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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读经：加拉太书 5：20，以弗所书 4：14，彼得后书 2：1 
 
  我们知道，在使徒时代就有异端；我们也知道，历代都有异端。但有很多人忽略了末世
的异端。原来末世异端风起，越来越多。因为撒但知道牠的时日无多，所以到处搞异端。 
 
  凡离开圣经真理的就是异端。比异端轻的叫“极端”，比异端重的就是“邪教”。凡是
异端都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说他们是基督教，而且说，唯有他们才是“正统”，各人必须
跟他们走才能得救。他们排斥一切的宗派。邪教我们容易防，因为他们不是基督教。但异端
说他们是正统基督教，这就难防了。他们也讲圣经，使人难以分辨真假。 
 
  关于历世历代的异端，特别是美国的异端，许多人都写书评论。也有不少人讲道，提到
异端的危险，劝人要谨防。 
 
  我们所着重的不是国外的异端，我们只能略提。我们所着重也不是历世的异端，我们要
强调的是“末世的异端”，特别是末世国内的异端。 
 
  福音传入中国百多年，信徒约有百多万；自解放后几十年，信徒增长率剧升，约有 7000
多万，而家庭教会占了 90%。 
 
  在中国最多人信耶稣的是河南省。但可惜得很，许多异端、邪教与骗子都是河南省人。
当然，其它省份亦有不少异端出现。因为老一辈传道人例如王载、王峙、宋尚节、王明道等
已离世归父，新一代的传道人因为根基浅，没有很好地栽培信徒，及至异端一来，许多人以
为是新鲜的道理，因此，这些“道理”迷惑了不少的人。盼望他们早日醒悟！我们要多多儆
醒！我们不单不要跟从他们，更要带领被迷惑和受欺骗的信徒速速回转，根据圣经真理，持
守真道，直到主再来！ 
 
  这本小册特别是给末世国内基督徒提出警告。但愿我们切切提防，免入歧途！ 
 
    
 
  第一章 什么是异端 
 
  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异端，他们更不知道异端的危险。 
 
  一、异端的原意 
 
  1. 不是“端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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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文“异端”二字，就是不同的端倪，或不同的边界，这就是错误的教导，这就容易
引人入歧途。中文圣经有 4 次用“异端”（徒 24：14，加 5：20，彼后 2：1，弗 4：14）。 
 
  2. 新约原文（希腊文）hairesis, 英译 heresy 
 
  新约共 9 次，这字是指哲学的派别或教训。圣经也有这个含意，如“同党撒都该人”（徒
5：17 原文）、“法利赛派的信徒”（徒 15：5）。这是“分党”的意思。英文常用 cult“邪
派”来形容异端。 
 
  彼得说，“异端”的“假先知”、“假教师”，在教义上，贬低基督的地位和否认祂救
赎的工作；在伦理生活上，败坏德行；他们用捏造的话，贪图财利，结果要遭受神的刑罚和
毁灭（彼后 2：1－3）。 
 
  第 2 世纪末叶，hairesis 常指神学上或道理上的错误。 
 
  3. 谬妄的诡计 methodeian tes planes（弗 4：14）  
 
  达秘 Darby 圣经译作“系统化的错谬”。上文“被一切异教 didaskalias 之风摇动”，
是被各样教义之风“带前带后”。这种教义 doctrine 是摇摆不定的，容易迷惑人心的。 
 
  二、异端的特点 
 
  我们怎样可以知道什么是纯正教义或是异端呢？异端的特点很多，但从下面几点，可以
识别。这样，我们就不容易认假作真，以致走入迷途！ 
 
  1.加添圣经之外的启示 
 
  凡讲异端的人，他们一面表示确信圣经，但又加上圣经以外的东西。他们说是神启示给
他们的。甚至有些讲异端者也能行大奇事，这就最容易迷惑人、吸引人。还有人说，他们所
得的启示比圣经的启示更高。他们常常冒称“圣灵向我启示”，“神对我说”。 
 
  请我们注意，圣经以外没有新启示，我们不能加添或删减圣经：“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
预言的作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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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上
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启 22：18
－19）就是天使，现在也不能给我们新启示：“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
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 1：8－9）以前藉先知晓
谕列祖，但后来耶稣自己启示，取代一切（来 1：1－2）。 
 
  现在我们有了圣灵（弗 1：13－14），就当求得智慧和启示的灵：“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祂。”（弗 1：17）我们
有了智慧和启示的灵，不是叫我们讲新启示。我们有启示的灵来领会神已有的启示；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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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自己、按正意传讲神在圣经里的启示，神绝不是要给我们一些前所未有的启示, 甚至与圣
经违背的新启示。如果有人说，他得了新启示，神叫他把这新启示传给我们，这肯定是讲异
端，我们当远避他们。 
 
  2.拒绝“因信称义” 
 
  他们总要加上一些得救的条件。讲异端的人总喜欢说,“你不跟我走就不得救”，他们都
是用“不得救”来吓人、引人、骗人。 
 
  他们认为耶稣的救赎是不够的，还要加上我们的“立功赎罪”。 
 
  原来天主教是要人立功赎罪，而不是讲“因信称义”的。后来马丁路德读了罗马书第一
章，才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罗 1：16－17），所以他下决心改教，回复到使徒时代的教
会（请详看：罗 1：16－17，3：23－25，28，4：4－5，5：1，加 2：16，弗 2：8－9 等）。 
 
  许多异端者强调要加入他们的组织，要成为他们的会员才能得救；也有些人要各人与某
人结合才能得救。这是异端的第二个特点。 
 
  3.冒称基督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太 24：
5） 
 
  异端常常把他们的领袖和他的话提升到和基督一样，甚至高过基督。他们的书常用第一
人称——我——讲话，有如神和基督在圣经里所说的：“我是”、“我告诉你们”等等。有
人公然冒称自己是基督，更有人站在神的地位上说“我吩咐你们”等。 
 
  我们谨记，基督只有一位（太 23：8－11），“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
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提前 2：5）我们也不要忘记，基督一定是犹太人（创
49：10，约 4：22，25－26）。犹太人绝不会认美国人、朝鲜人或日本人等等为基督的。将
来的假基督也必然是犹太人，最低也是其他国籍的犹太人。 
 
  4.否定三一真神  
 
  他们认为神只有一位。祂在天上是天父；祂后来变成耶稣到世上来；耶稣死而复活，变
为圣灵在五旬节降临。这是一变三。 
 
  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一而三、三而一。绝不是一变三、三变一。父、子、灵是同时
存在的：耶稣在世向父祈祷（约 17 章），圣灵在世荣耀基督（约 16：13－14），这说明三一
真神是同时存在，并不是一变三的。所以说，凡不信三一真神的都是异端者，我们切不要跟
他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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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新发现”  
 
  凡讲异端的人都会把一些幻想说成是他们属灵的新发现。奇怪的是，许多人对属灵的解
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对异端的“新发现”就甚感兴趣。我们当知道，基督教真理不是基于
个人所宣称的特殊新发现。假师傅引人入异端，是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彼
后 2：1－3）的。如果有新发现，必须在圣经（完全的启示）里，而不能在圣经以外有新奥
秘的加添。 
 
  6.没有明显的教义  
 
  基督徒要有正统教义 doctrine（多 2：1）的栽培。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经基本的教义（要
道），就无法找到追求的目标、无法得到深造的方向，就很容易被异端所吸引和迷惑。 
 
  异端的特色是，不断地更改教义，以配合他们的幻想。许多人跟他们很久，还掌握不了
他们信仰的内容，他们“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提后 3：7）请注意！凡是含糊
的道理，就是魔鬼的道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除了以上几点，还要注意一些异端的特色，例如：他们的解经是断章取义、以圣经的例
子当原则、对千多年的基督教教义加以否定。我们应当考虑，是否千多年来的基督徒都不得
救，只是由他们所带领的才能得救呢？ 
 
    
 
