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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东方闪电”是近年在中国教会造成极大破坏的异端组织。同时这组织也不

断向外国拓展和蔓延，如今香港、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地已发现“东方闪电”信徒

的踪迹。此研究的目的是让基督徒们对“东方闪电”能深入了解，并加以预防。 

 

本论 

一、“东方闪电”起源 

“东方闪电”起源自中国，现在已分散在世界各地。这组织在许多不同的地

方有不同的名字，包括“七灵派”、“新能力主教会”、“当代的全能神”、“真

光派”、“真道派”、“实际神”，现在普遍称为“全能神的教会”（The Church 

of Almighty God）。1  

 

1.  “东方闪电”之女基督的由来 

“东方闪电”来源有三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约在 1990 年时，一名来自河

南、曾患有精神病的 30 来岁邓姓女子，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27 节2，自称“闪

电”，称自己为上帝第二次道成肉身的来临者，并由圣灵直接默示一本四十万字的

书刊，名为“东方发出的闪电”。3 

第二个说法，“东方闪电”由河南清丰县的极端“呼喊派”分裂出来，他们

自称属于“呼喊派”的圣灵流。今“东方闪电”原属“呼喊派”，于 1989 年由赵

                                                           

1 梁家麟，中国教会的今日和明天（香港：建道神学院，2006），142. 
2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27 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3 梁家麟，同上，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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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山和自称“闪电”的邓性女子等二十多人组成。赵维山后来申请政治庇护到美

国，在纽约一带活动；邓闪电和跟随她的人，则继续在国内传教。4 

第三个说法，是根据“东方闪电”组织所撰写的书籍《话在肉身显现》第三

册，约在 1990 年时河南省郑州邓姓女子，自称是女基督，创立了名叫“闪电”的

组织。根据书中举例，可判断她早年应该是受李常受的影响。5 

“东方闪电”的势力已经蔓延全中国多个省份，并给许多教会带来破坏。中

国教会领袖大多未曾亲眼见过“东方闪电”组织总部的领袖，因此对于女基督的由

来没有统一的说法。 

 

2.  “东方闪电”女基督的称呼 

邓姓女子称呼自己是“女基督”、“闪电”、“全能神”，是以三段经文作

为根据。 

第一处经文取自创世纪一章 27 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

着祂的形象造男造女”。她以这节经文为依据，在她的书《话在肉身的显现》第

860 页说： 

耶稣当初来的时候是男性，这次来的时候是女性，一共道成肉身两次，这是

最后一次，他来是显明他 的作为的，假若这一次不道成肉身亲自作工让人

目睹，那在人观念里永远认为神是男性，不是女性......。”。6  

她按这经文解释，神的形象包括男性和女性，神第一次道成肉身时是男性，名叫耶

稣；第二次道成肉身时是女性，即成为女基督。7 在东方闪电的另一本书《圣灵向

                                                           

4 梁家麟，同上，142。 
5 陈韵珊编，异端真伪辨，二版（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1）转引自《话在肉身显现》册三

“新旧工作的更替”， 208-290。 
6 参考：全能神教会网站，http://www.kingdomsalvation.org/shenhua-index-1.html （2013 年 9 月 9

日存取）；张大开，剖析邪教组织“东方闪电”， http://angelife.github.io（2013 年 9 月 7 日

存取）。 

http://www.kingdomsalvation.org/shenhua-index-1.html%202013
http://angelife.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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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教会说话》8，“女基督”给自己“基督”的称呼做了解释 。她说：“你知道

吗？若不是神重返肉身，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机会蒙拯救了。......既然这个普通的人

对你们这么有益处，那还何 乐而不为呢？你为何不试你的运气？......最终万国都要

敬拜这个普通人，这个小小的人，因为是他带来的真理、生命、道路、拯救了全人

类。...... 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肉身，不配称基督吗？” 9 

“女基督”自称是“闪电”或“东方闪电”，则先是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

2 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她认为这节经文显示，神第二次所兴起的基督

不是犹太人，乃是东方人，而且是降临在中国。接下来，东方闪电的经典作品，

《话在肉身显现》10
 截取圣经经文，按编者的意念解释说，“闪电”名字的由来，

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27 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

样。” 女基督声称：“闪电是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的，所以我是降临在东方

的，把迦南带给了东方之民。......”。11她认为自己要把神的话语从中国传到西方

去。 

“女基督”又自称为“全能神”，乃根据启示录三章 12 节：“……并我的新

名，都写在祂上面”。她说，神 有“新名”，就是启示录中不断提到的“全能

神”，所以女基督又称自己为“全能神”。12 

  

二、“东方闪电”的核心信仰 

1.  女基督的工作 

                                                                                                                                                                             

7 陈韵珊编，真理异端真伪辨，二版（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1），232。 
8 东方闪电，圣灵向众教会说话，57-60. 
9 张大开，剖析邪教组织“东方闪电”。 
10 东方闪电，话在肉身显现，192. 
11 张大开，剖析邪教组织“东方闪电”。 
12 陈韵珊编，同上，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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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闪电”认为只有他们能解开神作为的奥秘。他们认为神的工作分成三

个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如下示之： 

 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 国度时代 

神的性情 隐秘的 慈爱宽容 公义威严 

神的名 耶和华 耶稣 全能神 

神的性别 无 男 女 

工作地点 以色列 犹太地 从中国到西方 

道成肉身的关系 无 圣灵感孕由人而

生，犹太人形象 

圣灵重返降临， 

中国人形象 

神的工作 带领人认识创造

主，不能拯救人。 

代赎、慈爱怜悯，

不能完全得胜撒旦 

征服，公义烈怒审

判不顺服者，完全

战胜撒旦 

人的回应 遵行律法 接受基督 顺服女基督 

 

      “东方闪电”深信，现在 21 世纪是处在第三个阶段，即“国度时代”，第

二次道成肉身的神正在作征服人的工作。13 所谓征服人，就是“女基督”在“肉身

说话”，传讲“东方闪电”的教义。“女基督”的工作是：取代主耶稣的工作、开

辟新时代以结束旧时代、在肉身说出神的话、发表神公义的性情。同时，她也有不

做的工作：她不行神迹、不医病、不为人钉十字、不传悔改的福音、不作（耶稣基

督）重复的工作。14 

 

