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堅固與擴張 

(賽五十四1-8) 



 以賽亞書54:1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
要歌唱；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
唱，揚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
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華說的。 

54:2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
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
固你的橛子。 

54:3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
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
住。 

54:4  不要懼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
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記幼
年的羞愧，不再記念你寡居的羞辱。 



•以賽亞書的結構 
• 先知以賽亞於猶大王烏西雅崩的那
年蒙召出來事奉耶和華，那時是主
前739年，正是外邦亞述剛滅了北
國以色列後的十七年 (722年) 

• 他的事奉生涯共58年之久；目睹猶
大國的帝王之更換，也看到神的奇
妙作為。 



全書的主題:                                
神的救恩在人的罪中顯明出來 

人的罪導致神的審判  神的審判引出神的救贖 

人的罪、神的審判及
神祝福的應許 

救贖       救主        救恩 

第一輪循環             

               第二輪循環  

40-48章  49-57章  58-59 

 

                54:1-4 

      救主彌賽亞之應許 



54:2  要擴張你帳幕之
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
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

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堅固與擴張 



甲、堅固 



甲、堅固信徒的信仰與信心 

這是教會素質的提升 

信仰要堅固 
異端邪教的泛濫，教會必須以培訓神的話
語來抵制異端 

信徒需要對聖經有系統、一貫的認識 

提倡個人讀經 

設立有計劃的門徒訓練 

強調遵守主道 



辨別異端 

顯真道 
 

基督教與異端研究 

 



•認識正統信仰的神學 

•認識異端的歷史與神學 

•認識如何護教衛道 



•知己知彼 (猶大書 3-4) 

•3親愛的弟兄阿、我想盡心寫
信給你們、論我們同得救恩的
時候、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
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
、竭力的爭辯。4 因為有些人
偷著進來、就是自古被定受刑
罰的、是不虔誠的、將我們 
神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並且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主耶

穌基督。 

為何要
研究異
端? 



以史為鑑 (弗 4: 13-14)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

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

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百戰百勝 (西1:28) 

1:2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

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

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

全全的引到 神面前． 



辨古識今 (徒 17: 22-31)  

17:22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眾位雅

典人哪、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 

17:23 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

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所

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 



將教會建立在
基督            

的磐石上 



異端的希臘文是HAIRESIS，原意是指希
臘社會中離開主流正統思想的學說或哲
學。 

聖經新約希臘文,“異端”一詞指的是與
正統信仰有別的教導(林前1:10;彼後2:1)，
或指那些假師傅的教導。 

甚至聖經形容異端為「離棄真道，引引
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 (提前4:1-2)
及「諸般怪異的教訓」(來13:9)。 



早期的基督教使用拉丁文Sequi(也就是
英文所演變出來的Sect)來形容異端，是
指在一個團體中有不同的理論、意識型
態、或分歧的意見。 

今日西方教會常用英文Cult來形容異端，
是指異於基督教正統的信仰和旁門邪道。 



 基督教神學把異端界定為在神學上有錯誤，
離棄了已經被廣泛接受的信條，因而產生教
會內部分裂的黨派。 

 以弗所書四章14節特別指出「異端」是一些
“系統化的錯謬”,新約希臘文稱之為
methodeian (系統)tes planes(全面的或整體的)，
也就是說異端在神學教義上與基督教的正統
神學思想，包括上帝論、聖經論、基督論、
罪惡論、救恩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
等正統教義相違背。 



將教會建立在
基督            

的磐石上 



•a. Cults deny the sufficiency 

of biblical salvation:  
•異端否定聖經整全的救恩觀. 彼後2章

1節說：「連買他們主也不承認」，林

後11章4節說：「另傳一個耶穌，……

另受一靈……另得一個福音」(林後

11:4)﹔約二書9節亦說「越過基督的

教訓不常守著」(約2:9);加1章7節則更

加明確地說:「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異端的外在表現 



•好辯論和爭競.多3章9節說到「要遠

避無知的辨論……並因律法而起的爭

競」使徒說的「因律法而起的爭

競」，就是將律法強加於人，作無

知的辨論，這是異端的另一標誌。

使徒說的「因律法而起的爭競」，

就是將律法強加於人，作無知的辨

論，這是異端的另一標誌。 

b. Cults are argumentative and 

competitive: 