  第二章 异端甚于异教 
 
  异教或邪教，例如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他们标明不信基督，真基督徒不会投靠他
们。但异端就打着基督教的名义，说他们信的才是正统，其他宗教都是假的。其实他们才是
假的。他们最容易迷惑人，他们甚至会把人引入邪教，所以我们要防备。 
 
  一、先谈“极端” 
 
  极端不是异端。极端是高举人或部分真理，就歪曲了全部真理。 
 
  例如灵恩运动的人，我们不能称他们为异端，只能说他们走了极端。他们解释圣经真理
有点偏向他们的主张，认为信的人不是都受了圣灵的浸，而是要每一位基督徒追求圣灵的浸。
他们以使徒行传的例子作为原则，说他们被圣灵充满都讲方言，所以我们必须讲方言才是被
圣灵充满。其实有被圣灵充满而没有讲方言的（徒 4：31）。所以我们不当跟他们，因为他们
走了极端。 
 
  二、再谈“异端” 
 
  我们已经谈过异端的特点，现在我们还要说说异端不是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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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端本指不同哲学的派别，到 2 世纪是指神学上有错误、信仰不纯正或虚构事实的少数
宗教团体。他们离弃已被接受的信仰，因而产生了分裂的党派。 
 
  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神的子民，只有他们才是教会。 
 
  他们不承认基督为中保，他们另外加上一位中保（徒 4：12）。 
 
  他们发展速度惊人：他们的人数、财富大增，特别影响青年人。 
 
  特别在末世，他们到处迷惑人，甚至有行神迹奇事来迷惑人。所以我们应当特别防备，
以免受了迷惑。 
 
    
 
  第三章 略谈世界各国的异端 
 
  历代都有异端，但末世更厉害，因为撒但知道牠的时日不多了，所以牠用各种的方法来
迫害与迷惑信徒。牠知道，要叫基督徒不信耶稣是不容易的，所以牠就大搞异端来迷惑基督
徒。 
 
  我们的重点不是世界各国的异端，而是国内的异端。但在揭发国内的异端之先，我们也
当略为提一提世界各国的异端，特别是末世各国的异端。 
 
  一、天主教 
 
  有人说天主教是旧教，而基督教是新教。但事实上基督教比天主教更旧，旧到使徒时代。 
 
  公元 590 年，大格里高里 Great Gregory 当了第一任教皇，这时才有天主教，以前只
是基督教。 
 
  天主教也称基督教，但有很多教义不是圣经里的，例如：教皇、神甫、高举马利亚、拜
圣像、搞赎罪票、说人死后到炼狱等都不合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异端。不过，
他们不象其他异端到处拉拢信徒离开教会、参加他们的“聚会”。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曾写过《天主教原委》，所以不在这详细论述。 
 
  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美国怀爱伦太太 Mrs Ellen G. White 是把各种因素组合起来的主要人物。 
 
  威廉米勒耳（Wm . Miller 1782－1849 年）是该会的鼻祖。他原是美国浸信会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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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宣布：“基督要在 1843 年 3 月 21 日至 1844 年 3 月 21 日之间再来。”但他后来说计
算错误。可是怀爱伦太太说她见了异象，知道基督确于该年某日降临了，不过是临到“天上
至圣所”。于是安息会就产生了。 
 
  他们强调守安息日（即星期六）、天上圣所、调查性的审判、预言之灵等错误。 
 
  他们要基督徒守律法，特别是要守安息日。他们说，不守律法就不得救。其实律法是以
色列的国法，是给以色列人守的。但他们还是因信称义的（罗 4：3－9）。基督徒更是因信称
义，绝不是靠守律法得救（罗 3：19－28, 加 3：1－3, 23－26）。 
 
  三、摩门教 
 
  摩门教 Mormonism, 又称“末世圣徒教会” Church of the Latter Day Saints. 
 
  美国人施密约瑟 Joseph Smith（1805－1844 年）在 1830 年创立。他认为基督教失败，
是因为没有先知。他自称是大先知，以基督教为招牌，但广泛窃取犹太教、回教、拜物教等
教义来凑成摩门教。 
 
  除了圣经以外，他们还有三本经书：《摩门经》、《教义和圣约》、《高价珍珠》，而以《摩
门经》为主。其实他们是不接受圣经的。 
 
  他们信多神，否认三一真神。 
 
  他们强调要靠行为得救，排斥“因信称义”。他们说，凡不属他们的人都要下地狱。 
 
  他们主张一夫多妻制。 
 
  最近几十年，他们发展很快，全球拥有 400 万信徒，有 5 万 5 千传教士，他们热心登门
造访。 
 
  四、耶和华见证人会 
 
  美国的第二大异端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仅次于摩门教。他们的创办人查尔斯· 退斯·罗
素 Charles Tase Russell, 1852－1916 年，本是美国长老会教友，他自称是先知。他于 1884
年创办了“锡安守望台书社” Zion’s Watch Tower.  
 
  1931 年，罗素的继承人约瑟·卢得福 Joseph F. Rutherford 采用“耶和华见证人”的
名称。 
 
  他们教义的最大错误：  
 
  1. 否认三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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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信复活与再来 
 
  他们认为基督是被造的天使长，降生后才是完全人，但没有神性。他们不信基督身体复
活与再来。 
 
  3. 圣灵没有位格，只是神的动力。 
 
  4. “第二次人生” 
 
  认为要靠行为赚救恩。认为人只有魂而没有灵。人要到千年国时复活，享受“第二次人
生”。 
 
  5. “神的另一群羊” 
 
  只有 14.4 万人是神的儿女；但他们的人数早已超过这个数字。他们只得说，神还有另一
群羊。 
 
  6. 否认天家与地狱 
 
  说“阴间”就是“坟墓”；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消灭了。 
 
  只要我们看一看，就知道这是大异端。我们千万不要被他们的糖衣毒药所诱惑。 
 
  五、南朝鲜的统一教会 
 
  南朝鲜的统一教会 Unification Church 的创办人是文龙明。他于 1920 年 1 月 6 日出生
于北朝鲜。后改名为文鲜明 Sun Myung Moon：“鲜”是太阳 Sun,“文”是月亮。 
 
  文鲜明出生于长老会家庭，后来参加了五旬节会。1936 年 4 月 17 日，他自称耶稣向他
显现。1944 年认识一位灵恩派的狂热分子金百文（金自称是救主）预言弥赛亚要在朝鲜再世。 
 
  文鲜明在 1946 年创立了“广海教会” Broad Sea Church；1954 年他创立了统一教会，
全名是“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 其教义窃取基督教、佛教、道教、西方哲学、朝鲜民
间宗教，混成玄虚的统一教。 
 
  统一教的主要错误教义：  
 
  1. 对神  
 
  说神有阴阳两性，这是道（易经的道，不是圣经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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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基督  
 
  认为祂只是个完全人，高不过文鲜明。祂只能救人的灵魂，但文鲜明是第二个弥赛亚，
能救人的身体。 
 
  3. 集体婚礼 
 
  1992 年 8 月 25 日，搞集体大婚礼，参加者来自 131 个国家，其中有 1/3 已结婚的。 
 
  4. 伪造移民证 
 
  文鲜明夫妇在美国购买了 12 万平方米的土地。他太太的移民证是伪造的。他逃税 16 万
美元。 
 
  统一教不只是异端，更是邪教。 
 
  六、韩国异端“救员派” 
 
  这是“国际交流”的一篇文章，为使我们警惕异端“救员派”。2001 年“救员派”（又
称“马可楼”）的朴保罗已渗入长沙，遭到长沙家庭聚会联名宣告拒绝。末世异端风起，我
们要儆醒与严防。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
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壹 4：1） 
 
