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華見證人是否得著真理？
（寫給那些正在和耶證研讀聖經的人）

耶和華見證人是誰？
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es）根據保守聖經解釋而得的嚴
格道德法規而生活。他們逐家登門，派發守望台（Watchtower）
文獻，努力爭取信徒，因此著名。
守望台的主要教導是﹕
•只有耶和華是神
•神馬上會將地球變成功一個永恒的樂園

耶證人士若公開質疑任何教義和做法，或不再信任『忠信睿智的
奴隸』為上帝所指示，他可能被趕出教會，接著所有耶證家人和
朋友都规避他。這樣會引起巨大的痛苦。任何人考慮受浸，在最
後決定之前，必須清楚知道守望台的歷史、教義和做法。

在耶和華見證人長大

另一面是﹕樂園出現之前，將有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戰爭。
這戰爭是向上帝宣戰，億萬未歸向耶和華見證人的人將永遠被毀
滅。

在耶和華見證人中長大，是一個獨特的經歷，結果有好有壞。一
方面，他們鼓勵充滿愛的家庭；非常諷刺，那些離開者的遭遇剛
剛相反。據統計，三分之二的耶證孩子們離開信仰。他們的家人
被告知，只能作最低限度的聯絡。

「億萬未認識耶和華的人。其中很多是無知，故所行的，正是神
的話所認為是邪惡的事情。他們若堅持這樣做，將在大災難中滅
亡。」（《守望台》，1993 年十月 1 日，頁 19。）

「是否絕對需要避開他們？是的。……忠誠的基督徒家庭成員不
找藉口去和一個被趕出了教會的、而不是同住的人來往。」
（《Keep Yourself in God’s Love》，2008 年，頁 207。）

救恩在乎歸正，然後限制和世人交往。

在耶和華見證人長大的孩子，對生命有一個不尋常常的觀點。他
們認為愛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就是必須仍留在他們的信仰中。此
外，他們也被灌輸下列各種怪異觀點﹕

「雖然我們無可避免和屬世人士接觸——在工作場所和在學校，
否則——我們必須警醒，免被這世界的滅亡之道所吸引。」
（《守望台》，1987 年，九月頁 12。）

永不衰老

•為上帝的聖靈所指示
•只有他們教導真理
•只有成為他們的一分子，才能得著救恩
•不能質疑，必須服從
•持異議者將被趕出教會（斷絕交誼）和被排斥（规避）

「如果你是一個青年人，你需要面對一個事實——你在目前這個
物質世界系統中，永不衰老。為什麼？因為所有證據都顯示，聖
經預言要馬上應驗，這個腐敗的系統幾年後便會結束……所以，
作為一個青年人，你不可能實現這系統中的任何職業。如果你在
讀高中，考慮接受大學教育，就是說，還需四年，可能是六至八
年，才能畢業，得到一門專業。但是，到時候，這物質系統將會
怎樣？若非已經完蛋，也是朝向結束！」（《儆醒》1969 年五月
22 日，頁 15。）

領導們的銜頭是「忠信睿智的奴隸」，又說﹕

永不會死

守望台應被算為一個高度控制人的宗教，因為他的領袖們宣稱﹕

「既然耶和華神和耶穌基督完全信任『忠信睿智的奴隸』，難道
我們不應該一樣嗎？」（《守望台》，2009 年二月 15 日，頁
27。）
「上帝極多樣性的智慧，只通過耶和華見證人的溝通管道，就是
那些『忠信睿智的奴隸』，才讓所有願意明白聖經的人曉得，他
們應該感激。」（《守望台》，1994 年十月 1 日，頁 8。）

「那些有福、可進入新地球的人，不會因衰老而無可避免地死
亡。」（《守望台》，2000 年四月 15 日，頁 16。）

慶典
「生日會……聖誕節……復活節……教師們若能仁慈地許可我們
的孩子不參加任何慶祝這些節日的活動，我們會非常感激。」
（《School and Jehovah’s Witnesses》，頁 18-21。）

大學

斷絕交誼
守望台的「斷絕交誼」（Disfellowshiping，趕出教會之意）是另
一個令人擔心的教條。
「……做錯事而不悔改的人，耶和華見證人趕他們出教會，然後
规避他們。耶和華見證人所用的名字是『斷絕交誼』……一個簡
單的『你好』，可能是第一步，進而對話，甚至發展友誼。我們
是否願意和已被趕出教會的人踏上第一步？」（《守望台》，
1981 年九月 15 日，頁 22, 25。）

「在大學得到高等教育又怎樣？……這樣的教育所浪費的寶貴青
春年日，最好用在耶和華見證人的事奉中。」（《守望台》，
2008 年四月 15 日，頁 4。）

世人
「……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是『死在罪惡過犯中』的。」
（《Kingdom Ministry》，1986 年十二月，頁 1。）
「我們必須警惕，不要和世人太多來往。」（《守望台》，1994
年二月 15 日，頁 24。）