•虛假和謊言. 彼後2章3節提到「捏造

的言語」(II Pet. 2:3)，提前1章4節也說

到「荒渺無憑的話語」(Tim.1:4)，和4

章7節「老婦荒渺的話」(Tim.4:7)。猶

16節直言:「口中說誇大的話，為得便

宜諂媚人」(Jude 16)；羅16章 18節說:

「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

(Rom. 16:18)。可見用言語欺騙誘惑也

是異端表現。 

c. Cults employ falsehood and lies: 



•放縱情欲. 彼後2章18節說異端之輩「用肉身的情

欲和邪淫的事，引誘那些剛纔脫離妄行的人」。異

端總是跟道德上的敗壞連在一起，如果一種教訓，

一個聚會，是搞男女混亂、放縱，甚至淫亂，那肯

定是出於邪靈的惡意，或出於壞人的敗壞。保羅講

到聖徒間的來往說:「總要清清潔潔的」(提前5章2

節，《聖經》也再三強調避免淫亂的事。「壞樹結

壞果子」，正因它是異端，是假師傅的教導，所以

就結出這種淫亂的惡果，「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

以認出他們來」。 

d. Cults practice promiscuity: 



•貪財. 彼後2章3節指出異端之輩常

「在你們身上取利」。當日賣主耶穌

的猶大，就是一個貪心的人。所以，

許多異端錯謬，也會利用「活神」來

為自己取得財利。他們或藉口會禱告

醫病，方言醫病，到病人家裏吃、住，

還要人家給錢, 或用別的方法撈鈔。總

之，他們真正目的是為了錢財。如果

有人借傳道或為病人禱告向大家要錢，

就明顯露出他的偽善的本質。 

e. Cults greed for money: 



•製造混亂. 提后2章16節提到「世俗的虛談」，提前4

章1節指出末後的世代「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

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有人在基督教內宣傳16世

紀法國星相家諾查丹瑪斯的大預言。其實這個人本是

占星觀兆的人。申18章9-13節已經指出，占星觀兆都

是神所憎惡的，都是跟邪靈發生關係的，可見基督徒

實在不應當提倡那些東西。另外一些將人間的哲學思

想，世間的各種宗教揉合起來，搞出宗教合一論，提

倡折衷主義而離棄聖經的真理。提前4章1,2節直言異

端就是「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邪靈在真

理上使人受騙, 偏向錯謬(約壹書4:6)。 

f. Cults create confusion: 



 異端的特徵 

 a. Self proclaimed orthodoxy: 自稱為唯一正確和
正統的信仰。被人問起他們時，有時會含糊其
詞地說他們是基督教會。 

 b. Deification of leader: 以領袖或創辦人的言論
和對他的著迷, 作為教義和生活的最高指示, 甚
至把創辦人神格化, 或他以末代救主彌賽亞的姿
態出現, 並提倡對教主的個人崇拜。 

  c. Reject orthodoxy of historical Christianity: 不接
受正統基督教的主要教義和信經。不完全接受
耶穌基督的神性或絕對權威。這是對基督教異
端的一個主要試金石, 幾乎百分之九十的異端都
是否定耶穌基督的神性。 

 



 d. Accept new revelation apart from the 
Bible: 接受《聖經》以外的“新啟示”，當
這些新啟示與《聖經》的教導相衝突時，
就以新啟示為標准, 或將這些“新啟示”設
定為權威的經典, 其地表與《聖經》同等, 
並以此經典來解釋《聖經》。 

 e. Encourage separation of cultists from 
society and family: 教導其信徒與世俗有別, 
離間社會和家庭, 甚至有時六親不認. 反社
會的行為模式, 更極端的就是以集體自殺的
手段來宣示他們的信仰.有些更以叛逆性的
政治意識或以暴力的行為來作宣傳。 



 f. Mysterious internal organization: 神秘而嚴
密的內部組織. 嚴格的紀律和排他主義, 強
制要求信徒接受其教派洗腦式的“精神治
療”.對跟隨的人作思想控制和操作, 要求他
們絕對效忠.有的異端要救信徒服從教主
“家長”式的婚姻安排, 甚至要將他們的肉
體獻給教主。 

 g. Forced service and propagation: 強制服務
或傳教活動, 並採取一些誘騙的手法拉人入
教.經常訓練年青人到一些公共場所, 以結交
朋友或幫助解決困難的方法, 來拉攏人入教。 



 h. Misquote the Bible: 聲稱其教義以《聖經》
為根據，雖然喜歡引用《聖經》，卻是斷章
取義，曲解經文，甚至竄改《聖經》。 

  i. Charismatic leader: 有一個活躍的頭人, 自稱
為神, 並宣稱有新的啟示, 並以“超然能力”或
特異功能, 使跟隨者狂熱迷醉.有時以“偽科學
的心理治療法、自我覺悟法、催眠術等來吸
引人。獨裁式的發號施令和教唆跟隨的人奉
獻錢財, 大肆斂財. 

