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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是否给 任何人权柄去写那书并宣称那书 圣经 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神的话语是从何而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在 日,什么话语将会审判 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什么是真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人都向谁求助而 求 的引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们必 回到那一 经书明白有关教会的真理?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是否有许多得救的道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圣经如何教 一个人当怎样行才能得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是否 在他的话语中启示人当在敬拜中怎样行? _________________ 

22. 人们能够了解圣经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们能否都 样的明白圣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唯一到 家的道路是借着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一讲: 

教会的信条 

当一个人提到教会的信条,他通过常会想起 使徒信条 和 奈西信

经 (Nicene Creed). 每一个 人 的教会 都各有其人 信条, 论在

手册,纪律,信心的 认等等都私意加添 神的话语. 

们建 ,倘若任何信条书册所包 的比圣经所记载的少,就是

包 过少. 既然如 ,就 们单以圣经作 教会的信条. 启示录二十

二章十八、十九节及加拉 书一章六至九节及约翰二书九节 经强调

们 可添加,减少或越过 神的教 ,换句话说,圣经是完整的(提

3:16,17),是齐全的(雅 1:25),并按 神的圣言而说的(彼前 4:11),所以

需要任何书 的辅助. 

今日,宗教世界之所以 裂并 是因 他们跟从 神的话语,而是因

大多数人跟从由人所 出来的信条. 他们 论每间教会 自

的规条,无形中宗教教会 身 经远离了圣经, 是多么的悲惨啊! 所

以 们只求教会合一并放弃一 人 的书 而回到圣经 来,他将 会

使 们 裂,他将使 们在耶稣基督里合而 一. 

基督的教会之信条是什么呢? 除了基督以外 们并没有别的救 ,

除了圣经以外并没有其它的教条. 在信仰 , 们个人的观念和理想是

可 的; 们并 按自 的私意强解圣经, 们所遵从的只有圣经. 

们 经完全 从他的教 并且只以圣经教 他人. 们要求合一并且

细研读圣经(约 5:39; 提 2:15). 们劝大家能够按他所教 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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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跟从其他加添的书 ,是 神所默示的,并且依靠他能拯救

们， 时 神的话 要在 日审判 们(约 12:48). 由于 种种的理由

们接 他来指 们解决种种信仰 的问题. 们鼓励他人 照样去

做. 

们从圣经中学 到真理,因 他就是真理(约 17:17;8:32). 你

能 到真理除非你去 真理的来源. 所以要相信真理就必 遵从他(罗

10:17). 怪 得多数人 被信仰问题所欺瞒,怪 得在宗教界里有 么

多党派 别及混乱. 人们都只向人求助而 向 求引 . 人 经跟从人

的教 而 跟从圣经所写的. 当然一个人若想得救他就必 回到圣经

来. 

关于教会, 们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回到圣经 求答案. 在世界 有

许多仿造的教会,到底那一个是真 的教会呢? 们要逐个去辨别吗? 

，一个人只要回到圣经所讲述的 教会 就行了. 只有从真理去探 关

于教会的问题,就 难 出那跟从圣经教 的教会来. 

关于一个人当怎么样行才能得救, 们鼓励每个人回到圣经 的教

,根据人 的教 ,有许多得救的方法,但是,当一个人回到圣经时,他

将发现到他只简单的指出一个人必 先 到真理,而 相信他,悔改他所

犯的罪过, 认基督并 浸赦罪(可 16:15,16; 徒 2:38). 人所说的和圣

经所说的有什么相干呢? 只有基督才能使人得救,所以一个人必 道

和 从基督才能得救. 

关于敬拜 神, 们鼓励每个人回到圣经的教 . 人 的敬拜方式

有许多种，但圣经只教 一种敬拜方式,基督在他的话语中 特别强调要

怎样行(约 4:24). 

只是以 几点,有关于 神拯救的 划,基督徒生活及虔敬等方面

的问题, 们只求大家都能回到圣经去追求真理. 许多人认 圣经是难

以了解的, 是错误的. 魔鬼希望人能离开圣经, 样将使那人失落. 人

若要必 得救,就必 回到圣经来,相信他,并 他 引 们解决在

信仰 问题的唯一指南. 只有 样做他才能得救,因 只有 样他所

行的才是 确的. 

 

3 

什么是 们的信条呢? 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除他以外别无他

人. 们相信基督是 神的儿子而且他的话 经完全了. 们接 他

只有跟从圣经, 们恳求其他的人都能照样去行. 人 的信条 能带你

到什么地方,唯有一处,便是地狱.  耶稣说: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 借着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 14:6). 

************************** 

问 题 (十一) 

请写出 列 确的答案 

1. 每一间人 的宗派教会都有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那些增加或删减 神话语的人将会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圣经是否是齐全完备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所谓 齐全 是指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们要按什么说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们是否需要增加书 的辅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什么今日的宗派教会 裂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圣经会使 们 裂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的教会的信条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们的观念和理想是否可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们是否有权按私意解圣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是否 有人活着写圣书足以 代圣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