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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端在歷史中層出不窮，市面上的異端這麼多，

即使我教書二十多年，也無法記住每一個異端的細節。即使我教書二十多年，也無法記住每一個異端的細節。

所以我這一次錄音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對付異端，

而是為了教育弟兄姊妹在核心的信仰上，

認識我們所信的，就是在核心信仰上扎好根

如果我們能夠領異端信主，那就是更好的結果

領人歸主是教會主要的工作 我們應該努力去做； 蔡麗貞博士領人歸主是教會主要的工作，我們應該努力去做；

定人異端是負面的工作，是比較消極地糾正錯誤。

就像很多牧者教導信徒的：如果你要分辨偽鈔、你就要認識正鈔，

蔡麗貞博士

就像很多牧者教導信徒的：如果你要分辨偽鈔 你就要認識正鈔

所以我這次會幫助大家認識正確的信仰，

我提供三面照妖鏡、或者是三個試金石，

幫助大家在基要信仰上、打好根基，

可以改善體質、提升免疫力、這樣來多少細菌都不怕！

市面上的異端這麼多 來 個我們就要應付 個 這個窮于應付 這個太辛苦了市面上的異端這麼多，來一個我們就要應付一個，這個窮于應付、這個太辛苦了，

倒不如集中火力，好好地教導信徒：認識自己的信仰、好好地奠定信仰的根基。 2

異端定義異端定義

所謂異端，是在基要信仰上犯錯誤的基督教團體，它有兩個條件：

1.教會內部的團體，教會外部我們稱為異教。

教會內部的基督教團體，

他們跟我們一樣也是讀同一本聖經

2 犯嚴重的錯誤，是在2.犯嚴重的錯誤，是在

核心的信仰上、基要的教義上，犯錯誤的基督教團體

哪些基要信仰、核心教義上呢？就是我剛才說的三面照妖鏡，

1.三位一體 2.基督論 3.救恩論

在這三個核心教義上犯錯誤的基督教團體，我們稱它是異端。

這個不是我的定義，

這個是聖經的教導，聖經說了算，

所以我們來看聖經怎麼說所以我們來看聖經怎麼說…

3

羅一1‐5保羅寫信給羅馬的教會，開宗明義地先自我介紹。

一1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一1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

保羅一開始就介紹自己的工作、他的職分，

他的身分是使徒，主要工作是傳神的福音。

福音的內容，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核心的信仰—
一2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一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耶穌基督的人性，祂是大衛的後代。

基督的神性基督的神性—
一4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基督的神性，因為祂復活、生命在祂，基督的神性 為 復 生命在

所以祂是主、祂是萬能的主。

一5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

在講「因信稱義」的福音，也就是羅馬書、加拉太書的主題。

一2‐5是我們福音的核心信息 4



三個試金石都出現了…
3-4 基督論，耶穌的人性跟神性，5 救恩論3 4 基督論 耶穌的人性跟神性 5 救恩論

還剩下三位一體、三一真神在這四節當中都出現了：

3-4 是三位中的第二位—耶穌基督

4 聖善的靈，聖靈是三位中的第三位

2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這個神究竟是指父神 還是指神 還是聖靈呢？這個神究竟是指父神、還是指神、還是聖靈呢？

3 有解釋，論到祂兒子，2的神是指父神

所以三一真神—聖父、聖子、聖靈，所以三 真神 聖父 聖子 聖靈

都出現在福音的內容裏。

我們傳福音的時候，那個核心的重點不要失掉！我們傳福音的時候，那個核心的重點不要失掉！

我們可能要幫助人信主、會用很多的糖衣來包裝，

但是核心的內容不要失掉，

至少耶穌基督的身分、你一定要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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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異端在這三個核心信仰上他們有了錯誤，我們才叫它是異端。