   j. Claim to be End Time Messiah: 強調末世的
來臨, 也神秘或玄奧地解釋末世的事 情, 並宣
稱其教主為末世的救主。 



初期教會異端綜觀 

人性                               神性 

耶
穌
基
督 



以便流派            幻影派(EBIONITES)        
(DOCETISTS) 

第二世紀 

否定耶穌的神
性 

只肯定人性 

主後150年判
為異端 

耶穌的               
人性 

第一世紀後期 

肯定耶穌的神性 

但否定祂的人性 

約壹書四1-3 

耶穌的神性 



亞流派 (ARIANS) 

第四世紀 

貶低耶穌的神性 

只肯定祂的人性 

尼西亞(325)判為
異端 

亞波倫那派 

(Apollinarians) 

第四世紀 

肯定耶穌的神性 

貶低耶穌的人性 

君士坦丁(381) 



優提克斯派 

(EUTYCHIANS) 

貶低耶穌的神性 

亦貶低祂的人性 

 

第五世紀 

迦克墩 (451)判為
異端 

一個位格 

涅斯托利派 

(Nestorians) 

肯定耶穌的神性 

亦肯定祂的人性 

但提倡二個位格 

第五世紀 

以弗所(431) 

二個位格 



異端名稱 異端性質/ 
起源 

  異端者及其內容 正統教會的態度 

  以便尼主義    
 (Ebionism) 

福音與救恩 
第一世紀，
小亞 
西亞一帶 

謹守猶太律法的猶太人基督徒 
一. 認為基督徒必須守律法才能得
救。 
二. 耶穌是平常人，在受洗時領受
聖靈而成為神的兒子。 

堅守「因信稱義」的教
義。耶穌基督是神的兒
子，昨日，今日，永遠
一樣。  

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救恩及基督
論 
第一至第二
世紀。整個
地中海區域。 

高舉神秘知識的信徒 
一過份高舉神秘知識， 以此為得救
途徑之一。 
二、認為物質是邪惡的，耶穌基督
不可能擁有肉體，地上的基督只是
借用人的身體而己。 

被愛任紐、特土良、希
坡律陀等大力辯駁。 
堅守使徒的教導。 

馬吉安主義 
 
(Marcionism) 

聖經正典 
第二世紀，
羅馬。 

馬吉安 
一. 反對舊約，提出二神論。說這
宇宙是由“創造神”所造。 
二. 認為肉體是邪惡的。基督不可
能擁有肉體。 
自編「新約正典」。 

被特土良辯駁。 
140年被教會處分。 
堅守耶和華是創造宇宙
萬物之神。基督道成肉
身成人。 

孟他努派 
 (Montanism) 

啓示論 
第二世紀，
小亞西亞，
羅馬，北非。 

孟他努, 後特土良也加入。 
一. 自認有新啓示，講新的預言。
自稱是先知。 
二. 提出許多過聖潔生活的規條，
犯上行為主義的錯誤。 

160年小亞西亞衆主教會
議將孟他努開除。至第
三世紀下才被判爲異端。 
不接受孟他努派的狂熱
預言和行爲主義。 



諾窪天派 
 (Movatian-
ism) 

教會紀律 
第三世紀，羅
馬。 

諾窪天 
一. 高舉紀律，不接受背道者的
悔改，缺乏饒恕弟兄的心。 
二、反對大公教會所執行的聖禮。 

251-2年羅馬會議。 
接受並准許背道者歸回
教會。 

多納徒派 
 (Donatist) 

教會紀律 
第四世紀，北
非。 

多納徒 
同上 

314年亞裏斯(Arles)會
議。 
接受“教會以外，別無
救恩。” 

神格唯一論 
(Monarchian 
ism) 

三位一體觀 
第二，三世紀，
羅馬，安提阿。 

撒摩撒的保羅，羅馬的撒伯流。 
一. 高舉一神觀，貶低基督的神
性。 
二. 三位一體中的父、子、聖靈
以不同的形相顯現，因此父神曾
在十字架上受苦。 

261羅馬，269安提阿會
議。 
接納三位一體的神觀。 

亞流主義 
 (Arianism) 

