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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辯 

揭東方閃電的邪教本質 

 
“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爭辯。”（猶太書第 3 節） 

 

‘東方閃電’的理論淺薄、謊謬、胡說八道，我們本來以為沒有什麼人會上他們的當，可

是不，有人還是上了他們的當，甚至是我們原來以為是根基不錯，很愛主的弟兄姊妹都有跟著

他們去了的。我們覺得非常痛心，求神挽回他們。我們感到慚愧，因為我們的工程太差，我們

自以為不錯的建築卻被一陣邪教之風一吹就垮了。 

神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們的主之所以容許東方閃電的異端邪說在中國

出顯並且侵蝕到我們這裏來了，是有神的美意的；我們應該亡羊補牢，看看我們的漏洞在哪里，

把洞補上；我們應該看看我們哪里的根基沒有打好，將根基加固。我們先來看看東方閃電的邪

教本質。“親愛的主耶穌基督，祢知道憑著我們自己，我們實在是一無所能，一無所是；求祢

教導我們來做，求祢的聖靈親自來做！” 

 

一、 說謊 

‘東方閃電’組織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說謊，他們對人不講真話，他們說，他們仍然當我

們是弟兄姊妹，可是他們卻不對我們說真話。在他們認為時機還不成熟時，他們不對弟兄姊妹

講真話，不對自己的父母講真話，甚至不對自己信主的丈夫或妻子講真話。他們說這是‘智慧

說謊’，目的是為了救人。他們甚至在聖經中找到了說謊救人的根據，一個是妓女喇合說謊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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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二個探子，一個是埃及的接生婆說謊救以色列人的男孩，這二個事例就是他們放膽

說謊的依據。 

我們知道，在聖經中有為我們留下的榜樣，更重要的為我們留下有神的教訓；聖經大部分的

榜樣與聖經的教訓是一致的，聖經教訓我們要信神，我們可以看見：以諾因著信、挪亞因著信、

亞伯拉罕因著信、以撒因著信、雅各因著信、摩西因著信……等等的榜樣。這些榜樣與聖經的

教訓是一致的；毫無凝問，這些榜樣是對的。但有的榜樣，尤其是個別的榜樣，往往只顯明在

特殊場合中的權宜之計，這些榜樣不能在全部枝節上都符合聖經的教訓，對這種榜樣我們要學

習他符合聖經教訓的部分，而不應該去學習、強調他那不符合聖經的次要部分，絕不能以個別

的榜樣的枝節去否定聖經的教訓。對妓女喇合和埃及的接生婆的榜樣，我們要學習她們敬畏神，

愛神的子民，這種符合聖經教訓的部分；而不是學習他們不符合聖經教訓的說謊的枝節。東方

閃電對聖經取其一點，不及其餘，無限誇大，甚至以此來否定聖經的教訓，否定耶穌基督的教

訓。這是誰的慣技？不說大家也知道。 

主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馬太福音

第五章 37 節）。“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

的。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傳出來。那殺

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凡在

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認他。”（馬太福音第十章 26—33 節）主耶穌要求我們不但平時要說真話，就是面對殺

身之禍也要理直氣壯的說真話。 

耶穌面對大祭司的審問：“你是神的兒子不是？”他凜然回答：“你說的是；然而我告訴你

們，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使徒們面對祭司長們

逼迫、恐嚇，義正詞嚴的表明自己的信仰：“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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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耶穌，我們祖宗的神已經叫他復活。神且用右手將他高舉，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將悔改的

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

保羅面對猶太人在腓力斯面前的控告，坦然地說：“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稱

為異端的道，我正按著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 

二千年來，無數的基督徒面對逼迫、淩辱、死亡仍然毫無謊言，大膽承認自己的信仰。文化

大革命中，有的弟兄姊妹為了保護自己的肢體也說過假話，可是為著見證自己所信的道卻一點

不含糊，承認自己的信仰，不怕冤獄，不避所謂群眾鬥爭的烈火，不躲林彪、四人幫專政的利

劍。 

有一句主耶穌講得最多的話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神是無謊言的神，主耶穌從來

不說謊，他要求信他的人不要說謊。你憤怒地指責抵擋他的猶太人：“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