如果在這三個基要信仰上，犯錯誤的基督教團體，我不稱它是異端，如果在這三個基要信仰上，犯錯誤的基督教團體，我不稱它是異端，

我稱它叫做「極端」、或者是「偏差」，

甚至我給它更溫和的字眼「非主流」，

就是他們在與得救的事情上，

沒有直接關係的次要真理上犯錯誤的，

這個是偏差 或者是極端 或者是非主流這個是偏差、或者是極端、或者是非主流，

有時候是在態度上比較偏激、比較狂熱，

我都不會認為它是異端。我都不會認為它是異端

這三個基要信仰中，哪一個教義最核心呢？

其實都很重要，任何一個犯錯誤，都會踩到地雷、都是異端，

但是如果讓各位來選，這三個核心信仰

你認為哪一個最核心、最重要呢？

答案就是「基督論 ，基督論是核心中的核心 照妖鏡中的照妖鏡答案就是「基督論」，基督論是核心中的核心、照妖鏡中的照妖鏡。

我們還是來看聖經，聖經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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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十9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這裏講到耶穌基督的身分、祂的工作…
口裏認耶穌為主，主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彌賽亞，

舊約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彌賽亞是從大衛的後裔生的，舊約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彌賽亞是從大衛的後裔生的，

所以認耶穌為主，這是講耶穌的人性

心裏信神叫祂從死裏復活，是講耶穌的神性，

生命在我、復活在我，信我的人也必復活

這一節把耶穌基督的人性跟神性，講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相信耶穌的人性跟神性、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就必得救！如果相信耶穌的人性跟神性、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就必得救！

約翰福音跟約翰壹書、貳書、參書，所針對的異端都是「諾斯底主義」，

諾斯底主義認為耶穌不過是一堆次等神中的一位諾斯底主義認為耶穌不過是 堆次等神中的 位

但是約翰福音指出來，耶穌是至高的神、祂就是那一位獨一的真神

約壹二22-23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不認父與子的，約壹二22 23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不認父與子的

這就是敵基督的。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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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教跟伊斯蘭教，他們都接受三位中的第一位，他們都接受聖父是神。

但是基督教最核心、我們最具特色的，是三位中的第二位，但是基督教最核心 我們最具特色的，是三位中的第二位，

有子就有父，你承認子、你就有了父。

約壹四2~3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的；

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

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這兩節趕鬼的時候很好用…
如果你不確定那個人是被鬼附或是精神病，你就可以用這兩節來測試他，如果你不確定那個人是被鬼附或是精神病，你就可以用這兩節來測試他，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測試某某人裏面的靈，

你接受、你相信，耶穌基督是道成了肉身嗎？

如果那個當事者承認，多半不是被鬼附

如果他否認、猶疑、閃爍、逃避，那很有問題、很可能就是被鬼附

這裏講到靈，承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道成肉身，

道是神性，成了肉身是人性，這個也是在講耶穌基督、基督論。

承認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那就是很安全的，承認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那就是很安全的，

在主流教會、正統教會的範圍，這都是非常有效的經文。
8



三個教義中，以基督論最為重要，

聖父、聖子、聖靈中，以聖子最為基要：聖父、聖子、聖靈中，以聖子最為基要：

有子就有父，有父不一定有子

三個核心信仰有骨牌效應，如果否認其中的一個教義，

其他兩個教義就會應聲而倒，它們是環環相扣

譬如：如果你否認耶穌的神性，基督論就倒了，

如果基督論倒了的話 三位 體聖父 聖子 聖靈的第 位倒了如果基督論倒了的話，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聖靈的第二位倒了，

所以三位一體也不成立、也會應聲而倒。

如果耶穌基督的神性出了問題 基督論出了問題如果耶穌基督的神性出了問題、基督論出了問題，

那麼祂所成就的救恩、祂所完成的救贖，我們不能夠完全倚靠，

所以人得救、還要靠自己的努力，還要加上自己的功德，所 還 靠 努力 還 功德

所以三個核心信仰中的救恩論，也出問題、也會應聲而倒。

所以三個教義是環環相扣，它們之間是有骨牌效應，

個 其 個也會應聲一個倒了，其他兩個也會應聲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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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核心信仰講到越靠近核心的部分，都有奧秘的現象。