2.  “东方闪电”的经典 

“东方闪电”最主要的经典是《话在肉身的显现》，被视为“神末世隐秘降

临发表的说话”。虽然“东方闪电”的网页还有显示其他书籍，但它们的内容多数

都摘录自《话在肉身的显现》。这本书是记录从 1992 年 2 月 20 日到 1993 年 6 月

                                                           

13 陈韵珊编，同前，95。 
14 张大开，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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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女基督所说的话，共有四十七篇。
15
 除此之外，还有初信者必读的《为蒙拯

救信神》、信仰解答的《国度福音见证》、从基督教转信“东方闪电”的信徒见证

集《各宗派首领被神话语征服的铁证》。 

 

三、“东方闪电”的组织 

“东方闪电”的行政结构有四个层次，“区”、“小区”、“教会”、“小

组”。“区”的带领者是“使徒”，派到各地工作。“小区”的带领者是监督，可

自选两名配搭，负责一个地区的各处教会，专负责讲道和栽培。“教会”则负责交

通真理，人数超过 30 人便可设立 4 名执事，负责传福音，管理事务。“小组”设

有一名负责人，带领小组聚会，人数 3 到 10 人。16 

 “东方闪电”是有策略性的组织，他们会用小群体的方式潜入正统教会。如

此即能够互相合作联系，又不怕一开始入侵行动就被教会怀疑。当教会牧者发现会

友被影响时，可能为时已晚，甚至有些初信者已经被带离教会。17 

 

四、中国官方宗教政策与“东方闪电”滋长因素 

1．中国官方宗教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宗教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

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

                                                           

15 话在肉身的显现，简介。http://www.kingdomsalvation.org/shenhua-009.html （2013 年 10 月 6 日

存取） 
16 中宣文集，第六期，二零零六年，（香港：中国宣道神学院），38。 
17 实际案例请参看影片：《异端中的异端 – 东方闪电》。 

http://www.kingdomsalvation.org/shenhua-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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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

和宗教事务不得受外国势力的支配。18 

中国是以共产主义立国，政府虽然对宗教采取宽柔的态度，但本身立场是无

神论的。中国在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宗教活动濒繁。当时，政府大致采取

包容态度。不过，基督教在农村增长则引起政府较大的关注，特别是基督教某些派

别的“邪教”问题。19  1997 年，中国政府决定了官方的“邪教”定义：危害国家

和人民安全的宗教团体。20 1999 年，因“法轮功”21 事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在 10 月 30 日对“邪教”的司法解释是：冒用宗教、气功或其他名义

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蔽他人，发展、控

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刑法对邪教所列出的罪行有具体的解释，指向

“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有六种情形： 

i. 聚众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扰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工作、生产、经营、教学和科研秩序的； 

ii. 非法举行聚会、游行、示威、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聚众

围攻、冲击、强占、哄闹公共场所及宗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序的； 

iii. 抗拒有关部门取缔或者已经被有关部门取缔，有恢复或者另行建立邪教

组织，或者继续进行邪教活动的； 

iv. 煽动、欺骗、组织其尘缘或他人不履行法律义务，情节严重的； 

v. 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宣扬邪教内容的出版物，以及印刷邪教组织标

签的； 

                                                           

18  守望中华边委会编，心系神州（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8），122 
19  梁家麟，中国教会的今日和明天，122. 
20  百度百科，“邪教”，http://baike.baidu.com/view/10628.htm（2013 年 10 月 3 日存取） 
21  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法轮佛法，传播世人李洪志在 1992 年于中国吉林省创办。法轮功核心

理念是真、善、忍。练功者遍布中、台、美、欧等地。1999 年法轮功的追随者的活动受中国政府

打压，多人在中国中南海国务院聚集抗议活动。中国政府宣告此组织非法，引发世界对中国政府关

于宗教自由和人权政策的相关争议。http://zh.wikipedia.org/wiki/法轮功 （2013 年 10 月 8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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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其他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行为的。22 

根据《维基百科》，“东方闪电”已经于 1995 年被中国官方定为邪教组

织。23  

2“东方闪电”滋长因素 

在中国，“东方闪电”先在农村蓬勃发展，之后蔓延到知识分子阶层。根据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一书，异端在中国林立的原因可归纳为四个： 

i. 释经者的权威： 

农村教会的信徒由于识字率不高，因此辨别真理的能力薄弱。加上不少

传道人解经时断章取义，藉着圣经的权威确立自己的属灵地位，将自己

任意地诠释成“神谕”，要会众服从。如果他具有讲道魄力，必吸引大

群追随者。基督教会本该高举圣经，结果变成高举释经者。当下，中国

教会非常需要确立一套超越释经者个人灵感与亮光，获得多数基督教会

公认的教义规范与释经原则。24 

ii. 对“神人”的崇拜： 

农村信徒非常注重信仰即时的效应，强调主观感受过于客观真理。他们

尊重领袖权威和相信天人合一的观念。一旦传道人能以超然的力量解决

个人问题或期望，使信徒得到满足，传道人就会被视为“神人”，而信

徒会死心塌地的跟随他。25 

iii. 非历史化的信仰： 

因中国政府的政策，中国基督教不仅断绝了与西方基督教差会及正统信

仰之宗派在组织上的联系，也切断了西方正统神学及礼仪传统上的传

                                                           

22  梁家麟，中国教会的今日和明天，156，转引自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17；吴东升，

邪教的秘密，276。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定的邪教组织表。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3 年 10 月 3 日存取） 
24 梁家麟，中国基督教研究丛书 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香港：建道神学院，1993），
185-186 
25 同上，186-1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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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1950 年代，中国三自教会的领导者不接受历史形式的正统基督教信

仰。结果，1980 年代崛起的农村教会对基督教二千年的教会传统不了

解。中国教会所发展的本土基督教礼仪及神学，便缺乏扎实的能力与经

验应付异端。异端当道时，只能藉着政府的力量来应对。26 

iv. 边缘化的信仰群体： 

部分农村教会长期被政府压制，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加上农民生活条件

落后，因此不大眷恋现实生活。大部分异端所倡导的，都突显末日逼

近，宣布自己有圣灵的启示，可预知耶稣基督再来的大日子。由于生活

窘逼，信徒很容易期待弥赛亚来拯救他们。27 

 