  几年前，有一位来自南韩，自称姓“朴”、名“保罗”的宣教士，先在中国北方的一些
边远省份活动，建立了一个“以保罗为中心的传道小组”，后来，落户在甘肃兰州，这两年
渐渐地向沿海和南方的一些省市扩散，声称要组建一支“以保罗为中心”、“拯救时代和为
福音豁出性命的三百十八名要员”的队伍，这是“救员派”一名的来历，亦有称之为救赎派
的，又称马可楼，还有人根据他们鼓动信徒享受世界，说“在生活上陷于任何状态都没有关
系”，而称之为“纵欲派”的。现初步查明，救赎派三十年前起源于韩国，曾猖獗一时，由
朴玉洙等人发起，他们所宣扬的，被几乎所有的韩国教会拒绝，并定为异端（从网络上可查
到有关材料）。所谓“马可楼”源于韩国长老会所属的××教会叫“末世教会”。牧师柳光洙，
他们一班人捡起救赎派的一套，联络“庇哩亚学院派”（韩国另一个异端），溶入“恢复派”
（李常受）等异端观点，改头换面，分门结党，并逐渐扩大，长老会屡禁，他们仍不悔改，
1991 年，长老会宣布他们为异端并予开除。十年来，他们另立山头，成立所谓“大韩耶稣教
长老会传道总会”，不仅在韩国活动，也派员到日本及中国大陆等地，发展势力，声称在韩
国要建立五十万“门徒”（实际上韩国基督徒超过一千万，他们认为 98%的教会是魔鬼的教
会），在日本是一百二十万，在中国是三百万，要开展一场“福音运动”、“马可楼运动”。
前几年韩国一所有权威性的超宗派异端研究机构以及长老会，专门整理了“马可楼”的材料
（正在译成中文），指出他们所传的种种异端邪说。目前，“救员派”（马可楼），在中国还
没有多大的名气，但他们气焰嚣张，影响恶劣，值得众教会警醒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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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多以前，“救员派”（马可楼），渗入湖南，朴保罗数次率员来长沙等地，在个别教
会拉队伍，搞培训，制作成套的录音带、VCD 及文字材料，到处散发，已造成严重后果。目
前长沙家庭教会已联名宣告抵制拒绝。以下我们仅从他们在长沙等地的活动，作一些介绍，
他们有如下一些特征和表现： 
 
  1．他们一般只去已建立了的家庭教会（小型，初建，特别是青年人较多的教会），一来
来一帮，从领会、唱诗（有专用的诗歌）到祷告、讲道、翻译、全套人马，占领讲台阵地，
制造“属灵气氛”，很有煽动力，并有一定的能力，靠“灵权”工作。 
 
  2．喜欢个别交通，一般是对教会百年里热心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青年同工（姐妹居多），
他们有很强的使命感，“到现场发现忠诚者”，几乎有同样的话：“弟兄啊（或姐妹啊）神
是特别拣选你，特别用你”，“要兴起你一个，再兴起全群”。等等，进而“你们要成为要
员”。 
 
  3．他们控告教会，说现在的教会不明白“拯救世界的属灵奥秘”，是“黑暗势力”，要
“完全砸碎”，打开他们“传福音的大门”。对教会领袖，不管是过去（如王明道、倪柝声
等），现在的（如广州林××等）。他们要建立“明白真理福音的工人”、“拯救时代的要员”。 
 
  4．他们在真理上故意混乱，有许多谬误，但隐蔽、含糊、似是而非，粗看没有什么系统，
但有些谬误和极端是显而易见的，例如： 
 
  他们几乎只讲创世记一、二、三章，说“这就是全本圣经”。 
 
  他们几乎不讲十字架，特别是门徒走十架道路的真理是他们忌讳尤深的，这是他们的要
害之处。 
 
  他们表面高举“耶稣是基督”，有时领着会众喊“耶稣是基督”一字一顿，有时很神秘
地小声以“耶稣是基督”互致问候。“一切都是灵性问题，只要明白耶稣是基督就够了”是
他们的口号，明白了“所有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等等。其实他们高举个人，自称是“拯救
时代的要员”，是“中心”，是“开道路者”，“我到哪里，哪里就活了”。 
 
  5．对基督徒正常的读经、祷告、认罪都有攻击：他们说：“天天认罪、说自己软弱，这
是宗教人的口吻”、“罪与你们有什么相干，求神负起完全的责任”、“明白了我讲的道理
可以不读圣经”、“今天，你们在这里听我讲，就把它当作上帝的话来听好了”，等等妄语，
不一而论。他们很强调应许，“应许是一切，一切是应许”、“祷告只能按应许祷告，否则
是没有用的，明白了应许，叫你祷告你也不祷告了”等等。 
 
  且看他们很重要的一段“应许祷告”，（这篇祷告词录自他们制作的一套 VCD，朴保罗
讲创一、创二、创三、共八片，每片以一段圣经开始，都以这段祷告题作结尾）： 
 
  祷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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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福音化预备七千门徒（建立三百万耶稣基督的门徒），代祷。 
 
  2．为全国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打开传道的门，和建立工人代祷。 
 
  3．以保罗为中心的传道小组，求主赐经他们五个能力：（1）灵权（2）智力（3）体力
（4）经济力（5）工人，代祷。 
 
  4．以保罗为中心的传道小组，求主加添拯救时代且为福音豁出性命的三百十八名要员。 
 
  这是一篇很具纲领性的宣告，他们胸怀 32 个省、市 13 亿人口的中国，无视现有的数千
万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的“异像”里只是三百万，朴保罗公然说，“现在信上帝的人都信
错了，他们信的是宗教”），他们公然称朴保罗是中心（在其内部尊称朴保罗为时代的先知，
恭而敬之，在外部称他朴老师、朴牧师）。他们公然称自己是时代的拯救者，公然要建立“三
百十八名要员”，领导一场福音化运动。 
 
  还值得介绍的是，他们喜欢标新立异，使用一些“新名词”。例如：“现场”、“要员”、
“再生产”、“时间表”、“流程”、“忠诚者”、“宗教人”、“门徒化”、“要员化”、
“现场化”、等等，这可使我们在接触之初有一个提醒，注意对他们的防范。另外他们的生
活缺少敬虔，喜欢谈论酒色、娱乐、还洋洋自得，不以为羞耻。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催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彼后 2：17） 
 
  我们要奉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救员派”的邪灵，抵制他们的异端邪说，
不准他们在中国大地横行。 
 
  2002 年 8 月 
 
  七、天父的儿女 
 
  这个名字很好听，但他们是异端。他们没有礼拜堂，也没有教义。 
 
  这异端是由美国人大卫贝克（后来改名大卫摩西）创办的。 
 
  他在 1960 年创立了“少年归主”。他把信徒分成十二个支派。 
 
  他的儿女指证他有淫行：通奸、欺骗、兽奸、乱伦等罪行。 
 
  1970－1971 年，由 200 人增至 2100 人。 
 
  1978 年改名为“爱的家庭”，窜到东南亚。目前全世界已有 10,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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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鼓吹用性来传教，大量拥抱、接吻和赞美。信徒以肉体勾引人入教，为组织赚活动
经费。 
 
  此外，还有太阳圣殿教、基督教科学会等，但这些还没有打进中国来，所以我们暂且不
讨论这些异端。我们的集中点，是国内的异端。 
 
    
 
  第四章 国内一般性的异端 
 
  神很赐福给中国，使多人归信基督。但撒但是不甘心的，牠要在中国兴起多种异端。许
多信徒因为没有基础，只有热心而无知识，就中了牠的诡计。为此，我们着重谈谈国内的异
端，特别国内末世的异端。为使我们有所识别，不要盲从，不要好奇，不要受迷惑，不要以
假当真。 
 
  在我们还没有揭发较重大、较晚期出现的异端之先，让我们来看看一般性的异端。 
 
  一、广西鹿寨方舟 
 
  1989 年，广西陆运兰（40 多岁）说她梦见了耶稣。她说耶稣要她造一只大船。 
 
  她到处宣扬末日消息，呼吁各人要进入她所造的方舟，以逃避水灾。 
 
  她说，她上过天家，看见一巨大金菩萨；她又说：“圣经已过时了”。她说，主赐给她
《盖能书》和《桃花书》，又说耶稣赐医病的能力，有什么病经她一摸就好了。 
 
  请问，天家会有金菩萨吗？圣经会过时吗？ 
 
  神应许不再用全球性的洪水灭世：“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
不再有洪水毁坏地（球）了。”（创 9：11）既然没有第 2 次全球性的洪水，所以就不需要
第 2 只方舟了。 
 