基督論 
第四世紀，亞
歷山大。 

亞流，尼哥米底的優西比。 
一. 高舉一神觀。 
二. 基督被造，與父神不同本質。
基督低於父神。 

325年尼西亞會議， 
381年康斯垣丁堡會議。 
接納基督與父神有同一
本質(homoousion)。 

馬其頓紐主義 
(Macedonian 
ism) 

聖靈論 
第四世紀，君
士坦丁堡。 

馬其頓紐 
一. 否認聖靈的神性(聖靈被造)，
低於父神。 

362亞歷山大，375羅馬，
381康斯垣丁堡會議被判
為異端。 
接納聖靈的本質與聖父、
聖子相同。 



亞波裏拿留主
義 
(Apollinaria
nism) 

基督論 
第四世紀，
老底加。 

亞波裏拿留 
一. 過份堅持基督兩性。高舉
基督的神性，貶低基督的人性。 
二. 基督在地上活動是由其神
性主宰。 

381年君斯垣丁堡會議被判為
異端。 
基 督 有 兩 性 ， 兩 性 聯 合
(hypostasis)一起行事，不混
亂，不改變，不劃分，不分離。 

涅斯托利主義 
 (Nestorian-
ism) 
  

基督論 
第五世紀，
君士坦丁堡。 

涅斯托利 
一. 貶低基督的人性，說基督
是在受洗時才被父神領養爲神
的兒子。 
二. 馬利亞只是懷了人。 

431年以弗所會議。 
接納基督擁有神人二性。馬利
亞是「懷了神」。 

優提克斯主義 
 (Eutychian-
ism) 

基督論 
第五世紀，
安提阿。 

優提克斯 
一. 認為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是
神，道成肉身後是人。 

451年被迦斯頓會議判為異端。 
基 督 有 兩 性 ， 兩 性 聯 合
(hypostasis)一起行事，不混
亂，不改變，不劃分，不分離。 

基督一志說 
(Monothelit-
ism) 

基督論、基
督的意志、
救恩論 
第七世紀，
康士垣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士求，亞力山大
的古列。 
一. 認為基督只憑一個意志來
活動。 

681年在君士坦丁堡被判爲異
端。 
接納基督擁有兩個不互相矛盾
的意志。 

伯 拉 糾 主 義 
(Pelagian 
ism) 

救恩論 
第五世紀，
英國及羅馬 

伯拉糾 
一高舉人的自由意志。 

二認為人可憑自由意志得救 

418年被迦太基會議判為異端。 
接納人得救全憑神的恩典。 



近代異端的綜觀 



  異端名稱 異端性質/ 
起源 

異端者及其內容 

安息日會 
(Sevent-Day Adventist) 

基督再來，守安息日。 
1842年 

懷愛倫夫人, 威廉米勒爾耳 
一. 自認有預言之靈預言基督回來的日
子。 
二. 提出基督已回來在天上「查案審
判」。 
三. 守安息日。 

耶和華見證人會 
(Jehovah Witness) 

否認三位一體，基督被
造。 
1874年 

查理斯.羅素, 約瑟.盧特福 
一. 否認三位一體，認為不合理性。 
二. 基督被造。 
三. 基督的靈魂在1914年已第二次回來。 

摩門教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Mormon) 

新啟示，摩門經。 
1820年 

史密斯.約瑟 
一. 獲得新啟示。否認三位一體。否認
聖靈感孕。 
二. 摩門經才是上帝的話。 
三. 否定原罪，反對因信稱義。 

統一教 
(Unificaion Church) 

獲得基督的特別啟示，
自稱彌賽亞。 
1954年 

文鮮明 
一. 自稱獲得基督的特別啓示。 
二. 自稱是彌賽亞救世主。 
三. 以韓國人爲揀選民族。 



  異端名稱 異端性質/ 
起源 

異端者及其內容 

撒旦教 
(Church of Satan) 

以犯罪為樂，以自殺
來登天堂。 
1970年 

暗東拉危等 
一. 反對聖經教導，時以犯罪為樂。 
二. 以自殺之法來登天堂。 

錫安教會 
(Church of Zion) 

否認基督的完全神性，
排斥其他教會。 
1990年 

梁日華 
一. 否認基督的全知。 
二. 排斥其他教會。 
三. 預言世界末日。 
四. 提倡信徒喝雙氧水治病。 

新約教會/左坤派 
(Church of New 
Testament) 