什麼叫做奧秘？奧秘就是講不清，什麼叫做奧秘？奧秘就是講不清，

奧秘就是兩個衝突的現象—兩個正反對立的現象，

或者是立場它同時存在、它同時並列。

我舉例子，譬如：三位一體，

神是三、又是一，

三是複數 是單數 我們的神是複數 又是單數 三不能夠取代三是複數、一是單數，我們的神是複數、又是單數，三不能夠取代一。

如果你講三、不講一，這是多神論，非常嚴重，

在舊約時代，會被人家用石頭打死在舊約時代 會被人家用石頭打死

一也不能夠涵蓋三，講一而不講三，這個是一位一體，也不成

所以三跟一，三是複數、一是單數，這個是矛盾現象：

祂同時存在，上帝又是三、又是一，一而三、三而一，

上帝又是複數、又是單數，祂同時存在。

所以各位如果發現我開始有 點講不清楚的時候 有 點詞窮的時候所以各位如果發現我開始有一點講不清楚的時候，有一點詞窮的時候，

你大概就是心裏有數，已經進入奧秘、已經進入最核心的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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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論也有很明顯的奧秘現象：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神性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神性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

神是永恒的、無始無終，上帝永不改變。

但是人，人性是受到時空的限制：

我現在人在攝影棚、我就不可能在家裏、我就不可能在辦公室，

人有一個開始、有一個結束，人有生老病死，所以神性跟人性是絕對衝突的。

但是耶穌基督祂同時兼具兩個特質：祂同時兼備神性與人性，這個也是奧秘但是耶穌基督祂同時兼具兩個特質：祂同時兼備神性與人性，這個也是奧秘。

第三個核心信仰救恩論：強調神的恩典是免費的，是白白的恩典、不是靠人的努力。

救恩論講到最後，我們因信稱義，救恩論講到最後 我們因信稱義

連信心也是神所賞賜的禮物、上帝給的恩典。

所以因信稱義，如果你往前面輕輕一推，就是預定論：

上帝要恩待誰就恩待誰、上帝要揀選誰就揀選誰；

上帝揀選這個人，就會把信心賜給那個人，那個人就會得救。

所以當我們講預定論的時候，是操控在上帝絕對的主權，所以當我們講預定論的時候，是操控在上帝絕對的主權，

人一點角色、一點功勞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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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要不要負責任呢？

那一些不信的人 不信的外邦人，將來在審判台前，那一些不信的人、不信的外邦人，將來在審判台前，

他也許會跟上帝抗議，說：

「因為你沒有揀選我、

你沒有預定我得救、你沒有把信心給我，

所以我才不得救、所以我沒有責任。」

他撇清責任

但是聖經怎麼說呢？

他撇清責任。

約三18 信主的就稱義、信主的就得救，不信的，罪已經定了。

定罪就是你有責任，也就是說上帝主動揀選的預定

並沒有抹殺人的責任，神的主權並沒有排斥人的角色，並沒有抹殺人的責任，神的主權並沒有排斥人的角色，

所以這個也是奧秘吊詭的現象。

三個核心信仰，講到最核心的部分，都有奧秘的成分三個核心信仰 講到最核心的部分 都有奧秘的成分

12



有一年我在教教會歷史，我給學生一個功課—要他們去訪問臺灣的八個基督教團體，

就是不是靠網絡去找資料、也不是透過過去外國的資料，而是要他們去做研究，就是不是靠網絡去找資料、也不是透過過去外國的資料，而是要他們去做研究，

學期末來告訴我們：他們究竟是正統、還是偏差、極端或者是异端？

同學學期末上臺報告的時候，這八個基督教團體，

有四個團體很輕易就被定為异端，有兩個是美國團體、有兩個是出自韓國團體

另外有四個團體比較模糊，其中有兩個團體，學生上臺報告的時候說：

這兩個團體 本來是屬於我們正統教會的範疇之內這兩個團體，本來是屬於我們正統教會的範疇之內，

可是因為發展得太快速了、增長得非常明顯，

本來是像打棒球的時候界內的滾地球，可是滾…滾到界外了。

所以蔡老師，它應該算分還是不算分？

學生又用了另外一個生活的例證：我們在圍墻的內部，種了一棵樹，

所以它本來是很安全的、正統教會的範疇。

但是那個枝葉長得太茂盛了，最後長到圍墻外面。

所以我們要不要接納它是主內的正統教會、還是它應該是异端呢？所以我們要不要接納它是主內的正統教會、還是它應該是异端呢？

學生要我自己判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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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後當然是寬宏大量，沒有判這兩個團體是异端。