  二、河南桐柏山集体升天之谬 
 
  1989 年 10 月 1 日下午，20 余人被封为“大臣”和“国王”的农妇，穿戴有红领章的黄
色涤纶制服，跪在地上焦急地等候“神的仆人”熊春华带回“耶稣从天上启程”的消息。一
有消息，她们就立即呼唤 100 多名信徒来，同饮毒酒、喝下农药，集体升天。 
 
  她们等了许久，熊春华还没有与耶稣相通。于是他们就集体自杀，但及时被几十名警察
制止了。 
 
  圣经说，基督快要再来。但异端也常用“世界末日”、“基督再来”来扰乱。他们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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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基督再来的日期，明显地违反了耶稣的话：“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
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太 24：36）可是他们说“那时不知道，但
神最近启示给我使我知道了。”真的吗？为什么耶稣不说“现在没有人知道，将来神就会启
示给人知道”呢？为什么耶稣说“惟独父知道”呢？凡指定耶稣再来的日期，总没有一个准
确的。我们说，这是违反圣经，这是异端。我们千万不要跟他们。 
 
  三、山西“末日教派” 
 
  他们也是预言基督再来的日期。他们集体上山等候升天。但到了他们所指定的日期，基
督还是没有再来，他们失望，就自杀了。 
 
  四、“三班仆人” 
 
  异端“三班仆人”的创始人名叫徐圣光，是安徽人，年纪大约 50、60 岁，但留长发、
长须，看来倒像 70 多岁的老人。他大约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创立此异端组织，并且发展迅速。
据他们自己宣称，短短 10 年间他们的信徒人数有百万之多，分布全国，其中以安徽、四川、
东北为数最多。他行踪极为隐密，每到各处都被接待在家里，和他们所开办的旅馆住宿。凡
他睡卧起居之处均定为“至圣所”，外面同工住宿的房间称为“圣所”，只有同工能进出；
聚会地方则称为“外院”。他自称为“大仆人”，没有家眷子女；但传说老家有妻子，多年
未曾往来。 
 
  他们主要是根据马太福音 25：14－30“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把那领 5 千的、那领 2
千的和那领 1 千的说成是三班仆人。 
 
  1．利用圣经的“三”字 
 
  三一真神，方舟三层（创 6：16），摩西、亚伦和户珥（出 17：10－12）,“用手捧着舔
水的有三百人”（士 7：6），“三股合成的绳子”（传 4：12），“三十倍”（太 13：23），
“三斗面”（太 13：33），“两三个人”（太 18：20），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约 11：5），
“使徒、先知、教师”（林前 12：28）。 
 
  2．他们的领袖自称是大仆人 
 
  自称比摩西、大卫大。他自称是当代的摩西，凡不听从他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徒
3：22－23），例如可拉、大坍等，应被咒诅（民 16：24，30）。 
 
  自比大卫（王上 1：1－4）：他叫姊妹学亚比煞来服事他，说：“生活的罪可得赦免，但
道路的罪就不得赦免。” 
 
  他说，摩西是大仆人，约书亚是小仆人，亚伦预表使女。 
 
  他说，他是末日主所兴起的先知。若不加入三班仆人的配搭就不得救、是异端、是假先



 14

知。 
 
  3．说主来的日子可揣摩而得 
 
  挪亚知道 120 年和 7 天（创 6：3，7：4），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所以他也知道主再来
的日子。 
 
  （1）他根据利未记 23 章 7 个节期，在节期的前夕，说主要在 1989 年 7 月初一日再来。
因而他们有部分信徒尽量享受，有倾家荡产的、有绝食祷告的，昼夜等候被提。 
 
  （2）但到了时候主没有来，他就乱引阿摩司书 5：18“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后来他说，耶稣降生是在公元前 4 年，所以把 1989 年改为 1993 年。但 1993 年耶稣还
没有来。凡说耶稣在某年某月某日要再来的，都是讲异端的。 
 
  4．禁止嫁娶，主张守童身（林前 7：29－35） 
 
  说嫁娶是背离真道，是情慾鬼。他谬解撒迦利亚书 12：12－14“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
在一处”，又叫人学耶弗他的女儿终身为处女（士 11：38－40）、学保罗不结婚，结果弄到
多人与不信的结婚。 
 
  他乱引约珥书 2：15－16 说，同房是污秽。主张夫妻分居，结果使许多人妻离子散。 
 
  5．反对擘饼聚会 
 
  说“圣餐”是神的话语，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赛 30：20－21）来成全。 
 
  6．反对要被圣灵充满和先赞美 
 
  说赞美敬拜是将来的事。 
 
  这就违反了罗马书 15：9－11，以弗所书 5：18－20，歌罗西书 3：16－17，希伯来书
13：15 的教导。当然，我们不要像灵恩派那样混乱等。 
 
  7．不准信徒与他人相交 
 
  不准他们的信徒与其他人相交，否则就是不服权柄；他们不准私自接待同工，而必须有
他的命令和介绍信，又不准他们收听广播电台。 
 
  凡不能成全他心意的同工，就开除、咒诅与鞭打，叫其他信徒断绝接待。对海外同道就
假接纳，为骗取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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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常常撒谎 
 
  他们把“智慧像蛇”作为说谎的借口，学效妓女喇合（书 2：1－4）、收生婆（出 1：15
－20）、大卫装疯（撒上 21：12－15）。他们又说耶稣也说谎（约 7：8－10）。其实耶稣说：
“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但后来“祂也上去过节”。 
 
  9．以属世的智慧来建立教会 
 
  他们鼓励人看《三国演义》、《智谋大全》、《杨家将》等书，使教会成为贼窝。 
 
  10．有关救恩的问题 
 
  他们定规，教会必须建立在神所立的班次之内（即“三班仆人”的工作组织之内的成员），
若不在班次里或没有得班次地位的人，不能得救。 
 
  总的来说“三班仆人派”是地地道道的异端，他们反说其他是异端、是假先知。这是特
别危险的，我们务要谨防。 
 
  五、灵灵教 
 
  江苏淮阴地区，有一小学教师华雪和自称是“救主”，因他的名字中有两个字与“耶和
华”神的名字一样，所以就自立是“耶稣第二”，自命为神的第二个儿子，并自称作“华救
主”，他创办了“灵灵教”，1989 年传到河南省。 
 
  他们效法“灵恩派”追求圣灵充满、唱灵歌、跳灵舞、讲启示、说方言。他们强调“灵
洗”，不是圣经中的灵洗，而是一种邪灵的能力。一经他们按手，邪气就到，蹦跳起来讲“方
言”，但他们心里惧怕。他们还听到声音，见鬼像，里面黑暗朦茫。 
 
  他们改奉正月 17 日为“圣诞节”；废除水礼、圣餐、圣礼；他们按启示讲道；他们也宣
讲“末日论”。 
 
  1990 年，在华雪和被处以劳教后，教内的积极分子，骨干人员郭广学不甘心自己多年的
心血毁于一旦，连同女信徒温秋会在温家设立了“复活道”，说温家是耶路撒冷城，继续迷
惑信徒。 
 
  他们说：世纪末世界将有大灾难，只有加入“复活道”才能避难。说神在世界上只收 14.6
万人升天，信教信得晚了就升不了天等。 
 
  这两个歪曲《圣经》、自封神灵、动不动就拿灾难吓唬人的“圣子”、“圣灵”现在已受
到正确处理。 
 
  凡自称是“救主”的都是异端。他们讲“世界末日”，总是与圣经所讲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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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使徒信心会 
 
  上海青浦县的“使徒信心会”，受某长老的错误教导说,“在领圣餐前，一定要当众认罪、
悔改与偿还。”他们强调信徒死了，若眼睛清晰、脸带笑容，才是得救的凭据；若身体僵硬、
愁眉苦脸，那就不得救。 
 
  在领圣餐前认罪、悔改与偿还是对的，但“一定要当众认罪”，这是人的教导。圣经给
我们看见，得罪神就向神认罪；得罪人就向人认罪；得罪会众的才要当众认罪。我们得救与
否，是在于真信与否，绝不是看死后尸身的表现如何。 
 