五、“东方闪电”现今发展趋势 

“东方闪电”虽然是在上个世纪 1990 年代开始，但增长迅速，令人担忧。

今天“东方闪电”教徒已经遍布中国各个省份。 

1. 中国 

“东方闪电”于 2002 年 4 月 16 日化名为“新加坡哈该领袖学院”，以训

练传道人为幌子，绑架了 34 名中华福音团契的领袖。28 此事件后，“东方闪电”

开始引起国外基督教宣教士们的注意。 

2012 年 12 月，笔者（熊小莹）到中国云南省实习。此时“东方闪电”以手

机短信散播谣言，预言世界末日即将在 2012 年 12 月 21 日29 到来，宣称每人都需

要购买“末世的船票”。  

                                                           

26 同上，187-188。 
27 同上，189-190。 
28 东方闪电四一六绑架记实录 

http://www.rockch.org/rock/ht/resource/eastern_lightning_church_2012_02.pdf   （2013 年 10 月 7 日

存取） 

http://www.rockch.org/rock/ht/resource/eastern_lightning_church_2012_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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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 

近年“东方闪电”已经渗透香港多间教会。“东方闪电”在九龙、新界等多

聚会地点。30 2012 年，香港宣道会一吴姓女牧师误信“东方闪电”的教导，脱离

教会并加入“东方闪电”长达 6 个月。当她发现 2012 年 12 月 21 日平安的度过，

并未发生世界末日时，才惊觉被欺骗。后来决定退出“东方闪电”，并写了一封告

白书，揭发“东方闪电”的谎言。31 

3. 澳门 

2013 年 4 月 9 日，澳门联合教会在报章上发表报道，要教会提防“东方闪

电”错谬的教导，和异端信徒混入教会。 

4. 台湾 

2013 年 1 月，“东方闪电”以“全能神”的名义在各大报章刊登广告。

2013 年 3 月初，全台湾 3000 多间教会联合在台湾 6 大报纸声明，“全能神”非正

统教派，乃异端。当中已有教会受“东方闪电”信徒的影响。32 

5. 马来西亚 

2012 年，西马一些教会牧者已经发现“东方闪电”的信徒潜入教会，企图

诱惑教会的初信者。“东方闪电”的成员对初信的基督徒额外热忱地关怀，并邀请

他们参与“东方闪电”的小组查经。当牧者发觉“东方闪电”成员在教会出没后，

便请他们离开，且警告勿骚扰其会友。33 

6. 澳洲 

                                                                                                                                                                             

29 或许“东方闪电”之所以预言此日期为世界末日，乃受好莱坞影片“2012”影响。影片叙述南美

洲玛雅文化计算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是世界末日，要避过灾难就要进入“挪亚方舟”。 
30  面子书，邪教﹣全能神教會（東方閃電）情報站，https://www.facebook.com/Cultactivitiesinfo 
31 参附录一。 
32 从东方闪电兴起思台湾教会危机，http://www.ct.org.tw/news/detail/2013-00384  （2013 年 10 月 7

日存取） 
33 影片《东方闪电-异端中的异端》。 

http://www.ct.org.tw/news/detail/2013-00384%20%20（2013年10月7
http://www.ct.org.tw/news/detail/2013-00384%20%20（2013年10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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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基督教媒体“影音使团” 澳洲办事处的资料收集及调查，2007 年

“东方闪电”已经潜入澳洲悉尼华人教会。2012 年 11 月，影音使团开始收集“东

方闪电”的相关资料。2012 年 11 月，已发现“东方闪电”渗透教会小组聚会。同

年 12 月，第一个“东方闪电”渗透教会的个案被揭发。2013 年悉尼中国领事馆向

当地媒体发通知信，要求媒体人撤销“全能神教会”的广告，影音使团也收到使馆

的通知信。34  

 

六、“东方闪电”的教义与批判 

1.   时代论 35 

“东方闪电”曾提到“神六千年经营的计划”分为“三个时代”来完成，即

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她说： 

在我（女基督）的整个经营计划当中，也就是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当中，一共

分三个步骤，即三个时代：起初的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即救赎时代）、末

了的国度时代。36 

在律法时代，神的名是“耶和华”，神在这时代的主要工作是带领人认识造

物主。37 恩典时代的神名叫“耶稣”，其主要工作是救赎；耶稣藉着十字架成为罪

身的形象，交给恶者，为了结束律法时代，将人类救赎回来。38 在末世时，国度时

代便开始，神叫做“全能者”39，主要工作是审判。审判乃是全能者用话语来征服

                                                           

34  闪电预警专题网，悉尼中国领事馆吁撤销“全能神”广告。http://www.creation-tv.com/decode-
eastlightning/?p=710 
35  陈韵珊编，同前，96。 
36 全能神教会，话在肉身显现 [电子书]（全能神教会出版，2010，2013 年 10 月 4 日存取）

https://www.hidden-advent.org/sm/books/download.html，1207。 
37 “耶和华在以色列作的工作只能成为人的带领，让人承认造物的主，但并不是征服，也不是变 

化，仅仅是带领，这就是律法时代的全部工作，……也是六千年的起始工作……”话在肉身显现，

1207。王永信，真道手册（台北：中国信徒布道会，1995），110。 
38 “耶稣代表恩典时代的所有工作，他道成肉身，钉了十字架，也开始了恩典时代，他是来钉十字

架完成救赎工作的，也是结束律法时代开始恩典时代的，……借着钉十字架成为罪身的形像，交给

那恶者，完成了钉十字架的工作，掌握了人类的命运，只有将他交在撒但的手中之后，才把人类赎

回来。”话在肉身显现，1208-1211。王永信，同前，110。 
39   话在肉身显现，同上，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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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全人、淘汰人，其目的是要结束恩典时代，带入国度时代。在此时代，若从