體育
「我們相信，參加任何有組織的運動，會讓耶和華見證人的青年
人接觸到不健康事物。」（《School and Jehovah’s Witnesses》，
頁 23。）

望台在新約《新世界》翻譯本中，私自加插 237 次，為了支持他
們的聖經解釋。

可以信任守望台嗎？
歷史

守望台的領袖們要求人信任他們。

守望台宣稱，一向以來，都有耶和華見證人。

「就是說，基督徒毫無保留地相信他們的天父；上帝藉著祂寫下
來的話和祂的組織，告訴他們什麼，他們也不質疑。」（《守望
台》，1974 年七月 15 日，頁 441。）

「耶和華見證人的歷史，約有 6000 年……」（《Jehovah’s
Witnesses in the Divine Purpose》，頁 8。）
事實上，這個信仰是羅素（Russell）『牧師』在 1879 年，因脫離
安息日會而始創的。從使徒死後，到羅素，這個 1800 年間，守望
台找不到一組人，會認同他們的教導，就是他們所宣稱，是蒙神
所接納的『真基督徒』所接受的。
羅素有一個突出的教導，就是大災難該在 1914 年開始。這觀念來
自基督復臨安息日會（Adventists），再加上流行的金字塔神秘學
（Pyramidology）。
「那麼，金字塔見證 1914 年是一個結束，又是一個患難時代的開
始。從前未曾有，將來也不會有的困難。」（《Thy Kingdom
Come》，1916 年版，頁 342。）

這個組織值得毫無質疑的信任嗎？例如﹕請讀他們 1914 年之前所
寫的話﹕
「……我們認為，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世界王國的最後結束；上
帝王國的完滿建立。這將在主後 1914 年末完成。」（《The Time
Is At Hand》，1889 年版，頁 101。）
請比較上邊這話和其他話﹕
「……耶和華見證人在事前幾十年，已經指出，1914 年為『物質
系統結束』的開始。」（《儆醒》，1973 年一月 22 日，頁 8。）

這是真理嗎？
基本教義
守望台有幾個基本教義是基於有缺點的假設。

血
每年，耶和華見證人，基於他們的信仰怎樣解釋聖經對避免吃血
的告誡，因而拒絕輸血致死。可是，他們這教義的歷史應該叫人
懷疑它的正確性。
• 1945 年之前，守望台允許輸血
• 1945 年，他們禁止輸血和所有血液部分的輸入
• 自從 2000 年，很多其中的血液部分的輸入，現在又允許了
這些人拒絕輸入血液部分（但現在又說是神所接納的），他們因
而死亡，誰應該負責任？你會讓你的孩子因拒絕輸血而死麼？
607-1914
守望台宣稱，末日在 1914 年開始。這預言單是根據耶路撒冷，主
前 607 年亡於巴比倫。可是，一般歷史學家接納的是﹕耶路撒冷
在主前 587 年陷落。守望台的其他預言解釋，也是基於同一群歷
史學家〔所推算的年代〕。
他們說，需要算 607 年，才能準確解釋聖經預言。但這是錯的。
耶路撒冷在 587 年陷落，仍然合聖經。他們使用 607 年，真正的
原因是，1914 年，對守望台教義來說，非常重要。他們已經投入
太深，所以不願意承認錯誤。

守望台是一個末世啟示性的宗教。他們除了錯誤地預言哈米吉多
戰爭會在 1914 年十月了結（《守望台》，1892 年一月 15 日，頁
23。）之外，請再看他們所講的話﹕
「我們預期在 1925 年，可以看見以色列中忠誠的人，從死裏復活，
他們的人性得以完全恢復，是可見的，是地球新秩序的合法代表
人。」（《Millions Now Living Will Never Die》，頁 88。）
「……主已給我們指示，讓我們可以在哈米吉多頓之前剩下的幾
個月，做最有效的工作。」（《守望台》，1941 年九月 15 日，頁
288。）
「不久，在二十世紀之內，『耶和華大日的戰爭』將會開始，對
抗現代的耶路撒冷，就是基督教世界。」（《The Nations Shall
Know That I Am Jehovah》，1971 年，頁 216。）
「這『世代』中有一些，可以生存到世紀之末。但有很多跡象顯
示，『末時』比這更接近！」（《守望台》，1984 年三月 1 日，
頁 18-19。）
守望台的預言一向是錯的，證明上帝並沒有指示他們的領袖。這
些謬誤對她的跟隨者的生命和決定，有什麼影響？
「報導說，有弟兄們把房產賣了，準備當先鋒為服務，以了結這
舊系統。這當然是渡過邪惡世代結束前的短暫時間的好辦法。」
（《Kingdom Ministry》，1974 年五月，頁 3。）

耶和華
守望台表示，敬拜耶和華和使用這個名字，對救恩而言，非常重
要。然而，主後 1000 年內的古老聖經手稿，都沒有這個名字。守

譯自﹕「Do Jehovah’s Witnesses have the Truth?」
（http://www.jwfacts.com/watchtower/pamphlet.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