拜他。」 

 

 我们当然需要崇拜上帝，而且应该只崇拜他。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看见只有主耶稣接

受敬拜。例如：耶稣平静风浪之后，「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了。』」（马太福音 14：33） 

 

「上帝是个灵体。灵体跟地上有血有肉的人不一样，是我们看不见的，……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

却可以通过他所造的东西认识他。……我们也可以通过读圣经来认识上帝，……」 

 

 是的，「神是个灵」（约翰福音 4：24）。但我们可以从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知道他

存在。也可以从圣经进一步认识他，因为圣经是他的话。 

 

圣经不单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喜爱，圣经也告诉我们，怎样得救，也就是怎样得到永

生：「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

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 20：31） 

 

「上帝有名字吗？上帝是有名字的。……在汉语通常叫做“耶和华”，有时也叫做“雅威”。」 

 

 坚持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是耶和华见证人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原来这不是上帝

的名字，因为「耶和华」这词组有其来源。 

 

维基百科全书这样解释： 

 

「耶和华（英语∶ Jehovah，又作 Yehovah或 Yehowah），是希伯来圣经中的希伯来

语∶         ，或是「四字神名」（YHWH）加上母音而成。 

 

希伯来「四字神名」按照犹太教的传统尊为至圣，随便读写这个字成为忌讳。……因

此这个神名的正确发音很早就失传了，……但许多现代学者相信其正确发音应该接近

于雅威（Yehoweh）。 

 

另一方面，平时的犹太人在说话中用“主”（希伯来语∶         ，音 Adonai）来代替。 

 

多数学者认为，耶和华这个名称，可能是在欧洲中古世纪（约 1100年前后），将

「四字神名」（YHWH），混合了“主”（Adonai）的母音之后形成了「YaHoWaH」

（翻译就是「耶和华」）。然后很多圣经翻译本使用它。 

 

……一般中国基督徒使用的和合本圣经，耶和华在旧约出现 6400次；新约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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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释而有］。」1
  

 

所以，任何对「耶和华」名字来由稍有认识的人，都可以告诉你：「耶和华」本身根

本不是神的名字！从耶和华见证人这个明显的错误，我们必须怀疑她到底是否真的认

识上帝。 

 

「耶和华上帝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努力做上帝喜欢的事，他就会感到高兴，并让我

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讲的「努力做上帝喜欢的事，他就会感到高兴」，这句话是办

不到的，因为我们无论有多好的行为，不足以达到神的标准，无法让他感到高兴。圣

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并且「与神隔

绝，因著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歌罗西书 1：21）。 

 

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从神的仇敌转向与他和好：「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著神

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罗马书 5：10）圣

经继续说：「不但如此，我们既藉著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藉著他，以神

为乐。」（罗马书 5：11）这表明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可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可惜耶和华见证人不明白自己的状况，也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多伟大。 

 

 

延伸阅读 
「上帝的名字」 

「与神建立个人关系有什么含义？」 

 

 

 

http://www.pcchong.net/mydictionary1/general/TheNameofGod.htm
https://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personal-relationsh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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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好消息真的来自上帝吗？ 

——地球变乐园？新天新地？ 

——耶和华见证人引用圣经，不顾上下文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 第 3 课 「好消息真的来自上帝吗？」这样表示： 

 

「圣经是来自上帝的，因为圣经的预言又详细又准确。没有人能准确地预告未来，只有全能的上

帝才能做到。」 

   

 预言应验，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证明圣经中之神是真神，因为只有真神才能成功地预

言将来。（参：以赛亚书 41：21-23） 

 

现在让我们来留意一个问题：「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本身的问题。根据他们自己

的解释，这名字来自「“你们是我的见证人”（以赛亚书 43∶10-12）」1
 

但若读这经文的上下文，你会发现，这段话是神对以色列人讲的： 

「雅各阿，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阿，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

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以赛亚书 43：1-6） 

 

上帝说，因为以色列是属他的，所以他们不需要害怕。在以色列历史中，她常被其他

国家攻打，甚至两度亡国。在主后七十年，再次亡国，被遣散于世界各国。但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渐渐回归巴勒斯坦地，并在 1948年复国（从东南西北招

聚之意）。 

 

神又说，他能预先预言这事，其他假神或占卜的人，都不能如此成功预言多年后的事

情：「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

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以赛亚书

43：9） 

 

最后，上帝总结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

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惟有我是

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以赛亚书 43：10-12） 

 

换言之，以色列人的历史，见证了圣经之神是真神。所以圣经讲的「耶和华见证人」

就是以色列，不是印发这本《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的耶和华见证人。 

 

这例子让我们看到，他们引用圣经常常是不顾上下文，断章取义。也就是说，是不可

信的。 

 

「圣经主要是讲一个好消息∶ 上帝很爱我们，让我们在乐园里生活。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祖先怎

样失去了乐园，将来地球又会怎样成为乐园。请读启示录 21∶ 4，5」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8%81%96%E7%B6%93/bi12/%E8%81%96%E7%B6%93%E7%B6%93%E5%8D%B7/%E5%95%9F%E7%A4%BA%E9%8C%84/21/#v66021004-v660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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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什么好消息」中已经指出：他们所认识的最终境界，是活在改进了的地球上；

基督徒知道神应许最终的去处，是一个没有罪恶的天堂。这是耶和华见证人所犯的一

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圣经告诉我们，地球不会变成乐园，因为：「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

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得后书 3：10） 

 

但是基督徒不担心，因为圣经继续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

其中。」（彼得后书 3：13）上帝会创造一个新的天地，而且这个新的创造之中「有

义」，就是没有罪恶的意思。 

 

不仅耶和华见证人所提出的「地球变乐园」的观念是错的，而且他们在这里所引用的

经文（启示录 21：4-5）也是生搬硬套，偷换概念，他们所提出的观念与经文本意和

上下文不符。 

 

在他们所引用的启示录 21：4-5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

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

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但之前，圣经说：「我又

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启示录 21：1） 

 

所以这两节经文形容的是：在现在的地球之后的一个美好的「新天新地」。 

 

你可能想：也许耶和华见证人把「新天新地」叫作「乐园」。但是，圣经另有三处提

到「乐园」。很多神学家都同意，从这三处经文显示，乐园就是天堂，不是一个改进

了的地球。因为编幅问题，不能在此详谈。 

 

「这本册子可以帮助你明白圣经，所用的方法跟耶稣的一样。耶稣引述经文，并解释清楚经文的

意思。」 

  

 请不要寄望这本《来自上帝的好消息》或耶和华见证人的传道员可以帮助你明白那本

真的圣经。 

 

上边已经有两个例子，表明耶和华见证人引用圣经常常是不管上下文，歪曲圣经经文

本意，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的观点中还会有多少误导人的谬论！ 

 

请继续阅读这本为你解惑的小册子。 

 

 

延伸阅读 
张逸萍，「与耶和华见证人恳谈 14 万 4000、乐园、地狱等」 

何天择，「荣耀的盼望——被接升天与主相遇」《中信》，2007 年 2 月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144000_hell.htm
http://ccmusa.org/read/read.aspx?id=ctd2007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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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谁是耶稣基督？ 

——耶和华见证人对耶稣的认识错误 

——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新世界》不诚实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4课「谁是耶稣基督？」有下面语录： 

 

「耶稣跟人不一样，他是个灵体，本来住在天上，后来降世成为人。（约翰福音 8∶23）耶稣是上

帝最先创造的，上帝只亲手创造了他一个，其他一切都是耶稣按上帝的吩咐创造的，所以圣经说，

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代表上帝说话，所以也叫做“话语”。（约翰福音 1∶14）……歌罗西
书 1∶15，16」 