撒旦败坏性情完全脱去的人，就成为“得胜者”；若拒绝接受“话语”的人，就会

永远灭亡。40 

“东方闪电”这样的划分，乃是认为神的工作是“一直向前发展的，旧的时

代过去就要有新的时代来取代，旧的工作结束就要有新的工作来接续……。”41 因

此，为了配合神的工作，神在三个时代中彰显新的名、新的工作、新的心意、新的

性情。42 现今是第三个阶段的国度时代。43 

批判： 

“东方闪电”所提的“神六千年经营计划”及神工作之三个步骤是没有扎实

圣经根据的。正典圣经中所启示的耶和华上帝，其全部工作的中心就是在耶稣基督

和圣灵里的创造和救赎之功。旧约圣经预表及预言耶稣基督和祂的救赎之工，新约

圣经则启示这救赎的成就和未来圆满的成全。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律法中都包含恩

典（如摩西律例中有赎罪之道），神的恩典中亦有严谨的律法要求（如新约登山宝

训指出的生活方式），而国度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神学主题之一（创十七6；出十

九6；代上廿九11；诗一百四十五12；但七14；太六10, 13；启一9; 十二10）。 

圣经正典明确地指出，历史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成全了一切律法和先知

的话；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能将信从祂的人自罪和死的律中救出来，不信的人

则被定罪。拿撒勒人耶稣也就是在末日行审判工作的那一位（但七9-10, 13-14；约

五26-29；启一4-8; 19:11-21; 20:11-15），圣经并没有说另有一个“全能者”要来行

                                                           

40 “在国度时代神用话语来开辟时代，……为了更好地达到征服人、成全人、淘汰人的目的，……在

这个时代神主要用话语来控制一切，人借着神的话语被审判、被成全，最终被神的话语带入国度之

中。只有神的话语才能供应人的生命，只有神的话才能给人光明，给人实行的路，尤其在国度时

代。只要你不离开神话的实际，天天吃喝神的话，神就能成全你。” 话在肉身显现，同前，744-

747。王永信，同前，110。 
41  话在肉身显现，同前，4。 
42  “在每一个时代都要换一个新的名，在每一个时代神都要作新的工作，在每一个时代神要让受造

之物看见他的新的心意、新的性情。”同上，917。 
43   章鸿，“‘闪电’来了，小心！”文桥双月刊（2012 年 1、2 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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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还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约十九30），乃表达他已献上一

次永远的赎罪祭（来10:12-22），世人并不需要“东方闪电”所说的“女基督”或

“全能者”在末世的话语。44  

2.   神论 

“东方闪电”否认基督教传统上认为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学，它认为： 

“三而一的神”在全宇上下根本不存在，神没有父，也没有子，更没有父、

子共同使用的——圣灵这一学说，这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世上最大的谬理！45  

“东方闪电”认为三位一体论是荒谬的，认为这只会将“一位神分成三位

神”。46 因此，她主张“神只有一位，神的位格也只有一个”。47  

它认为耶和华、耶稣与全能者，只是神在不同时代，因着神不同的工作需要

而有的不同名称，这些名称所指的都是同一位神，并不是传统上所说的三位一体。

它说： 

……神自己要作的工作不同，也就需要在不同的境界里作工，这样，

所代表的身份也就不一样了。……他（神）的灵能叫耶和华、叫耶

稣，也能叫全能者，……因着时代不同，因着工作需要，因着经营计

划的步骤不一样，所以说人对他的称呼也不一样。第一步来作工只能

称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牧者，第二步只能称道成肉身的神是主、是

基督。48 

“东方闪电”还引用圣经，认为基督所说的“我与父原为一”（约十

30）、“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十四 9）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

                                                           

44   参：王永信，同前，110。 
45  话在肉身显现，同前，1009。 
46  同上，1010。“圣父、圣子、圣灵，这个说法最谬！这么一说就把神给分开了，被切成三瓣的神

都各有各的地位，各有各的灵，还能是一位灵，还能是一位神吗？” 同上，1011。 
47   同上，1011。 
48   同上，101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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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约十四 11），乃是耶稣亲自否认自己与父是有位格之分的，认为祂亲自声

明自己与父是同一位神，同一位灵。49 

批判： 

“东方闪电”的神观与公元三世纪时曾出现的“形态论”（modalism, 

Sabellianism）——认为同一位神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角色或身分出现——很相

似。这样的说法已经被基督教会判为危险的异端。50由此可见，“东方闪电”那种

一神、一位格、神不同时代有不同名称的观念，是偏离了正统基督教信仰的。51 

耶稣所说的“我与父原为一”（约十 30）、“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

父”（约十四 9）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约十四 11），并不是强调祂

与父是同一位格，是没有分别的。耶稣要强调的是祂与父同本质，而且祂对父的完

全认同，即父与子的旨意与意愿完全合一。另外，耶稣是强调祂对天父的完全依靠

和顺服（约五 19; 十四 31; 十六 32）。52  

圣经有许多经文清楚显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19-20 节，耶稣升天前所颁布的大使命中明显地说明，信徒从那时起直到“世界的

末了”，都要“奉父、子、圣灵的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给信的人施洗，并教导他们。保罗在谈到上帝的救恩时，

也是以三位一体的架构来解释：“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祂的儿子，为女子

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

既为儿子，上帝就差祂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加 4:4-

6）还有，哥林多后书最后的祝福词也提到三位一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

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林后十三 14）  

3.   基督论 

                                                           

49 同上，1013。 
50 奥尔森，神学的故事，吴瑞诚和徐成德译（台北：校园书房，2004），107-108。 
51 中宣文集，第二期，二零零二年，（香港：中国宣道神学院），149-150。 
52 中宣文集，第二期，同前，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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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闪电”自称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女基督”。她提过： 

此次道成肉身是继耶稣的作工之后神的第二次道成肉身……53  

神既按照他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那他道成肉身就可以成为男人的形

像，也可以成为女人的形像，我们就不能把神定规成男人的形像，因

为神不容让人把他定规在某一个形像上。54 

当初，耶稣来的时候是男性，这次来的时候是女性，从这里你能看见

神造男造女都能为着他的工作……55 

“东方闪电”显然是引用创世记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而断言神第一次道成肉身是男的，第二次是女的。