靈洗，講方言，排斥
其他教會。 
1962年 

江端儀，左坤 
一. 靈洗為最後的洗禮。 
二. 講方言(舌音)。 
三. 排斥其他教會。 
四. 自認是末世的使徒。 

大衛教派 
(Davidic Branch) 

救主複臨, 
1955年 

豪迪夫, 大衛‧考雷什 
一考雷什就是大力天使 
二世界末日再臨 
信徒要備戰 



  異端名稱 異端性質/起源 異端者及其內容 

基督教科學會 
(Christian 
Science Church) 

泛神論，否定苦罪，
不需要基督的救恩。 
1875年 

愛迪夫人 
一. 泛神論。 
二. 否定苦罪，否定死亡，不需要基
督的救恩。 
三. 可憑信心醫治疾病。 

神的兒女 
(Children of God) 

末世先知, 淫亂。 
1969年 

大衛摩西(大衛貝克) 
一. 自封是末世先知。 
二. 過淫亂生活。 

呼喊派 
(Shouters Church) 

屬靈世界觀，人論，
否定三位一體。 
1962年 

李常受 
一. 否定屬靈世界的真實性。 
二. 弄錯人觀，把人分成三個獨立的
部份。 
三. 弄錯三位一體神觀，因此否定了
三位一體的同一本質。 
四. 認為讀經必須呼喊才能明白。 
五. 排斥其他教會。高舉李常受。 

耶穌家庭 
(Jesus Family) 

極度靈恩，信徒生活。 
1922年 

敬奠瀛 
一. 過份強調靈恩。 
二. 不與其他教會來往。 
三. 取消個人的家庭生活。 



  異端名稱 異端性質/ 
起源 

異端者及其內容 

靈靈教：華雪和教主 1986年江蘇沐陽開展
工作 

華雪和 
一. 華雪和為路10:1的七十人。 
二. 華雪和稱為基督第二。 

被立王：吳揚明 1986年創教, 後劉家
國於1993年另創主神
教 

吳揚明 
一. 稱為真神。 
二. 宣稱督已過時,指箴8:23 “我
已被立”, 路2:34-35 。 
三. 預言世界末日於2000年來臨。 

三班僕人：余聖光 余聖光於1985年間在
安徽開展傳教 

余聖光 
一. 三一神為三班的根據。 
二. 聖父時代:摩西, 亞倫, 戶珥。 
三. 聖子時代: 馬大, 馬利亞, 拉
撒路。 
四. 聖靈時代: 使徒, 先知, 教師。 

門徒會：季忠杰 1982年在陝西加入呼
喊派, 再創門徒派 

季三保 
一.“七歩靈程”, “火燒荊棘” 
二. 世界末日, 賜福糧,生命糧 
三. 推翻政府 



  異端名稱 異端性質/ 
起源 

異端者及其內容 

東方閃電 
《閃電》引用了25段
聖經的預言（《賽》
2:2-4;4:2-4;13:11-

13;41:2-4「誰從東方
興起一人 ...耶和華將
列 國 交 給 他 .. 」 ）
;52:9-12;55:1-5;60:1-

5;62:1-3;《 啟 》1:7-

8,12-16;3:12-13;5:1-5; 

21:1-8;22:1-5,12-13,20

太24:14,27; 

於1990年間，河南省
鄭州市一位姓鄭的女
子被鬼附身，宣稱自
己就是第二次道成肉
身的「女基督」。 

這位不知所謂的「女基督」又宣稱
自己為「全能的神」，他曲解《啟
示錄》3:12所提及的「新名」就是
「女基督」的名字。他開始以自己
所發表的「話語」為神的話語，是
真理的啟示。他引用《啟示錄》5:1

所謂的「書卷」和10:2所謂的「小
書卷」，就是指著他所發表的「話
語」。他大量印製這「小書卷」，
稱之為《聖靈末世的工作》、《耶
穌駕著白雲重歸》 

他又自稱應驗了先知
耶利米所說:「耶和華
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護衛男子」(

《耶》31:22)。他自命
為這位護衛「男基督」
的「女基督」。 

他揚言《創世紀》
1:27所謂的「照他的
形象造男造女」就是
指著第一次道成肉身
的是「男基督」的耶
穌，而第二次道成肉
身的是「女基督」。 

他不信三一真神，讓我們看看書中
的話︰「神是一位靈，但 也能道
成肉身。」（《閃電》886頁）
「聖父、聖子、聖靈，這個說法最
繆。」（869頁） 



「東方閃電」這名
字是從《以賽亞書》
41章2節的"東方興
起一人"和《馬太
福音》24章 27 節
「閃電從東方發出
...人子降臨也要這
樣」而來。 

「信神就是看神跡奇事嗎？
就是上天堂嗎？信神不是容
易的事，現在應該取締那種
宗教的信法...這種信法就是
渺茫的信仰。...信神就是為
了這個人能順服神，能夠愛
神，盡到這一個受造之物該
盡的本分，這是信神的目的」
（643頁） 