 

 耶和华见证人在对耶稣基督是谁的认识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也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看见耶和华见证人不仅不顾上下文地引用圣经，而且为了

迁就自己的教义，篡改圣经！现在让我们仔细对照阅读他们所引用的经文，并以其他

忠于原文的圣经翻译本为比较。 

 

 

（1）耶稣是真神 

 

耶稣不仅仅是一个灵体（天使和魔鬼都是灵体）， 是上帝。现在让我们来研读他们

所引用（篡改）的经文： 

 

基督徒常用的《和合本》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约翰福音 1：1）这

个道就是神（上帝）的『道』的涵义是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

为他作见证……」（约翰福音 1：14-15）原来『道』（神）成为肉体，在我们世人中

生活，而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为 做见证。 

 

耶和华见证人的《新世界》说：「在最初就有“话语”……“话语”是个神。」 

 

《新世界》将「道」翻译为「话语」，无需争论。但是它将「神」翻译为「个神」却

是个大问题。英语版的《新世界》（New World Translation）容易让我们明白，因为

英语有大写和小写之分：「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a 

god.」 

 

圣经原意是：耶稣基督是真神。但是，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只不过是「小神」中的

一位。然而，研究圣经原文的专家告诉我们，他们翻译为「神/God」和「个神/a 

god」的词，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 

 

你可能说：「有什么问题？」答案：问题很大！因为这样的「小神」不能拯救人。请

继续阅读下面的讨论，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会有很大的问题。 

 

（2）耶稣是创造主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8%81%96%E7%B6%93/bi12/%E8%81%96%E7%B6%93%E7%B6%93%E5%8D%B7/%E6%AD%8C%E7%BE%85%E8%A5%BF%E6%9B%B8/1/#v51001015-v51001016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8%81%96%E7%B6%93/bi12/%E8%81%96%E7%B6%93%E7%B6%93%E5%8D%B7/%E6%AD%8C%E7%BE%85%E8%A5%BF%E6%9B%B8/1/#v51001015-v510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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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帝的好消息》又说：「耶稣是上帝最先创造的，上帝只亲手创造了他一个，

其他一切都是耶稣按上帝的吩咐创造的」也是错的，因为耶稣是创造主， 自己却不

是被造物之一。 

 

这里又有一个《新世界》不诚实的好例子。现在让我们分析他们所引用的歌罗西书

1：15-16。 

 

《和合本》：「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为他造

的。」（歌罗西书 1：16） 

 

但是《新世界》：「……其余的万物都是藉着他、为了他而创造出来的。」 

 

《和合本》的意思是，所有被创造之物，都是耶稣创造的，换言之， 不是被创造

的，而是创造者，否则， 就是自己创造自己了！《新世界》却在「万物」之前加插

「其余」，于是，耶稣虽然创造了万物，自己却有可能是被造物之一了！《新世界》

在这里非常巧妙地篡改圣经！如果你有疑问，可以请教这方面的专家。 

 

这两个例子（约翰福音 1：1和歌罗西书 1：16）都显示——《新世界》是不诚实的

翻译本！ 

 

（3）耶稣不是天使 

 

这里没有提到耶稣是天使长米迦勒，可能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今天不太常提到这个谬

论，只在比较不明显的地方仍然坚持：「耶稣基督在降世前和升天后有另一个名字，

那就是米迦勒。」1
 相信是因为经文证据太牵强！如果是真理的话，耶和华见证人为

什么不敢多提呢？ 

 

「耶稣到地上来，是要（1）教人认识上帝；（2）为我们树立榜样，让我们知道怎样做上帝喜欢

的事，就算遇到困难也不例外；（3）为我们而死，用他完美的生命做赎价，换回我们的生命。」 

 

 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赎他们的罪。耶稣说：

「人子［耶稣］来，……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 20：28）「神爱世

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

音 3：16） 

 

至于「教人认识上帝」，耶稣自己就是上帝，所以认识 ，就是认识上帝。对于「为

我们树立榜样」这一点？当然，耶稣是完美的，足以成为全世界人类的榜样，但是，

有谁能做得到呢？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一位救主。 

「我们为甚么需要赎价？……上帝告诉人类的祖先亚当，他要是犯“罪”，就会死去。也就是说，

亚当如果当初不犯罪，就不用死了。（创世记 2∶16，17；5∶5）圣经说罪的代价就是死亡。……谁

能付出赎价，好救我们脱离死亡呢？既然人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罪，那么人死了，就只能为自

己的罪付出代价，不能为别人的罪付出代价。……耶稣跟人不一样，他是完美的，从没有犯过罪，

所以不用为自己的罪而死。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到地上来，是要为我们而死，这表明上帝很爱我

们。」 

 是的，「亚当如果当初不犯罪，就不用死了」。问题是，现实并非如此。而且「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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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价乃是死」（罗马书 6：23）！那么人类该怎么办？解决之道在圣经当中，因为圣

经接著说：「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是

我们的救主！ 

 

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就不可能像《来自上帝的好消息》所讲「从没有犯过罪」。圣

经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没有义

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 3：10）。 

 

但因耶稣是真神，所以 没有罪，就可以做到圣经所讲的：「基督……为罪受苦，就

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彼得前书 3：18）「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

为罪，……」（哥林多后书 5：21） 

 

如果耶稣是天使，他的生命就不是上帝般的无限，也不能救赎世界上所有的罪人。 

 

这样的耶稣没有资格救人！ 

 

「耶稣死后，上帝使他复活，成为灵体。」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上边这句话，显出耶和华见证人另一个严重错误。 

 

耶稣复活之后， 向门徒显现，「门徒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约翰福音 20：19）耶稣可以穿墙过壁！难怪门徒「惊

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于是耶稣请门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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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7-43） 

 

可见复活之后的耶稣，不是一个灵体！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体！圣经形容复活后身

体：「不朽坏的……荣耀的……灵性的身体。」（哥林多前书 15：42-44）不但如

此，圣经还应许信徒「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约翰壹书 3：2）

这是一个荣耀和有福的盼望！ 

 

可惜耶和华见证人没有份！因为他们的耶稣复活后只是一个灵体，而且他们相信只有

14万 4000人和耶稣一样，成为灵体，住在天上，其他人则仍然在地上。但是，这又

是另一个错误的圣经解释。容后在「7. 上帝的王国指什么？」再详细讨论。 

 

 

延伸阅读 
「耶稣基督是谁？」 

Lorri MacGregor，「耶和华见证人不认识『真正的耶稣』」 

MMOutreach，「耶和华见证人怎样歪曲圣经」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Jesus-Christ.html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Jesus.htm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bible.htm


 

 

15 

5．上帝对地球有什么旨意？ 

——耶和华见证人不明白救恩 

——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5课「上帝对地球有甚么旨意？」这样告诉我们： 

 

「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把他们赶出“伊甸”。人类就这样失去了乐园。」 

 

 是的。亚当夏娃违背上帝之后，上帝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必给你长出

荆棘和蒺藜……你［亚当，代表人类］必汗流满面他得糊口……」（创世记 3：17-

19） 

 

地球因亚当、夏娃犯罪而受咒诅，有了改变。「一切受造之物［整个创造］，一同叹

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 8：21-22） 

 

人类和地球最基本的问题是——罪恶！ 

 