“东方闪电”就自称是这位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女基督”。另外，她还自称是“东

方闪电”：  

……让人都来到我的面前，都看见闪电是从东方发出，而且我也降在

了东方的“橄榄山”上，早已来在地上，不再是“犹太之子”，而是东方

的闪电……56 

“东方闪电”的依据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

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她自称是从东方发出的闪电，并且扬言这闪电是

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所发出的。57 

这位“女基督”也自称是“全能神”（或全能者）。她引用启示录三章12

节：“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说神有“新名”。“东方闪电”强调神是

“常新不旧的”58，不应该被一个名字所限。因此，在这个时代，神的名字不再是

                                                           

53 话在肉身显现，同前，4。 
54 全能神教会，只有信全能神才能达到蒙拯救：传福音实用手册[电子书]（全能神教会出版，

2010，2013 年 10 月 4 日存取）https://www.hidden-advent.org/sm/books/download.html，630。 
55   话在肉身显现，同前，1000。 
56   同上，686。 
57  “主耶稣已经重返肉身来在了世界的东方——中国，开辟了国度时代，作了一步更新更高审判

人、洁净人的工作，正应验了马太福音24 章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只有信全能神才能达到蒙拯救：传福音实用手册，同前，408。 
58  话在肉身显现，同前，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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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不再是耶稣，乃是要“带来新的名”59 ，应被称为“全能神”。她在她的

著作中也多次自称是全能神，如：“我——公义的全能神”60 、“我是主宰宇宙万

物的全能神”61 、“我是征服全人类的全能神”62 等。 

“东方闪电”认为，历史上的耶稣不过是“神的灵穿上了一个普通正常的

人，有了一个受造之物的外壳。”63 她不相信历史上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道成

了肉身，且否认耶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请注意她的论调： 

不管耶稣在地的权柄有多大，但在他未钉十字架以先，他仍是一个受

圣灵（即神）支配的人子，是属于地上受造之物中的一个，因为他未

完成工作，所以，他称天上的神为父，这只是他的卑微与顺服。但他

这样称呼神（即天上的灵）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天上的神的灵的儿子，

只是站的角度不同，并不是位格不同，根本没有位格这样的谬理！耶

稣未钉十字架以先是一个受肉身限制的人子，并没有灵的全部权柄。

所以，他只能站在受造之物的角度上来寻求父神的心意…。64 

圣灵在他（耶稣）身上隐秘了二十九年，二十九年中，他只代表一个

人，并没有神的身份、神的作工。65 
 

第一步的生活之所以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普通的人性里，是因为那时的

人性并不能维持神性的全部作工，是不成熟的人性，务必等到人性成

熟即能足够担当职分的人性才能尽他该尽的职分。…就在他尽职分以

后仍是活在一个有人性外壳的神性中来作工，只是这时的人性完全是

为了维护神性能在这个正常的肉身中作工。所以，作工的是在人性中

的神性，是神性作工，不是人性作工…。66 
 

批判： 

以上的错谬教义均源自错误的解经。 

                                                           

59  同上。 
60  同上，91。 
61  同上，99。 
62  同上，1194。 
63  同上，1012。 
64  同上。 
65  同上，970。 
66  同上，1349-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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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一章27节绝不能用来支持两次道成肉身，一次为男性，一次为女性

的说法。上帝是个灵，根本无男女之别（约四24）。创世记一章27节的重点，是

指受造的人，不管男女，都像神那样有仁义与圣洁（弗四24）和知识（西三

10）。换句话说，男人和女人都具有神的道德形象，且像神有理性、情感与意

志，更有灵性能与神相交，成为神的代表，管理和祝福受造界。  

此外，马太福音二十四章27节绝不是预言基督有一天会在东方的中国降

临，乃是形容基督的再来要像闪电一样从东边直照到西边，是在天上，众目可见

的。67 “东方闪电”以这节经文来自称是从中国发出的“东方闪电”，实乃谬论！ 

另外，“全能神”不是神的名字，乃指神的属性，表明神无所不能。其实，

早在创世记十七章1节，耶和华就向亚伯兰宣告自己是全能的神。因此“全能神”

并不是“新名”。68 “东方闪电”只凭启示录三章12节所说的“新名”一词，就断

定神在末世要有“全能神”的新名，实属牵强。这里的“新名”指的是过得胜生活

的基督徒所拥有的尊荣，即基督的新名将写在他们上面（信徒被描述为神殿中的柱

子），表明他们永远属于荣耀的基督。圣经由始至终没有说，有另一位要被称为

“全能神”的中保来到世上。 

至于历史上的耶稣，路加福音一章30-35节清楚记载，天使所告诉马利亚

的，是她将要受圣灵感孕，生下一位“圣者”，即“神的儿子”，也就是“至高者

的儿子”。“圣者”这个称号只用在至高神身上，说明了历史上的耶稣拥有完全的

神性，而且是在马利亚腹中时就有神性。因此，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是从圣灵感孕

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同时并存，并不是如“东方闪电”所说是在29岁以后才有神

性。耶稣基督是一直都具有真实的神性。69 另外，耶稣在祂的事奉生涯中有许多真

                                                           

67  注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26 节的描述，有人说，再来的基督在旷野里，在内屋中。耶稣说，不

是，他再来的兆头是显在天上（27, 30 节）。參：王永信，同前，105；中宣文集，第二期，同

前，143。 
68  王永信，同前，106。 
69   中宣文集，第二期，同前，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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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人性的流露：祂哀哭（约十一35）、忧愁和愤怒（可三5，十14）、会渴（约十

九28）等，这些都表明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70 

曾大力反对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保罗，在与复活的主耶稣相遇之后，

毫无疑虑地奉献一生，传扬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基督：“我…只知道耶稣基

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祂，我们也归于祂；并

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祂有的，我们也是藉着祂有的”（林前二

2; 八6）；“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西一

15）！保罗用“首生的”来表达耶稣，而不是“首造的”，就是宣告历史上的耶

稣乃道成肉身的中保，是完全的神，比一切受造物更先存在，他与圣父和圣灵一

起创造万有（创1:1-3；西一16）。71    

4.   救赎论 

“东方闪电”否认耶稣基督救赎的功效，在主耶稣以外另立中保、别的根

基，与主耶稣等同，甚至超越耶稣： 

第一次道成肉身的神并没有将道成肉身的工作作完全，只是作完了肉

身该作的第一步工作。所以，为了完全道成肉身的工作，神第二次重

返肉身，将肉身的全部正常、实际都活出，即让神的道在一个最正

常、普通的肉身中显现，来完成神在肉身还未作完的工作。72 

若不是神重返肉身，那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机会蒙拯救了……。 

那些因着不能领受重返肉身的耶稣所说之话的定规是地狱的子孙，定

规是天使长的后裔，定规是永远灭亡的种类。73 

“东方闪电”主张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不完全，而其未完成的工需要由“东方

闪电”来完成。她显然否决了耶稣的死和复活所成就的救赎之功，认为单靠耶稣是

不够的，还要靠“东方闪电”，接受她在国度时代所说的话才能得救。 

                                                           