他認為耶穌基督曾兩次道成肉
身︰「當初，耶穌來的時候是
男性，這次來的時候是女性。」
（《閃電》860頁）「今天道成
肉身在中國，那無疑說的話都
是中國話。」（812頁） 

這本洋洋大觀四十萬字的
《基督的發表》或稱作《閃
電從東方發出》的書指出上
帝「六千年經營的計劃」，
可分為三個時代:《舊約》的
「律法時代」屬於耶和華，
《新約》的恩典時代屬於耶
穌基督，而現在的「國度時
代」屬於「女基督」的「全
能者」。 

東方閃電揚言: 「不管以往《聖
經》對人的幫助有多大，但到
現在《聖經》成了神最新工作
的攔阻。又說:「《聖經》成了
人心目中的偶像，他成了人頭
腦中的"迷"」（799頁）。 



 48 個中文網站 

1. 東方閃電 

2. 全能神教會 

3. 考察東方閃電 ─「跟隨基督腳蹤」 

4. 追蹤東方閃電 

5. 讚美來到錫安 

6. 這裡的羊兒有草吃 

7. 解碼聖經 

8. 追逐晨星 

9. 荊棘冠冕 

10 誰在見證神 

11. 走出荒漠 



 12. 與主約會 

13. 聖靈的動態 

14. 聖靈的腳蹤 

15. 中文聖經網 

16 探討天國路 

17. 全能神教會__神話感動我的心 

18. 東方閃電--榮耀的君王全能神 

19. 上帝的佳音 

20. 尋找牧羊人 

21. 不要忘記主的救恩 

22. 你的名永遠被高擧 

23. 跟隨耶穌腳蹤網 



 24. 敬畏神遠離惡 

25. 榮耀領域 聖靈水流 

26. 尋求人生之道 

27. 尋求真理之路 

28.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29. 一起來到上帝面前 

30. 宇宙神學論 

31. 認識神 敬畏神 

32. 來到迦南地 

33. 小小跟隨者 

34. 做聽神聲音的羊 

35. 新耶路撒冷 

36. 全能神教會 小草跟隨者 



 37. 你聽主耶穌叩門的聲音 

38. 讓主歸宗 

39. The Bible and God 

40. 合神心意的敬拜者 

41. 人為什麼活著 

42. 基督徒團契 

43. 我來到主身旁 

44. 神的愛是對人多麼的重要 

45.「千首精選讚美詩」是東方閃電的詩歌 

46. 海外基督徒(互相扶持) 

47. 末日逼近了 

48. 聖經易讀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神的愛  
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讀經 



信心也要堅固 

世俗化的影響對信徒產生沖擊 

要鼓勵信徒追求聖潔的生活，出於污泥
而不染 

教導子女神的話語 (申六1-4): 帶領他們
信主，教導他們遵守神的話 

追求聖潔: 這是神的心意 (彼前一)，也
是信徒事奉的方針(提後二19-23；提前
四8-9)。 





乙、擴張 



乙、擴張境界，信徒要作光、作鹽 

這是教會量數的增長 

作光傳福音領人歸主 

◦向家人作見證 

◦一領一 

◦隨時傳道，人人傳道，生
活傳道 



作鹽影響社區裡的人 

◦用愛心服務人群 

◦以公義表明信徒責任 

◦愛主愛人，榮神益人 



作光、作鹽 



普世宣教 

短宣 

長宣 

獻身 





結語 

•教會對內要堅固信徒的信仰
與信心 

•教會對外要擴張，作光作鹽 



堅固與擴張 

• 成長中的教會需要對內堅固信
徒的信仰與信心，對外要擴張
得救的人數 

• 教會今天需要堅固與擴張。 



一群大能的子民 

「主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一群充滿讚美的子民， 

他們要靠我靈來往此地， 

並要榮耀我寶貴的名。」 



主啊興起！建立教會， 

使我們靠你堅固。 

成為合一，你的肢體， 

在你愛子的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