主要是因為這二個團體，在最核心的基督論上是沒有問題的主要是因為這二個團體，在最核心的基督論上是沒有問題的

通常基督論—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百分之九十不是异端

所以我稱這兩個基督教團體，叫做非主流。

最後是兩個基督教團體，是更溫和的，

個團體 較被爭議的是 們 是守主 是禮拜六 是守安息日一個團體比較被爭議的是他們不是守主日，而是禮拜六、是守安息日，

他們在一些生活的習慣上比較偏重舊約的規矩，

就是他們會分辨潔淨的食物、跟不潔淨的食物，就是他們會分辨潔淨的食物 跟不潔淨的食物

所以在飲食上它其實是非常健康的。

另一個團體也是華人自創的，源生在東南亞，後來傳進了臺灣，

他們比較是狂熱，他們對于主內其他的宗派、其他的教會，比較富攻擊性

這兩個基督教團體在過去教會歷史裏面曾經都出現過，

在主後第二世紀的時候，被稱為孟他努主義在教會中是被稱為异端的。在主後第二世紀的時候，被稱為孟他努主義在教會中是被稱為异端的。

但是在我的體系他們比較是狂熱、有一點偏差，但是基本上還是能夠接受的。
14

主要有兩個特色…
1 強烈的末世派：認為末日已經來了 耶穌即將再來1.強烈的末世派：認為末日已經來了，耶穌即將再來，

那時聖靈將格外的降臨在教會當中，這是初代的靈恩運動，

也是第一次的女權運動、或修道運動，也是第 次的女權運動 或修道運動

他們有幾位女先知

另外一位領袖特土良，是初代教會的教父，

是 神學家 異 是對就是正統的神學家，跟異端是對立的；

特土良就是修道運動的前身，他是倡導者

2 苦修主義：既然耶穌要再來了，就要守獨身、要吃素，2.苦修主義：既然耶穌要再來了，就要守獨身、要吃素，

信徒要辭掉工作，某年某月某日

到某一個地方等候基督耶穌再來

剛才所介紹的兩個宗教團體都有這個問題：

在歷史中都曾預告耶穌基督要再來的年月日以及地點，

所以我覺得就是初代教會的孟他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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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他努主義優點是強調聖靈的恩賜、要過聖潔的生活、強調主再來的迫切性，

因為主就要再來了，所以他們視死如歸、不怕逼迫因為主就要再來了，所以他們視死如歸 不怕逼迫

受苦的時候都忍得住，為主殉道。而且讓女性的恩賜自由發揮

當然也有缺點，在預言的時候比較強烈、亢奮，而且很多沒有兌現的預言，

甚至有人在夢中，夢見耶穌基督以女人的形象向他顯現，

預告主再來，很像東方閃電的女基督。

不過這是少數人夢中看到的意象，並不是主流的教導，不過這是少數人夢中看到的意象，並不是主流的教導，

所以我還是沒有判定孟他努主義是異端。

反過來說，异端的出現對于正統教會也有好處，反過來說 异端的出現對于正統教會也有好處

就是會加強大公教會的團結，

因為有外面的危機，所以教會內部就格外地團結。

我這一次就發現東方閃電出現的時候，

臺灣的教會、香港的教會、紐西蘭那邊也情況很像，

教會都非常地合作，大家團結一致地對外，教會都非常地合作，大家團結 致地對外，

所以這個對于一般教會的向心力、內聚力，也是很好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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