  有个“使徒左坤”原是“江端仪新约教会”的门徒，他在台湾和香港一带活动，但又打
入大陆活动了。 
 
  最近有两个小女子从北京来这里聚会。会后对人说：“一定要使徒传福音给你，你才得
救。”有人问她们：“你那位使徒名叫什么？”她们说：“你祷告，神就让你知道。” 
 
  其实现在没有使徒，因为使徒是见过主耶稣的（林前 9：1，15：5－8）。使徒和先知等
是基督赐给教会的五种恩赐（人）的头两种（弗 4：11）。他们（使徒和先知）是为教会立根
基的（弗 2：20），立好根基（耶稣基督）以后就再没有使徒和先知了。使徒是被差的意思，
今天外国的差派，也不称使徒，只称“传教士”missionary, 表明不是圣经中的“使徒”。
至于先知，现在也没有旧约说预言的先知，只有作先知讲道的 （林前 14：1，3－5，22，
24），所以凡自称是使徒或先知的都是冒牌的，我们千万不要听信他们，更不要跟从他们。 
 
  七、宇宙教会 
 
  最近从广西传来的新异端“宇宙教会”。他们又称为“应许教会”，而把其他各教会称
为“血气教会”。 
 
  1．创办人名叫“奉圣音” 
 
  她是应许教会的带路人。她于 1992 年 11 月 6 日写完了《佳音二》，建成了方舟，说凡
进入应许的方舟者必然得救，应验了挪亚的日子（创 6－8 章）。 
 
  奉圣音是个贫穷而有智慧的人，她从监狱出来，将要作王，就是那位“从日出之地（中
国）上来”（启 7：2）的天使（传 4：13－14）。神任命她带领应许教会。神把天上地下的
权柄交给她，并任命她治理神的家，领 14.4 万人与父相会（启 7：2－4，14：1）。凡跟奉圣
音的人必与神和耶稣同作王（启 12：5，16：12，21：25－27，22：3－5）。 
 
  神把开经权交给她：她根据启示录 10：4“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说，
圣经还没有写完，由她来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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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语：她以自己为代表，要人跟她、进入她的“应许教会”才能得救。 
 
  天使是服役的灵，为我们效力（来 1：14），耶稣在世上暂时比天使小（来 2：9 小字），
但复活升天后当然比天使大得多了。我们基督徒都比天使大，不需要跟所谓天使奉圣音。 
 
  14.4 万人是以色列人，他们留在七年灾难里，而我们在主降到空中就被提去了。如果他
们是 14.4 万的人，请问他们是属那一个支派的呢（启 7：4－8）？为什么说，凡跟奉圣音的
人必与神和基督同作王？我们知道只有得胜的基督徒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凡跟奉圣音的人
肯定是跟了异端，怎能作王呢？ 
 
  圣经已经写完了，七雷封闭，以后揭开，但不会再加在圣经里，也不会由奉圣音来加。 
 
  2．旁证 
 
  韦姊妹如施浸约翰，她为奉圣音作见证：于 1992 年 2 月份的一天，神向她显现与她谈
话。同年 11 月份赐她一子，额上有“八一”的记号，说明应许的方舟开始建造。11 月 7 日
神叫她进方舟。11 月 16 日她带病到应许教会聚会。当她听奉圣音《佳音二》后，病就全好
了。 
 
  1993 年 4 月 13 日，有一位天使到访韦家。韦见这位天使的相貌是与奉圣音的一模一样。 
 
  1993 年 11 月的一天，某家关闭的电视机屏幕上写着“奉命大神到”等字样，随后又显
现奉圣音的身影。 
 
  评语：单根据某某见的异像、听的声音、病好了、天使到访，是不能证实奉圣音是神所
差的一位天使。这一切，撒但都能行的（太 24：4－5，11，24 等）。 
 
  3．应许教会与血气教会 
 
  以扫代表血气教会先建立（创 25：26）；雅各代表应许教会在后（创 38：27－30）。 
 
  以赛亚书 4：1“七个女人”，预表现今 7 个血气教会，“一个男人”预表应许教会。 
 
  撒迦利亚书 8：23“十个人”预表血气教会，“一个犹太人”预表应许教会。 
 
  路加福音 11：31“地极”预表中国教会，“南方女王”预表长江以南的应许教会。 
 
  使徒行传 8：39 腓利被提了去，腓利预表应许教会，应许教会是飞行隐藏的天使的教会
（启 14：17－20）。他们要人从血气教会分别出来建立应许教会。 
 
  评语：圣经没有血气教会。属血气的人是世人（林前 2：14）不是教会。以扫，圣经从
来没有用来预表教会。“七个女人”、“十个人”都没有理由用来预表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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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极”在非洲，中国不是地极，不是在南极或北极；南方女王从非洲到访所罗门，绝
不能乱套。 
 
  记住，旧约没有教会；四福音时没有教会，耶稣只预言教会（太 16 : 18，18 : 17）；使
徒行传圣灵降临才建立教会；书信是教会的真理。可惜他们不引用书信！启示录 2－3 章，7
个教会预表 7 个时期的教会。从 4－19 章, 地上再没有教会了。我们不能乱引启示录来说教
会怎样怎样。 
 
  圣经也没有一次说“宇宙教会”或“应许教会”。这是自高自大的奉圣音搞出来的，这
是新兴的异端。 
 
    
 
  第五章 国内影响较大的异端 
 
  国内的异端很多，有些是从外国打入的，也有国内自发的。 
 
  我们已经略为谈过国内一般的异端。其实国内一般性的异端还有很多，我们暂且不谈。
我们现在所着重的是国内影响较大的异端。这些异端危害不浅、迷惑甚大。凡是基督徒都当
识别和提防，也当提醒别人免受祸害！ 
 
  一、呼喊派 
 
  李常受 Witness Lee 原来是基督徒聚会所的同工，仅在倪柝声 Watchman Nee 之下。
他后来到了美国，搞起异端来迷惑多人。有人写书批评他。他竟告发那人，结果那人被罚了
100 万美元。他出版不少书刊，如：《奥秘的启示》，《灵与灵的侍奉》，《新路生机的实现》等
400 余册。 
 
  1．呼喊派的兴起 
 
  “呼喊派”发展于 80 年代，特别是在福建、浙江、河南等地。他们聚会是大大呼喊，所
以人称之为“呼喊派”。 
 
  呼喊运动导致鬼附，最终演成各种的惨剧。 
 
  最先是 1980 年在河南省鲁山兴起。 
 
  （1）程有与蓝强石： 
 
  程有原属路得会，他转到地方教会聚会。他有野心。1987 年他说梦见神已膏他作“中华
大地之父”。当时受到同工拒绝，但他不死心，又跑到安阳市，在聚会中称自己为鲁山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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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同工。 
 
  在聚会中，叶县的蓝强石接受程有为父。程又立蓝为“河南省的父”。 
 
  （2）立“父”： 
 
  之后，每个信徒都要向自己乡的父祷告，乡父向县父祷告，县父向省父祷告，省父向程
有祷告，程有才向天上的父祷告。 
 
  聚会中，蓝带一伙人在内室聚合，家人和其他人在外观看。他立刘小友为叶县的父，又
立万忠臣为旧县乡的父。不少人围着蓝唱歌、赞美（原来有邪灵进入了）。 
 
  （3）邪淫： 
 
  程、蓝等又到其它地方聚会，实行男女拥抱、亲嘴、洗脚、跳舞，围“父”跪拜。 
 
  （4）从“作父”到“作王”： 
 
  后来，程、蓝等又自称是人子、二次降临的耶稣、隐密降临的基督、国度的门，如果不
通过他们就不能进天国。他们是天国的王，当场有人下拜他们为王为主。他们根据马太福音
21：5 耶稣骑驴进城，他们就把人当驴驹，骑在身上跑来跑去。他们聚会时锁大门，不让人
看到。作王的请人为他们的王床、王枕、王椅、王妃祷告；给王敬饭的竟是他们肉身的父亲。 
 