上帝当然不甘心让人类从此败坏。所以他从最开始就预言要为人类准备一个救恩计

划，正如「1.什么好消息？」所陈述的。 

 

「君王耶稣会使地球成为乐园。将来会有一场大战，叫“哈米吉多顿”。在这场战争中，耶稣会带

领好天使将上帝的所有仇敌消灭，并把坏天使的头子撒但关起来一千年。上帝的子民却会得到指

引和保护，在地上的乐园里永远快乐地活下去。」 

 

「耶稣会在天上统治地球一千年。在这段时间，他会除去一切使人受苦的事。……耶稣还会除去

人的罪……」 

 

 是的，在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 16章，预言有一场大战，叫做“哈米吉多顿”大

战，其名来自一个古战场。其次，基督徒通常也不否认基督统治地球一千年的预言。

但因启示录是一本以符号写的预言书，都是将来的事情，尤其是实际情形和时间次

序，学者们常有不同的意见。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将来有审判，撒但和那些没有接受真神耶稣救恩的人，结

局是非常悲哀的。圣经说：「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

书 9：27）「……死了的人都……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 20：12）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在上边讲到耶稣「会除去一切使人受苦的事」，然后「还会除

去人的罪」。这样的讲法，有两个大问题：（1）不明白痛苦的原因就是罪，这一点

在「1.甚么好消息？」里已经解释过。（2）耶稣除去人的痛苦似乎是最重要的事

情，而除去人的罪似乎是顺带和次要的。所以这是本末倒置！ 

 

因为人的罪恶，不单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痛苦，最后带来审判。万幸，真神耶稣为我们

准备了救恩，使信他的人，可以面对审判而不畏惧，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代我们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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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圣经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 8：1） 

 

结论是：耶和华见证人漠视圣经教导，不明白救恩。 

 

「服从上帝的人可以在未来的乐园里生活。（约翰一书 2∶17）……」 

 

 首先，我们必须再澄清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错误：「乐园」不是一个改进了的地球！

其次，基督徒的最终盼望是「新天新地」。请参见：「3. 好消息真的来自上帝吗？」

以上两点在第三章节中已经解释清楚。那么，我们怎样可以到达那里呢？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在这里引用约翰壹书 2：17：「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

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是的，这地球会过去，但「神的旨意」是

什么呢？ 

 

首先，上帝计划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上，救赎我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加拉太书 1：4）这是非常重要

的得救确据。 

 

其次，我们得救之后，要有圣洁的生活，也是上帝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

为圣洁……」（帖撒罗尼加前书 4：3）而且，什么是圣洁的生活，圣经已经告诉我

们：「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罗马书 2：18）。 

 

所以信耶稣、生活圣洁，就是遵行神旨意，也是能够让你进入新天新地的唯一条

件。！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 3：16）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著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

为可怒之子，……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

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

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

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 2：1-9） 

 

多么有福的盼望！ 

 

 

延伸阅读 
MMOutreach，「耶和华见证人何时才能得救？」 

方顺和，「神永恒的救恩和旨意」，《金灯台》。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save.htm
http://www.goldenlampstand.org/glb/readglb.php?GLID=0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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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死去的人有什么希望？ 

——灵魂死后仍存 

——复活、永生、永死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6课「死去的人有什么希望？」这么告诉我们：    

 

「死去的人能复活吗？稣有个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拉撒路死去了。四天后，……耶稣在

一大群人面前复活了拉撒路，……」 

 

 是的，圣经多次断言，人死后会复活，也有耶稣、使徒、先知叫人复活的例子。 

 

「人的身体里面并没有住着一个灵魂，所以人死后，并没有灵魂离开身体继续活着。」 

 

 耶和华见证人又错了！ 

 

圣经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雅各书 2：26）。意思就是：当灵魂离开身体的

时候，就是身体的死亡。可见：人是由一个身体（物质部分）和一个灵魂（非物质部

分）组成的。 

 

圣经又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马太福音 10：28）换言

之，身体死亡了，但灵魂仍然存在。 

 

（耶和华见证人的《新世界》在这里又动手脚：「杀身体却不能杀生命的，你们不要

畏惧」。虽然《新世界》将这里的“灵魂”翻译为“生命”，但仍然无法推翻人的物质部

分（身体）死亡之后，非物质部分仍然存在，不管你将它翻译成什么。） 

 

「人死去时，身体就停止活动，头脑也不能再思想了。」 

 

 离开身体之后的灵魂是有知觉的，并不如耶和华见证人所言。 

 

耶稣曾经用寓言告诉我们，人死后有记忆，有感觉：有一个财主，当他死后，他望见

拉撒路［不是文首的拉撒路，是另一个］，向他表示自己在火焰里受痛苦，要求拉撒

路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他的舌头，又要求打发拉撒路去警告自己的兄弟。（路加福

音 16：19-31） 

 

保罗也曾说：「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腓立比书 1：23）。这些话都让我

们看见，死后的人是有感觉的。 

 

以上两个经文例子都显示，人死后，仍然有思想和感情。 

 

事实上，似乎古今中外的人都相信人死后灵魂仍存，因为上帝把这观念放置在人心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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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死去的人会在地上复活，包括生前不认识上帝、做过坏事的人。……这些人复活后，有机

会学习真理，认识上帝；也有机会表明自己相信耶稣，愿意听他的话。（启示录 20∶11-13）他们

复活后要是做对的事，就可以在地上永远快乐地活下去。」 

 

 当耶稣传道的时候， 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 5：

29）是的，「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 9：27） 

 

而且，人在第一次死后，再没有机会了！《来自上帝的好消息》在上边所引用的启示

录 20：11-13，并没有告诉我们，人死后，仍然有机会！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 

 

「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

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著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

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

20：11-15）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死后，都会复活，并受审判。其中一些因为「名字没记在生命

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 20章）“生命

册”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不是一本实体的书册，而是寓意那些得救、可享永生的

人。 

 

哪有第二次机会？没有！ 

 

再者，如果复活之后，还有机会，一如《来自上帝的好消息》所言，那么今天何必相

信耶和华见证人呢？ 

 

「耶和华会不会让死去的人在地狱的火里受苦呢？不会……」 

 

 圣经中曾经讲到「火湖」或「地狱」。可是，未必是照字义的一个有火的湖，只是寓

意地形容刑罚和受苦。 

 

但圣经里有一个真正的好消息——相信耶稣，就能避免将来的审判和刑罚。 

 

「耶和华派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为我们而死，死去的人才有希望复活。」 

 

 这句话非常正确：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福音 3：16）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

书 6：23） 

 

所以，基督徒常说：信耶稣，得永生；不信，就是永死。 

 

但是，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因为只有真神耶稣才能为我们成就救恩。这个

论题在「4. 谁是耶稣基督？」里已经解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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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Reed, David A.，「耶和华见证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存在』的错误」 

MMOutreach，「耶和华见证人和『地狱永刑』」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soul_spirit.htm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hel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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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帝的王国指什么？ 

——14万 4000观念的错误 

——“上帝的王国”是什么意思？ 

——守望台的预言失败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7课「上帝的国指什么？」有如下语录： 

 

「上帝的王国是指上帝在天上设立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久就会取代世上的所有政府，使上帝的旨

意在天上和地上实现。」 

 

 当我们讲到国家，我们会想到有一个皇帝，在他统治之下，所有人民和臣仆都服从

他。所以「上帝的王国」就是上帝掌权，人人都服从他之意。 

 