鬼，你們父的私欲，你們遍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

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翰福音第八章 44 節） 

神是無謊言的神，這是我們信仰的根基。我們為什麼信神？因為他是信實的，他絕不會欺騙

我們。如果神也會說謊的話，他雖然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主耶穌雖然是他的獨生兒子，可

是我們怎麼知道他會不會欺騙我們呢？我們怎麼知道他所應許給予我們的赦免、拯救、永生、

天國是真的呢？如果是這樣我們還信什麼呢？我們還盼望什麼呢？ 

東方閃電說他們說謊是為了救人，目的是好的，為了良好的目的，可以用不好的手段。在他

們已經不是可以，甚至是‘應該’了，因為鬼鬼祟祟，謊話說盡已經成了他們的特徵。為了達

到良好的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嗎？我們老一點的人曾經歷過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文

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吹牛說謊，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他們說他們的目的是高尚的，

他們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革命，是要破四舊立四新，掃除幾千年遺留下來，

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污泥濁水；是為了實現人類最崇高的理想——共產主義。他們用莫須有的



 
http://www.vinemedia.org - 網上課程 

 

真道辯 揭東方閃電的邪教本質        第 4 頁 – 共 14 頁 

罪名把我們關在監獄裏，還要我們相信他們的‘真理’，要用他們的‘真理’來教育改造我們，

要我們放棄我們的信仰，去相信他們的‘真理’；真是謊天下之大謬！ 

我們說目的和達到目的的手段應該是一致的，這是果子和樹的關係，要得著果子必須栽上一

棵樹，靠著樹根吸取水份、養份，靠著枝杆輸送，靠著樹葉進行光合作用，靠著我們今天還說

不清的機理製造糖分、纖維、蛋白、維生素等等，然後製造出果子來。主耶穌說：“好樹結好

果子，壞樹結壞果子”，你要得著好的果子就一定要栽上一棵好樹，你不能指望結葡萄卻栽上

一棵荊棘。我們從人良善的手段中可以看見他的善良的目的；也可以從人所使用的齷齪手段中

看出他們真實的罪惡目的。 

東方閃電的人不但謊話連篇，還採取各種手段去拉人下水，不算聽來的，單是我們這裏發生

過的就有：半夜一點多鍾打電話給弟兄，說她們是天使的；用螢光粉在弟兄姊妹牆上寫字，騙

人說是神跡的；假作同大齡的姊妹談戀愛，要拉人進他們東方閃電的。請弟兄姊妹想一想，我

們的主耶穌說過謊嗎？他要求過我們用說謊的辦法去救人嗎？今天我們教會中負責的弟兄姊妹

雖然還有很多缺欠，可是我們說謊欺騙過弟兄姊妹嗎？我們要求過弟兄姊妹用假作與人戀愛的

方法去傳福音，拉人信耶穌嗎？我們曾用過欺騙的辦法騙人來信耶穌嗎？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加拉太書

第五章 22 節），東方閃電的人謊話連篇，虛謊透頂，還口口聲聲叫人不要褻瀆他們的‘聖靈’。 

 

二、 關於得救、聖潔 

東方閃電的教義：“主耶穌基督已經來了，道成肉身成了一個女人來到了中國，恩典時代

已經結束了，現在是國度時代；不要再奉耶穌的名傳福音，奉耶穌的名趕鬼醫病，奉耶穌

的名禱告，要奉全能神（即那個女基督）的名禱告。”“主耶穌不過為我們釘了十字架，

赦免了我們的罪，他沒有使我們聖潔，不聖潔就不能進入國度；你們要悔改、認罪，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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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來的全能神（即女基督），才能得救，才能聖潔，才能進入國度。”“聖經不全是神的話，