70  中宣文集，第二期，同前，148。 
71  同上，150。 
72  话在肉身显现，同前，1355。 
73  同上，1419。 



20 
 

 20 

批判： 

圣经正典已经很清楚地教导信徒，要提防“另传一个耶稣”的假教师（林后

十一474）。“东方闪电”另传一位耶稣，在耶稣以外另立中保，另立救法，声称

要靠女基督，已经是定自己的罪了！在历史上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救主！

保罗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林前一30）彼得

断言：“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

得救。”（徒四12）人不需要再靠着“东方闪电”，只要单单靠着主耶稣基督的

宝血和启示，就可以得救和得以完全（提后三15-17）。 

5.   圣经论 

“东方闪电”不承认圣经的权威，认为圣经不完全是神的启示： 

圣经并不全部是神亲口发声的记录…有一部分是先知预言的记载，有

一部分是历代神所使用的人写出来的经历与认识。在人的经历中掺杂

人的看法、认识，这是难免的。在这许多书当中，有些属于人的观

念、人的偏见、人偏谬的领受法，当然多数的话是出于圣灵开启光照

的，属于正确的领受，但也不能说是完全准确的真理发表。他们对某

些事的看法只不过是个人经历的认识或是圣灵的开启。75 

 

圣经属于神在以色列作工的历史记载，其中记载了许多古先知的预

言，还记载了一些耶和华当时作工的说话…这书的作者不是“神”，

而是“人” …是许多古先知、使徒、预言家记载，后人收集汇编的

一本在人来看特别圣洁的古书。76  

 

                                                           

74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

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75 话在肉身显现，同前，941。 
76
 同上，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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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方闪电”来说，圣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都老旧了” 77， 认识圣

经的目的只是让人可以藉此了解神这六千年来所要做的三步工作。她曾说：“但你

们得了解圣经…这样你们才能知道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78 

“东方闪电”认为她所发表的“话语”才是“神的话”，是“真理”，也是启

示录五章1节79所说的“书卷”和启示录十章2节80所说的“小书卷”。他们认为那

被七印封严的书卷，已经被全能神展开了。《话在肉身显现》有这一段话，说：

“全能神是七灵神！七眼、七星也是他，七印被他揭开，书卷让他全展现！”。81 

批判： 

圣经正典66卷书是人被神“默示”而写下的文字（提后三16）。在默示的过

程，神给予作者自由，可以按着他们的用词、风格、个性来写下启示。神掌管和引

导整个过程，以致人所写的能正确地道出神的旨意、计划、作为。82 神更可以使用

作者的经历，并在当中引导，使他们所写的经历能忠于神要向世人表达的信息。 

启示录五章1节所说的书卷是只有大卫的后裔，即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才

配揭开、配观看的（启五5-10）。那全能神自称不是被杀的羔羊，祂又怎能揭开书

卷？而且，启示录十章2节的小书卷，当时已经被使徒约翰吃进腹中，其内容是约

翰当时所要宣告有关普世的预言。83 

圣经说过：“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

上。”（启二十二18）“东方闪电”显然在这预言以外加上自己的“神的话”，

因此必会遭到神的审判。我们只要相信圣经，勿信这女基督的胡言乱语。 

                                                           

77
 同上，936。 

78
 同上，931-932。 

79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 

80
 “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 

81  王永信，同前，107-108。 
82  比尔·阿诺德及布赖恩·拜尔合著，圣经透析，文子梁译（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

2006），7。 
83 张永信，启示录注释（香港：宣道出版社，1990），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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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方闪电”传教手法 

“东方闪电”具有严密的组织和极诡诈的传教手法，让人防不胜防。他们具

有组织性地潜入、引诱、破坏神的教会！他们对教会是有“研究”的人，具策略性

地迷惑和攻击信徒。他们有一套自制的《摸底铺路问题细则》和《工作安排》。他

们所谓的“摸底”就是借用各种关系，各种方式打入各派教会内部，以了解他们内

部的实情，好为日后引见别人或见证工作打好基础；“铺路”则是在拉好关系以

后，谈一些“转观念的真理” 的过程，把教会里容易打岔的观念和想法，一样一

样地扭转过来，又将教会所缺少的“真理”补上，使他们能“谦卑下来”。 

因此，“东方闪电”的传教模式是以引诱教会信徒为目标，而且更是喜欢攻

击教会领袖。他们深知“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的道理，故此他们常用的手法是： 

第一，他们假装敬虔，伪装自己，潜伏在教会中。他们的外表与一般信徒无

异，却实际上已改换姓名与住址，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并编造一些悲惨或美丽的

故事，以骗取别人的同情或信任。他们在教会里表现得比一般信徒更热心，更积

极，以达到他们诱骗的目的。 

 以下是摘录自《摸底铺路工作细则》一些原则：84 

1. 抓住对方的情形，说一些适合他们口味的话，作一些能引起他们注意的事。 

2. 说话时避免让他们看出自己在撒谎……地址、姓名、年龄、家庭情况、教会

情况等等，事先编制一个地区，并互相联系，该地区最好是他们熟悉的地

方。 

3. 根据对方的心理状态去利用他们的弱点，对症下药，来维持与他们的关系。

如：有的人追求哭，就比他们更伤心痛苦，打动他们的心。 

                                                           

84  东方闪电摸底铺路细则， http://cclw.net/gospel/new/pxdfsd/htm/chapter10.html（2012 年 10 月

10 日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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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家庭受到逼迫、拦阻的，就说得比他们严重些，让人听了口服心服，对