但是，不必等待，耶稣已经开始在信徒的心中作王，真的信徒会服从他。圣经告诉我

们，人未信耶稣之前，是让「罪作王」，但信耶稣之后，基督徒必须让「耶稣基督一

人在生命中作王」（罗马书 5：21，17）。 

 

所以，「神的国」或「上帝的国」并不如地球上的政府那样。  

 

「耶稣复活之后不是马上作王，而是返回天上，坐在耶和华上帝的右边等候。（希伯来书 10∶12，

13）后来，耶和华上帝就让他作王了。」 

 

「耶稣在 1914年开始作王。耶稣作王后，首先把撒但和他手下的坏天使赶到地上来。撒但非常愤

怒，使地上充满苦难。」 

 

 请留意，耶和华见证人有很多错误，这里又有一个：耶稣不必等到 1914年，上帝才

让他作王。 

 

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道时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约翰福音 3：5），可见已重生的基督徒已进入神的国了。所以保罗说 ∶「他救

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歌罗西书 1∶13）这经

文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作王了！ 

 

但是，有一天他不仅在信徒心里作王，也在整个世界作王。圣经告诉我们：「世

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 11：15） 

 

为什么《来自上帝的好消息》说：「……后来，耶和华上帝就让他作王了」呢？

原来这是为了圆他们从前一个错误的预言！  

 

从前的耶和华见证人很喜欢预言基督再来。守望台曾经预言基督于 1914年再来，当

然失败了；于是他们预言基督于 1925年再来，又失败了。之后，他们就常常讲哈米

吉多顿战争马上要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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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预言失败了，他们现在仍然厚著面皮说：「有些认真研究圣经的人渐渐看出，上

帝的王国会在 1914年来临。……从 1914年起陆续发生的世界大事，证实他们的理解

是准确的。……表明基督在 1914年作王，上帝的王国在天上开始统治了。」2
 

 

请不要以为预言成功或失败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耶稣曾经说：「但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马太福音 24：36）守望台是自作聪明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预言若不成功，那人是假先知（申命记 18∶22）。所以我们也必须小心他们的教导。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见很多错误。 

 

「有一些叫做“圣民”的人会跟耶稣一起在天上作王。……圣民的人数有多少？14万 4000人。」 

 

 耶和华见证人在这里暴露了自己一个大而明显的严重错误。 

 

他们说只有 14万 4000人和耶稣一起在天上作王。「14万 4000」这群人在启示录里

出现了两次：7章和 14章。大概是第七章的上下文更能显出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

现在比较多提 14章。 

 

请看圣经：「……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

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然后，圣经逐个提名以色列各支派：

「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流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迦得支派中有一万二

千；……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启示录 7：1-8） 

 

第一，这 14万 4000人是以色列人！于是耶和华见证人只好灵意解释经文，他们引用

「真犹太人」（罗马书 2：28-29）以圆他们提出的观点。但若这段经文应该采用寓意

解经的话，圣经又何必逐个支派提名呢？难道还有“真犹大支派”、“真便雅悯支派”等

等吗？再者，他们怎么证明「真犹太人」就是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呢？ 

 

第二，这些人是在地上，因为天使在地上印了他们的额，所以他们不是在天上！耶和

华见证人却说 14万 4000是在天上的「圣民」！ 

 

第三，启示录 7章继续告诉我们，「……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

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启示录 7：9）。 

 

显然「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意思就是外邦人［非犹太人之意］；这些人是

「曾用羔羊［基督之意］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14节）。换言之，有数不过来的

外邦人，靠基督救恩，罪恶被洁净，所以得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神的宝座在哪儿？圣

经说：「耶和华的宝贵座在天上」（诗篇 11：4）；这些外邦人身边还有「天使……

众长老并四活物」（启示录 7：11），都是天上的景像（参：启示录 4-5章）。这几

节经文表明这些得救的外邦人在天上！ 

 

让我们再看启示录 14章，这 144万 4000人又出现了，他们现在也「在宝座前，并在

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启示录 14：3），和启示记 7章后半的那一大群外邦人，在同

样的地方！ 

 

总而言之，启示录 7章前半讲的是得救的犹太人（在地上），后半讲的是得救的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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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天上）；然后，到 14章，他们都在天上。感谢神！ 

 

无论如何，耶和华见证人说「只有 14万 4000人和耶稣一起在天上作王」，是完全不

能成立的！ 

 

让我们回头来思想：谁会跟耶稣一起作王？答案非常清楚：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在

「6.死去的人有什么希望？」中提到的生命册上有名字，不必受第二次死的人，他们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 20：4,6）。信耶稣，你就有份了！ 

 

「上帝的王国正使好消息传遍世界各地，结果许多不同国家民族的人能够团结起来。这些人接受

耶稣的统治，成为他的臣民。」 

 

 以上讨论已经解释了耶和华见证人对「上帝的王国」的认识错误，他们其余的话也没

有什么意义了！ 

 

 

延伸阅读 

MMOutreach，「耶和华见证人的十四万四千是什么？」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144000.htm） 

MMOutreach，「耶和华见证人守望台屡次失败的预言」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prophecies.htm）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144000.htm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propheci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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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上帝让世上有罪恶和苦难？ 

——禁止参政和从军 

——禁止输血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8课「为什么上帝让世上有罪恶和苦难？」教导说： 

 

「上帝有耐心，这让我们有机会表明自己是喜欢上帝的统治，还是喜欢人的统治。」 

 

 有谁不喜欢「上帝的统治」多于「人的统治」？这一句话，说了等于没有说！ 

 

但请留意，耶和华见证人所讲的「喜欢上帝统治」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那样，是完全另

一回事！请继续看： 

 

「选择像耶稣那样不参与政治和战争，就表明我们接受的，是上帝的统治而不是撒但的统治。」 

 

 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见证人的另一个问题——他们反对参与政治和从军，因为据

说，耶稣是这样的！然而，圣经虽然没有说，人人都应该参与政治和战争，但是圣经

绝不反对。 

 

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指政府］，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

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当得粮

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罗马书 13：1-

7） 

 

可见，圣经认为政府是有需要的。当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政府，所

以有时候政府不仅让「作恶的惧怕」，甚至也让「行善的惧怕」。圣经说政府「不是

空空的佩剑」，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武力去保护人民；同样的，有一些政府却用武

力去压制人民。这些都是罪恶的实例，一如社会上的各种罪恶一样。 

 

曾经有人问耶稣：可否纳丁税给该撒（Caesar，凯撒，当时的政府），耶稣趁机会给

他们教导，但最后依照法律纳税。（马太福音 17：24-27）虽然耶稣和使徒们没有从

军参战，但是，我们知道曾经有百夫长（罗马官阶之一）信耶稣（参：路加福音

23：47，使徒行传 10：1）耶稣却没有叫他们离开自己的职业。再次证明圣经并不反

对任何人参政，更不反对政府。 

 

请思想，若人人都不参政、不从军，这个世界就没有政府、军队、警察，那将会是怎

么样的？你愿意住在一个无政府的地方吗？ 

 

****** 

 

顺便在这里提一个常被人相提并论的耶和华见证人谬论——禁止输血和接受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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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在考虑跟随耶和华见证人，我劝你先考虑这一点！假若你或你的家人，遇上

车祸，需要输血，作为耶和华见证人，你宁可死亡，也必须拒绝。事实上，网上常有

这样的消息。例如：「耶和华见证人信徒拒输血，车祸不治长庚判赔」1，请搜寻一

下便知。 

 