其中也有人的話，也有魔鬼的話；聖經已經過了時了，現在要看小書卷了”。 

這樣亂七八糟的‘教義’，公然貶低取消主耶穌基督地位的‘教義’，公然否定聖經的

‘教義’竟也有人相信，我們真感到奇怪。奇怪之餘我們看見自己工作的缺欠，竟然有弟

兄姊妹，甚至是我們以前認為是有根基的姊妹，竟連什麼是得救，什麼是我們基督徒的聖

潔也不知道。真是求主赦免、憐憫！ 

什麼是基督徒的得救？主的使者在約瑟的夢中向他顯現的時候，對他說：“她（馬利亞）

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意釋為救主），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

來。”主耶穌怎樣將我們從罪惡裏救出來呢？第一，他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作了我們

的贖罪祭，使我們所犯下的罪（罪行）得以赦免；第二，從死裏復活的基督，因著我們的

信差遺聖靈住在我們心裏，使我們得著一個從聖靈生的重生的生命，這就是基督在我們裏

面的生命，就是基督在我們裏面活著的生命。就是耶穌基督所說的：“還有不多的時候，

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

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約翰福音第十四章 19—20 節）這就是保羅所

說的：“他又用印印了我們，並賜聖靈住在我們心裏作憑據。”（哥林多後書第一章 22 節）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

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之產業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

讚。”（以弗所書第一章 13—14 節）這就是使徒約翰所說的：“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

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裏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約

翰壹書第三章 24 節）“我們既領受人的見證，神的見證更該領受了；因神的見證，是為他

兒子作的。信神兒子的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裏；……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

是在他兒子裏面。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約翰壹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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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 9—12 節）“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指聖靈），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

在主裏面。”（約翰壹書第二章 27 節） 

類似的聖經經句還有很多，這些神的話都告訴我們：聖靈就住在我們每一個信耶穌的人

的心裏，神在主耶穌基督裏面，主耶穌基督借著聖靈又住我們裏面，這就是我們基督徒得

著的永生——從神生的生命。這神的生命就是拯救我們脫離罪的律的力量。“因為凡從神

生的就不犯罪，因為神的道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約翰壹

書第三章 9 節）“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

害他。”（約翰壹書第五章 18 節） 

神在他的獨生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給我們成就的救恩是完全的：他在十字架上為

我們所流的寶血救我們脫離了罪的懲罰；他賜給我們的生命救我們脫離了罪的律，使我們

不至於再犯罪。主耶穌就是這樣將我們完全的從罪惡之中救出來了。（並不是如東方閃電所

胡說的，主耶穌只為我們釘了十字架。）我們從罪惡中被救出來了，這就是‘得救’！ 

我們有沒有得救，我們今天是知道的，因為聖靈住在我們裏面，我們的生命得著了改變，

我們是有感覺的。初信主的人感覺不很明顯，可是你若有了生命，你就會自然而然的向神

禱告，你就會喜歡聽人講道，你就會喜歡讀聖經或屬靈的書籍，你就會知罪悔改，你就會

愛弟兄姊妹，你心裏就會有聖靈的感動。你繼續的在主裏面長進，你心裏的感覺就會越來

越明顯，神會借著聖靈將他的愛澆灌在你心裏，會吸引你，使你的心常常安靜在主耶穌基

督裏面，你會享受到在主裏面的平安喜樂，你會從心裏厭惡罪惡，你會有一種屬靈的直覺。

蓋恩夫人說，在我裏面的生命比在外面看得見的世界更加具體。 

我們今天冷靜的想一想，覺得陷入東方閃電的幾個姊妹的信仰都比較浮於表面，她們有

比較好的天然，是世界標準的好人，人緣好；我們就覺得這是一個好姊妹。今天看來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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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自己有沒有得救都不知道，不然的話，她們就不會再去接受所謂‘全能神的女基督’的