他们更有好感。 

5. 对灵恩教会的人，就模仿其作法。声音响亮、干脆，给他们一个感觉，我们

也是追求的。  

第二，他们非常善于收买人心。东方闪电的信徒非常明白如何使用言语、物

质来收买人心。例如，他们会称赞人“属灵，有追求”来刺激虚荣感，引诱人骄傲

和动心。他们每到一处就殷勤地帮人做事，大献爱心；对一些重要人物，他们还以

重金利诱他们加入组织。他们甚至善于色诱，对未婚者，就给对方找对象，对已婚

者，就以异性来诱惑，甚至强暴！无论男女，只要在性的事上失败，就会束手就

擒，陷入他们的网罗。“东方闪电”常将他们的人物目标的名声搞臭，然后加以控

制之。有时，他们还会使用药物。  

 第三，他们以“工作三部曲”来欺骗信徒入教。85 首先，“传福音”。他们

要求所有听众放下过去所听的道理及信仰立场，持续三天听他们讲道。如此，他们

可以灌输人们“似是而非”的道理。他们善于曲解圣经来迷惑人。第二，“奉差

遣”。他们从跟随者中，选出忠於“女基督”的人，叫他们离开家庭，受差遣到各

地方传东方闪电的教导，并且勾引人加入组织。第三，“迎基督”，即东方闪电的

聚会。他们要跟随者与其他正统教会隔绝，秘密地组织起来，在隐秘处聚会。有

时，他们半夜聚会，唱“新歌”，跳灵舞，迎基督。86 

            “东方闪电”欺骗信徒的手段非常可怕。他们通常以个人为目标，透过一些

教会话题与信徒开始聊起——例如，批评教会光景荒凉、没劲、聚会沉闷、读经没

亮光、听道没得着、弟兄姐妹不再有起初的爱心等。接下来，他们将话题一转，就

谈个人的生命长进。一般上，他们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反问：“是不是时

候转移神的工作，往前发展？”在建立了信任并且引发起对方的兴趣之后，他们就

                                                           

85  王永信，同前，113。 
86  同上，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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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介绍自己那“更有追求的朋友或群体”给对方认识，然后将目标对象引入一个局

中，借许多人共同演戏，对目标洗脑，使其对闪电的教义深信不疑。 

人一旦被引诱进入“东方闪电”的组织，思想和行动就会被严密控制。他们

对自己的信徒，採用许多恐吓和控制的手段，如他们会说：“神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曾口头对他忠心却背叛他的叛徒，这样的人将面对灵魂体都受惩罚的报应。” 

 

结论 

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早就指出，末世会有敌基督出现：“小子们哪，如今

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

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约壹二 18）约翰指的是他那时代的异端诺斯底

主义（Gnosticism）。这异端否认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以及道成肉身，所以约翰语重

心长地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

是敌基督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以

认出上帝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

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约壹二 22; 四 2-3）约翰在另一封信里也

说：“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

惑人、敌基督的。”（约贰 7） 

“东方闪电” 是 20 世纪末出现的危险“敌基督”之一。它的形成和迅速发

展，反映了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教会在神学和牧养上的缺欠。华人教会要杜绝异端

的蔓延，除了要警醒提防这些偷羊的豺狼之外，也要加强内部对信徒的栽培，即精

心的门徒训练事工。牧者、长老、执事们，以及基督徒家长们，都应当以圣经真理

和扎实的神学建立信徒与儿女的灵命，好让他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

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弗四 13-14） 使徒彼得说得没错：“亲

爱的弟兄阿，你们既然豫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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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

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彼后三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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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闪电预警专题网。http://www.creation-tv.com/decode-eastlightning/?p=710 

11. 东方闪电摸底铺路细则。（2012 年 10 月 10 日存取） 

http://cclw.net/gospel/new/pxdfsd/htm/chapter10.html。 

 

影片： 

《异端中的异端 – 东方闪电》。（2017 年 3 月 4 日存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Ea58R72R0。 

 

http://angelife.github.io/
http://zh.wikipedia.org/wiki/
http://www.rockch.org/rock/ht/resource/eastern_lightning_church_2012_02.pdf
http://www.creation-tv.com/decode-eastlightning/?p=7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Ea58R72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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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悔改者的自白书 

曾誤信東方閃電教義、並遭撤銷牧師身份的吳燕芬姊妹於回轉後撰寫的自白書 

何信又不信全能神教會的教義 

 

二○一二年四月下旬，有一位曾參加我前事奉教會的姊妹邀請我到她的家，因她有

一位親戚是中醫，可以替我治療腰痛。我曾婉拒，但經她多番邀請，我便到她的家 

接受腰痛治療。經過兩星期的治療，她的親戚便邀請我與他們另外兩位親戚查經。

起初是以綜覽方式查考聖經的，查考神拯救人類的計劃，但當他們查考到神的末世 

作工，他們便拿出一本書《神末世的作工》（選自《話在肉身顯現》），他們說這

本書是神再次道成肉身話語的發表。我問那位他們宣稱在中國的基督是否女性？他 

們說是，我便感到十分害怕。那天晚上我回家後，便致電給那位姊妹及她的親戚，

告訴他們我不會再與他們查考那本所謂神末世話語發表的書。但她的親戚說，如果 

我沒有查考過便拒絕接受神末世話的發表，豈不是太早下判斷呢？那天晚上我沒有

睡覺，我整晚向神禱告，求神引導我。經過整晚禱告，我決定再與他們查考那本 

書，因為當時我想︰那本《話在肉身顯現》如果真的是神末世作工話語的新發表，

我不去查考，那我多年等候主再來的盼望便會有可能落空。如果我去查考那本書， 

發現它不是神末世作工話語的新發表，我便可以安心繼續等候主再來。於是我便繼

續與他們查考那本書，大概用了兩個月的時間查考內中三份之一內容。之後我個別 

帶領了三位姊妹去聚會，最後她們都不相信。 

 

 