他们根据旧约圣经不可吃血的吩咐，例：「宰牲吃肉……都可以吃……只是不可吃

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申命记 12：16）但这吩咐是论到屠宰动物为

食物时的条例，所以今天犹太人的 Kosher Food要求屠宰时「放血」。2但是犹太人却

没有「不输血」的规则！3可见耶和华见证人完全误解圣经的意思。 

 

新约圣经也有类似教导：「禁戒……血」（使徒行传 15：20），是为了叫外邦信徒

和犹太信徒能和平相处，所以如此吩咐。 

 

重要的是，「吃血」和「输血」是两回事！前者是食物，而且是众多可选择的食物中

的一样；后者是医治，是救命，几乎是无其他办法下的唯一选择。 

 

当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受到犹太人的攻击，耶稣问：「救命害命、那样是可以的

呢？」（马可福音 3：4）然后医治有需要的病人。这表明耶稣认为人的生命，比死

守律法重要，然而，耶和华见证人却为什么宁愿让她的信徒死去，也不救命呢？这明

显与耶稣的教导背道而驰。 

 

 

除了这两个不讲理的教规之外，他们也不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个他们认为是来自

异教的节日。他们也不庆祝社会上的其他节日，如新年；4他们也禁止庆祝生日；5还

有，他们劝阻青年人上大学。6这些教规，都是莫须有的限制。 

 

 

希望大家看清楚跟随耶和华见证人的危险，早日离开。 

 

 

延伸阅读 
MMOutreach，「耶和华见证人禁止输血的问题」 

DougShields，“JehovahWitnessesandMilitaryServicesPartI&Part2” 

“141JehovahWitnessesRules”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blood.htm
http://thewatchtowerfiles.com/militaryservice/militaryservice/
http://thewatchtowerfiles.com/militaryservice2/
http://thejehovahswitnesses.org/things-jehovahs-witnesses-cant-do.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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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的家庭怎样才能快乐？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 第 9课「你的家庭怎样才能快乐？」讨论到： 

 

1． 为甚么婚姻要合法，家庭才会快乐？ 

2．丈夫和妻子应该怎样彼此对待？ 

3．婚姻生活不快乐就该放弃吗？ 

4．做儿女的，上帝希望你怎样做？ 

5．做父母的，你怎样做才能使孩子快乐？ 

 

 这一章所讲的，关于婚姻家庭的教导，基督徒完全没有异议。耶和华见证人的错谬不

在这一方面。他们的错误在于对耶稣和救恩的认识，以至他们为了迁就自己的错误教

义，非常狡猾地篡改圣经。 

 

另一方面，我们不必跟随某个宗教组织，也能得到类似的道德教导。例如儒家的「十

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

是一个好例子。 

 

良好的教导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来，但是行善的力量呢？ 

 

使徒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 7：18） 

 

然后保罗为我们揭开答案，他说：「感谢神，靠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罗马书 7：25） 

 

相信真神耶稣，得到救恩，让他改变你的生命，是真正解决之道。 

 

 

延伸阅读 
麦伟恩（Wayne他 Mack），「更深的合一：婚姻关系」 

 

 

 

http://cclw.net/soul/genshendehe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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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怎样认出正确的宗教？ 

——耶和华见证人和儿童性丑闻 

——真基督徒五个特点的反省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10课「怎样认出正确的宗教？」提出一个问题： 

 

「正确的宗教只有一个吗？……耶稣只教门徒认识一个宗教，就是正确的宗教。」 

 

 如果耶和华见证人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预期她的回答是——只有耶和华见

证人是正确的宗教。对吗？若是对的，那这整篇文章的推理岂不都是错的！然而我们

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耶稣警告，假基督徒会试图破坏基督教。这些人说自己是真基督徒，看起来也好像真是这样，

但你却可以从他们的品格和行为看出，这些人并不是真基督徒。」 

 

 那么，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只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品格和行为是好的？他们当然是这

样告诉你。但是，事实呢？ 

 

耶和华见证人在社会上，最触目的问题是——儿童性丑闻！例如有一则新闻：「邪教

耶和华见证人因儿童性丑闻被判刑」1。事实上，还有很多，请在网路上搜寻，便可

以知道。 

 

维基百科也揭露这问题。他们说：耶和华见证人终于承认，他们当中的儿童性虐待问

题的比率，和社会上的一样。他们已经发表了应对的决策。仅是美国加州某一个案，

守望台赔偿了好几百万美元。媒体常有报导，说他们镇压受害人，叫他们闭口，但守

望台否认。2
 

 

我们不是说，正统基督徒都很圣洁，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忘记：人人都是罪人，都需要

真神耶稣的拯救！ 

 

「真 基督徒的五个特点∶  

 重视 上帝的话语圣经  

 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 

 讲上帝的王国 

 不 属于这个世界  

 彼此相爱」 

 

 让我们来研讨下他们所提出的，辨别正确宗教的五个特点。 

 

（1）重视上帝的话语-圣经  

 

这是否有点滑稽呢？如果一个宗教组织自称基督徒，又热心教导人研读圣经，但是他

们却在圣经里狡猾地动手脚篡改经文，以迁就自己的教义。你是否觉得这不可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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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胜于雄辩，请参见「4.谁是耶稣基督」中的例子。 

 

（2）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  

 

哪个宗教「努力向人传讲上帝的名」？实际上，只有耶和华见证人坚持「耶和华」是

神的名字！但是「耶和华」并不是上帝的名字！其原因已经在「2. 谁是上帝？」里解

释过。 

 

（3）传讲上帝的王国  

 

传讲上帝的王国之先，是不是应该先对「上帝的王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耶和华

见证人对上帝的王国的观念根本是错的，例如他们的 14万 4000的观念就错得非常明

显。请参见「7. 上帝的王国指什么？」中的讨论与解释。 

 

（4）不属于这个世界  

 

什么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禁止参政和从军？人人都爱和平，但这不是通往和平之

途。还有，不要忘记他们禁止输血的规则，叫很多人因此死去！这部分观点已经在

「8. 为什么上帝让世上有罪恶和苦难？」中进行了解释。 

 

（5）彼此相爱 

 

的确，如果你拜访他们的聚会，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相爱，至少表面上如此。请不要

忘记，“爱心炸弹”是邪教拉人手段。请读「14. 为什么上帝要人组织起来崇拜

他？」，在那个章节中有更多的讨论。 

 

「你能认出正确的宗教吗？……你会怎样回答呢？」 

 

 我在文首已经预测到，他们对辨认「正确宗教」的条件，是为自己量身订造的。果然

不错！但细想之下，却暴露了他们的真正面目。希望读者能认清楚，耶和华见证人不

是正确的宗教。 

 

 

延伸阅读 

MMOutreach，「当心守望台」 

「耶和华见证人是否得著真理？」 

「耶和华见证人—笑脸背后」 

Trey Bundy ，“A reader’s guide to the Jehovah’s Witnesses child sex abuse scandal”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beware_JW.htm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cults/JW/JW_truth.htm
http://avoidjw.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T01-Beware-of-JWs-Trad-Chi.pdf
https://www.revealnews.org/blog/a-readers-guide-to-the-jehovahs-witnesses-child-sex-abuse-scan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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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按照圣经的话去做有什么好处？ 

——圣经讲些什么？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11课「按照圣经的话去做有什么好处？」问﹕ 

 

「1．为什么我们需要指导？ 

2．圣经的话可以怎样指导我们？」 

 

 这还用问吗？圣经上说的很明确﹕「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

119﹕105） 

 

「3．圣经说我们要做哪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认识上帝；第二，爱别人。） 

4．按圣经的话去做有什么好处？」 

 