  1987 年底，他们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 
 
  （5）从作父、作王，到拜“常受主”、“常受王”： 
 
  1988 年，少数跟从程、蓝的人把他们所称的“父”、“王”都转向李常受，称李常受为
主、为王、为父，所以有“常受主”、“常受王”出现。他们把诗篇 150 篇“你们要赞美耶
和华”改为“你们要赞美常受王”；他们奉“常受主”的名祷告、奉“常受主”的名为人施
浸。又有人说：‘你们读李常受的著作、信息，怎能不称他为主呢？ 
 
  （6）程、蓝等说： 
 
  “不要等基督再来”，“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就是道成肉身
的基督”，“我就是二次来临的基督”。（参阅白受恩著《异端邪教系列——常受主派》17
－32 页） 
 
  2．李常受 
 
  （1）历史与背景： 
 



 20

  呼喊派的发起人李常受（曾用长寿），是山东烟台人。他青年时在东北信主，后来加入倪
柝声的聚会所——小群。本来小群运动曾给当时一些正在腐化冷淡的教会带来很大的改革和
复兴。他们所强调的“自立、自养”、“灵命追求”等，都是有建设性的活动。今天一些家
庭教会和当时的小群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关系。 
 
  当小群 30 年代开始兴旺，李常受就参加了小群运动。40 年代李常受成为倪柝声亲密得
力的助手。李常受具有倪柝声所缺少的组织能力。1939 到 1942 年，李常受在上海协助倪柝
声作培训工作。1943 年被日本军警抓进监狱，释放后得了三年肺病，可是他仍然在 1946 到
1948 年间回到上海继续培训。这时，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后来李常受到了台湾，快解放时，
倪柝声决定让李常受作台湾小群的主要领导。再过 12 年，台湾小群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有的
接受李常受的领导；有的认为他已经离开了倪柝声的教训，因为他提倡有问题的道理和不符
合圣经崇拜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流走，李常受越走越偏离正道，现今终列于异端的行列之中。 
 
  李常受的“变异”大概开始于 50 年代。1949 年他从中国到了台湾，后来又去了美国。
在 1958 年，53 岁的时候，他说自己“里头转了，从道理转到灵这里来”。他在台湾的时候
还与少数的长老一同工作。61 年他去美国。到 67 年洛杉矶呼喊事件发生后，他已高坐“独
一职事的宝座”，终于走上异端的路。 
 
  李常受到了美国后，在洛杉矶定居。加利福尼亚南部成了他办的“地方教会”的根据地。
到 1974 年，李已建立了大约五十处所谓的“地方教会”。 
 
  李常受自 1967 年起在洛杉矶发起“呼喊”运动，提倡用“呼喊主名”的方法“释放
灵”。1968 年，他又提倡要在聚会中集体重复呼喊“哦”、“主”、“阿们”、“哈利路亚”
这四个词语的办法，来使会众的“灵”得到释放。于是，大声“呼喊”便成了他们的特色，
也是“呼喊派”这名称的由来。中国的呼喊派则大约发展于 80 年代。 
 
  李常受常表现出他自己是拯救世界的“常受主”，他的信徒要敬拜“常受主”。他们高
举李常受，曾有长老说圣灵启示他们，“耶稣是以前的人，祂不会再来救世人，而是李常受
要来拯救他们”。他们要信徒唱圣诗敬拜李，说他是万王之王，既尊贵又荣耀。 
 
  1974 年，李开始了《生命读经》的编写和出版，企图用它来取代圣经的权威。1975 年
9 月 4 日，他宣布把从前所讲十字架的道一笔勾销，并说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太“肤浅”了。
到了 1989 年，85 岁的他更怀疑和攻击恢复中的长老、同工。可以说，他不但没有半点悔改
的意思，并且越走越远离基督。终于，1997 年 9 月，他死了。 
 
  引自《防备辩驳异端》（85－86 页） 
 
  （2）错谬的地方： 
 
  ① 关于神： 
 
  他认为圣父就是圣子就是圣灵。他又推出圣父、圣子、圣灵和教会“四位一体”的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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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看《教会当前三篇信息》以及“如何理解神的三位一体的真理”。《教会当前信息》
内提，美国 Bantry 圣徒读了李对神的三位一体的说法。他说：主后三百多年有亚流所传……
与李一样一式，当时已被众教会定为异端，所以毫无疑问地，就可定李为异端，李在海外，
也被列为基督教十大异端之一。 
 
  ② 关于救恩： 
 
  李竟说：“撒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又说：“撒但就是借着基督所穿上的那个肉体
被击伤、被毁坏的，因为那个肉体是成了蛇的形状。”因此，他认为“在基督的肉体里有撒
但的性情（罪）住着。” 
 
  他在他的一本书中说，他 1976 年前所有讲过十字架的道理都“一笔勾销”！他那时已
是 70 岁了。 
 
  ③ 关于圣经： 
 
  李 70 岁时，全盘否定以前所讲过十字架的道理。另外，他贬低圣经的权威。因此，他反
对信徒查考圣经。 
 
  李提出所谓“生命读经”的方法，否定了圣经中的教训和道理的价值。他说要用“灵”
来接触圣经的“主干”——“生命”，而不要用“头脑”去注意圣经中的那些“启示的皮
毛”，例如教训、命令、属灵的知识等等。 
 
  香港马文中老弟兄的儿子马健南弟兄（原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主任），去年回国讲学时，
告诉上海的弟兄们，他在旧金山亲耳听见李的聚会所有一位青年讲员在台上说：‘现在是灵
的时代，道的时代已过去，转入灵的时代了’等等，又亲眼看见这人在讲台上当众把圣经摔
在地上，喊叫说：“Damn the Bible!”“Damn”这个词在字典里译为“该打入地狱！”——
哦，主血遮盖！两位听马弟兄讲述的上海弟兄来信告诉了我这件事（《陈恪三弟兄——晚年部
分信息》）147 页）。 
 
  这一切都为他 1931 年起开始接受的邪灵铺了路——一切听从那个灵对他（李）讲的，
贬低圣经。因此，受欺者发狂言：“读李常受的书一遍，胜过读圣经一百遍”、“李常受的
话比圣经价值高一百倍”（同上 149 页）。 
 
  ④ 说“基督是首先被造的”： 
 
  李根据歌罗西书 1：15“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说“基督是首先被造的”。他说：“按人性，基督是首生的，有人性就是受造者。” 
 
  据陈则信弟兄在《教会当前信息》中引马丁路得注文译：“在一切被造之先，祂是首
生。……约 3：16 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这是关于“子与父原为一”，同有非受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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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这里大胆改为“爱子……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样就把主耶稣也变成被造
者，是头一个被造的。他被撒但利用，把一个“生”字改为“先”字，这样就把主耶稣非受
造的神的生命也变为受造者。 
 
  从公元 325 年至今，没有一个神学家说“基督是受造的”。 
 
  ⑤“在基督的肉体里也有撒但的性情”： 
 
  李先说主是受造者，现在又说基督穿的肉体，在这肉体之内有罪住着，就是有撒但的性
情住着。 
 
  李侮辱荣耀的主基督，说到撒但钻进主的身体里，如同老鼠钻入老鼠笼。有人还误认为
李在那里讲“同死”的救恩。 
 
  圣经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有人的疲乏、饥饿等情况，但祂没有撒但的性情，因“祂
并没有犯罪”（来 4：15，彼前 2：22）。 
 
  ⑥“多次受浸”： 
 
  听说，只要你感到灵里受压、下沉、陈旧，就可自己下浸池受浸；受浸次数最高记录已
超过 100 多次！曾和李常受同工的陈恪三老弟兄说：李常受身上有“另一个灵”（林后 11：
4）。这“另一个灵”何其荒唐，然而竟有不少人盲从！ 
 
  死了的人自埋，是不通达的，若这是再次多次的与主同埋葬，这是否意味着基督必须多
次带我们埋葬，才能救我们脱离老旧么？这岂不是无视主一次而永远成功赎罪的事，是能叫
我们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么？（来 10：10，14） 
 