二○一二年六月起，他們安排了另一些信徒與我這初信者交通聚會。由於馬太福音

廿四章 24節記載︰「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

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因此，我不能判斷全能神教會的 信徒所宣稱的那位基

督不行神蹟就不是基督。他們指出要從其發表的話語和其作工去查考其實質。這本

書說神肉身重返在中國，這次道成肉身為女性，是要受造的人 類知道他是男人和

女人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全宇宙的神。他的實質是聖靈，在肉身發表神末世

作工的道（新道以其話語審判刑罰人，揭示人裡面敗壞的性情， 對付修理，使人

可以漸漸認識自己，從而順服聖靈，敗壞性情被潔淨，漸漸脫離各樣人、事、物的

轄制，從中打敗撒但，成為神勝過撒但黑暗權勢的見證人。）書中 亦有提到分辨

真道或假道︰真道是出於聖靈，使人與神有更好的關係，使人更加敬畏神，更加愛

神、順服神及忠於神，這也是我所追求的方向，所以我聽從書中所指 引的，在閱

讀和聚會交通分享這書以外，又常常禱告，求聖靈在日常生活開啟我，使我透過神

末世話語的審判刑罰，揭示我所不知道內在生命的敗壞，使我悔改歸正，可以被神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Tags/10230/%E6%9D%B1%E6%96%B9%E9%96%83%E9%9B%BB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Tags/10551/%E5%90%B3%E7%87%95%E8%8A%AC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Tags/10403/%E5%85%A8%E8%83%BD%E7%A5%9E%E6%95%99%E6%9C%83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Tags/10403/%E5%85%A8%E8%83%BD%E7%A5%9E%E6%95%99%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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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性情不斷變化更新蒙拯救，因為聖經和這本書都強調非聖潔不能進入神的

國。 

 

透過每週兩次聚會，交通分享教義，我認識道成肉身在中國的基督過去已成全一班

得勝者，他們就是《話在肉身顯現》神末世作工話語發表的見證人。並且其中有一

位弟兄，他過去二十年都跟從肉身重返的基督，已預先被神成全，好像昔日的摩西

和使徒，按神的吩咐帶領神的選民，全能神教會的負責行政事務及講道，使現今跟

隨全能神的人把神的話語可以落實於日常生活當中。我曾在互聯網上看過有關對這

位全能神教會領導層的評論，另外，我從他的講道，發現他對撒但視如仇人，凡是

不順服神、不愛神、不忠於神及抵擋神的事物，他都視為撒但的化身，是不信派。

而且在全能神教會的 書刊中，也常有加插這位弟兄的講道。我心裡想，這位在

《話在肉身顯現》說他是神所使用的人，若他所說的話不應驗，我相信這本書就不

是神末世作工發表的說 話，這想法一直存在我的心裡。直至二○一二年十一月，

領導層有工作的安排，說災難將愈來愈多，要全能神教會的信徒不要只是單一的邀

請信主的人和他們交通分 享神末世作工發表的話，要信徒逐家逐戶派發福音單

張，告知所有的人大災難臨近了，趕快跟隨全能神的腳蹤，免遭毀滅，並且要舉行

真理生命講座，讓更多人聽聞 福音。那時我問其中一位負責傳福音的人將要講甚

麼信息，她說會講災難的信息，其中包括二○一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尼毘努星接近地

球，會引發的一連串災難。她說 上頭吩咐要大量印書，派給出席大型聚會的人，

因為十二月廿一將連續三日會沒有太陽，電子系統也會受到尼毘努星接近地球的影

響，隨後亦會有不同的自然災難發 生，我把她的說話又藏在心裡。 

 

在十一月底，全能神教會傳福音的負責人員游說我於十二月五日晚上邀請前事奉教

會的一些肢體去出席他們舉辦的真理生命講座，我當時感到害怕，因為我估計肢體 

聽了之後是不會接受的，我必然會被解僱，但我當時又有一個使命感，希望他們會

聽道後，願意繼續尋求神末世作工話語的發表，所以我便邀請他們去聚會，結果如 

我所料，我被解僱了。我被解僱後，繼續每週兩次出席交通分享神話語的聚會。自

從我向前事奉教會所屬宗派承認我已相信全能神教會的教義，我於十二月七日被解 

除職務的消息便被我的家人知道，他們於十二月二十日開始禁止我再出席全能神教

會的聚會，我答應他們要安靜禱告，思想自己有否誤信假道？那天晚上我向主耶穌 

基督禱告，求祂指導我如何驗證《話在肉身顯現》是否真道？那天晚上聖靈提醒

我︰既然全能神教會的教義宣稱他們的信仰是基於聖經又拔高超出聖經，是聖靈在

肉 身重返人間的基督所發表的話語，那麼，那位神所使用的人，他說十二月廿一

日之後出現的情況必會發生，因為神是掌管宇宙萬物的，神的靈必定引導他所講的

說話 都會應驗的。到了十二月廿六日，我發現一切如常，驗證了是假道，我便仿

然大悟，過去半年我所相信的，所謂神末世作工話語的發表都是人的說話，不是真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Tags/10403/%E5%85%A8%E8%83%BD%E7%A5%9E%E6%95%99%E6%9C%83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Tags/10403/%E5%85%A8%E8%83%BD%E7%A5%9E%E6%95%99%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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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基 督還未再來。我便在親人面前宣告和向主耶穌基督禱告，那日決定離開全

能神教會，不再相信其教義，並拋棄那些書籍。 

 

感謝救主耶穌基督過去半年我沒有任何金錢上的損失，也沒有帶領到任何前事奉教

會的肢體相信全能神教會的教義，相信這是主耶穌基督的看顧與保守。但我要向所 

有曾使他們傷心的前事奉教會的肢體及所屬宗派的同工、姊妹堂的肢體、友好肢

體、其他教會的同工及肢體及我的親人表達歉意，請你們原諒我帶給你們的恐懼與

憂 心。我答應你們，我會重整生命，在聖經主耶穌的話語上，在聖靈的引導下進

入真理，並要儆醒等候主再來。在此特別多謝羅錫為牧師及我的親人，幫助我回

轉，他 們願意作我回轉的見證人，使我知道主耶穌基督沒有撇下我這曾迷失的

羊！ 

 

参考： “遭撤職宣教會牧師撰自白書，稱誤信東方閃電向肢體致歉”。（2017年

3月 4日存取）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76178&Pid=1&Version=0&

Cid=837#letter  

 

附录二：“东方闪电”的网络事工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76178&Pid=1&Version=0&Cid=837#letter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76178&Pid=1&Version=0&Cid=837#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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