 没有人会反对按照圣经的话去做是有益处的。基督徒当然都同意，即便非基督徒也通

常同意，圣经里的道德水准很高，所以能按照去行事，大有好处。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 

 

（1）世界上还有很多高尚的道德教导。例如咱们孔夫子的教导，是很多中外学者们

都赞同的。不仅如此，《摩门经》也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若再数，必然还有很多这类

的经典道德教导作品。 

 

（2）但是，圣经不仅仅是道德教导。圣经﹕ 

 

（a）叫人知道怎样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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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

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 20﹕31） 

 

（b）教人怎样思想和行事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

的。」（提摩太后书 3﹕16） 

 

 

让我们顺便看看耶稣在圣经中有什么教导﹕ 

 

（1）很多高超的道德教训，祂不单说﹕「要爱别人」，还教导﹕「要爱你们的仇

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 5﹕44） 

 

 

（2）很多非常智慧的话，例﹕「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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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

6﹕31-34） 

 

（3）但是，祂还说﹕「人子〔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

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 20﹕28） 

 

呀！原来耶稣到世界上来做人的目的，就是要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 

 

 

所以，圣经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 3﹕16） 

  

 

 

延伸阅读 
唐崇荣，「圣经的本质与内容」 

葛培理，「圣经是「最重要的」书，基督徒要努力读经」 

 

 

 

http://www.pcchong.net/mydictionary1/Special/Bible.htm
http://m.chinese.christianpost.com/article/%E8%91%9B%E5%9F%B9%E7%90%86-%E8%81%96%E7%B6%93%E6%98%AF-%E6%9C%80%E9%87%8D%E8%A6%81%E7%9A%84-%E6%9B%B8-%E5%9F%BA%E7%9D%A3%E5%BE%92%E8%A6%81%E5%8A%AA%E5%8A%9B%E8%AE%80%E7%B6%93-2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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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怎样才能跟上帝做朋友？ 

——怎样才能做上帝的儿女？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12课「怎样才能跟上帝做朋友？」问： 

 

「我们应该怎样祷告？」 

 

 曾经有人问耶稣怎样祷告时， 回答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

父……」（马太福音 6：9）暗示：人必须是神的儿女，才有资格向 祷告。如果你

仅仅是一个朋友，你有资格吗？ 

 

但不是说，上帝绝对不听非基督徒的祈祷。上帝也会有可能因为怜悯，垂听非基督徒

在其他方面的祷告。但是，朋友和儿女是截然不同的关系，有很大的差距。 

 

「想跟上帝做朋友，就要怎样做？……跟上帝做朋友有多重要？……」 

 

 真基督徒不仅仅是上帝的朋友；他们是上帝的儿女！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

们，是因未曾认识他。」（约翰壹书 3：1）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儿女，你就是「未曾

认识上帝」的人！ 

 

怎样做上帝的儿女呢？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约翰福音 1：12）「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加拉

太书 3：26）所以，相信并接受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在这里清楚看见，耶和华见证人得不到这样的福气！ 

 

「为甚么要跟真基督徒一起崇拜上帝？」 

 

 基督徒应该常常和其他基督徒一起，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要彼此相顾，激发爱

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希伯来书 10：24-

25） 

 

至于那传讲异道的人，圣经说：「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罗马书 16：17） 

 

朋友，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义和教导谬误甚多，他们不仅是「离间」，简直是「陷害

人」（彼得后书 2：1），请大家远而避之。 

 

 

延伸阅读 
「我如何成为神的儿女？」 

郭明昌，「神的儿女」上、下。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child-of-God.html
http://www.chhoc.org.tw/f2/index.php?load=read&id=115
http://www.chhoc.org.tw/f2/index.php?load=read&id=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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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宗教最后会怎样？ 

——耶和华见证人岂非错误宗教？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13课「宗教最后会怎样？」问： 

 

「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吗？……错误的宗教却令上帝讨厌，因为他们没有按圣经正确地教导人，没

有帮助人真正认识上帝，……」 

 

 这小册子问：「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吗？」你已经可以明白，它对「好宗教」的定义，

必定是为自己而量身订造的！正如在「10. 怎样认出正确的宗教？」所论述的一样！ 

 

耶和华见证人有没有「按圣经正确地教导人」？明显没有。因为在这本小册子里，我

们已经陈述了她很多的错误。 

 

「上帝请虔诚的人离开错误的宗教。」 

 

 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在这里诚恳地请你离开耶和华见证人。 

 

 

延伸阅读 
「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耶和华见证人』」 

张逸萍，「反对地狱永刑的『耶和华见证人』」 

 
 

http://lrip.org/cftfc/?page_id=584
http://www.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cults/J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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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为什么上帝要人组织起来崇拜他？ 

——守望台是一个控制人的组织 

——耶和华见证人的「爱心炸弹」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14课「为什么上帝要人组织起来崇拜他？」说： 

 

「上帝选了古代以色列人做他的见证人。通过这群人，其他国家民族的人……可以认识上帝……」 

 

 在「3.好消息真的来自上帝吗？」已经解释过：以色列人的历史（尤其他们亡国和复

国）见证了圣经之神是真神。 

 

「以色列人后来失去了上帝的友谊，上帝就将真基督徒组织起来，成为会众，去代替以色列

人。……真基督徒就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了。」 

 

 谁说「以色列人失去上帝的友谊」？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以永远的爱，爱

你……」（耶利米书 31：3）难道上帝会背约？ 

 

不能因为有人采用了「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就自称「代替以色列人」，这样的

宣称，毫无根据。 

 

「耶稣将这些门徒组织起来，……真基督徒正努力向人传道。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数目有

几百万人，上帝将他们组织起来，同心崇拜他。」 

 

 基督徒同意，耶稣吩咐我们传福音，将救恩告诉人。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如此热心，其

中原因之一是因为她的信徒都要传教，是必须的，并要上缴传道报告。 

 

维基百科透露说：耶和华见证人传道员有不同的时间定规，如果「一个月内没有报告

则被标记为“不活动”……6个月没有报告，则被标记为“非活动”……习惯上不规律或

者不活动的人员一般在一些特殊情况的服务中受到限制。」1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自己有组织！不如乾脆说：他们有一个高压控制人的严密组织。 

 

基督徒也传福音，但却是完全出于自愿，没有人强迫，不需要填写时间报告。 

 

「耶和华见证人当中一些经验丰富的长老也组成一个管理中心，叫中央长老团。……中央长老团

直接管理世界各地的分部，……耶和华见证人不仅是个组织，也是个大家庭。」 

 

 耶和华见证人的总部在美国的纽约市，叫做「守望台」（Watchtower Society）。他们

的管理团，叫做「中央长老团」。在他们的刊物中，常自称「忠信睿智的奴隶」。但

他们绝非奴仆，反而人人都要服从他们。请看他们自己怎么讲： 

 

「耶稣把部分职权交给“忠信睿智的奴隶”［中央长老团］……在基督徒会众里负责督

导的工作。……」2「……受膏基督徒和大群人［耶和华见证人信徒］中保持警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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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乐于服从这个奴隶。」3
 

 

顺便一提，耶和华见证人常自夸他们的网站有七百多种语言。为什么呢？原因是他们

每个聚会点（王国聚会所）不能有自己的网站！而基督教的教会却各有自己的网站。

这事就证明了，守望台全权控制一切。 

 