拯救了。我們的教會真要檢查一下：我們的福音有沒有傳清楚？我們的弟兄姊妹真應該檢

查一下：我有沒有真信主，我是不是信主信給人看的？我有沒有重生？主耶穌有沒有借著

聖靈住在我裏面？不要欺騙自己，如果沒有的話要趕快向神祈求，向主尋找，向基督叩門！

他是信實的神，他一定會為我們敞開救恩之門讓我們進去的。 

“但你們得在基督裏，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哥

林多前書第一章 30 節） 

上面說到的得救，就是得救贖，不是靠著我們自己的努力，而是靠著耶穌基督的寶血和

他在我們裏面的生命；這就顯明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贖。東方閃電的人說：你們要聖潔，

不聖潔就不能進入國度。是的，我們要聖潔，因為經上記著神的話說：“你們要聖潔，因

為我是聖潔的。”（彼得前書第一章 16 節，利未記第十一章 45 節）“你們要……追求聖潔；

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希伯來書第十二章 14 節）可是怎樣追求聖潔呢？靠我們自己努

力嗎？不錯，我們應當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愛神，遵行神的命令，可是當我們盡了

力以後會發現“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

的由不得我。……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我覺得肢

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馬書第七章 18—25 節） 

我們要聖潔，可是不能靠我們自己，因為我們的肉體裏面沒有良善，我們的肉體是從情

慾生的，是從亞當生的，在亞當裏的，軟弱的，失敗的，受著罪的律轄制的。“律法既因

肉體的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遺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

體中定了罪案。”（羅馬書第八章 3 節）在亞當裏的肉身是被定了罪的，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雖然是由聖靈感孕，由童女所生的道成肉身，是無罪的，可是只因他有一個罪身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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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肉身，他還是代替我們受到審判，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神借此在肉體中定了罪案。主耶

穌都要經過十字架，我們這些罪人，誰還能靠著肉體來成全呢？誰還能靠著肉身的努力成

為聖潔呢？我們不能靠著肉身去抵禦罪的律，我們只能靠著基督借聖靈住在我們裏面的生

命——那無罪的生命，才能成為聖潔，這就顯明基督是我們的聖潔。 

耶穌基督在世界上所走過的是一條謙卑、順服、受苦、受死的十字架的道路。他要求我

們也要捨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他。我們因信與他聯合，與他同釘十字架，與

他同死、同埋、同復活；我們順服在他的手裏，背十字架，讓十字架來治死我們的魂生命，

治死我們那屬世界的，在亞當裏的肉體的邪情私欲，讓他興盛，讓我衰微；好使活著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拉太書第二章 20 節）。這就是我們成為聖潔的路。 

可是東方閃電所謂全能神的女基督，她說她是道第二次道成為肉身，她不需要由童女而

生，她不再釘十字架，她肉體就是聖潔的了，她那些徒子徒孫們在高舉、讚歎：“這雖然

是一個平常的肉身，可是如果不是這個肉身，世界早就滅亡了！”真是比法輪功的李洪志

牛皮吹得還大。 

神的旨意要我們走十字架的路，要我們走捨己生命而得著基督生命的道路，可是撒但害

怕，它總是叫我們保留自己，欣賞自己，膨脹自己，高舉自己。所有的異端邪說都是魔鬼

的作為。異端邪說雖然層出不窮，可是萬變不離其宗，都是體貼人的肉體，膨脹、高舉肉

體的己的生命，而否定十字架的道路的。 

 

三、     熊外婆 

寫到這裏使我想起了一個寓言故事：說是一條狼假裝是小羊的外婆，欺騙小羊開了門，

結果把小羊吃掉了。這個故事有好幾個版本，有一個小孩子們都熟悉的，狼冒充兔媽媽欺

騙小兔兒開了門，吃掉小兔子的版本。我小時候聽過一個熊外婆的版本，說是：在一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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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附近有一間小屋子，住著一個外婆一兩個小外孫，一次外婆晚上要外出，要到天亮才