  ⑦“没有天家，天家就是教会”： 
 
  有弟兄来信说，“最近我们从《约翰福音生命读经》里，读到一段解释约翰福音 14：1
－6 的解释，李说将来没有真实的天堂，神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家 oikia （基督的身体），就是
现在的教会，”因此，他们传福音的口气也改了，认为现在弟兄们传福音说：“人有罪，信
耶稣罪得赦免，将来可以上天堂。”这类的话是低俗的福音。……因此他们所用的补充本诗
歌第 520 首第二节是这样唱的：“从前愿望是上天堂，那天空中的象牙塔，虽然知道这是虚
妄，我们仍是受蒙蔽。”。他们认为你老是说将来有一个天堂，那等于是一座天空中的象牙
塔（空中楼阁的意思），并且这件事是虚妄的，今天多人还是受蒙蔽。 
 
  李将约翰福音 14：1－6 解为主耶稣离开世界不是到天上去。祂是把我们带到父里，在
父里为我们预备地方。 
 
  他说：启示录是表号，新耶路撒冷是最大的表号，是个爱的城。神与我们，我们与神，
互为居所：“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启 21：22）。圣经说活石是人（彼前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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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新耶路撒冷就是人。难道真有一座金山高过 1300 哩（四千里，启 21：16）么？得胜
的是殿中的柱子（启 3：12）。教会是神的身体，是神的家。新耶路撒冷的金子表征父神的性
情。 
 
  请注意，启示录虽然有表征，但有说明。我们不能把所有事实都说成表征。只按灵意，
不按字面解经是很危险的。神和羔羊是城的殿，但上文明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启 21：
22）而第 1－2 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
而降……。”如果新耶路撒冷就是神，为什么又说“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呢？可知圣城就是
城——天上最好的一座城。将来的物质是不能朽坏的、是属灵的物质。 
 
  天家有许多住处，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可 16：19）。请听：“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
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 2：9）。“他
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祂已
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来 11：16）“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
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来 12：22－24，参彼后 1：
11，3：10－13，启 21：1－4，9－27）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天家。天家有天使，有总会，
有神。如果说天家就是神，那么天家也是天使，也是总会。 
 
  不信有天家，肯定是异端。 
 
  ⑧ 呼喊： 
 
  李常受说：使徒行传 2：21 的“求告”call on 乃是“呼喊”，就写了《恢复主的吃、吃、
吃》，说，吃就是呼喊。他又说“圣经是一本吃的书”。李号召来聚会的全体会众来赴主的筵
席，大大吃饱了主，说“吃主、喝主，主小我大！” 
 
  因着这“吃主”的论点，他竟说神给我们吃的时候就把自己缩小了，这样才可以进到人
里头。因此他叫人坦然的说：“主啊！我大祢小”。他甚至说耶稣是桌子底下的饼渣儿。这
是他所说，耶稣是经过处理的神，是我们“餐桌”上的食物，要经过“烹煮”的根据。 
 
  李在去世前不久还曾在大会中鼓动会众高喊“我是神”！ 
 
  S. A.写的《神的见证》一文说到撒但在这些末后的日子，正在使用激励情感或外表的方
法，用这种手段来欺骗圣徒。据云：有海外圣徒回来说李在美国的聚会，因着大喊大叫，隔
壁都请警察来制止。 
 
  ⑨“鬼魔的道理”（提前 4：1）： 
 
  “在鼓浪屿第二天清早祈祷会，李先短讲，内容是‘服权柄’，大意是：‘神的旨意向
使徒启示，使徒又传达给长老，长老又传达给众信徒。凡使徒所传的，全教会都要听从，因
为是传达神的命令。使徒即或错了，乃神与使徒之间的事，会众还是要顺从。例如执事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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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整理会所、擦玻璃，吩咐打破玻璃再擦，或者把钢琴颠倒放置，你也要（不思考而绝对）
顺从。’” 
 
  可悲！不少李的追随者，不认真查考圣经（参徒 17：11），一味盲从，搞个人崇拜。真
的！在呼喊派中间，“打破玻璃再擦！”他们会不加思索地照办；“钢琴脚朝天倒置！”他
们也会盲目执行——他们不认识李身上有“另一个灵”，并不是圣灵。 
 
  例如：李曾说，他是“独一的执事”，会众当即附和“阿们！”一切无条件、无原则地
绝对顺服。此后，整个“呼喊”系统就由李一个人讲道，整个“呼喊”系统也只听李一个人
的录音、看李一个人的录像；其余同工一律靠边，不少同工被迫转行。 
 
  李说：“五十岁以上的长老一律靠边！老旧了！”尽管此令毫无圣经根据，仍然“阿们！” 
 
  李作为原告上法庭，公然违背圣经（林后 6：1－8），也是“阿们！” 
 
  ⑩ 谩骂同工史百克弟兄（ T·A·Sparks）： 
 
  他谩骂的录音带也带到国内来了。他骂他的年长同工、倪柝声弟兄最尊重的史百克弟兄
（倪柝声 1939 年曾在英国伦敦史百克弟兄主领的聚会中学习一年之久。回国后，他遇见不
能解决的难题，就电报向史请教、交通）像泼妇骂街一样凶狠，一点没有弟兄的味道，实在
出自“另一个灵”。 
 
   执意错到底： 
 
  一位老同工曲郇民弟兄曾向李指出过，同工约翰·英格斯指出过。国内也有弟兄在大陆
开放之初，郑重地把一本批判李常受错谬的《反对更改福音、歪曲经训》的油印材料亲手交
给李的长女婿陶正平，一再叮嘱他带回美国面交李常受。这份材料内有十篇由陈恪三等长辈
同工为真道争辩所写的文章。但李常受却执意“错到底”！真是出奇地傲慢、顽固不化！这
都与他身上“另一个灵”有关。 
 
  “于是在李到鼓浪屿后第一场聚会，那天晚七时，你（徐弟兄）独自坐在会所楼上求问
主：‘主啊，若李所受的引导是出于祢的，愿主让他自由释放信息，否则求主禁止。’聚会
时间到了，李与翻译弟兄同登讲台，我（陈恪三弟兄）好像坐第一排。那天唱诗歌一首又一
首，唱了许多首，从来未见聚会处主日聚会唱这么多首诗歌（一般都是 2－3 首），我觉得奇
怪。半小时后，李站到台前，说：‘聚会时间已过了半小时，今天我所预备的信息，神扣住
了。’”“神扣住了”几个字给人很深的印象。这在聚会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高举李常受： 
 
  曾有长老说圣灵启示他们，“耶稣是以前的人，祂不会再来救世人，而是李常受要再来
拯救他们。”他们主张不用看圣经。他们认为信徒在颂唱诗歌中应不停地敬拜李常受。他们
把 150 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改为“你们要赞美常受主”。他们扬言李常受是主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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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万王之王，又尊贵又荣耀。 
 
  至于主再来和信徒应如何儆醒预备，等候被提迎见主的事，几乎只字不提。 
 
  这是典型的异端。除了神之外，我们不能高举任何人。耶稣在世时是高举父神；耶稣升
天差圣灵降临后，圣灵在世上是高举基督的。 
 
  我们千万不要跟从呼喊派这个异端。 
 
  二、“被立王” 
 
  由安徽省颖上县人吴扬明创立。1988 年 9 月（43 岁）他获得《关于教会可以取新名》
的小册子。他根据箴言 8：23“我已被立”、路加福音 2：34－35“这孩子被立”，说“耶
稣早已过时，只有‘被立王’才是唯一的真神。”他说他是“耶稣再生”、是“被立王”、
是“真神”。 
 
  他以安徽省阜阳为据点，发展信徒到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 232 个县、市，建立
了 500 多个活动据点。 
 
  他宣扬“世界末日”，但不是根据圣经所说，而是歪曲真理来骗钱骗色。 
 
  吴扬明于 1988 年在安徽阜阳自封为王，称“被立王”，被奉为“父王”，骗奸女子 130
多名。他自谕为“神体”，要女信徒“蒙召”（即与“神体”发生关系）才能得救。“父王”
有 60 王后、80 妃嫔。 
 