耶和华见证人里面，是不是「相亲相爱的……快乐的家庭」？我相信这是真的，但是

这也是他们防止信徒离开的办法。当你认清她的信仰错误，要离开的话，所有的“爱

心”都会消失，换来的只有白眼。 

 

美国反邪教组织创始人说∶「“爱心炸弹”是邪教拉人的一种手段，指的是对人无孔不

入的关怀。」4但事情没有这样简单。文章继续说：「在邪教中，爱止步于个体归正

之时，基督教则并非如此。“爱心炸弹”也被用来留住邪教成员，防止其脱离组织。邪

教成员有这样强烈的想法∶害怕失去被集体关怀的感觉，这拖滞了怀疑者脱离邪教的

步伐。」5
 

 

那些离开他们组织的人，会被大家「规避和断绝交谊」，甚至家人亦这样对待他。6

他们的「爱」不过是手段，不是真心的！ 

 

有一个已经脱离的人说：「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徒们善于交友，他们非常友好、善解人

意。……对教徒严加控制同时恐吓他们来阻止他们脱教，……其中一种恐惧就是因为

回避而失去家人和朋友。……我失去了大约 75%的朋友。」7你可以在网路上找到类

似的见证。 

 

我们在这里诚恳地邀请你参加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基督徒都会真心欢迎你。事实

上，很多人都能见证基督徒之间的相爱、关怀、扶持、鼓励。 

 

 

延伸阅读 
DavidHenke，「美国反邪教组织创始人∶ 解密邪教拉人手段」 

「走出来—为什么这么难？」 

“FearandMindControl” 

 

 

 

http://www.kaiwind.com/hwzs/xzyl/201303/t176402.htm
http://chinese-school.netfirms.com/articles/jw-24.html
http://www.jwfacts.com/watchtower/fear-cult-mind-contro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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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你为什么应该继续学习圣经？ 

——介绍正确的基督教信仰 
 

 

《来自上帝的好消息》第 15课「你为什么应该继续学习圣经？」 

 

劝读者：学习圣经、认识上帝、帮助别人、继续进步。 

 

 基督徒十分希望你阅读圣经，认识上帝，得到耶稣要给你的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

而且灵命天天进步。 

 

 

首先，我邀请你阅读一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叫做《福音桥》，简单地介绍正确基督

教信仰。 

 

你也可以在 youtube上听同样的内容：国语  ； 粤语 。 

 

 

然后，我们必须读一本公认权威的圣经翻译本。让我介绍一些值得阅读的版本： 

 

（1）和合本，这是最通用的中文圣经翻译本，声誉很好。 

（2）吕振中译本，这翻译本被誉为最准确的中文圣经翻译。 

（3）其他中文翻译本。 

 

 

最后，我还希望为你介绍两份中文基督教杂志： 

 

《中信月刊》和 

《生命与信仰》 

 

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见证从上帝来的好消息怎样改变他们的生命，也有一些讨论圣

经真理的好文章。你也可以透过他们找到适合的教会。正统的基督教教会都会真心的

欢迎你。 

 

 

 

愿上帝祝福你！ 

 

  

http://www.tccbc.org/cn/index.php/church-leaders/trustees/2-about-tccbc/13-gospel-brid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cOCh2C6n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7RJhxVvVWI
http://www.o-bible.com/b5/hb5.html
http://www.cclw.net/Bible/LzzBible/
http://www.translatebible.com/200132599132854321473000120358.html
http://ccmusa.org/read/read.aspx?id=ctd
https://www.cclifefl.org/View/Publication/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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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谁是上帝？ 
1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耶和华#.E4.BE.86.E6.BA.90   ）。 

 

3．好消息真的来自上帝吗？ 
1「为甚么我们称为耶和华见证人？」（ https://www.jw.org/cmn-hant/出版物/书籍/耶和华的旨意/为

甚么称为耶和华见证人/#?insight[search_id]=ad18a ） 

 

4．谁是耶稣基督？ 
1
 《辩明圣经的真理》附录「谁是天使长米迦勒？」（https://www.jw.org/cmn-hant/出版物/书籍/圣

经真理/谁是天使长米迦勒/ ）。 

 

7．上帝的王国指什么？ 
1安克伯、韦尔登著，逸萍译，《耶和华见证人的真相》（香港：天道书楼，1998年），页 79-90。 
2「何谓上帝的王国？」，《辨明圣经的真理》（https://www.jw.org/cmn-

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8%81%96%E7%B6%9

3%E7%9C%9F%E7%90%86/%E4%BD%95%E8%AC%82%E4%B8%8A%E5%B8%9D%E7%9A%84%

E7%8E%8B%E5%9C%8B/）。 

 

8．为什么上帝让世上有罪恶和苦难？ 
1「耶和华见证人信徒拒输血车祸不治长庚判赔」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911/399900.htm）。 
2见：「符合教规的食物(犹太教)」，《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6%E5%90%88%E6%95%99%E8%A6%8F%E7%9A%84%

E9%A3%9F%E7%89%A9_(%E7%8C%B6%E5%A4%AA%E6%95%99)）。 
3
RochelChein,“IsbloodtransfusionpermissibleinJewishbelief?,”(http://www.chabad.org/library/article_cdo/a

id/625443/jewish/Is-blood-transfusion-permissible-in-Jewish-belief.htm). 
4「基督徒应该庆祝节日吗？」，《辨明圣经的真理》附录，（https://www.jw.org/cmn-

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8%81%96%E7%B6%9

3%E7%9C%9F%E7%90%86/%E5%9F%BA%E7%9D%A3%E5%BE%92%E6%87%89%E8%A9%B2%

E6%85%B6%E7%A5%9D%E7%AF%80%E6%97%A5%E5%97%8E/）。 
5「耶和华见证人为甚么不过生日？」（https://www.jw.org/cmn-

hant/%E8%80%B6%E5%92%8C%E8%8F%AF%E8%A6%8B%E8%AD%89%E4%BA%BA/%E5%B8%

B8%E8%A6%8B%E7%9A%84%E5%95%8F%E9%A1%8C/birthdays/#?insight[search_id]=eab654c4-

805d-4f75-9784-3d209907d98e&insight[search_result_index]=0）。 
6「你希望儿女有怎样的前途？」，《守望台》，2005年，（http://wol.jw.org/cmn-

Hant/wol/d/r24/lp-ch/2005726?q=%E5%A4%A7%E5%AD%B8&p=par）。 

 