回來，臨走時囑咐小外孫姐弟倆，她沒有回來之前千萬不要給生人開門。老熊早想吃掉這

兩個小孩，看見機會來了，就打扮成外婆的模樣去敲小外孫的房門；小外孫被半夜敲門聲

驚醒，就問：“誰呀？”老熊說：“小外孫乖，我是你們的外婆，快快給我開門！”小外

孫覺得不對，問道：“你是我的外婆嗎？你的聲音不像我外婆的聲音，你的嗓門怎麼這麼

粗的呢？”老熊說：“我實在是你們的外婆，只因外面的風大，我感染了風寒，所以我的

聲音變了，快快開門呀，我在外面快凍壞了。”小外孫開了一條門縫說：“你不像我的外

婆，你的鼻子怎麼這麼大呀？”老熊說：“我實在是你的外婆，只因天黑路滑，我摔了幾

跤，把鼻子摔腫了。”小外孫將門再開大了一點又說：“你不像我外婆，你的臉上怎麼這

麼多毛的呀？”老熊說：“我是你們的外婆，只因外面冷，我戴了一頂皮帽子，將帽子拉

下來把臉遮住了。”小外孫相信了，很高興：“外婆回來了，外婆回來了！”他就要開門，

姐姐說：“不能開，不能開，它不是我們的外婆！”小弟弟太想外婆了，他不顧姐姐的攔

阻，把門打開了，老熊進來，就把兩個小外孫吃掉了。 

我以前覺得這個寓言沒有什麼深意，一個小孩子根本不可能將老熊當成是自己的外

婆；今天面對東方閃電的假基督，我才看出這寓言的深意，我才明白這個寓言為什麼有那

麼多的版本。 

主耶穌說：“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約翰福音第十章 5

節）主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我們的父，我們的朋友，我們的良人；我們怎麼連他的聲都

聽不出來呢？東方閃電的所謂女基督說：“你們輕慢我，不聽我；你們不聽我，我就不說，

我不說我就做一點別的事；我使這人爛了舌頭，使另一個人死無全屍，又使一個遭受種種

患難，我看見他們這樣，我就好開心！”“臭貨，我一腳把你揣出去！”“為你那污鬼爹

娘奔波忙碌到現在，你竟然不知道坑害你的，竟是生你養你的污鬼爹娘；你更不知道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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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穢竟然是他供應給你的！”“狼爹狼娘狼子狼孫，狼心狗肺的人！你們這些衣冠禽獸、

人面獸心的畜牲，我不會為你們受苦的！愚昧無知的窮酸樣，畜生給我滾出去！”“把這

世界廢滅了才解我的心頭恨！”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是跟隨主的，這是我們的主的聲音

嗎？ 

請聽聽我們主耶穌的聲音：“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因我父的家

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

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地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我留下

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

不要膽怯。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了，我去還要到你們這裏來。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裏

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的。”“現今我往父那裏去；你們中間並沒有人問我，你

往那裏去？只因我將這事告訴你們，你們就滿心憂愁。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

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我若去，就差他來。”這就是我們的

主的聲音。 

他自己就要被釘十字架了，可是他顧念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遍遍的叮嚀、囑咐、安

慰門徒，他的聲音充滿了恩典、憐憫和他對我們無限的體諒、深沉的愛。 

就是對加略人猶太，耶穌只是深深的歎息：“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

但賣人子的有禍了！那人不生世上倒好。” 

對不悔改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阿！耶路撒泠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

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

是你們不願意。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

見我，直到你們說：‘奉主名而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對罪人之死，耶穌是深深的哀

歎、傷痛。只有撒但魔鬼才會‘開心’。“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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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只有魔鬼才對世界（包括世人）充滿了‘心頭恨’。 

主耶穌說：“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裏’或說：‘基督在那裏’，你們

不要信。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跡、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

了。看哪！我預先告訴你們了。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裏’你們不要出去；

或說：‘看哪！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信。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

要這樣。”（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23—27 節）。不要解釋了吧！主耶穌的話已經夠清楚的了。 