  圣经有“被立”两个字，是动词，不是名字。“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
被立。”（箴 8：23）箴言第 8 章的“智慧”是指耶稣说的，特别是 22－31 节的“我”字。
“我已被立”，就是耶稣被立。路加福音 2：34－35“这孩子被立”，也是指耶稣说的。这
几节经文都是说主耶稣早已被立了。怎能到了 1988 年才是吴扬明被立呢？凡说“耶稣已过
时的”，都是异端。 
 
  打入广东  
 
  1992 年 11 月的一天，有两个从江苏来的女子名“看清”与“巧妙”，被“被立王”派
到英德大湾镇麻步坝村刘容家，大肆宣扬“耶稣已过时了，现在要信‘被立王’方可帮助信
徒永享天国之乐。” 
 
  刘容，50 多岁，她亦自命会祈祷治病。还有邱炳贵为副手。那两个女人在他们家里住了
20 多天，封刘容为广东的“总代权人”、邱炳贵为“副代权人”。他们要每个信徒废除真名，
重起“灵名”：刘容叫“忠心主”、邱炳贵叫“诚实主”。后来，刘容的女儿刘丽花被吴“任
命”为广东“第一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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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有两个女人来这里，说她们是被“被立王”派来的。我们当时就拒绝了她们。 
 
  后来扬明吴逃窜至蚌埠，终于 1995 年 9 月被判死刑。 
 
  三、东方闪电派 
 
  东方闪电按名是异端，但实际上它是邪教。 
 
  约在 1990 年，在河南省郑州市有“东方闪电派”兴起。一个约 30 多岁姓邓的未婚女子，
自称为“女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降临在中国。这样荒唐的事，有谁会信？偏偏就有很多的
人跟从了她。 
 
  据说这“女基督”是高考落榜而精神失常；有说她是被鬼附而走火入魔的女学生。她后
来在“呼喊主名”的聚会里参加聚会，众人为她祷告，好了一个时期，后来又复发了。她终
日见异梦异像，口中胡言乱语，以后就自称为“东方闪电”或“闪电”，自称是“神”，说
狂妄自高的话。这些话被记录下来，作为“闪电”的经典：《圣灵末世的工作》，又称为启示
录中的小书卷，大量印刷分发。 
 
  近来有不少的人拿着《东方发出的闪电》一书到处分发。这本书是从《话在肉身显现》
上册一书引来的。原来《话在肉身显现》共三大册。 
 
  《闪电》一书共 473 页。《显现》上册计 1211 页。《显现》最后写着“内部发行”，没
有作者姓名、出版日期和出版社。 
 
  《显现》开头引用了 25 段圣经的预言（赛 2：2－4，4：2－4，13：11－13，41：2－
4，52：9－12，55：1－5，60：1－5，62：1－3，太 24：14，27，约 5：37－40，6：28
－29，8：45－47，12：44－50，16：13－16，彼前 4：17，启 1：7－8，12－16，3：6，
12－13，5：1－5，21：1－8，22：1－5，12－13，20）。还有，书皮内印有提摩太前书 3：
16 全文。但全书内文就没有引用经文。 
 
  书内多用第一人称说话，站在神方面说，“我对你说”，“我告诉你”等。 
 
  我得到《显现》第一册，略浏览一下，就发现不少的错误。详情请看灵音小丛书之八十
四《谨防“东方闪电”》、灵音小丛书之九十七《不容人挖透房屋》。 
 
  四、冷水教 
 
  1988 年，广东和平县热水镇一个 70 岁左右的巫婆黄焕新发起，成了安息日聚会热水点
的负责人。 
 
  她说，信徒有病不用服药，只要祈祷、喝冷水就好了；农田有害虫，不用施农药，只要
祈祷、喷冷水，害虫就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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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多人不服药，发生人命案。她获释后仍不改，反而流窜多地活动，发展千余人、3
间教堂、10 多个聚会点。他们的信徒聚会，入场必须先喝一碗冷水。主持人信手翻圣经，每
读到有“水”字就停下，说下面一段就是圣灵启示他们今日的信息。 
 
  这是奇怪的道理。难道没有“水”字的经文都不是神给我们的信息吗？有药而不用，只
喝冷水，圣经那里这样说？有些病只能喝热水或温水；一喝冷水，只能加重病情。神绝不会
叫我们这样作的，这是异端。 
 
    
 
  第六章 我们当怎样行 
 
  要知道末世有很多异端，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太 24：11， 23－26，提前 4：1，提后 4：
3－4）。 
 
  凡引人入歧路的都是异端（林后 11：13－14，彼后 2：1－3）：这是假先知的教导。 
 
  凡异端都自称是“正派”。他们有基督教的仪式与活动，但用曲解圣经来支持他们的“新
道理”。他们排除一切宗派，声称只有跟他们的才能得救。 
 
  一、辨别的原则 
 
  我们怎样认出谁是异端的传播者呢？ 
 
  首先我们当熟记圣经的要道：“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 3：15） 
 
  1. 凡不相信圣经为最高的权威，还要加上新的启示等，就是异端。 
 
  2. 否认三一真神的，就是异端。 
 
  3. 对福音的看法  
 
  他们不信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赎我们的罪；不信基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的福音。
他们不认为因信就可以得救的，因而他们就另搞一套得救的方法； 
 
  4. 我们应当参看《使徒信经》  
 
  信经，英文 Creed，来自拉丁文 Credo，我信的意思。有的信经也称为真理的准则，
即希腊文 kanon 或 canon，即“正典”意，原为一把直尺或直竿，后来演变为标准或模范
的意思。教父们用来形容信仰的准则和教会里所传递的使徒教训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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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教会有《信经》。公元 325 年，早期教会为了防止异端亚流主义的骚扰，召开了尼
西亚第一次大公会议，制定了《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还有《亚他拿修信经》。 
 
  特别是《使徒信经》为全世界所接受。《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 是公元第 2 世纪
为抵挡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而制定的。这都是来自圣经的，成了纯正信仰的典范。 
 
  “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
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
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
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参徒 10：34－43） 
 
  这是我们的信仰。凡不符合《使徒信经》的，就是异端。 
 
  二、我们应当竭力争辩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 3）“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 1：8） 
 
  我们遇到传异端者，当严斥他们的错谬。但对那些被他们所迷惑的人，我们不要嘲笑他
们，我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犹 23）。如果他们不听劝，就当拒绝与远避他们。 
 
  三、不要乱定异端 
 
  我们在分辨异端的同时，当注意不要超越界线，乱定别人为异端。 
 
  有人定“灵恩派”为异端。我们不应这样。当然，我们不同意“灵恩派”的解释，但他
们那些真信的还是我们的弟兄。灵恩派只能说是极端。 
 
  还有人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定为异端，特别在中国北方有些人这样乱定异端，他们
不知道异端的界线是什么。原来世界基督教的福音派特别是基要派多半是相信“一次得救永
远得救”的，例如美国大布道家慕迪、叨雷博士、司可福、斐尼、英国浸信会的司布真、弟
兄会的达秘，中国的成寄归、王载、黄原素、王明道等，都是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 
 
  如果认为这样信这样传，会鼓励人犯罪，他们根本还不认识基本真道，这样乱定异端，
真见笑于世界基督教。我们也不会把那些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定为讲异端者。 
 
  现在正是大力反对异端的时候，可惜北方竟有人互相攻击，互定异端。只要符合《使徒
信经》（圣经基本信仰），我们就不要乱定异端。我们应当同心敌挡真异端：“若有人传异教
（原文作“异道”），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提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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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11
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提前 4：1） 
 
  末世不只有灾难，更严重的是异端风起，迷惑多人。我们千万不要好奇、好听“新道理”，
以免入了“鬼魔的道理”，害人害己。我们当持守真道，求神给我们分辨的灵，使我们在这
末世能为主的名站稳到底！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二○○四年十一月修订 