10．怎样认出正确的宗教？ 
1
 「邪教耶和华见证人因儿童性丑闻被判刑」（凯风网，

http://www.kaiwind.com/anticult/kfxx/201307/30/t20130730_1006772.shtml ）。 

https://www.jw.org/cmn-hant/出版物/书籍/圣经真理/谁是天使长米迦勒/
https://www.jw.org/cmn-hant/出版物/书籍/圣经真理/谁是天使长米迦勒/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8%81%96%E7%B6%93%E7%9C%9F%E7%90%86/%E4%BD%95%E8%AC%82%E4%B8%8A%E5%B8%9D%E7%9A%84%E7%8E%8B%E5%9C%8B/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8%81%96%E7%B6%93%E7%9C%9F%E7%90%86/%E4%BD%95%E8%AC%82%E4%B8%8A%E5%B8%9D%E7%9A%84%E7%8E%8B%E5%9C%8B/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8%81%96%E7%B6%93%E7%9C%9F%E7%90%86/%E4%BD%95%E8%AC%82%E4%B8%8A%E5%B8%9D%E7%9A%84%E7%8E%8B%E5%9C%8B/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8%81%96%E7%B6%93%E7%9C%9F%E7%90%86/%E4%BD%95%E8%AC%82%E4%B8%8A%E5%B8%9D%E7%9A%84%E7%8E%8B%E5%9C%8B/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911/399900.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6%E5%90%88%E6%95%99%E8%A6%8F%E7%9A%84%E9%A3%9F%E7%89%A9_(%E7%8C%B6%E5%A4%AA%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6%E5%90%88%E6%95%99%E8%A6%8F%E7%9A%84%E9%A3%9F%E7%89%A9_(%E7%8C%B6%E5%A4%AA%E6%95%99)
http://www.chabad.org/library/article_cdo/aid/625443/jewish/Is-blood-transfusion-permissible-in-Jewish-belief.htm
http://www.chabad.org/library/article_cdo/aid/625443/jewish/Is-blood-transfusion-permissible-in-Jewish-belief.htm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8%81%96%E7%B6%93%E7%9C%9F%E7%90%86/%E5%9F%BA%E7%9D%A3%E5%BE%92%E6%87%89%E8%A9%B2%E6%85%B6%E7%A5%9D%E7%AF%80%E6%97%A5%E5%97%8E/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8%81%96%E7%B6%93%E7%9C%9F%E7%90%86/%E5%9F%BA%E7%9D%A3%E5%BE%92%E6%87%89%E8%A9%B2%E6%85%B6%E7%A5%9D%E7%AF%80%E6%97%A5%E5%97%8E/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8%81%96%E7%B6%93%E7%9C%9F%E7%90%86/%E5%9F%BA%E7%9D%A3%E5%BE%92%E6%87%89%E8%A9%B2%E6%85%B6%E7%A5%9D%E7%AF%80%E6%97%A5%E5%97%8E/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8%81%96%E7%B6%93%E7%9C%9F%E7%90%86/%E5%9F%BA%E7%9D%A3%E5%BE%92%E6%87%89%E8%A9%B2%E6%85%B6%E7%A5%9D%E7%AF%80%E6%97%A5%E5%97%8E/
https://www.jw.org/cmn-hant/%E8%80%B6%E5%92%8C%E8%8F%AF%E8%A6%8B%E8%AD%89%E4%BA%BA/%E5%B8%B8%E8%A6%8B%E7%9A%84%E5%95%8F%E9%A1%8C/birthdays/#?insight[search_id]=eab654c4-805d-4f75-9784-3d209907d98e&insight[search_result_index]=0
https://www.jw.org/cmn-hant/%E8%80%B6%E5%92%8C%E8%8F%AF%E8%A6%8B%E8%AD%89%E4%BA%BA/%E5%B8%B8%E8%A6%8B%E7%9A%84%E5%95%8F%E9%A1%8C/birthdays/#?insight[search_id]=eab654c4-805d-4f75-9784-3d209907d98e&insight[search_result_index]=0
https://www.jw.org/cmn-hant/%E8%80%B6%E5%92%8C%E8%8F%AF%E8%A6%8B%E8%AD%89%E4%BA%BA/%E5%B8%B8%E8%A6%8B%E7%9A%84%E5%95%8F%E9%A1%8C/birthdays/#?insight[search_id]=eab654c4-805d-4f75-9784-3d209907d98e&insight[search_result_index]=0
https://www.jw.org/cmn-hant/%E8%80%B6%E5%92%8C%E8%8F%AF%E8%A6%8B%E8%AD%89%E4%BA%BA/%E5%B8%B8%E8%A6%8B%E7%9A%84%E5%95%8F%E9%A1%8C/birthdays/#?insight[search_id]=eab654c4-805d-4f75-9784-3d209907d98e&insight[search_result_index]=0
http://wol.jw.org/cmn-Hant/wol/d/r24/lp-ch/2005726?q=%E5%A4%A7%E5%AD%B8&p=par
http://wol.jw.org/cmn-Hant/wol/d/r24/lp-ch/2005726?q=%E5%A4%A7%E5%AD%B8&p=par
http://www.kaiwind.com/anticult/kfxx/201307/30/t20130730_10067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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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ehovah's Witnesses' handling of child sex abuse,”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hovah%27s_Witnesses%27_handling_of_child_sex_abuse ). 

 

14．为什么上帝要人组织起来崇拜他？ 
1「耶和华见证人信徒和忠信睿智的奴隶」，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5%92%8C%E5%8D%8E%E8%A7%81%E8%AF%81%E4%BA

%BA%E4%BF%A1%E5%BE%92%E5%92%8C%E5%BF%A0%E4%BF%A1%E7%9D%BF%E6%99%BA%E7%9A%8
4%E5%A5%B4%E9%9A%B6）。 
2「你能看出上帝指引他子民的证据吗？」，《守望台》，2011，4/15第 3-5页）。 
3「你们“不知道那个日子，也不知道那个时刻”」，《守望台》，2012，9/15）。 
4
DavidHenke卢嘉，「美国反邪教组织创始人∶解密邪教拉人手段」，凯风网

（http://www.kaiwind.com/hwzs/xzyl/201303/t176402.htm）。 
5同上。 
6「怎样对待被开除的人」，《常在上帝的爱里》附录，（https://www.jw.org/cmn-

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4%B8%8A%E5%B8%

9D%E7%9A%84%E6%84%9B/%E8%A2%AB%E9%96%8B%E9%99%A4%E7%9A%84%E4%BA%BA

/）。 
7考特尼·托马斯，「耶和华见证人前教徒专访∶我放弃了邪教」（https://read01.com/mAe6eK.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hovah%27s_Witnesses%27_handling_of_child_sex_abus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5%92%8C%E5%8D%8E%E8%A7%81%E8%AF%81%E4%BA%BA%E4%BF%A1%E5%BE%92%E5%92%8C%E5%BF%A0%E4%BF%A1%E7%9D%BF%E6%99%BA%E7%9A%84%E5%A5%B4%E9%9A%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5%92%8C%E5%8D%8E%E8%A7%81%E8%AF%81%E4%BA%BA%E4%BF%A1%E5%BE%92%E5%92%8C%E5%BF%A0%E4%BF%A1%E7%9D%BF%E6%99%BA%E7%9A%84%E5%A5%B4%E9%9A%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5%92%8C%E5%8D%8E%E8%A7%81%E8%AF%81%E4%BA%BA%E4%BF%A1%E5%BE%92%E5%92%8C%E5%BF%A0%E4%BF%A1%E7%9D%BF%E6%99%BA%E7%9A%84%E5%A5%B4%E9%9A%B6
http://www.kaiwind.com/hwzs/xzyl/201303/t176402.htm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4%B8%8A%E5%B8%9D%E7%9A%84%E6%84%9B/%E8%A2%AB%E9%96%8B%E9%99%A4%E7%9A%84%E4%BA%BA/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4%B8%8A%E5%B8%9D%E7%9A%84%E6%84%9B/%E8%A2%AB%E9%96%8B%E9%99%A4%E7%9A%84%E4%BA%BA/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4%B8%8A%E5%B8%9D%E7%9A%84%E6%84%9B/%E8%A2%AB%E9%96%8B%E9%99%A4%E7%9A%84%E4%BA%BA/
https://www.jw.org/cmn-hant/%E5%87%BA%E7%89%88%E7%89%A9/%E6%9B%B8%E7%B1%8D/%E4%B8%8A%E5%B8%9D%E7%9A%84%E6%84%9B/%E8%A2%AB%E9%96%8B%E9%99%A4%E7%9A%84%E4%BA%BA/
https://read01.com/mAe6eK.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