小外孫太小，竟把外婆的囑咐給忘記了；我們有些弟兄姊妹也太幼稚了，竟把主耶穌

的話也輕易忘記了，竟給假基督開了門。我們希望陷入迷惑的弟兄姊妹要回頭，不要以為

沒有什麼要緊。“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約翰福音第十章 10 節）；假先

知、假基督來幹什麼？無非是要偷竊我們的寶貴的靈魂，要殺害我們屬靈的生命，要毀壞

我們得救贖的工程。 

東方閃電所謂全能神的假基督，不但說話根本不像我們的主，而且謊謬到神的獨生兒

子竟成了女兒身了。小外孫如果發現他的外婆變成了長了鬍子的熊外公的話，我想他是不

會開門的；我們的姊妹竟為一個變了性的‘神的兒子’開了門。荒唐！ 

東方閃電不是一般的異端道理，在一些教派中也有異端的教訓，可是他們還是信耶穌

的，還是承認聖經的絕對權威的；可東方閃電連耶穌基督都不信了，連聖經都否定了，他

們已經是邪教，所有的假基督都是邪教。 

東方閃電的人是不講真話的，我們對他內部的事還是知之不多，從這不多的現象中，

我們每一個得救的基督徒就可以斷定，他不是我們要等候的，那再來的基督，她只是一個

假基督，是披著羊皮的狼，是撒但魔鬼之子。我們的弟兄姊妹千祈不要給他們開門，不要

引狼入室！ 

再一次盼望已經陷入迷惑的弟兄姊妹要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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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基督教會要提防世俗化和異教化的陷阱 

基督教會從開始以來，就在世俗包圍之中；世界對基督教會，先是抗拒、逼迫，後是侵

蝕、利用、同化，其他國家地區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抗拒、逼迫的歷史我們都很清楚：

滿清政府和國民黨他們的政見雖然不同，可是抵制、逼迫基督教卻是一致的，滿清的遺老

們是‘之、乎、者、也’尊孔的，你們卻來傳一個外國的耶穌，所以他們要抵制、逼迫；

雖然國民黨的孫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可國民黨在當時也是革命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

他們認為基督教是從帝國主義那裏傳進來的，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他們開始時對

基督教也是抵制的；解放後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就不要說了，大家都知道了。今天雖然

還有許多人不習慣看到教會的存在，可是已經不會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大規模的打擊了。教

會所面臨的主要是被世俗同化的危險。世俗的同化又分成二個方面：1、是世俗化；2、是

異教化。 

世俗化：淡化甚至抽掉基督教信仰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內容，將教會變成人的組織，

將生命之道變為道德的說教；離開因信稱義，個人得救的宗旨，強調服務人群、服務社會

的果效。他們不是等候、盼望主耶穌基督的再來，而是要同不信主的人一起來建立一個現

實社會的‘天國’。在世界上，這種人被稱為社會神學派，在中國這種人也早就大有人在，

提倡二個中心、政教聯合；最近更提出淡化因信稱義的謊謬理論，企圖動搖我們信仰的根

基。我們的信仰跟他們是不同的，我們要得著的不是這個世界，而是屬天的福分，是主耶

穌基督，是神的自己。我們盼望的不是一個沒有基督掌權的，只有現代物質文明，所謂的

民主、自由的社會。我們盼望的是耶穌基督再來。今天的美國科學很發達，物質很豐富，

聽說也很民主，很自由，這是我們基督徒的目的嗎？不！ 

曾有人對我們推銷過‘卡爾賓主義’，說卡爾賓（即長老會的創始人加爾文）實在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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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父，向我們推銷長老會的民主選舉制度。我們說，天主教的專制不對，是因為他是‘人’

的專制，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我們心中的王，他掌管著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他的專制

卻是對的。使徒時代的耶路撒冷會議，聖靈在會中運行，在使徒們心中運行，這樣民主得

出來的結論是對的。祭司長、猶太人的長老們在捉拿耶穌之後，也開了一個很民主的會議，

結果一致通過將耶穌釘十字架，這樣的民主，因為是‘人’的民主，因而也是錯的。不在

於表面的‘民主’還是‘專制’，只在於出乎神，還是出乎人意。 

中國幾千年來的主流信仰是多神教：如來佛祖、觀音菩薩、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山神、

河神、天神、土地伯公、關聖帝、門神、灶君、大樹伯公、石頭大王、祖先、生辰八字、

算命卜卦、面相掌紋、風水地理、揀時擇日……等等。這些出於撒但的迷信，長時間的統

治著中國人的心靈世界，正如聖經所說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手下”。（約翰壹書第

五章 19 節）耶穌基督的福音傳進來了，動搖了撒但幾千年在人們心靈裏的統治，撒但是不

甘心的，它也先是抗拒，後是侵蝕、同化。基督教在唐朝就已經傳進中國來了，稱為景教，

留下有景教碑和景教寺廟遺址，從中我們可以看見，他已被異化得不倫不類，後來乾脆就

消失了。洪秀全信耶穌信得一知半解，結果把中國人的降神術揉進信仰中，搞出耶穌降身

的事來；楊秀清：你洪秀全耶穌降身，我就天父降身；假借天父降身來痛駡洪秀全，爭權

奪利，發號施令。楊秀清可能是假裝出來的，洪秀全可能是真的，耶穌基督是不會降身的，

那是誰做的事呢？只能是假基督、假先知的靈。今天的東方閃電宣揚耶穌重返肉身，這是

出於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認為人死後又再次投胎出世的說法；這完全是中國人多神教的內

容，是毫無聖經根據的。所有這些把基督教異化得不倫不類的作為，都是撒但魔鬼作的。 

耶穌基督第一次來是為了救贖人類，所以他要道成肉身，成為人的樣式，擔當人的罪，

將人從罪惡中救出來；他第二次榮耀降臨，提接聖徒、審判世界；聖經有什麼地方說過他

要第二次重返肉身的呢？主耶穌今天是活著的，他若要向個別人顯現，他隨時都可以，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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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向掃羅顯現，在司提反殉道前向司提反顯現那樣。他何須隱藏在一個

軟弱的人的肉身中呢？事實上，今天耶穌基督的生命就在每一個信他的人的心中，教會就

是他在地上的身體，每一個基督徒都是他身上的肢體。東方閃電的所謂女基督，她說她是

來行審判的，世上那有這樣偷偷摸摸，不敢露面的審判官呢？ 

東方閃電有一點是具有迷惑力的，就是斥責罪惡，叫人要悔改，呼呈信神的人要聖潔，

很像的出乎神的。其實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人離開主耶穌基督就沒有成聖的路。另外她根

本不知道我們信耶穌基督的人所接受的生命之道，她胡說耶穌基督不過是為我們釘了十字

架。世人以為魔鬼就是單純叫人作惡的，勸人為善的就是出乎神的。不是這麼簡單，創世

記開張明義的告訴我們：神要人類揀選生命樹的果子，魔鬼則叫人揀選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分別善惡，包括擇善而行，這世界的其他宗教、倫理道德都叫人們要擇善而行，我們卻知

道：我們不能行善以救自己，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肉體帶著罪性，沒有良善，知道行善

卻沒有力量去行，知道不能行惡卻偏偏去行；我們須要耶穌基督的拯救。 

東方閃電的人指責罪惡的調門很高，可是自身卻吹牛撒謊、欺騙，不擇手段甚至綁架不

認同他們的人。他們的不法行為還會一直增加，因為靠著人的肉體是不可能行善不行惡的，

這是必然的。一切的異端邪說都是無路可走的。 

我們希望陷入東方閃電迷惑的弟兄姊妹要趕快回頭。當然，如果他還要看一看的話，也

可以再看一看。只希望當他們看見不法的事增多時，就不要再剛硬下去了。人都是會錯的，

如果不是神保守，我們沒有一個憑著自己能夠不錯，不跌倒，不失喪！“主啊！憐憫！” 

 

文：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